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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援引国际经验 ,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

个额外源泉 ,或人口红利 ;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 ,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

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 ;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 ,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

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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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 ,

是一个达到经济增长及其结果趋同的努力 (Barro and Sala - i - Martin , 1995) 。也就是说 ,只有起点低

的国家或地区以比起点高的国家或地区更快的速度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 ,才能实现与后者发展水平

上的趋同。例如 ,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就需要保持目前

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 ,就要使西部地区以高

于全国平均的速度增长。

在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下 ,新古典增长理论预言趋同的过程是一个经济规律 (Solow ,1956) 。但各

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 ,这种趋同是有条件的 ,即只有落后地区具备了发达地区相同的增长条件时 ,

趋同才可能发生。因此 ,人们可以看到的只是一种“有条件趋同”,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趋

同”。经过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推论并在经验上进行了检验的所谓趋同条件多达几十项 ,包括初始条

件、人力资本、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度等等 (Sala - i - Martin ,1996) 。换句话说 ,寻找类似的趋同条

件变量 ,成为在经验上解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人均收入差距原因的主要学术动机。相应地 ,

寻找改变趋同条件的途径和方法 ,从而创造实现趋同的条件 ,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人口因素是否是一个具有显著意义的趋同条件 ,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关系

的理论争论相关。长期以来 ,不同的人口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

长的看法 ,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 ,但人口增长与经济

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 ,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 (Hodgson ,1988) 。综述在这个问题上面的

研究结果 ,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口因素不啻一个经济增长条件 ,但是 ,第一 ,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方向是不确定的 ;第二 ,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 ,往往与其它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 ,产生一种或正面、

或负面的增强效果 ( Kelley ,1988) 。但是 ,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 ,仅仅关注人口数

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 ,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

通常 ,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

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 ,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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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 个阶段。这 3 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

(Williamson , 1997) 。如图 1 所示 ,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

于上升 ,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 ,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 ,劳动

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 ,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 ,随后逐渐开始人

口老龄化。由此形成 3 个年龄结构阶段。

图 1 　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变化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 ,因而 ,处于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 ,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

尽相同的影响。一般来说 ,在人口的较大比例由少年儿童或老人组成的情况下 ,社会负担率较高 ,生

产性较低 ,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 ,人口生产性强 ,社会储蓄率也高 ,则

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

口红利”(Bloom et al1 ,2002)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 ,并且

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 ,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 ,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但

是 ,进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 ,或者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

济增长 ,都不是自然而然的 ,而需要具备和创造一系列条件 ,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

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

平的经济政策 (Bloom et al1 ,2002) 。

本文介绍国际上通过人口转变 ,利用人口红利达成高速经济增长的事例 ,结合中国人口转变和经

济增长的实践 ,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同时 ,在观察到人口结构转折将会进一步发生 ,从而可供利

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时间并不长的情况下 ,本文还提出充分就业是利用机遇、保持经济持续增

长的关键这一命题。

2 　充足劳动力供给创造的增长绩效

如图 2 所示 ,在一个标准的索洛 —斯旺 (Solow ,1956 ;Swan ,1956)新古典增长模型中 ,一个经济存在

着所有变量都以一种不变的速率增长的状态 ,即处于其增长的稳态 ( steady state) 中。在图中 ,横轴表

示资本 —劳动比 ,反映的是储蓄或投资水平 ;纵轴表示产出 —劳动比 ,反映的是产出或生产率水平以

及技术构成。每个工人的总产出作为资本 —劳动比的函数 ,用 f ( k) 表示 ;为了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

保持不变的资本 —劳动比率而进行投资的要求用 nk 表示 ,其中 n 是一个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 ; sf ( k)

表示按照储蓄率 s 进行的投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一个经济存在着稳定的平衡增长的解的含义

是 ,无论最初的资本 —劳动比如何 ,最终都将收敛于每个工人储蓄率与劳动力增长所需要的资本装备

水平相等的点 ,即保持资本 —劳动比不变的这一点上。反映在图中 ,就是 sf ( k)与 nk 两条曲线相交点

上的资本 —劳动比 k。这时 ,每个工人的产出按照在人口 (劳动力) 外生增长条件下 ,为保持不变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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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劳动比率而进行投资 (即图中的 kA) ,以及工人消费 (即图中的 BA) 两种用途间进行分配①。一个

经济的稳态决定了其常规的增长速度 ,即无论一个经济最初处于资本 —劳动比 k 左边的任何位置 ,在

以后的长期增长中 ,都会有一个向资本 —劳动比 k 移动的回归过程。换句话说 ,如果不改变一个经济

的稳态 ,持续的更快增长速度就不会实现。

图 2 　稳态的决定与改变

然而 ,不同性质的经济具有不同的

经济稳态 ,或者说一个经济可以通过改

变一系列条件而改变稳态。索洛最初观

察到的决定不同经济具有不同稳态水平

的因素包括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 (Man2
kiw , Romer and Weil , 1992) 。服从于本文

的目的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人口结构因

素在改变稳态中的作用。

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

性 ,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高 ,同时具备

两个条件 :第一 ,有良好的机制得以诱致

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

蓄 ;第二 ,生产要素 (即资本和劳动) 之间

具有适当的可替代性 ,则该经济有机会

改变其稳态 ,获得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的条件。如图 2 所示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口转变的结果而

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阶段上时 ,由于储蓄率提高 ,资本 —劳动比率从 k 点移动到点 k1 。由于同

时可以有要素替代即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条件下以劳动替代资本的情况发生 ,因此可以保持 nk

水平不变 ,新的投资则提高到 s1 f 1 ( k1 ) ,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到 f 1 ( k1 ) 。这时 ,一个可以达

到更高增长速度的稳态就形成了。从图中看 ,在 C 点和 C1 点分别画出的与 f ( k) 和 f 1 ( k1 ) 的切线表

明新的稳态下的增长率高于原来的稳态增长率 ,即 v1 > v ,并且 Oy 和 Oy1 分别为前后两种稳态的产出

水平。由此可以从理论上判定 ,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的确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 ,为经济增长带来

潜在的人口红利。经济学家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所进行的比较研究 ,实际检

验了人口转变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 ,这种作用的显著性不尽相同。下面 ,

我们总结几点重要的研究及其结论。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 (以下称东亚经济)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

后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而研究表明 ,这一奇迹的实现 ,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

变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7 ;Williamson , 1997) 。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

代 ,在大约 1970 年以前 ,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 ,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人均收入

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 GDP 增长率大约为 2 %。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 ,年龄结构

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 ,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 1970～1995 年期间 ,东亚

经济实现了年平均 611 %的人均 GDP 增长率 ,高于其稳态增长率 411 个百分点。根据估算 ,其间人口

转变的因素贡献了 115～210 个百分点 (Williamson , 1997) 。因此 ,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 ,人口转变

因素的贡献为 1Π4～1Π3 (115 或 210 除以 611) ;而在东亚奇迹 (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 411 个百分点)

中 ,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 1Π3～1Π2 (115 或 210 除以 411) 。

① 有关“稳态”的详细解释 ,可参阅海韦尔·琼斯 (1994)和 Sala - i - Martin(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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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在考察西方经济增长历史时 ,同样发现了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证据。利用

欧洲和北美 17 个国家在 1870～1913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 ,威廉森 (Williamson ,

1997)得出的结论是 ,把各国数据加权平均计算 ,新大陆的人均 GDP 增长率比旧大陆高 0147 个百分

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绝大部分 (大约为 90 %～100 %)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即

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一些更为

具体的事例中 ,这个结论也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如美国高于法国人均 GDP 增长的 013 个百分点 ,完

全可以被年龄优势给予解释。而意大利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 ,如果不是存在着人口结构上面的劣势 ,

本可以取得比超过 013 个百分点更好的绩效。

3 　中国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已开始。这一人口转变的初期表现为死亡率

的大幅度下降。1950 年中国的死亡率高达 18 ‰,出生率更高 ,为 37 ‰,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处于较

高水平 ,达到 19 ‰。此后 ,除 1960 年这一特殊年份外 ,死亡率持续降低 ,而出生率的下降则十分缓慢 ,

导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 ,在整个 1960 年代达到最高点。随后人口动态格局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由于 1960 年代后期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其他因素的作用 ,使得人

口出生率自 1970 年代开始逐渐降低。1980 年代以后 ,在改革开放加快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 ,计

划生育政策在城乡全面严格执行 ,进一步大幅度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相应下降 ,

以致 1998 年以后自然增长率降低到 1 ‰以下。

在人口转变的同时 ,人口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 ,即首先是少儿年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 ,劳

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 ,并且在很长时期里 ,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严重。例如 ,从 1953 年第一次人口

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 ,少年儿童占人口 (0～14 岁)比例从 3613 %降低到 2219 % ,劳动年

龄人口 (15～64 岁)比重从 5913 %提高到 7012 % ,而老年人口 (65 岁及以上)比重从 414 %上升到 710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2001) 。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 ,大大减

轻了人口抚养负担 ,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少儿抚养比以及总体抚养

比的迅速下降 ,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特征 (见图 3) 。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

件下 ,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 ,即所谓人口红利。

图 3 　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变化

　　资料来源 :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

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 ;储蓄率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

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第一 ,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 ,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在

较高水平上 ,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在 1978～2002 年期

间 ,经济活动人口逐年增加 ,其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参与率也达到很高 ,保持在 70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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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时 ,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长 ,虽然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

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但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图 4 显示了 1978 年以来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

口的增长 ,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常态水平。由于劳动力资源禀赋上的优势 ,以及总体就业机会的增加 ,

使得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充足的劳动供给。中国经济中生产要素具有较大的可替代性①,因

此 ,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 ,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 ,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

经济的比较优势。

图 4 　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和劳动参与率

注 :劳动参与率为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劳动年龄人口系

根据图 3 资料来源中数据估算。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第二 ,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 ,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 ,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

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

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改革期间储蓄率始终在 30 %以上 ,1993 年最高时达到 44 % (见图 3) 。一方

面 ,这得益于改革开放 24 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以及在促进就业的同时 ,大幅度提高了城乡居民的人

均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 ,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 ,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 ,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 ,

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此外 ,人口优势蕴涵的高储蓄率的实现 ,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

和投资创造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判断由于人口转变产生的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加以利用 ,

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7) 。不过 ,我们也可以利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统计分析结果 ,理解这种人口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对 1978～1998 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 (蔡　等 ,1999) ,我们观

察到 ,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 91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 ,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28 % ,劳动

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24 % ,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 24 % ,劳动力部门转移 ,即劳动力从生产

率低的部门 (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 (非农产业) 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 21 % ,余下的未解释部

分 ,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3 %。世界银行 (1998 ,第 8 页) 的一项类似研

究表明 ,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7 %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 17 % ,劳动力转移

贡献了 16 % ,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 30 %。

① 工资与就业变化之间显著的负偏相关关系 ,即工资每上升 1 %相应减少就业水平 0171 % ,即是一个证明。见蔡　

等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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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中 ,物质资本与总体抚养比低所体现的人口红利 ,从而具有很高储蓄

率相关 ;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 ;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

农产业 ,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从而具有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势能 ;人力资本是对人

的投资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 ,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4 　充分就业是持续高速增长的保障

目前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 ,标志着中国用不到 30 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

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人

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65 岁及以上人

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953 年为 414 % ,1964 年为 316 % ,1982 年为 419 % ,1990 年为 516 % ,2000

年上升到 710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2001) 。按照定义 ,中国

目前已处于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 ,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 ,从而对中国享受人口年龄

结构优势的时间长度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 (见图 5) ,本世纪中

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 3 个转折点 :第一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 2006 年开始进入稳定期 ,而

从 2010 年起趋于下降 ;第二 ,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2011 年即趋于稳定 ,2022 年以后则大幅度减

少 ;第三 ,总人口在 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 ,为 14139 亿 ,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 ,中国人口总量

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 ,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 ,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 3 个阶

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 ,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

图 5 　中国人口与年龄结构预测

注 :人口预测系按照总和生育率为 118 的假设进行的。

资料来源 :预测数字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

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 ,固然提前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

机会 ,但同时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 ,使得总体抚养比 ,即少儿人口 (0

～14 岁)和老年人口 (65 岁及以上) 占劳动年龄人口 (15～64 岁) 的比例 ,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

较低的水平上 ,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 ,最低点为 2013 年的 3818 % ,随后将以老年抚

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 (见图 6) 。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 2017 年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 % ,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 2614 %的情况下 ,老年抚养比超过 14 %。虽然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 ,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 ,即

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因此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及至消失殆尽之前 ,只争朝夕地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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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然而 ,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很大 ,产

生一种不利于获取人口红利的倾向。具体表现为 : (1)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

日严重化 ; (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 ; (3) 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

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 ,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例如 ,

定义比较狭窄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从 2000 年以前 311 %的水平 ,提高到 2001 年的 316 % ,2002 年的

410 % ,2003 年进一步上升为 413 %。而根据一项在 5 个城市的调查①,2002 年平均失业率已经提高到

1312 %。同时 ,许多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造成劳动参与

率下降。从图 4 可以看到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这个整体趋势。在 5 个城市调查的全部劳动力中 ,劳动

参与率只有 55 %。而 45～54 岁年龄组的男性就业率已经下降到 80 %以下 ,女性则下降到 40 %左右。

一旦超过 50 岁 ,男女就业率都进而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图 6 　中国人口抚养比预测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数据计算。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赶超或趋同目标。一方面 ,要实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位次的大幅度提升 ,要求中国整体经济以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增长 ,特别是

以快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 ;另一方面 ,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首要任务是缩小地区差距 ,要求经

济上落后的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因此 ,更快速度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赶超或趋同的要求 ,

意味着创造条件以改变原来的经济稳态。前面的论述表明 ,人口结构是决定经济稳态的一个重要因

素。过去 20 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 ,而这个人口因素一旦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 ,则

会对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 ,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稳态向较低的水平上

回拉 ,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延误赶超或趋同过程。

然而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口转变 ,并且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这一事实表明 ,第

一 ,人口转变过程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政策手段加以引导的。因此 ,稳妥而适度地调整人口政策 ,有利

于防止人口老龄化过速发展 ,保持人口结构优势 ,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人口保障。第二 ,人

口红利的利用是有条件的 ,需要与其他促进其效果发挥的因素和机制相配合。因此 ,在人口优势逐渐

丧失的同时 ,保持这些有利于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 ,有助于使人

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 ,建立和完善一

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障碍等。

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 ,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

是充分就业的前提 ,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源泉。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 ,较

① 本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 2001 年年底进行的 ,并于 2002 年下半年进行了补充调查。

被调查的 5 个城市分别为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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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 ,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

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 ,劳动力资源利

用率越高 ,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 ,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而

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 ,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 ,不仅不会

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 ,反而会使经济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 ,更有利于保持持续、高速、协调和健康

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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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 Population Dividend , and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 Minimum Employment As A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By review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ag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duced by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erves

as a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 reveals how the favored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saving rate , sufficient labor supply ,

and low dependence ratio contributes to the rapid growth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 predicts a diminishing population dividend in the

years to come ; then discusses policy implications , suggesting a minimum employment strategy to take advantage of potential population

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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