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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851 年法国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李仲生，2006），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变

动趋势就从未停止过，到目前为止，不仅美国和日本等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已成为

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像韩国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已相继步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因为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收

缩，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商品和服务及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必将在各国产生不同的经

济增长路径，人口老龄化也将对劳动力结构、资本市场和全要素生产力等经济增长诸多方

面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增长影响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目前，大

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具有负面影响，例如，黄瑞（2010）认为人口

老龄化对经济将产生不利影响，消除这些不利影响的根本途径在于以技术进步来替代劳动

力；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例如，姜向群、杜
鹏（2000）指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主流观

点。这些研究明显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过于笼统而又缺乏系统性，得出了一些似

是而非的结论，例如在强调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的同时却又希望通过技术进步

来消除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二是只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但在开放经济体中，储蓄

只是资本形成的一部分，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差异可能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同样不能忽

视。针对目前这一领域研究状况，本文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分别考察人口老龄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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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联合国 2008 年的人口预测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上分别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力 3 个要素

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

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种不利影响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中：

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

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

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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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劳动投入质量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人口老龄化不仅导致人口老龄化，

还将改变劳动力群体的年龄结构，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即在总劳动力中，年龄较大的劳动力数

量占总劳动力数量比重开始上升。

② 人口老龄化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低于 10%；二是 65 岁

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低于 7%。如果未加特殊说明，本文中出现的人口老龄化是以第二

个标准来界定的。

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力 3 个要素的影响，以期厘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机理和结果。

一、人口老龄化对产出的影响

（一） 人口老龄化对总产出的影响

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以及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等，下面首先用一个最

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简单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总产出造成的直接影响。假定一国劳动和资

本投入量分别为 L 和 K，那么该国总产出 Y 为：

Y（t）=A（t）·F［L（t），K（t）］ （1）
其中，A 为全要素生产力。进一步假定全要素生产力和资本投入量保持不变，则总产出

规模将视劳动投入量而定。如果劳动投入量下降，那么总产出量也将下降，反之亦然。如果

假定劳动参与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恒定不变，且劳动投入的质量也不发生变化①，那

么，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的变化就可以视为劳动投入的变化。
联合国的统计和预测结果显示，就全世界而言，2005 年人类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而且老龄化趋势将越来越严重②。在本文选取研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拉美于 2010 年、南非和印度于 2025 年也将相继步入人口老龄

化社会（UN，2008）。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上来说，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还将继续保持增加，但具体到各个国家和地区来看，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主要可以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

非等国；另一类是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这些国家或地区为日本、欧洲、新加坡、韩国、俄

罗斯、中国、拉美和印度（见图 1）。对于前者来说，虽然这些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老

龄化态势，但劳动力资源仍在增加，总产出水平还将继续保持增长。而对于后者而言，人口

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总产出规模也将随之出现降低。
虽然总产出规模作为衡量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一些大国具有特殊的经济和政

治涵义，但现实中，人们更关心是经济增长率，因为只有经济规模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

能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才能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因此，为了说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率

的影响，需要做出进一步分析。假定经济增长方式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且规模报酬不

变，那么式（1）可以改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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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A（t）·Lα（t）·K 1- α（t） （2）
进一步，产出增长率 y 为：

y（t）=α·l（t）+（1- α）k（t）+a（t） （3）
其中，l 为劳动投入增长率；k 为资本投入增长率；a 为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假定资本

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保持不变，且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完

全正相关，那么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的改变将直接反映出产出增长率的变

化。仍然以联合国的数据为依据，从

1985 年开始，全世界的劳动年龄人口

增长率已经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

到 2010 年后，这种变化趋势将加快发

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将逐渐

显现出来。就各个国家和地区来看，情

况会有所不同，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韩

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全部为儒家

文化圈的国家（见图 1）。毫无疑问，这

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降对经

济增长率的不利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二）人口老龄化对平均产出的影响

虽然人口老龄化对总产出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变化，但一个国

家的富裕程度往往取决于人均产出量（Y/N）。另外，人均产出量这一指标的重要性还在于它

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只有较高的人均产出量，才能保障用于老年人口的经济资

源的充分性，才能为政府制定老年收入政策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分析人口老龄化对

人均产出造成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一国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Y（t）/N（t）=A（t）·F［L（t）/N（t），K（t）/L（t）］ （4）
其中，L/N 表示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劳动力密度；K/L 表示人均劳动的资本占

有量，即资本密度。如果假定全要素生产力和资本密度不变，那么人均产出量将直接体现在

劳动力密度这一变量上。就全世界而言，1965 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该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达到了最低，此后，这一比重开始快速上升意味着人均产出量的快速增长。2010 年

后，这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快速上升趋势将消失，代之以稳定发展趋势（见图 2）。
就各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情况差别较大，可以分成三组国家（或地区）来分析。第一组由

拉美、南非和印度这 3 个国家（或地区）构成，他们在 2010～2015 年之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期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均产出也较低；此后这一指标开

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口负担较轻，人均产出增长潜力巨大，尤其是印

图 1 1950～2050 年部分国家或地区劳动

年龄人口的发展趋势

注：笔者根据 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8 数据

计算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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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将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 2）。
第 二 组 包 括 韩 国、新 加 坡 和 中

国，这 3 个 国 家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左 右 ，开 始 出 现 一个劳动年龄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快速增长时期，明显区

别于其他国家（见图 2）。而与此同

时，经济发展也处在黄金时期，人均

产出 量 快 速 增 长 ，共 同 创 造 了“东

亚奇迹”。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即人

口负担较轻是东亚奇迹的一个必要

条件，那么随着今后这种人口优势

的逐步丧失，“东亚奇迹”也将不复

存在。可能还不仅如此，韩国和新加坡于 2015 年以后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陡

然下降的趋势表明，人口老龄化将可能导致经济长久持续的衰退。
第三组由其他国家（或地区）构成，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这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

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虽有波动，但比起其他两组，总体上波动幅度较小，预示着对平均产

出量的影响幅度较小；二是几乎都在 2010 年后，这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

出现持续下降，但要弱于第二组国家的变化（见图 2）。尽管如此，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

不利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第二组和第三组国家或地区中，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的曲线几乎向左平移了 15 年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在 2010 年左右出现的劳动年

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而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出现了。让人不能不联想起，日

本的经济发展从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失去的 10 年”，直到今天经济仍然低迷不振。尽管

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改变与经济形势的逆转在时间上

几乎是吻合的，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不利转换已经对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退一步说，

即使这种人口因素并非构成日本经济低迷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但任何国家也没有理

由放弃这种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化的警惕性，对中国更是如此。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基础上，人口老龄化

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未来经济出现增长放缓甚至是负增长是完全可能

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具体来说，即使人口老龄化

程度完全一样，但由于各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少儿负担系数的不同，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当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比以上分析复杂得多，不仅对劳动年龄人口数

图 2 1950～2050 年部分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的发展趋势

注：笔者根据 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8 数据计

算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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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造成影响，也可能影响到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力。而且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并非是一种完全线性关系。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
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力所造成的复杂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而

且能引起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劳动参与率发生变化，进而对劳动力供给造成影响。劳动力

供给数量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劳动参与率的函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L=
b

i= a
ΣPi·pri （5）

其中，Pi 为 i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用来表示各个年龄段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国际上

通常把 15～64 岁视为劳动年龄，以此来界定劳动年龄人口；pri 为 i 岁的劳动参与率，是指

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人口老

龄化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已在前文论述，接下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

的影响，进而说明由此导致劳动力供给人数的变动趋势。
（一） 宏观因素的影响

在宏观层次上，劳动参与率受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社会福利水平

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各个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情况可能不尽相同，

甚至差别较大。以本文选取的部分国家为例，加拿大 15～54 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最高，

为 82.2%，而南非该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仅为 58.4%；在 55～64 岁年龄段，新西兰的劳动参

与率高达 72.9%，而南非的劳动参与率只有 41.3%；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中，韩国以 30.6%的

劳动参与率高居榜首，而南非刚刚达到 2.0%（见图 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南非是非老龄化国家，且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都较低，

但仍难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劳动

参与率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例如，

目前韩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明显低

于同期的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但 65 岁及以

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上述

这些国家（见图 3）。或者只能说，人

口老龄化程度只是影响各国劳动参

与率差异的一个因素。
（二） 微观因素的影响

在微观层次上，劳动参与率是年

图 3 2008 年部分国家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情况

注：南非为 2007 年的数据，其他均为 2008 年数据。笔者

根据 ILO，Labor Statistics Database 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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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 别、教 育 程 度 和 个 人 可 支 配

收入等个体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以

美国为例，1976～2009 年，65 岁以下

男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其中，

25～54 岁、55～59 岁、60～61 岁、
62～64 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分别

在 90%、80%、70%和 50%左 右 ，几

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 65 岁

及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轻微

增加的趋势，其中 70～74岁年龄段

的劳动参与率增长情况较为明显，

即 从 1987 年 的 14.7%一 直 增 加 到

2009 年的 22.5%（见图 4）。相比较

而言，在此期间美国女性各个年龄

段的劳动参与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

势。具体来说，在 1990 年以前，主要

表现为 25～54 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快 速 提 高 ，然 后 稳 定 在 75%左 右 ；

1990 年后，其他年龄段的劳动参与

率都开始上升（见图 5）。
以上分析说明，在人口 老 龄 化

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男性每个年龄

段的劳动参与率提升的空间有限，

而女性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可

以相应提升。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

可能解释是，人口老龄化同时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下降的出生率又导致妇女用于生育和

抚养子女时间的减少，进而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反过来，女性进入劳动力市

场，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对生养子女的需求进一步降低，进一步推动了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进程。根据各个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规律，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短期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可能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但长期来看，这种

做法的效果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大多数老龄化国家，女性劳动力资源已被充分开发利用，

如果还极力推进女性就业，那么就会导致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长期来看将进一步扭曲未

来人口年龄结构，使劳动力供给得不到新生力量的有效补充，最后不仅难以扭转劳动力供

给下降的趋势，还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趋势。

图 4 1996～2009 年美国男性各年龄段劳动

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注：笔者根据 Richard W. Johnson and James Kaminski（2010），

OlderAdults’LaborForceParticipation since 1993：A Decade and a
Half of Growth 第 3 页数据绘制。

图 5 1996～2009 年美国女性各年龄段劳动

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注：笔者根据 RichardW. Johnson and James Kaminski（2010），

Older Adults’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since 1993：A Decade and a
Half of Growth 第 4 页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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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其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有效增加劳动力供给。UN（2007）研

究表明，如果德国将 55～64 岁以上工人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到 15～54 岁年龄段的水平，那

么德国到 2050 年之前的每年人均产出将保持在 1.7%～1.8%之间，同样对其他老龄化比较

严重的国家，其效果是相似的。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往往受养老金或退休金的数量、老年人

本身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健康状况及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其他收入等因素的制约，不可

能大幅提高老年人的有效劳动供给。
三是劳动参与率的年龄结构特征会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且可能主导劳动力

供给的最终结果。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均与年龄构成呈明显的反向关系，即年龄

越大，劳动参与率越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劳动力年龄结构越年轻，总劳动参与率越高，

劳动力供给越大。因此，人口老龄化过程也带来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不断老化，表现为劳动

力人口年龄中位数的不断上升，劳动力供给将因此大幅减少。

三、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一）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储蓄是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人口老龄化进程可能对储蓄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生命周

期理论，人们在工作期间的储蓄倾向为正，当人们预期到寿命会提高时，也会增加储蓄的份

额，而退休后储蓄倾向往往由正为负。从社会整体来看，如果一定时期人口的总负担系数较

低，即工作人口在全部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那么全社会的储蓄规模将极为可观，反之，当

人口的总负担系数较高，特别是退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占有比例出现增长时，储蓄规模就

会不断收缩。
近 20 年来，对于大部分处在人口老龄化不断上升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其家庭储蓄率

（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于家庭储

蓄率的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例如，最为明显是的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从 1989 年开始，人口老龄化在不断深化，家庭储蓄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甚至

2003 年以来的一些年份里，澳大利亚的家庭储蓄率由正数转为负数。而法国和德国虽然人

口老龄化比较高，但其家庭储蓄率却一直比较稳定。意大利和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最高，但家

庭储蓄率却不是最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口赡养率最低，但家庭储蓄率却是最低的。另

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美国家庭储蓄率的下降速度要远远超过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见表）。
以上情况说明，在决定储蓄率的因素中，除了人口老龄化外，其他因素也不能被排除在

外。以美国为例，得益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管制的日益放松，企业和家庭很容易进入资

本市场进行借款和投资，而且人们可支配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再仅限于劳动报酬，退休

后一样可以从资本市场中获得收入，也就是说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消费信贷约束和流动性约

束已经大大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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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口老龄化不是影响储蓄

行为的唯一原因，且对储蓄的影响程

度难以准确地加以量化，但是人口老

龄化导致经济活动人口的相对下降

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的相对上升，却

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经济活

动人口创造的社会总产出用于非经

济活动人口消费的比例将会增加，

如果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出不能

快速增长且同时要保证经济活动人

口的消费水平不降低，那么社会总产

出用于储蓄的部分将减少。也就是

说，在 一 定 时 期 内 ，社 会 总 产 出 要

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消费

和投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每

个人的消费标准不变，那么社会总

产出用于消费的比例就会增加，用

于 转 换 成 投 资 的 储蓄就会相应减

少。根据 UN（2007）的测算，假定经

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的消

费水平不变，美国的总消费水平占

GDP 的比例将从 2000 年的 71%增

加到 2050 年的 75%，即消费率增加

了4%，储蓄率便相应降低 4%。
（二）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形成的

影响

在封闭经济中，储蓄转化成投

资是资本形成的唯一方式，或者说，国民储蓄必然等于国内投资。根据储蓄的生命周期理

论，人口老龄化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收缩的同时储蓄也在减少，投资总量也相应下降，如果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则意味着总产出的减少。进一步，如果劳动力供给收缩的速度慢于储

蓄的下降速度，则将导致投资—劳动比率的降低，则意味资本形成的不足，将导致人均产

出水平的下降。与之相反，如果劳动力收缩速度快于储蓄的下降速度，则会造成储蓄—劳

动比率的提高，而此时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那么未必会带来资本—劳动

比率的提升，就不存在人均产出的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注 ：UN（2007），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7：

Development in an Ageing World，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
cial Affairs. p74。

1989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7 年

澳大利亚

人口赡养率 16.4 17.6 18.3 18.5 19.1
家庭储蓄率 7.9 6.7 2.8 - 3.1 - 1.2

加拿大

人口赡养率 16.2 17.9 18.5 18.6 19.3
家庭储蓄率 13.0 9.2 4.7 2.8 1.1

法国

人口赡养率 20.9 23.2 24.7 24.7 25.4
家庭储蓄率 8.8 12.9 12.0 12.8 11.5

德国

人口赡养率 21.5 22.2 23.3 25.5 29.5
家庭储蓄率 12.7 11.0 9.2 10.3 10.2

意大利

人口赡养率 21.6 23.3 26.9 28.4 31.1
家庭储蓄率 24.5 19.4 10.4 11.5 10.0

日本

人口赡养率 16.8 21.0 25.2 27.6 31.7
家庭储蓄率 13.6 11.9 8.3 4.0 2.4

荷兰

人口赡养率 18.4 19.4 20.0 20.6 21.2
家庭储蓄率 15.5 14.6 7.0 8.5 5.5

英国

人口赡养率 23.9 24.3 24.6 24.4 24.1
家庭储蓄率 6.7 10.2 5.1 4.9 5.6

美国

人口赡养率 18.6 19.2 19.2 18.6 18.5
家庭储蓄率 7.1 4.6 2.3 2.1 0.5

表 部分国家人口赡养率与家庭储蓄率的变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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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封闭运行的经济体———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

和各种技术进步的广泛应用，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人口老龄化

的不断发展就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的不断下降，而资本却没有同样比例收缩，其实因为市场

经济普遍存在着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资产反而可能得到继续扩

张，那么，在资本边际产品递减规律的支配下，资产的价格也应该下降。但是，资产价格往往

具有滞后性，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不恰当或不得已的宽松货币政策），资产价格

泡沫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一旦这种不断高估资产价格泡沫难以维系或遇到某种外在的冲

击，就会出现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当然，客观地说，我们不能把以后所有的金融危机或

经济危机都归结为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但有理由相信，人口老龄化至少增加了这种危机爆

发的风险。

与封闭经济不同，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国民储蓄未必等于国内投资。就世界整体而言，风

险调整后的回报、技术调整后的工资和交易成本调整后的商品价格都应该是一致的。如果

市场是完美的，这种调节就不存在黏性，可以瞬间完成，否则这种调整就存在黏性。理论上

讲，资本和劳动力都可以实现跨界流动，但从成本的角度上讲，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要高于资

本，更为关键的是很多国家对资本流动没有太多限制，而对劳动力流动限制比较多，除了澳

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外，且只接受技术移民，把生产力低下的

移民排斥在外，欧洲向来不是移民国家，除了历史上（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解体后，允许大

规模的政治避难移民）少有的机会外，往往非常排斥外来移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各个地区

人口老龄化的差异将导致资本的不断流动，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

量将决定国际资本的流向，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必然寻求与较丰腴的人力资本进行结合，

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换句话说，人口老龄化严重地区将成为资本的流出地，而人口老龄

化相对较轻的地区将成为资本的流入地。

四、人口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较为关注劳动力总量和资本总量等一些规模性变量的变化，而对

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动和地区差异考虑的不多。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

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不能回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和地区差异。James 等（1994）利用

大量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特别是对人均产出

量及其增长的影响。其后，Lindh 等（1999）在证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量增长率是受到人口

年龄结构影响的想法时，发现 50～64 岁年龄段人群对生产力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65 岁及以上人口对生产力增长率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而年轻人对生产力增长率具有的影

响几乎可以忽略。但这一分析过程用的是全部人口，而不是劳动力年龄人口，所以得出的结

论可信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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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年龄段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率

注 ：Martin Werding（2008），Ag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re There Macro- Level Cohort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CESIFO Working Paper No.2207，Category 5：Fis-
cal Policy，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p18。

后来，Feyrer（2007）构建了人力资本扩展增长模型，通过对 87 个国家 1960～1990 年人

口和经济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不同年龄劳动力对全要素劳动力的贡献率是一种倒 U 形结

构。为了证实这种判断，Werding（2008）重新构建全要素生产力计量模型，引入劳动力年龄结

构变量，通过对 OECD 国家经济和人口数据的分析，再一次证明了各年龄段劳动力与其对

全要素生产力贡献之间存在倒 U 形结构，且 40～49 岁年龄段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力贡献

最大（见图 6）。基于此，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年龄超过 50 岁，那么

全要素生产力就会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实，当年轻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体力和精力充沛，但知识和能力的欠缺导致他

们生产能力有限，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实践与学习，他们的优势才能展现出来，使自

身的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进入中年后，特别是 40～49 岁之间，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达到了

一个最优状态，劳动生产率最高，等到临近退休时，劳动者的体力和创新能力开始迅速下

降，继而对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开始下降。另外，中年劳动者对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还在于

知识和技术的正外部性。因为这些中年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社会进

行传播，从而间接导致其他各个年龄段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还意味着劳动力年龄结构

的老化，即劳动力整体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特别是 50 岁以上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比重

的增加，最终将对全要素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但各个国家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时间不同，

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需要对部分国家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动做出进一步考察，以

此来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力造成的具体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40～49 岁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异常突出，因此为了简

化分析过程，本文假定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重点考察部分国家 40～49 岁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趋势。进一步，本文假定各年龄段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与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

变化趋势是完全线性相关的，即两个变化

趋势同步且等幅度上升或下降。这样考察

的对象就转化为 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

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从总体上来看，从 1950 年一直到2050

年，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在

多数年份仍然为正值，这就促进了全要素

生产力在多数年份可以实现正增长。与此

同时，该增长率从 2000 年左右已经呈现

缓慢下降的趋势，意味着这部分人群对全

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性贡献在弱化。就个别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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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

注：笔者根据 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8 数据绘制。

国家和地区而言，40～49 岁劳动年

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呈现了不同的变

化趋势，有些国家或地区 40～49 岁劳

动年龄人口波动幅度较大且在 2000

年以后开始出现了负增长，比较严重

的有日本、韩国、欧洲地区、俄罗斯、

中国和新加坡等；有些国 家 或 地 区

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波动，

但基本都维持了正增长，例如印度、南

非和拉美地区；还有些国家，例如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

也出现了 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

负增长，但这种负增长出现的时间较

晚，且波动幅度不大（见图 7）。从以

上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明显的规律：人口老龄化越严重的国家，40～49 岁劳动年龄人

口出现的负增长越早，且波动幅度较大；反之亦然。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人口老龄化将对全

要素生产力构成不利影响。

就中国而言，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从 1990 年后波动幅度开始加大，并且呈现

出明显的周期性下降趋势。1990～1995 年 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一度达到

5.37%，然后出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但即使在最低点这一增长率也大于零，2000～2005 年这

一增长率再次达到极值点，但已经衰减到 3.94%。2005 年后，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2015～2020 年其年均增长率甚至将达到 - 2.71%，此后虽然在

2025～2030 年间这一增长率再一次转变为正值，但大势已定，40～4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

增长率在多数年份里出现负值已经不可避免（见图 7）。这就意味着 2015 年后，在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将遭到严重削弱，经济增长将变得越来越乏力。

五、结 语

上述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人口老龄化将

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

相对甚至绝对下降，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不断收缩已难以回避；二是劳动参与率与年龄之间呈现较为稳定的反向关系，劳动力年龄

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供给。其次，人口老龄化将不利于资本形成。一方

面，更多的经济资源要用于老年人消费，资本形成主要来源的家庭储蓄将随之出现下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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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及传真：（010）85195419
电子邮箱：zazhi@cass.org.cn

一方面，资本在国际间的低成本流动将导致资本从老龄化相对严重的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

构较年轻的国家，也就是说，尽管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收缩速度快于资本形

成的降低速度，但不可能指望劳动力人均资本量的相应增加。其三，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

素生产力。研究表明，各年龄段劳动力与其对全要素生产力贡献之间存在倒 U 形结构，且

40～49 岁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非常突出，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导致该年龄段

人口数量增长率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指望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维持经济较快

增长的想法可能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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