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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带

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因而在不同时期对社会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David E. Bloom 等

（1998） 在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

化会带来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形成劳动力资源相

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黄金时

期，并将其称为人口红利期。① 建国以来，我国的

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

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的过渡，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转变。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中少儿人口比重的下

降、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上升，很多学者提出我国存

在人口红利并且正开启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对

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②从 1990 年我国人口总

抚养比低于 50%、人口机会视窗开启至今，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已经耗尽

或者面临消失的转折点，传统人口红利给经济带来

的增长作用将会下降。③ 这些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和

人口红利的分析是从我国人口变化的总体情况来看

的，然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表现出较大的城

乡差异，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是否一致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1. 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老化

按照国际常用的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我

国在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属于 “成年型”人

口年 龄结构 （0—14 岁人口 比重 在 30%—40%之

间）。随着出生率的继续上升，1964 年第二次人口

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变成 “年轻型” （0—14 岁人

口比重超过 40%）。之后，随着出生率的缓慢下降

和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少儿比

重持续下降，老年比重持续上升，1982 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回到 “成年型”。从

1987 年开始，少儿比重下降到 30%以下，人口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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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 年人口总抚养

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

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

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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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

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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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入 “偏老年型”。而 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达到 7%，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 “老
年型”。2010 年以后，少儿比重下降速度放缓，老

年比重不断增加，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老

化。 （见图 1）

图 1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2. 2011 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

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来看，建国初期高出生率

带来高比重的少儿人口，使得总抚养负担加重。第

二次人口普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少儿抚养比大

幅下降，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总抚养比迅速降低

至 50%以下，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人口机会

视窗开启并开始释放出人口红利。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少儿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但其

增幅远低于少儿抚养比的降幅，在二者的共同作用

下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逐渐下降。
2010 年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的拐点。2010 年

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为 34.2%。2011 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达

到 34.4%，2013 年人口总抚养比增至 35.3%。发生

这种改变的原因是，少儿人口比重从 2010 年开始

几乎不再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老年抚

养比上升的幅度开始高于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

使得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 （见图 2）

图 2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动 （%）

3.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暂未下降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 1953 年的 33655
万增长至 2013 年的 100582 万。 （见图 3） 从增幅

来看，1953—2010 年年均增长约 1162 万，2011—
2013 年增幅大量下降，年均增长仅有约 150 万。但

总体看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并未出现下降趋

势，人口红利在数量上的优势尚未消失。

图 3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 （万人）

因此，单从我国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来看，

2011 年因为总人口抚养比上升，出现了人口红利的

拐点，可以看成是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开始下降的

转折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并未同步下降，人口

红利并未消失。在工业化进程中，生产技术的进步

带来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城

镇化的推进改变了人口分布结构。那么，人口年龄

结构变化内部是否一致，人口红利是否在人口分布

上发生了转移？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

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下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

变化入手，比较分析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

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其在我国的城

镇化进程中对人口红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④

1. 城镇少儿人口比重下降速度快于农村

1964 年，城镇少儿人口比重 （41.6%） 与农村

少儿人口比重 （40.6%） 大致相当，其后二者之间

的差距逐渐拉开。到 2010 年，城镇少儿人口比重

下降至 14.1%，农村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 19.2%，

二者相差 5.1 个百分点。 （见图 4） 这个差异在少

儿抚养比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城镇少儿抚养比从

1964 年的 74.8%下降到 2010 年的 18.1%，降幅达到

75.8%；农村少儿抚养比从 1964 年的 72.7%下降到

2010 年的 27.1%，降幅为 62.7%。 （见图 5） 城乡

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大于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幅

度，与抚养比的分母即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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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直接联系。

图 4 城乡少儿人口结构的变动 （%）

图 5 城乡少儿抚养比的变动 （%）

2.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城镇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一直高于城镇，人口老

龄化出现了城乡倒置的现象，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先

缩小后逐渐 拉大。1964 年城镇老 年 人 口 比 重 为

2.8%，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为 3.6%，二者之间的差距

仅为 0.8 个百分点。此后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

重开始上升，农村先于城镇进入老龄化结构 （农村

在 1995—2000 年之间、城镇在 2000—2005 年之间

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7%），2010 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达到 10%，而城镇为 7.8%，二者之间的差距拉大到

2.2 个百分点。 （见图 6）城乡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

势与老年人口结构相同，农村的老年抚养比一直高

于城镇，其中城镇老年抚养比从 1964 年的 5.0%上

升到 2010 年的 10%，农村老年抚养比从 1964 年的

6.6%上升到 2010 年的 14.1%。 （见图 7）

图 6 城乡老年人口结构的变动 （%）

图 7 城乡老年抚养比的变动 （%）

3. 农村人口总抚养比高于城镇

作为计算抚养比的分母———劳动人口的比重，

除 1964 年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基本相当以外，其

余年份农村地区一直低于城镇地区。城镇劳动人口

比重从 1964 年的 55.6%增加至 2010 年的 78.1%，

增 幅 为 40.5%，农 村 劳 动 人 口 比 重 从 1964 年 的

55.8%增加至 2010 年的 70.8%，增幅为 26.9%。全

国人口总抚养比在 1990 年低于 50%，城镇人口总

抚养比在 1982 年前已经低于 50%，而农村人口总

抚养比在 2000 年才低于 50%，城镇人口机会视窗

较早就已开启。 （见表 1）在农村少儿人口比重和

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总

抚养比明显高于城镇，农村人口抚养负担较重。
表 1 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及人口抚养比 （%）

三、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差异的原因

分析

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来看，城镇的

人口抚养负担，不管是少儿抚养比还是老年抚养比

均低于农村，从人口分布的视角来看，人口红利出

现了乡城转移的现象。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

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城乡生育率差别，但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



2015.62015.52015.6

别在逐渐缩小

生育率的变化反映出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同时人口出生率影响到每年出生人口的数量和总人

口数量，从而影响少儿人口比重和少儿抚养比。从

人口出生率来看，一直以来出生人口中以农村出生

人口为多数，但这一比重在逐渐下降。1990 年农村

出 生 人 口 数 占 到 总 出 生 人 口 数 2385 万 的 80%，

2000 年农村出生人口数占到总出生人口数 1182 万

的 67%，2010 年比重下降到 55%。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在 2.8 左右，其中城镇接近

1.6，农村接近 3.0。其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城镇和农村的生育率开始下降，且城镇生育率下降

开始的时间也比农村和全国整体早。1990 年全国总

和生育率为 2.29，接近更替水平，城镇总和生育率

下降到 1.62。2010 年城镇总和生育率仅为 1.018，

农村总和生育率也仅为 1.438，基本达到我国计划

生育政策的数量控制目标。 （见表 2）
表 2 1990—2010 年城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⑤

注：数据来源于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其中城镇数据为作者根据城市和镇统计数据合并计算所

得，总和生育率数据为作者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

总体来说，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实施

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

至更替水平之下，且城乡有别的数量控制政策使得

城镇出生率和生育率一直低于农村，从而使得城镇

少儿抚养负担低于农村。但随着党的十八大之后我

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单独二胎的逐步放开，未

来可能全面放开二胎化生育政策，城乡之间出生率

和少儿抚养比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
2. 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给城镇带来红利，

加速了农村老龄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渐进性的

改革开放政策，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的剩

余劳动力，一方面由于体制松动导致长期积累的势

能开始补偿性释放，规模庞大的乡城劳动力转移伴

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急剧爆发，成为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最显著的人口现象。

陈友华 （2005）认为，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与流

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会在国家和地区间发生转

移，人口流出地难以享受到人口红利，在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后，还要比发达地区偿还更多的人口负

债。⑥ 随着经济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国进行

乡城转移的流动人口数量日渐庞大，2000 年为 1.21
亿，2012 年达到 2.36 亿。根据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计算 ，2000 年流动人口中 劳动年 龄 人 口 比 重 为

85.2%，2010 年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

83.2%。2010 年 《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

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比重越

来越大，而 50 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仅为 12.9%。这

些数据说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城转移的流

动人口主要为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

动力转移到城镇，为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大

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红利发生了乡城转移。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镇迁

移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

童，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加重。原新 （2005） 认

为，乡城流动人口消减了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

负面影响，增加了城市劳动力供给，延缓了城市的

老龄化进程。⑦ 王泽强 （2011） 通过建立 “年龄—
迁移率”模型，预测说明乡城人口迁移加深了农村

人口老龄化程度。⑧ 但是杜鹏等 （2010） 在研究人

口老龄化过程中发现，许多国家普遍出现了农村人

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现象，这只是人

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

定水平，大规模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

平大幅提高时，这种城乡倒置状况将发生转变。⑨

尽管如此，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完成人

口城乡迁移、进入城镇化高级阶段仍然需要几十年

的时间，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2010 年农村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

6711 万，比城镇地区多 1487 万，农村地区如此庞

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更需要重视。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逐渐转

变，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历短暂上升后开始逐渐

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一

步下降，形成了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人口比重

上升、低人口抚养负担的人口红利，并开启了人口

机会视窗。2011 年我国总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传

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但并不能就此说我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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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利开始消失。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传统的

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面临转折，但城镇化和农业劳动

力非农化带来的人口分布变化能进一步释放人口结

构红利，促进第一次人口红利向第二次人口红利转

变，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获取更有效的

人口结构转变收益。
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城乡之

间出现了较大差异，城镇的少儿抚养比和总人口抚

养比一直低于农村，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情况与

城镇相比更为严重。可以说，我国的人口红利发生

了乡城转移，而导致人口红利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

主要原因，是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计

划生育政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

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数量控制政

策会逐渐放开，对城乡间人口出生率差异的影响将

会逐渐减弱，但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即农业转移

人口对人口红利的影响仍会持续。因此，要更好地

发挥出乡城转移的人口红利的作用，促进城镇化进

程中城乡的协调统一发展，必须提高城乡流动人口

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力效率，同时重视农村地区

的养老问题。
从人口结构的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总量是

一定的，但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

到非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了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促进乡城流动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

就业，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率和效率，这也是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第一步。在城镇就业为农业转移人

口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存基础，因此，充分

发挥人口红利作用的第一步就是引导农民变成非农

就业人员，实现职业身份的转换。各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信息、政

策咨询、就业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等的社会化

就业服务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关于转移成

本、收益、风险等的免费咨询服务，减少盲目不合

理流动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经济损失。同时，要大力

发展政府职业中介机构，整合市场优质职业中介机

构的信息和资源，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

设，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乐业提供最优质最适合的

服务，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

的势能。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将人口红利

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

逐渐淡化。大多数农村家庭虽然能为老人提供基本

物质保障，实现物质赡养，但在物质保障水平和精

神照顾方面存在很大欠缺。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地

区老龄化问题，必须发挥农村社会养老的功能。在

资金保障方面，应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的制度模式，提高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使其

更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在机构保障方

面，要加快完善农村养老机构，拓展农村社会福利

院的服务功能和方式，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农村养老

保障体系建设；在服务保障方面，要通过建立发展

农村社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老年

人的生活品质，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心理落差，

解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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