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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视角 ,解析战后 50 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的演

变。通过两者的相关分析发现 , 1956～1973 年期间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抵消作用 ,1990 年以

后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一种刺激作用。以 1956～2000 年为考察期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

是积极的。研究还发现 ,两者的相关程度随考察期的延长而提高 ,短期低而长期高。人口增长尽管不

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但对低生育率的日本来讲 ,要扩大内需 ,刺激经济增长 ,必须容忍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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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 ,日本是个引人瞩目的国家。经济上的繁荣与萧条、增长与停滞 ,它都出尽风头 ;同

时 ,日本也经历了急剧的人口变动。从战后的高出生率到目前的低生育率 ,从发达国家最年轻的人口

结构到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50 年的发展历程已使人们一览无余。日本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 日本的

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 ? 本研究至少可从 50 多年的历史发展中 ,提供一个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

用的案例。

中国和日本虽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但两国的社会经济变迁面临的问题却惊人相

似。中日都是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 ,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经济变迁与昨天的日本十分相近。中国的经

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 7 位 ,相当于日本 1956 年的水平 ;两国都经历过经济的快速增长 ,日本 1956～

1973 年 ,直到 1990 年的表现也不俗。1978 年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以高速增长傲视全球。亚洲金融危

机以后 ,中国把扩大内需作为重大战略方针。中日的人口转变都非常之快 ,总和生育率都降到更替水

平以下 ,同属低生育水平国家。因此 ,研究日本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 ,对我国是有启发

的。

1 　战后各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过程与人口增长过程比较

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过程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1946～1955 年) 、高速增长时期 (1956～1973

年) 、低速增长时期 (1973～1990 年)和停滞 (1990 年以后) 时期几个阶段 (李公绰 ,1987 ;安场保吉、猪木

武德 ,1997 ;冯昭奎 ,1998) 。各时期的人口增长过程与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见图 1) :

(1) 1946～1955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均呈双高趋势 ,但人口增长下降

很快。1946 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 (1934～1936 年)的 65 % ,工矿业仅为战前的 28 % ,

农林渔业仅为战前的 78 %(冯昭奎 ,1998) 。1955 年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116 倍 ,年平均实际

增长率为 819 % ,工矿业生产增长 415 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1812 % ;农林水产业生产增长 712 % ,年平均

增长率 613 %。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提高了 1 倍 ,进口和出口分别增加了 7 倍、1815 倍 (李公绰 ,

1987) 。日本经济不仅在国民收入、工矿业生产等流量方面 ,而且在企业设备等存量方面都超过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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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平。1946～1949 年 ,出生率高达 33 ‰～3413 ‰,出生人数在 268～270 万人之间。1950～1955 年 ,

出生率降低到 30 ‰以下 ,人口增长率在 1111 ‰～1715 ‰之间 ,1955 年出生人数已降为 178 万人。人口

增长率尽管下降很快 ,但总的来看 ,仍是战后增长最快的时期。

图 1 　1956～2000 年日本人口动态与经济动态比较

资料来源 :王琥生、赵军山 ,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 ,第

50～52 页 ,1988 年 ,航空工业出版社 ;马建堂、

杨正位 ,日本经济 :全面衰退、积重难返、教训

深刻 ,世界经济 ,2002 ;11 东洋经济统计月报

(日文) ,2001 年 12 月 11987 年以后的数据为

实际 GDP增长率 1

(2) 1956～1973 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人

口增长率先低后高。从 1955 年开始 ,日本经济进

入了近 20 年的高速增长期。1956～1968 年 , GNP

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1011 %。1969～1973 年 ,增长

势头虽有所放慢 ,但仍高达 914 %。1955～1973 年 ,

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918 % ,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了 412 倍。1973 年的截面资料表明 ,日本

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078 亿美元 ,相当于西德的

1117 倍 (1955 年仅为西德的 56 %) 、美国的 31 %

(1955 年仅是美国的 6 %) ,工业实力仅次于美国和

苏联 ,居世界第三位 ,国民净产值和就业人数构成

呈现出“三二一”结构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616 % ,就业人数占 5012 %。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30 % ,农村下降到 26 %(李公绰 ,1987) 。1956～1966 年 ,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其中 9 年增加人数在

100 万人以下 ,人口增长率有 8 年在 10 ‰以下 ,增长最少的一年仅 76 万人 ,增长率仅 717 ‰。之后 ,人

口增长速度回升 ,1967～1976 年 ,人口增长率连续 10 年达 10 ‰以上。其中 1971～1973 年期间 ,人口增

长率和增长量接近战后最高水平 ,年增加人数在 104～245 万人之间。该时期 ,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

迅速下降 ,由 1956 年的 6112 %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1968 年的 4414 % ;1970 年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

重达到 711 % ,人口年龄结构成为老年型。

(3) 1973 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滑。90 年代前 ,平均增长速度仍高于

其他发达国家 , 1987 年 ,国民生产总值达 23856 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的 53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9642 美元 ,在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在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上 ,连续 8 年位居第一。90 年代之后 ,经济

陷于停滞状态。1992 年以来 ,年平均增长率仅 019 %。自 1997 年第四季度开始 ,日本经济更是陷入战

后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 1998 年突破 4 % ,2000 年接近 5 %。名义 GDP 增长率连续 4 年绝对下降。

1998～2000 年分别为 - 111 %、- 012 %和 - 016 % ,2001 年第二季度为 - 217 % ;同期 ,人口增长的绝对

量和相对量均呈下降趋势。总人口由 1977 年的 11415 万人增加到 1990 年的 12354 万人 ,13 年共增加

939 万人。年净增人数由 1977 年的 106 万人 ,减少到 1990 年的 42 万人、1999 年的 20 万人。1990～

2000 年 ,总人口仅增加 338 万人。其中 1994～2000 年 ,总人口仅增加 165 万人 ,年均增加 2716 万人 ,年

均增长率在 1158 ‰～2154 ‰之间。

2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根据 1956～2000 年日本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数据 ,把人口增长率 X作为自变量 ,把经济增长

率 Y( GNP 或 GDP 的实际增长率)作为因变量 ,进行相关分析 ,有以下发现 :

(1)在高速增长时期 (1956～1973 年) ,日本的人口增长率和实际 GNP 增长率具有负相关关系。A

= 13141 ,B = - 01357 , 相关系数 = - 012454。即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1 个千分点 ,实际 GNP 增长率可上

升 01357 个百分点。

(2) 1990～2000 年 ,人口增长率与实际 GDP 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A = - 11087 ,B = 11181 ,相关

系数 = 01301。即人口增长率每上升 1 个千分点 ,实际 GDP 增长率可上升 1118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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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56～2000 年 ,人口增长率与实际 GNP 或 GDP 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A = 11263 ,B = 01579 ,

相关系数 = 01549 ,即人口增长率与 GNP 或 GDP 增长率同方向变动。
表 1 　1956～2000 年日本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分析结果

　　时期 A B 相关系数 R2 P

1956～1973 13141 - 01357 - 01245 01060 01342

1990～2000 - 11087 11181 01301 01091 01368

1956～2000 11263 01579 01549 01301 01001

　　(4)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 ( GNP 或 GDP) 的相关程度随观察期间的长短不同而不同。在

短期 ,两者的相关程度很弱 ;在长期 ,相关程度逐渐显著。这说明短期里考察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

率的影响 ,随机性强 ,没有实际意义 ,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必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期进行。

3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11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新成果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

(1)资本。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 ,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十分重

要的。在经济增长的以后阶段 ,其相对作用下降了。相对于物质资本来讲 ,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的

特征 ,因而 ,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劳动。指劳动力 ,劳动力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劳动力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 ,而数量

对质量的替代性则较弱甚至根本没有。所以 ,劳动力的质量比数量的重要性更大 ,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和经济发展。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 ,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 ,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

图 2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3)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 ,即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其

内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知识的进展 ,资源的重新配置 ,规模经济 ,管理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 ,技术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4)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就是善于发现机会、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人。企业家把资本、劳动、技

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的组合 ,实现了经济增长。

(5)制度。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制度构成着关键的社会资本 ,它们是引导人际交

往和社会发展的“软件”。发现有用的知识 ,调配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原材料 ,企业家才能是必须的 ;

而对于企业家精神来讲 ,制度具有极端重要性。

312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人口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作为生产

力 ,人口从供给环路影响经济增长。作为消费

力 ,人口从需求环路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人

口既是一种生产要素 ,同时 ,又不是唯一的生产

要素 ,它既直接对经济增长起作用 ,但在更多情

况下 ,通过对经济增长诸要素的影响而间接起

作用 (见图 2) 。

供给环路。人口增长通过影响劳动力、资

本形成和技术进步 ,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科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哈罗德 ———多马经济增

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实际上都是从总供

给长期增长的角度 ,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

需求环路。国民生产总值按其支出可分为

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三大部分 ,人口增

　6 期 李通屏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日本的经验 65　　　



长通过对各自构成的影响 ,进而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规模经济。人口和人均产量的关系 ,一方面是有专业化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 ;另一方面是比

较集中和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不经济问题。人口越多 ,实行专业化的机会也越多 ,从一个大市场得益

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公用事业和一些用金属进行生产的工厂 ,在初期阶段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 ,随着人

口增加 ,在农业和采矿业中最快出现规模不经济。

313 　人口增长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人口经历了从高出生率到低出生率的变化过程。前面的分析表明 ,这一变化趋势对

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 ,有着不同的影响。

31311 　1956～1973 年 ,日本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一 ,人口由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转变 ,遏止了人口年轻化的趋势 ,减轻了劳动力人口的抚养

负担。1950 年 ,日本 0～14 岁人口比重为 35137 % ,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 59169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

重为 4194 % ,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由于出生率的迅速下降 ,到 1970 年 ,日本已进入老年型社会。0

～14 岁人口比重下降至 24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到 711 % ,劳动适龄人口由 4966 万人剧增

至 7212 万人 ,净增 2246 万人 ,被抚养人口却净减少 100 万人。从属人口指数由 6715 %下降到 4511 % ,

下降了 2214 个百分点 ,年均下降 1 个百分点以上。被抚养人口的绝对下降 ,有利于资本的快速积累。

第二 ,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收获期 ,劳动力人口充足 ,对工资成本上升起

到了抑制作用 ,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工资占附加值比重来看 ,1971 年 ,日本为 3416 % ,意大利

为 4318 % ,美国为 4518 % ,加拿大为 5213 % ,英国为 5314 %。这意味着在附加值中 ,日本资本比其他外

国资本有着更大的收益空间。

第三 ,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力负担的减轻 ,有利于国家、企业和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战

后初期 ,日本的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中是比较落后的 ,但由于重视教育投资 ,低人口负担和高经济增

长速度 ,保证了教育的超前发展。到 1970 年 ,日本的文盲率已下降到 1 %以下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

段。而教育的高投资 ,又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此形成了“低人口增长 ———高人力资本投

资 ———高经济增长率 ———高人力资本投资 ⋯⋯”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31312 　1974～2000 年 ,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 ,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 ,不利于较高增长率的维持

1973 年以后 ,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 ,日本经济也出现了低速增长的态势。但其人口增长速度高于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人口年龄结构处在老龄化的初期。1970 年前后 ,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出现了人口

零增长或负增长 ,日本则进入了新一轮生育高峰。1967～1976 年 ,人口增长率连续 10 年在 1 %以上 ,

平均每年净增人口 11212 万人 ,成为继 1956 年以来增加人口最多的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回升 ,客观

上起到了延缓经济衰退的作用。这种有利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特别

是在需求比预期低而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 ,人口增长有助于拉动国内需求、消化长期高速增长所

积聚的生产能力 ;第二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龄化的进程 ,这对保持日本的创新

能力、保持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高流动性有积极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 ,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人口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 ,对经济增长的

消极作用日益显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需要的减少。日本的出生人数在 1973 年为 210 多万人 ,2000 年不足 120 万人。但从婴儿用品

来讲 ,缩减近 50 %。在以前人口高增长的社会 ,为应付人口增长 ,必须扩大 GDP ,但在人口零增长的条

件下 ,GDP 增长率即使很低 ,人均 GDP 也会增加。

(2)维持繁荣 (较高经济增长) 所面临的困难 ,人口正在减少阶段 ,要比以前大得非常巨大 (凯恩

斯 ,1937) 。90 年代 ,日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1986～1990 年 ,实际增长速度在

311～511 %之间 ,而 1991～1999 年降落在 016～215 %之间 ,2000 年增长率为 0 ,2001 年上半年也只增长

了 015 %。民间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降幅更为明显。1986～1990 年间 ,民间住宅投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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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其中 ,1987 年为 2214 % ,1988 年为 1119 % ,而 1991～1999 年 ,5 年为负增长。私人设备投资也呈

现出同样态势。1986～1990 年 ,有 3 年增速在 15 %左右 ,而 1991～1999 年 ,5 年为负增长。库存投资

1994、1995 和 1998 年增速在 - 100 %以上。内需萎缩不振 ,对 GDP 的贡献率 ,1997 年以来的 4 年里均

是负数。

(3)劳动力人口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可能导致经济

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有专家预计 ,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 015 % ,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望上

升 115 % ,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为 110 %。由于持续的低人口增长 ,到 90 年代 ,日本已完全丧失了高

速成长期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日本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比美国高 40 %多 ,相当于韩国的 3 倍、

香港的 2～4 倍、新加坡的 35 倍 (日本贸易振兴会 ,1996) 。①

(4)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对保持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将产生消极影响。日本人口学家直广雄川曾

正确预言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龄化 ,到 20 世纪末 ,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为 1 %或接近

零增长 (彭松建 ,1987) 。老龄化人口趋于保守 ,少于创新。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突

飞猛进的背景下 ,年轻劳动力的缺乏 ,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实现从

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 ,对于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种环境

威胁。据调查 ,1999 年日本的个人电脑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 ,在世界上居第 20 位和第 22 位。日本

的信息化水平在调查对象国中居第 14 位。日本尽管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 ,但

其在个人电脑、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 ,也仅居亚洲第三和第五。每万人拥有的电脑台数 ,美国

(4772 台)是日本 (2605 台)的 118 倍。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 ,美国为 30 % ,而日本

只有 10 %左右。在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 ,1993 年起 ,日本已失去了连续 8 年的桂冠 ,1994 年下

降到第 3 位、1998 年为第 18 位 (瑞士洛桑管理研究院) 。②

(5)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

行。这种趋势对居民的收支预期 (预计国民负担率将从 2001 年的 3619 %提高到 2025 年的 4919 %) 和

消费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消费的扩大。1997 年以来 ,消费分别增长 - 112 %、

113 %、115 %和 0 %。

4 　结论

战后 50 多年 ,日本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如下特点 :

(1) 人口状况不同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增长速度快、年龄构成轻、未成年人口负担

重 ,是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1950 年 ,日本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

足 5 %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719 %的水平 ,也低于世界 511 %的水平。1970 年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达 7 % ,相当于法国 100 年前的水平和发达国家二战前的水平。1958 年之前 ,每 100 个劳动适龄人口

要负担 50 多个未成年人口。而负担的老年人口 1970 年之前均在 10 个以内。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人

口问题的转型逐步显现。1990 年 ,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211 % ,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1215 %接近。90 年代中期开始 ,日本已成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老年人口已超过未成年人口数

量。近年来 ,年增加人口仅 20 多万 ,增长率不足 2 ‰。因此 ,前一种情况下 ,人口增长作为一种消极因

素作用于经济增长。而在后一种情况下 ,人口增长的作用则是积极的。

(2) 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环境不同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从经济增长看 ,

日本经历了从恢复、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和停滞的过程 ;在发展阶段上 ,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从供给

约束到需求约束的转变 ;在发展战略上 ,经过了由内向型到外向型再到注重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转

①

② 转引自冯昭奎 1 21 世纪的日本 :战略的贫困 1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25～63、277

转引自徐梅 1 市场开放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1 日本学刊 , 2002 ;1

　6 期 李通屏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日本的经验 67　　　



变。在一个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威胁严重的环境当中 ,人口增长过快 ,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它使

储蓄和投资减少 ,使经济发展集中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而不是资本品的生产方面。一个较低的生育

率和人口增长率 ,意味着更快的总产品增长和较慢的消费者人数增长。因而 ,有利于更快地消除短

缺。70 年代以后 ,日本的经济总量逐步跃居世界第二。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 ,世界市场日趋饱和、竞争

日趋激烈 ,传统产品的出口压力增大 ,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日益凸现的背景下 ,扩大内需成为基本战

略。人口的持续低增长和迅速老龄化 ,将加剧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研究表明 ,1990～2000 年期间 ,

人口增长率平均上升 1 个千分点 ,居民消费平均上升 01939 个百分点 ,实际 GDP 增长率上升 0168 个百

分点。

(3)人口增长与经济将增长的相关程度 ,短时期考察低 ,而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考察则较高。随

着考察周期的延长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随之增强。推论 :考察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应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期。

(4)人口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但在低生育水平下 ,刺激经济增长必须容忍人口增长 (包

括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 。抽象掉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变量 ,诸如制度、技术和资本投入等因素以后 ,

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高度相关。也就是说 ,人口增长率不是经济

增长率最有力的解释因素。经济增长诸因素的变化不是单独发生的 ,而是彼此交错的。这种复杂的

关系使我们很难把某种因素单独剥离开来。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有理由得出结论 :战后 50 多年来 ,日

本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既依赖于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 ,又依

赖于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在把扩大内需当作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以及人口增长速度很低的情况

下 ,要刺激经济的增长 ,必须容忍人口的增长 (包括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 ;要么就要容忍较低的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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