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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福建省1995～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从城镇居民储蓄率、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三个

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方向、大小及程度，并利用Eviews6．0工具进行数据拟合估计。
结果表明，随着福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福建长期的消费潜力形成了负向效应，使得人们在长期偏向于储

蓄而非消费，这是不利于内需扩张型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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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基于福建省1995～2013年相关数据的分析

李中斌 王灿雄 李 莉□

一、研究背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福

建 省 常 住 人 口 中 ，65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为

2912140人， 占 福 建 省 当 年 总 人 口 的7．89％，与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 这一比例上升了

1．35个百分点。 近年来，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

正在进一步加深， 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国

内外对此均以做过不少研究。Modigliani（1966）采

用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对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与储蓄率

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Leff（1969）同样采用多

国截面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得到了与Modigliani一
样 的 结 论 。 Cupta （1971）、Adams （1971）、Ram
（1982）等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与Leff不同的结

果，认为人口抚养比和高储蓄率之间存在长期稳

定的相关关系。 Horioka等（2006）利用中国1995～
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面板分析，结果发现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具有统

计显著性。
相比较而言，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相对较

少，贺菊煌（2000）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

蓄率之间的实证分析，发现退休年龄与储蓄率之

间有着反向关系。 袁志刚、宋铮等（2000）通过建

立跨时叠代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正

向影响。 唐东波（2007）运用VAR模型分析了人口

老龄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之

间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
李文星等（2008）通过对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

的估计，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并不存在

显著影响。 王森（2010）通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

人均GDP、居民消费之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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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关

系。 黄健元、高梦璇（2012）通过对江苏省1982～
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

人均消费有正向影响。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多数利用整个国家的宏

观数据或部分家庭实际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分

析，而且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

的影响方面，所得结论差别较大，甚至相反，以致

更具针对性和更具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无法提出

来。 这可能源于我国各地区或省份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所导致的，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应当区

别分析。 笔者以福建省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

为基础，分析福建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需求

的影响。

二、福建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特征及指标选取

1995～2013年， 福建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比重，除了1995年和2000年在7％以内，其他年份

这一比例都超过了7％的国际惯例“红线”淤。 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福建省2010年65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了7．90％， 相比较第五次

人口普查结数据，该比重上升了1．21个百分点，低

于全国人口水平1．91个百分点。 虽然这一比重低

于全国水平，但是相比较于北京、天津10年间的

上升幅度来看，福建省老龄化问题已变得越来越

紧迫了。
根 据 近 年 来 福 建 人 口 抽 样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2011～2013年福建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

别为8．18％、8．24％和8．26％。 这表明福建省人口老

龄化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峻了。 2013年，福建省城

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20093元， 比1995年增

加了4倍；1995～2013年， 人均消费支出环比增长

百分率数值波动幅度较大，标准差约为3，其中，
环比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是1999年，为1．65％；环比

表1 1995～2013年福建省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变动情况 ％

注：a．储蓄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人均消费支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b．消费支出比重＝年人均消费支出÷年人均总支出；
c．食品消费比重＝年人均食品支出÷年人均消费支出，其余三项的消费比重算法类似。

156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3 期

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2008年达到了13．08％，其次

是2007年，为12．72％。 在研究期1995～2013年内，
福建省人均消费倾向由1995年的85．15％下降至

2013年的65．20％， 总体上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是，这一下降并不那么一直平稳地下降，是具

有阶段性的。 这一下降趋势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的

下降和一个 “徘徊” 阶段， 这两个阶段分别是

1995～2005年 和 2009～2013年 。 在 徘 徊 阶 段 为

2006～2008年3年，这3年中，消费支出倾向上升了

徘徊在80％左右；在2008～2013年间消费支出倾向

呈现了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 无论福建省在该研

究区间内人均消费支出倾向是如何变动，但总体

上都说明了近2 ／ 3的可支配收入都用于了消费性

支出。
为了较为全面的人口老龄化对福建省居民

消费需求的影响，笔者分别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

储蓄率、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三方面的影响进行

相关实证研究。 表1给出了相关的数据及其变动

情况。 这些数据均来自于福建省1999～2014年统

计年鉴。 其中，1996～1997年老年人口比重数据缺

失，笔者采用S形函数于并利用Eviews6．0进行数据

拟合。

三、模型构建

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消

费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笔者采用向量自回归模

型即VAR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Sim于1980年在

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

此伊始，经济活动的动态分析开始广泛被使用盂。

其数学模型为：

其中，xt代表d维外生变量，H代表系数矩阵；

yt代表k维内生变量值；p代表阶数的滞后值；T代

表样本容量。 Φ1，┅，Φp代表矩阵。 εt代表k维扰

动列向量。
在进行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

上，可以建立误差修正（VEC）模型，用以研究变量

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以及短期的非均衡过程

逼近长期均衡的过程。 其基本模型为：

当长期平衡关系满足y*＝k0＋k1x*时，误差修

正项是（yt－k0－k1xt－1）的形式，反映yt关于xt在第 t
时点的短期偏离。 α通常为调整系数，表示在t－1
期yt－1关于k0－k1xt－1之间的偏差的调整速度。

四、实证分析

（一）福建省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的

实证分析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建立任何模型的首要步骤就是检验这些变

量的平稳性。 进行检验后，由于各个变量都不是

平稳的，而是一次差分后才平稳的，因此表2只列

出了一次差分后的检验结果（具体见表2）。 为了

分析简便，在进行实证分析和模型估计时，笔者

将这7个变量（老年人口比重、储蓄率、消费支出

表2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榆

注：a．（C，T，K）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b．***表示变量差分后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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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交

通通讯支出比重和教育文娱消费比重）均采用英

文字母（前3个或4个）替代。 根据表2可知，每一变

量在进行一次差分后，都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通过ADF检验。
由于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pop （老年人口比

重）、sav（储蓄率）均属于一阶单整，应采用一阶差

分方式进行处理。 考虑到现实的经济意义及所构

建VAR模型的效果，笔者采用取对数方式对这两

个变量进行处理， 相应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 对数老年人口比重在10％的显著性水平通

过检验；对数储蓄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

验。
2、模型估计。
在进行VAR模型估计，需要根据检验模型的

稳定性和变量滞后阶数来确定模型的之后阶数。
虽然 lnsav和 lnpop在进行SIC和AC滞后 阶 数 检 验

时，最优滞后阶数为5，但是此时模型的10个单位

根中有两个大于1，这会导致VAR模型的不稳定，
进而影响后面的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因此

排除该5作为滞后阶数。 在滞后阶数2、3、4当中，
根据SIC和AC准则，其中，之后阶数为2时，滞后阶

数最优，且此时模型做得出的单位根均小于1，模

型稳定。所以此处确定lnsav和lnpop之间的VAR模

型为2阶滞后VAR模型，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可知， 福建省老年人口比重与储蓄

率的互动关系VAR（2）模型可表述为：
lnsav ＝ 0．813090×lnsav（－1）－0．146209×lnsav

（－2）－0．284606×lnpop（－1）＋0．366627×lnpop（－2）＋
0．934987 由于模型具备了稳定性条件，因此可以

继续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表4 福建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

对数VAR（2）模型

3、脉冲响应分析。

图1 老年人口比重对数对储蓄率对数

的逐期脉冲响应图

图2 老年人口比重对数对储蓄率对数

的累积脉冲响应图

由图1可知， 福建省人口

老龄化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

冲击， 在短期对城镇居民储

蓄影响是负向的， 即短期中

城镇居民为了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加深会减少储蓄。 这一

负 向 的 效 应 会 在 第2期 达 到

峰值，在第3期后开始形成正

向效应，该正向效应在第5期

达到峰值， 并在长期中有减

表3 福建省老年人口比重、储蓄率的对数单位根检验虞

注：a．（C，T，K）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

滞后期数；
b． *表示变量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表示变量差分后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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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趋势，但基本上保持正向效应。 由图2可知，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在短期内有着整体的

负向效应， 而且这个负向效应在第5期的时候才

会完全消除；在长期中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使得

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 这种正向效应会减弱，以

致于长期累积效应没有扩张的趋势，而趋于一个

较为恒定的状态。 简而言之，福建省人口老龄化

的变动对其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在短期有着负向

效应，而在长期，其效应是正向的。
4、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得到VAR模型中各随机

扰动项对系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的贡献值。 因此

我们借此分析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冲击

对居民储蓄率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大小，结果如表

5所示。
表5 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方差分解

从表5可以看出， 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对储蓄

率在首期并没有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或贡献值随

着时期的推延，其职逐渐趋向于恒定值1．30。 这与

脉冲效应所显示的一致，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

储蓄率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延其累积脉冲效应

趋于定值。 这表明，在长期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

的变动能够起到解释作用，然而这一贡献在长期

并没有扩散作用。 从贡献的增加值看，第2期贡献

增加最高，这也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在短

期的效应是高于长期的。
（二）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规

模的实证分析

为了建立福建省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

费规模之间的误差修正（VEC）模型，需要检验变

量间是否同阶平稳且相应残差的平稳性或者直

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结果是肯

定的，则可以继续进行VEC模型估计。表6和表7分

别是单位根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
表6 变量和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e是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cons和pop之间

拟合模型得到的残差。
由表6可知，残差项或随机干扰项是平稳的，

这意味着变量pop和cons之间存在着长期（1，1）阶

协整关系。 这种协整关系表现这两个变量之间长

期的均衡关系。 长期均衡关系方程为：

cons＝－5．616746×pop＋122．6527＋et
（0．962551） （7．869616）

R2＝ 0．666996 DW＝1．220848
表7 Jon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注：**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7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根据Jonhansen协

整检验， 变量pop和cons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协

整方程为：pop＝－0．239743×cons＋26．39993＋et。 这

一协整方程与长期均衡关系不同的原因在于协

整方程的随机项为VEC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而

长期均衡关系方程中的随机项是整个研究期估

计的残差项，是误差修正后的随机项。
由协整检验可知，在长期中福建省人口老龄

化的变动与城镇居民消费规模变化之间存在负

向的长期均衡关系。 由于人口老龄化变动与城镇

居民消费规模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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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做误差修正模型，用以估计两者之间短期的

关系。 利用Eviews6．0得出的VEC修正模型为：
d （cons） ＝－3．28809292657* （pop （－1） ＋

0．239742990107*cons （－1） －26．3999250316） ＋
1．26409781138*d （pop （－1）） ＋0．0140542398451
*d（pop（－2））－0．286472810664*d（cons（－1））－
0．498090006377*d （cons （－2））－1．18045034485
R2＝0．608264

从cons和pop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知道，
在短期中人口老龄化的变动会对城镇居民消费

规模有着正向的作用，这从d（cons（－1））和d（cons
（－2））两项的系数看出。 这样和前文当中福建省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

响相呼应。 这种呼应即为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在

短期，会使得储蓄率下降，居民消费比重扩大；而

在长期会使得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比重缩小。
（三）福建省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结

构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的变动与城镇

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首先需要各变量

的平稳性或单整阶数进行检验。 表8利用ADF检

验， 利用P值的大小或t统计量与临界值的大小比

较来判断该变量的平稳性质。 P值越小或t统计量

越小，则平稳性质越显著。 有关于各变量的具体

检验情况见表8。
表8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 ***表明该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表明该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若为

*，则表明其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

e1、e2、e3、e4分别是食品消费比重（food）、医疗保

健消费比重（med）、交通通信消费比重（tra）、教育

文娱消费比重（edu）与老年人 口 比 重（pop）进 行

最小二乘估计后所形成的残差项。
由表8可知：老年人口比重（pop）与食品消费

比重（food）、医疗保健消费比重（med）、教育文娱

消费比重（edu）三者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
可以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然而有残差项e3非平

稳，所以老年人口比重（pop）与交通通信消费比

重（tra）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不可以构建

误差修正模型。 由此，利用Eviews6．0软件分别构

建老年人口比重（pop）与食品消费比重（food）、医

疗保健消费比重（med）、教育文娱消费比重（edu）
的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协整方程如下：

其中u1 、u2、u4分别为每一组协整方程的误

差修正项，且这些误差修正项不同于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中所形成的残差项，即

利用EG两步法所形成的剩余项e1、e2、e3、e4。 协

整方程中的误差修正项主要是为了修复短期中

由自变量导致的偏离均衡，以使自变量的冲击不

至于扩散而导致长期均衡失效；EG两步法的剩余

项主要是基于整体的剩余衡量，即将短期与长期

的残差剩余进行了综合估计后所形成的残差剩

余，并不直接反映短期冲击对长期冲击偏离的修

复作用。
根据表8可知，年人口比重（pop）与食品消费

比重（food）、医疗保健消费比重（med）、教育文娱

消费比重（edu）分别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然而

根据协整关系方程和表9可知， 变量间的长期均

衡关系，分别是由变量间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

所综合形成的。 这是根据老龄化比重（pop）前两

期的系数的正负性和整体的协整关系所决定的。
综合该部分的实证分析，笔者得出有关福建

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结论：（1） 人口老龄化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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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以及教育文

娱消费的支出变动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与交

通通信消费变动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在

长期中，人口老龄化的变动与食品消费、医疗保

健消费、教育文娱消费的支出变动存在着正向均

衡关系；（3）在短期中，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对食品

消费支出的变动是负向效应， 而对医疗保健消

费、教育文娱消费的支出变动是正向效应的；（4）
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变动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变

动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进行的实证数据研究分析，笔者主

要得出以下结论：
1、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动与城镇居

民储蓄率的变化、居民消费规模和居民消费结构

（除了交通通讯支出）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2、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动与福建省

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有着长期的正向关系，然而短

期却有着负向关系，并且其长期综合效应为正向

效应，即从长期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得

福建省居民储蓄率会整体上升；
3、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城镇居

民消费规模之间的关系，刚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

系相反：短期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可以使

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扩大，而在长期这一消

费支出却是减少的；
4、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化，长期内居

民食品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娱消费

支出呈现正向关系，其中在短期中人口老龄化程

度的变化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是负

向的，而与教育文娱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短期内

也是正向的。
由上述结论可知，福建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

变动与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之间存在长期正向强

化关系且长期强化效应有限，而人口老龄化程度

变动与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的变动却是长期的负

向关系。 这就使得福建省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
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和一个优势机会。

威胁一：长期内，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使得

城镇居民储蓄存在着增长效率瓶颈限制问题，会

部分地影响福建省内可贷资金增长潜力。 这是由

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长期累积脉冲效应所

决定的。
威胁二：长期内，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深，福

建省城镇居民整体的消费占比下降，这不利于福

建省长期经济发展的内需增长机制。
优势机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动与福建城

镇居民消费子结构有着长期的正向作用，尤其是

短期内，与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娱服务

支出都存在正向作用。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政府可以通过恰

当的政策安排来合理优化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

问题，以期消除由于老龄化问题而带来的经济发

展困扰。
（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特点

1、 人口老龄化带来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

表9 误差修正模型

注： 表中d代表该项的一阶差分； 括号中负数代表该项的滞后期； 自变量中x代表因变量自身项；
CointEq为误差修正项，R2为模型拟合值，数值越高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161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3 期

降。 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会增加储蓄，老年人口

比率的上升则会减少储蓄。 劳动人口比例与储蓄

正相关，而老年人口比率与储蓄负相关。 我国近

30年的高储蓄我国劳动人口比例增加有密切关

系（所谓“人口红利”），而发达国家的低储蓄率与

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有密切关系。 我国老年人口

比例将越来越高， 而年轻人口比例将不断下降，
其直接结果是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由原来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必然导致社会经

济负担的急剧增加，如养老金、医疗保健费用等

快速增长，其很大一部分由政府和企业负担。 随

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福利

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重，结果国民收入中用于资

本投资的部分减少。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

新数据，我国的养老金收支虽然有节余，但支出

增加很快。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老年赡

养比例快速上升，“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缺口将

很快出现，并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2、汽车、住房、电子通信等产业和市场需求

将会持续萎缩。 从迅速增长的人口到静止或下降

人口的转变可能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改变，使经

济变得更加轻型化，以至于整个经济的资本产出

比下降。 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资本深化过程将

会放慢，甚至下降。 人口增长下降意味着消费人

口的减少和年龄结构的老化，使得以满足青少年

为主要对象的耐久性消费品（如房地产、汽车、电

子通信等）市场日渐萎缩。 随着这种萎缩趋势的

加剧，这种曾经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就

会逐渐衰落。 与老年人有关的消费和服务将成为

新的支柱产业，但这些产业与汽车、房地产相比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小得多。
3、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 2000年至

今，此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进入30％－40％的

区间。 医疗成本和医药费用的上涨，促使居民医

疗保健消费支出大幅上升，出现了“看病难，吃药

贵”的现象。 居住消费比例的增长是这一阶段另

一明显特征。 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以后，房地产

行业发展迅猛，住房消费成为城镇居民最大的负

担，也占据了八成的信贷消费。 另一方面，汽车工

业发展迅猛，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

热点之一，而信息化和网络化则促进了通讯产品

的高速发展。 家电技术和产品的升级也创造了家

电更新换代的机会。 因而，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

既拥有消费结构再次优化升级的时机，也存在难

以提高现期消费的种种障碍。
（三）相关对策建议

目前中等收入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是城镇居

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 建议在与中等收入

群体切实相关的消费领域进行完善和引导，同时

针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制定

相应的激励政策，从而应对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带

来的冲击和影响。 主要包括：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下， 城镇居民在养

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上需要承担大部

分成本，伴随市场化程度加深，民生领域的消费

成本仍在不断上升，居民对未来风险和价格上升

的预期必将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增加，从而减少了

即期消费。 因而，增强消费信心，提高消费预期需

要完善养老制度，加强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

的政府扶助，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增加医疗资源，
发展并加强社区卫生医疗，控制不合理的高昂药

价，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发展并完善居民消费信贷制度。
消费信贷是有效的刺激即期消费的金融手

段， 消费信贷在消费结构升级中所起到的作用在

于，使得潜在消费者能够提前支付当前缺乏支付能

力的升级性产品，从而提高现期消费水平。 完善消

费信贷制度，应在两方面入手：其一，控制信贷风

险。 加快个人诚信体系的制度建设，健全消费信贷

的法制环境和保险制度，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金

融创新和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 其二，扩大信贷市

场。应构建多层次的信贷体系，拓宽放贷渠道，覆盖

所有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贷款消费

群体的规模，同时增加信贷消费的产品种类并加强

宣传力度，启发居民信贷消费的意识。
3、推动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持续性。
高收入群体在物质生活上已经相当富足，因

而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消费热点， 激发其消费欲

望。 从物质消费品上看，应该注重高端家电开发

与推广、个性化设计的交通通讯工具以及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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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开发；精神消费品方面，应注重高端教育

文化和娱乐市场的建设和推广。
4、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一方面具有大众

示范和激励效应，有利于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群众不断提升自身

的素质和致富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

财富总量的增加，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力、消除两

极分化的目的。 另一方面，既有利于减少贫困人

口，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又有利于提高国民消费

能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 具体包括：
（1）努力扩大城市就业门路，鼓励个人创业。 在城

市，要积极发展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鼓

励个人创业，在办执照、验资、用房、雇员等方面

给予方便。 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从资金、用地用

房、招聘专业人员、创建品牌等方面给予切实帮

助。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制造业，为低收入

者、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 （2）
让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 拆除进城

“门槛”，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 同时，要提供技

能培训，帮助他们在城市就业、落户、创业。 同时，
在农村发展“企业＋农户”、合作社、养殖大户、农

产品加工、承包建筑工程、组织劳务输出等多种

形式和渠道，使一部分农民在农村也能成为中等

收入者。 （3）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扶持力度，特别是

职业技术教育。 应由政府或企业提供免费或半自

费半补贴的各种技能培训，让受过培训的人能够

持证上岗，既可解决技工短缺问题，还能大幅度

提高工资收入。
5、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低收入人群。
主要包括：（1） 发挥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调

节功能。 政府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

来调节收入。 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

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 通过收入再分

配，不仅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能使低

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2）
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完善和落实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适时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

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待遇等，切实保障低

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 要解决普通劳动者就业问

题， 通过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来增加收

入，促使其中一部分最低收入者进入到中低收入

群体中。 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减少农民数量，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

6、分层次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重视市场细分，进行消费品市场的合理定位。

重新进行市场细分，针对目标市场合理定位，满足

居民多层次的需求。从城乡居民的收入环境和消费

环境出发，研究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及城市中不同

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针对高、中、低不同收入消费

群体的需求进行市场细分，整合市场资源，进行商

品和服务的特色化经营，逐步改变消费品市场结构

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状。
注释：

淤注：对于老龄化的标准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

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

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本文采用了后面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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