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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由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我国出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共存的

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据预测，“十二五”时期，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2 亿，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

到 10%。 老年人口增长幅度的加快，将给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参与率产生深刻的影

响。 本文以劳动经济学为视角，具体分析我国老龄化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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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1 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

策的共同作用，我国出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共存的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但会对劳动力

市场就业人口总量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

供需结构、劳动力流动、劳动参与率等。 例如，从 2002 年开

始我国一些沿海省份陆续出现了“用工荒”现象，2010 年，
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 这些现象都折射了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的

端倪，预示着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经济

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我国学者研究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

影响的文献主要还处于理论论述的阶段，实证研究的比较

少。 黄莹根（2010）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国内

外文献做了简要评述。 ［1］丰莹（2004）以劳动经济学视角，从

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分析了我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4］由于我国学者研究

老龄化的起步较晚，在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影响的供

需结构、劳动力流动、劳动参与率等方面研究的比较少，本

文以数据为依托，论证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

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二、 人口老 龄 化 对 劳 动 力 市 场 供 给 结 构 的 影

响———数量和质量

人口老龄化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人口老龄化会减

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引起劳动力的短缺，近几年出现的

“用工荒”从侧面验证了这一观点。 然而，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事实并非如此，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作

用很有限，但对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冲击作用非常明显。
2009 年，我国 15-65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9.7 亿，按照人口学

家 2010 年的预测（表 1），“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劳动年龄

人口最多的时期，2015 年达到峰值 9.96 亿。 在未来的 25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都将保持在 9 亿以上，尽管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在 2020 年后开始缓慢下降，到 2050 年，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仍然有 8 亿之多。 也就是说，今后 50 年内我国人

口老龄化不会引起劳动力数量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人口

老龄化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引起劳动力的短缺。
表 1：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

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0），62 页。
人口年龄金字塔，是一种表示人口性别与年龄构成的

条形统计图，可反映某一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人口统计趋势。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冲击作用可以通过

劳动年龄人口年龄金字塔外观的变化全面直观的反应出

来（如图 1，图 2）。
图 1：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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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0），71 页。
图 2： 205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龄金字塔

数据来源：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0），72 页。
图 1 显示，201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

呈收缩趋势，意味着低生育率使低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开始

降低。 顶端相对较小，说明高龄劳动人口的比重较小。 我国

处于成年型劳动年龄金字塔阶段。图 2 显示，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加速发展，到 205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龄金字塔

将呈现顶部宽，底部窄的形态。说明了高龄劳动年龄人口比

重将远远高于低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我国将到达老年型

劳动年龄金字塔阶段。

三、 人 口 老 龄 化 对 劳 动 力 市 场 需 求 结 构 的 影

响———“为老”产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对食品、服装、
住房、医疗保健服务、养老服务、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数量

和质量的需求将不断上升。 老年人口消费市场的不断繁荣

将会刺激为老年人口提供服务的产业的快速发展。鉴于此，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老龄工

作，保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的要求。 针对老年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为

老服务民生需求，国务院于 2006 年转发了全国老龄委等部

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这就是为了解决我

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与“为老”产业之后发展这一矛盾而

提出的。从劳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由于劳动需求是派生需

求，为老年人口服务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派生需求，
而且应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加而增加。 然而， 在我

国，众所周知的是老年产业相比其它产业严重落后，无论是

老年人口的吃、穿、住、行，还是现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老年

人口保健服务、养老服务、文化娱乐服务都是远远的滞后于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我国的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但

老年产业却发展缓慢，老年人的许多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充

分满足。

四、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人口

增长与就业产出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普遍偏低、
投资市场环境不完善、劳动者就业意愿的不断增加、教育观

念较为落后、工资与工龄挂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

来呈下降趋势（表 2）。 ［6］

表 2：中国部分年份劳动参与率与人口年龄结构 单位：%

注：1982、1990、1995、2000 和 2005 年劳动年龄人口分

别为 61 739 万人、75 451 万人、79 160 万人、88 793 万人和

106 795 万人； 总人口分别为 101 654 万人、114 333 万人、

121 121 万人、126 743 万人和 130 620 万人。 用表中劳动年

龄人口及总人口绝对数计算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之比

例，与表中所列人口年龄结构总数之百分比不一致。 同样，
用绝对数计算之劳动参与率与列出之劳动参与率（总计数）
亦不同。原因是两组数字取自不同的数据，包括范围也不尽

相同。
数据来源：马忠东，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

增长:1982～2050 年［J］.中国人口科学，2010（01）。
表 2 显示，在 15-19 岁这个年龄段中，劳动参与率的比

重下降最快，从 67.05%下降到 34.14%，下降了 32.91%，这

主要是由于我国教育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大学的扩

招导致劳动者受教育时间的延长。 而在 20-24 这个年龄段

劳动力参与的比重就下降的慢了， 特别是 25-29、30-34、
35-39、40-44 这几组年龄段的变化都不是很大了， 而且劳

动参与率也比较高，基本上都在 90%以上，但是从 45-49、
50-54、55-59、60-64 这个年龄段开始， 劳动参与率是逐年

下降，直到 65 岁以上，劳动参与率基本上保持在 20%左右，
但是近年来由于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寿命的提

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有多提高，这个主要体现在 60-64
这个年龄段，虽然在 65 以上也有，但是不是很明显。从总的

趋势来看，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从 1990 年的 78.87%下降

到了 2005 年的 71.01%。 从劳动参与率我们可以看出，随着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将逐渐

加大，中老年人口结构比重将逐渐趋于缓和，老年人口的增

加对就业人口产生的效应显著。

五、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外出农

民工

根据原新 （2007）《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与问题》报

告，我国农村老龄化超前于城镇。本世纪前 40 年，农村人口

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始终高于城镇。 2000 年农村的老龄化

水平为 10．92％，比城镇高 1．24 个百分点。 2020 年农村老龄

化水平提前突破 20％，比城镇高 5 个百分点。 2030 年全国

老龄化速度达到最快时，农村和城镇老龄化程度分别达到

29％和 22％，差距也达到最大，相差 7 个百分点，农村将率

先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平台期，农村也将成为我国经受

人口老龄化大潮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7］农村老龄化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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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必定会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量与质

量（表 3）。
表 3 ： 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及年龄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6），48 页。
从表 3 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相对较低，一直

保持在 28 岁左右，16-40 岁年龄段外出农民工人数占全部

外出农民工的 85%以上。 此外，由于农村老龄化速度的加

快， 外出农民工 40 岁以上人员所占比重一直在上升，由

2001 年的 12.7 增加到 2004 年的 15.5。 农民工是我国劳动

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

加快，一方面，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将不断减少。 另一

方面，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高龄农民工的比重增加必然会

降低生产效率，故而企业倾向于雇佣年轻的农民工劳动力。
根据 2004 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情况看，从事制造业和建筑

业的人员比重占全部人员的 53.2%。 ［8］而从事制造业和建筑

业对农民工接受新技能和身体素质要求较高，在这方面高

龄农民工一般不具有优势。

六、 政策建议

1. 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社

会和个人都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正视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

题。政府应制定有关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立政府专职机构

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将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统筹管

理和规划，学术界也应加大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更深

入的分析和探讨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尤其是对未来生活没

有保障的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失业、养老等问题应该进

行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
2. 增加对中老年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

增加针对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培训以及健康

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中老年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工作

技能和身体素质，重视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拥有的经验和

技能，让部分具有管理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老年人在自愿的

基础上继续从事经济活动。 通过适当放宽老年人口的退休

年龄，让老年人口继续从事经济活动，提高物质收入水平，
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收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

3． 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养老服务需求迫切。养老

院、福利院、单纯性的在家养老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

需求，通过兴办不同层次的老人福利机构、增加老年人生活

补贴、培育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等措施，努力建设以居家为基

础、社会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来满足养老

的社会需求。

4． 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年消费能力很高，但我国所

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不足, 与满足需求相差

甚远。 因此, 政府部门应大力扶植尚在起步阶段的老年产

业，鼓励扶植开发老年产品，不断满足老年人口对老年用品

的需求。 其次，发展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实现“老有所医”。 继

续完善和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加大针对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支出力度。
最后，为了使老年人口有和谐的居住环境，政府应该统一规

划，积极兴建老年公寓、老年活动中心，发展老年教育娱乐

事业，丰富老年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

5． 增加对中老年农民工的关注

近年来，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越来越多，本文认为，社

会更应该关注中老年农民工群体，中老年农民工有在技术、
经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也有在身体状况上的劣势。所以，
应该在关注中老年农民工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上，更应该

关注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应该建立健全中老年农民工制

度，保障中老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此外，应该加快产业升

级， 增加对中老年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力度， 增强他们在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最后，还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

的交流，保证劳动力供需双方的联系畅通，使中老年农民工

在温馨的环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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