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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周文文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将会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本文分析

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关系。

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从供给、需求和其他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且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第

三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论文提出

了三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升级  三次产业影响

一、导言

联合国的划分标准：老年人口占比在 4% 以下的地区为人口年轻型地区，老年人口占比在

4%~7% 的地区是人口成年型地区，超过 7% 的地区则为人口老年型地区。我国于 2000 年 3 月迈

进老年型国家之列 [1]。同时，根据联合国对 2015—2050 年期间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率

年均增长 2.39%，205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将高达 35.1%，远高于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16.4%

的平均水平和 21.3% 的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于 2004 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

动年龄人口数量进入负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必须调整

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

用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一

方面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具有特殊性，随着老年人口增加，老年消费需求数量随之增加，促进企

业开发老年服务产业，增加第三产业投入和产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中

国的储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不降反升 [3]，资本的增加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此外，低劳动

力成本优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消失，促使企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研发支出，

提升产品性能，增加竞争力 [4]。与之相反，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体现在产业

结构升级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要素，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年龄结构 [5]。

1　周文文（1994-），女，汉族，江苏邳州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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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的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后向第三产业转移，即劳动力在工业化

进程中的转移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

济发展》中提出：二元结构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就是农村充足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渐降低，且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转

移和在三次产业中的分配也相应发生改变。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大多数文献从实证方面说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张斌（2013）将人口

老龄化因素引入 Raiser 的基准产业结构模型，理论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需求和供给，从

而影响企业产出，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人口老龄化在静态条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为三次

产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变化，即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上升，工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而服务业

部门就业比重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汪伟（2015）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

出发，人口老龄化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禀赋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与

老龄负担效应五个渠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使用我国 31 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到人口老龄

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其效应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有较大差别。刘玉飞（2016）从供给和

需求两个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使用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

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效应。

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出发，使用我国 31 个省市

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口老龄化效应进行实证，并对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进行

实证分析。

三、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研究

本文在结合人口老龄化特征的基础上，从劳动供给、劳动力消费需求和其他要素三个方面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口老龄化效应进行分析。

（一）劳动供给

人既是生产活动的生产者，也是生产活动的投入要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

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从而促进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在供给侧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如下：

1. 劳动力供给数量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自 2013 年到达 10.06 亿后逐年减少，2017 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 9.98

亿，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正在减少。

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我国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

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促使企业转向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优

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社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加提高了社会对

在职人员的技能要求，应对社会对具有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家庭增加个人及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技

能培训支出，社会人力资本随之增加，进而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2. 劳动力供给质量

（1）劳动生产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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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适合就业的产业也有差别，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冲击作用。研究表明，当劳动者年龄到达一定阈值时，

劳动生产率将随着劳动者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 [8]，不利于产业升级。此外，由于劳动年龄结构的

老化，较高年龄劳动者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和理解能力有所下降，为适应资本和知识技术密

集型产业发展所进行技能培训效果可能大打折扣，较高年龄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高级化发展的职

业要求，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使得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年

龄结构老化将降低劳动生产率，进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2）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由新经济增长理论可知，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加大教

育投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减轻家庭教育负担，且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更愿意进行教育投资，

我国青年一代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老龄人口。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生活，

老龄人口群体特征将发生改变，这部分群体所拥有的更高人力资本为产业调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同时，传统的家庭观念、父母的子女代际偏好和社会压力等促使个体在不断增加自身人力资

本投资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时，也会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这不仅增加了现阶段的人力资本

积累，也为我国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本。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与技术进步，不仅劳

动者个人的技术水平、劳动技能、创新能力水平与综合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随之提高，各

种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地配置与利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

（二）劳动消费需求

不同年龄层的消费者对消费品具有不同的偏好，消费需求、消费数量和消费方式都会随着年

龄而改变。作为社会产品的消费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然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

首先，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具有特殊性。老年人口的年龄增长必然会带来人体机能老化，使

得老年人口对新事物的接受度相对较低，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身体健康。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

一系列迎合老年消费市场的产业应运而生，比如医疗保健行业、老年生活用品行业、老年家政业、

老年旅游业、老年房地产行业、老年教育业医疗保健行业、老年生活用品行业、老年家政业、老

年旅游业、老年房地产行业、老年教育业等，这些产业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国外将这些

老年产业称为银发产业，银发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为老年人口提供了物质生活保障和娱乐生活保障，

满足了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要。人口老龄化促使企业加大研发老年产业，实现老

年产品的供给与老年消费需求相匹配，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由于产业间的关联性，老

年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变产业构成，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最后，政府为保

障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势必会加大对如医疗、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部分政府

支出的增加势必会挤出其他支出，相应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确实加快了

消费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老龄化效应更加清晰 [7]。且人口老龄化在需求侧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有关，当人口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社会中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低，

老年产业消费需求规模相对较小，老年产业的发展阻力较大，难以形成大规模老年产业，不利于

老年产业的发展；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老年产业的发展空间逐步增大，影响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的效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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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因素分析

1. 资本积累

资金作为企业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资金的供给是影响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最直接因素。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均是人口老龄化的表现，根据生命周

期消费理论，理性消费者在其一生中会平滑其消费，即在收入高时储蓄，收入低时进行借贷消费。

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加深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会降低该国家或地区的储蓄

水平。。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出于预防性动机，青年预期到他的老年生活将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增加，则会增加青年时的储蓄以维持老年生活水平，则社会储蓄不降反升。

有研究证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深，储蓄增加。

2. 老年负担效应

老年负担效应可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抚养比

居高不下，严重加剧了家庭的抚养负担，家庭对于老年人口的抚养势必会挤出少儿或青年的人力

资本投资等，这降低了未来劳动供给的素质。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社会保障的提高，这加

大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迫使政府增加企业的税收，从而挤出企业的研发支出，

阻碍企业的产品技术升级；同时，老年财政支出的增加也会挤出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阻碍产

业结构升级。

人口老龄化既有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也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若产业结构升级

促进效应强于阻碍效应，则人口老龄化不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下文将结合我国各省份面

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口老龄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1.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数据类型为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

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在 Hausman 检验下确定最终选择回归模型。因此设定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Yit=βolddepit+δXit+ai+uit                                                                                                                                                                                           （1）

其中，t 表示时间，i 是省份符号，Y 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olddep 表示人口老龄化水平，

X 是控制变量，ai 是个体固定效应，uit 是随机效应。

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

从动态的角度看，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干春

晖等，2011）。一个具有较高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业系统合理化程度未必很高，但是产业结

构合理化能促进其向高度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共同构成产业结构优化

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这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

理化两个维度的影响。

（1）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即在现经济发展阶段上，依据现有的科

学技术水平，分析市场消费需求结构、人口基本素质和资源禀赋，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化，

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

周文文：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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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合质量，它既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也反映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衡量了要素投入结

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使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使用

泰尔质量衡量不仅避免了较为不方便的绝对值计算，也将各产业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纳入在

指标内。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泰尔指数越接近 0，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

（2）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往往具体反映在各产业部门间产值、劳动力、国民

收入比例变动上。从产业结构的结构比例方面分析，高度化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三次产业重

点转移，即由第一次产业占比高向第二次、第三次产业占优势演进；②要素密集程度依次转移，

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逐渐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③产品形态方向演进，即

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逐渐转向制造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产业演进。

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

这一指标能够有效度量产业结构是否向“服务化”方向发展，如果 TS 值不断增加，说明经济向“服

务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处于升级状态。

（3）其他指标

人口老龄化指标 olddep 使用省级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olddep 数值越大，

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控制变量 X 为：①少年儿童抚养比 childep，即 0~14 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少年儿童抚养比影响地区消费和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②平均受教

育年限 h，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③固定资产投资 lnfasset，本

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数据；④财政分权 fisdec，使用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比国家人均财政支

出的数据衡量。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用我国 31 个省市 2006—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

知网统计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等。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部分受教育人数的 2010 年数据缺

失，本文使用 Stata 插值法计算得到 2010 年数据，补充缺失值。表 1 是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合理化 Tl 0.245 0.146 0.017 0.824

产业结构高级化 Ts 1.031 0.565 0.497 4.237

人口老龄化 Olddep 0.095 0.02 0.048 0.144

少儿抚养比 Childep 23.306 6.613 9.6 42.2

平均受教育年限 H 8.707 1.186 4.161 12.502

固定资产投资 lnfasset 8.916 1.059 5.443 10.919

财政分权 Fisdec 1.052 0.548 0.499 3.53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平均值是 9.5%，最高值 14.4% 是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率。产业结构合理化

指标的平均值是 0.245，说明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存在偏离，未能实现资源的完全有效利用。少儿

示人口老龄化水平，X是控制变量，ai是个体固定效应，uit是随机效应。

2.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

从动态的角度看，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

构合理化（干春晖等，2011）。一个具有较高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业系统合

理化程度未必很高，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能促进其相高度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共同构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这

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的

影响。

（1）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即在现经济发展阶段上，

依据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分析市场消费需求结构、人口基本素质和资源禀赋，

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化，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

的良性循环。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既反映了产业

间的协调程度，也反映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衡量了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

的耦合程度。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使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使

用泰尔质量衡量不仅避免了较为不方便的绝对值计算，也将各产业在经济中的相

对重要程度纳入在指标内。其计算公式如下：

TL = ∑ (𝑌𝑌𝑌𝑌
𝑌𝑌 ) ln(𝑌𝑌𝑌𝑌

𝐿𝐿𝑌𝑌 / 𝑌𝑌
𝐿𝐿)𝑛𝑛

𝑌𝑌=1 i=1,2,3     (2) 

其中，泰尔指数越接近 0，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

（2）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往往具体反映在各产业部门间产值、

劳动力、国民收入比例变动上。从产业结构的结构比例方面分析，高度化具有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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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比的平均值是 23.306，但是不同城市的少儿抚养比差距较大，最小值 9.6 是上海市的少儿抚

养比，最大值位于贵州省。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8.707 年，固定资产投资相较其他指标的地区

差异较小。

五、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考察全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 2 给出了回归估计结果。对于面

板数据模型的选择，本文使用 Hausman 检验。使用 Stata 计算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tl）和产业

结构高级化（ts）Hausman 检验的 P 值均为 0.00，因此拒绝个体固定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

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即个体异质性会影响人口老龄化、少年儿童抚养比、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

财政分权、基础设施建设等变量，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2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产业结构高度化（t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olddep
-2.148*** -1.141** 11.406*** 7.132**
（0.717） （0.484） （2.719） （3.068）

childep
0.004 0.023*

（0.004） （0.014）
h 0.009 0.292**

（0.017） （0.122）

lnfasset
-0.040*** -0.32
（0.014） （0.060）

fisdec
0.005 -0.157***

（0.011） （0.056）

Constant
0.449*** 0.531*** -0.049 -2.295**
（0.068） （0.142） （0.258） （0.886）

N 369 369 372 372
R2 14.86% 37.71% 24.19% 39.8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不添加控制变量时，其参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其参数仍在 5% 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显著大于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这

可能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较大。在控制其他变量时，人口老龄化每增加一个

单位，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减少 1.141，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增加 7.132。

接下来，分析其他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可以看到，少年儿童抚养比和人力资本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分别在 10% 和 5%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少年儿童抚养比增加，意味着家庭抚养儿童数量增加，同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相似，儿童的消费

需求具有特殊性，多集中于第三产业如教育、旅游等，这一类少年儿童对应的消费性服务产业的

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而当社会的人力资本提高时，意味着社会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人

们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加大对自身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固定资产投资能促进产业结

构合理化，其参数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效应并不显著。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财政分权阻碍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且其参数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是因为我国官员晋升与地方 GDP 挂钩，而实体经济是经济的主要支柱，也

周文文：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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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升当地 GDP 的主要途径。因此，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将会为实体企业提供优惠，促进第二产

业的发展，进而阻碍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

（二）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

接下来具体分析人口老龄化分别对三次产业的影响，以检验上述分析，从产值构成和劳动力

构成两方面衡量产业变动。产值构成使用本产业当年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表示，劳动力构

成则使用本产业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表示。

表 3   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

变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Y1/Y L1/L Y2/Y L2/L Y3/Y L3/L
olddep 0.066 -0.234 -1.629*** -0.165 1.562*** 0.399**

（0.134） （0.22） (0.586) (0.171) (0.538) (0.194)
childep -0.002** -0.001 -0.003 -0.002 0.005*** 0.003**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h -0.007 -0.015* -0.033** -0.016 0.039*** 0.031***

（0.005） （0.008） (0.014) (0.01) (0.014) (0.007)

lnfasset -0.016*** -0.044*** 0.002 0.02*** 0.014 0.024***
（0.004） （0.007） (0.01) (0.005) (0.01) (0.006)

fisdec -0.005 -0.012 0.034*** 0.001 -0.029*** 0.01
（0.004） （0.009） (0.008) (0.005) (0.006) (0.007)

Constant 0.348*** 0.954*** 0.922*** 0.274*** -0.27*** -0.227***
（0.032） （0.072） (0.103) (0.09) (0.091) （0.066）

N 372 369 372 369 372 369
R2 54.06% 75.15% 33.49% 19.26% 53.15% 71.95%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回归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第一产业产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的影响均不显著，对第三产

业产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第二产业产值构成具有负向影响，且在 1% 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但是对第二产业劳动力构成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显

著促进效用，这与前文分析相一致，大量的老年人口增加了对老年产业的消费需求，市场在观察

到这一需求后，增加老年产业的生产供给，第三产业劳动要素需求增加，促使劳动力向第三产业

转移。同人口老龄化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相似，少年儿童抚养比也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但是少年儿童抚养比对第一产业产值构成具有负向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第二产业产值呈负相关关系。由前文分析可知，当年龄到达一

定值时，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则生育率降低带来的劳动年龄结构老化将会减缓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阻碍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社会抚养负担加重

要求政府加大对如医疗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由前文分析可知，在晋升激励下，政府官员更愿意进

行实体经济投资。社会所必需增加的公共建设投资会挤出政府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我国实体经济

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政府的不当投资和产业政策是产能无序扩张和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地方

政府往往会加大对先进产业的财政补贴，这既会增加在位企业的产量也会吸引潜在产商进入市场，

加快了行业产能的爆发式增长。而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对第二产业投资的挤出效应，将会减缓产能

过剩进程。

另外，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回归发现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分权对三次产业产值构

成和劳动力构成影响较小。人力资本对第三产业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对第二产业产值构成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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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劳动力构成负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对第一部门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其与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财政分权对三次产业的影响与上文分析一致，增加了

第二产业产值构成并与第三产业产值构成呈负相关关系。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供给、需求及其他要素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理论分析

可知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既有促进效应又有阻碍效应。通过 2011 年 -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

的实证分析，可知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言，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效应大于阻碍效应，人口老龄

化不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且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严峻压力。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且 2018 年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青年人口的负担不断加重，这些都是

不容忽视的人口与增长问题。基于本文上述分析，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两大挑战即人口老龄化与产

业结构升级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人口老龄化能够诱发、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解决人口与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两大问题时，应充分发挥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各地区充

分发挥特有优势，充分发挥顶层设计与地方支持的效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老年产业，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激发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中国现阶段正是

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阶段，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为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

老年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以及投资引导。政府一方面应完善社会老年保障制度，改善养

老、医疗、社区服务等服务支持，扩大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为老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政策应对老年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在财政上对老年产业减税，放松老年产业贷款

门槛，同时鼓励资本进入老年产业，以使老年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且符合老年人口消费需求。

第二，增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减少，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消失，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被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也相应提升，因此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

力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各个年龄段劳动力生产效率。

第三，坚持创新发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要求必须大力

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国的家庭结构向着小型化和核心化

方向发展，一个家庭抚养四位老人已成为常态，再加上家庭儿童的抚养，老年人口面临越来越严

重的家庭保障挑战，给社会保障带来严重压力。社会保障的完善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这有

赖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若社会财富的增加不足以支持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老年人口的增加

必会阻碍经济增长，进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国

民收入的增长覆盖人口老龄化负担，这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路径。

（指导老师：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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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Zhou Wenwe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serious population problem that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is facing. In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we turn population issues into economic devel-

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ffect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supply, demand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rtiary industry. Based on 

the promotion effect, thre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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