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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银行储蓄存款术 

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钱先航 王 可 

[摘 要]本文从需求角度提供 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储蓄存款的经验证据。以我国城 

市商业银行为样本，本文检验了人 口老龄化对银行储蓄存款的作用，继而考察金融市场 

化、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跨区域经营对这一关系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越严重的 

城市，当地城商行吸收的储蓄存款越少，并且这种效应只体现在长期储蓄存款上。进一步 

的分析表明，银行所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以及跨区域经 

营均会弱化人口老龄化对银行储蓄存款的负向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人口老龄化的 

经济后果以及银行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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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发放贷款是其最重要的资产经营业务。目前大量的研究考察了影响银行 

贷款的因素，如宏观方面的货币政策(Kishan and Opiela，2000)、制度环境(Qian and Strahan，2007； 

Bae and Goyal，2009)、政府干预(钱先航等，2011)等以及微观方面的股权结构(Sapienza，2004；祝继 

高等，2012)、董事会(Kroszner and Strahan，2001)等。然而，贷款的发放需要以相应数量的存款吸 

收作为基础和前提。作为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和最重要的负债经营业务，存款特别是居民储蓄 

存款的数量和期限结构对银行的经营及存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 目前对影响银行存款因素的研 

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分析银行储蓄存款的影响因素以拓展相关研究。 

作为存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储蓄存款是指社会公众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而形成的存款，它是银 

行存款当中稳定性较差的部分，并 占据了银行存款当中相当数量的比重。储蓄存款的多寡将直 

接影响银行甚至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尽管总体上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逐年上升，但增长的 

大多是政府和企业储蓄，居民的储蓄存款 占比却不断降低。如图 1所示，根据银监会的统计， 

2006年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居民储蓄存款占各项存款总额的比例为47．87％，2010年下降 

为41．88％，2015年末则进一步降为 34．84％，理解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成为银行及社会的迫切 

要求。 

与居民储蓄最直接相关 的是人 口的年龄。根据经典 的生命周期 假说 (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和永久收入假说(Friedman，1957)，为最大化一生的效用，理性的经济人会将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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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历年居民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 

生的收入分配到生命的不同阶段，使得每一阶段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此个人在中年阶段的收人会 

大于消费，从而有正的储蓄；然而在少年和老年阶段消费会大于收入，储蓄为负。因此，一个合理的 

推论是，家庭或国家的老龄人 口比重越高，居民的储蓄率会越低。随后的跨国研究，如 Schmidt． 

Hebbel et a1．(1992)、Weil(1994)以及 Furceri and Mourougane(2010)都表明，人 口老龄化会显著降 

低居民储蓄率。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人口政策导致的老龄化现象，相当数量的研究以中国作为 

研究对象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涉及在传统理论模型当中加入中国国 

情和政策特殊性因素之后的创新(袁志刚和宋铮，2000；Modigliani and Cao，2004；Chao et a1．，2011)、 

对中国人 口老龄化与储蓄关系的预测(陈彦斌等，2014；汪伟和艾春荣，2015)以及利用省际数据 

(王德文等，2004；汪伟，2009，2010；杨继军和张二震，2013)或家庭调查数据(胡翠和许召元 ，2014) 

展开的实证分析等。基于样本和时间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 

事实上，以上研究中无论是个体、家庭层面的储蓄，或是省级、国家层面的储蓄，都是从储蓄存 

款的供给方即居民的角度来分析老龄化的影响。而储蓄存款不会独立存在，需要银行这一载体，其 

涉及居民的供给和银行的需求两个方面。目前的研究忽视了银行这一载体的存在，没有从需求方 

角度考察人口老龄化给银行带来的冲击。而对于后者的研究同样意义重大，它能够为人口老龄化 

对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影响提供一个以银行为中介的独特视角。 

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为城商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课题的合适样本。因为 自 

成立起城商行就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其经营范围通常只限于所在城市。尽管随着监管限制的放 

松，一些城商行实现了跨城市、跨省区的经营，但仍然属于少数，且跨区域分支机构吸收的存款只占 

银行总存款的很少部分，城商行的经营事实上还是具有很强的区域性(钱先航和曹春方，2013)。 

而作为城市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的很大一部分储蓄都存放在当地的城商行。因此， 

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势必对城商行的储蓄存款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人口老龄化对城商行的储蓄存款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利用我国城商行2006— 

2013年的样本数据，采用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相应城市的人15老龄化指标，从 

储蓄存款总量和期限两个维度分析了人15老龄化对银行储蓄存款的影响。另外，我们还从银行应 

对老龄化的角度考察了地区金融市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跨地区经营等不同层面的因素对二 

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越高的城市，当地城商行的储蓄存款会越少，且从期限上来看 

减少的是长期储蓄存款，短期储蓄存款并无显著变化。从应对策略来看，提高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水 

平、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开展跨区域经营能够有效地缓解老龄化对银行储蓄存款的冲击。 

相比以往的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分析了银行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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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影响，尝试给出银行存款行为的人口学解释，这对于理解银行的负债业务以及银行贷款具有 

一 定的参考意义；二是拓展了目前大量从供给方视角探讨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以银 

行作为储蓄的载体，建立从需求方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储蓄的新思路；三是借助城商行的样本从企 

业层面研究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存款之间的关系，从而补充了 Modigliani and Cao(2004)从 

国家层面、王德文等(2004)从省级层面、胡翠和许召元(2014)从家庭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 

四部分是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于老龄化与储蓄存款的关系问题，早期的经典理论通过考察个人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的行 

为，对储蓄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展开探讨，这被认为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问关系的理论基础 

(骆立云，2013)。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和 Friedman(1957)开创性地将人的行为与生命周 

期联系起来，从而摆脱了先前凯恩斯对个人行为主要受到当前情况所影响的认知，为相关领域的理 

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中，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 

生命分为年轻、中年、老年三个阶段，强调个人所处生命阶段对其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 

中年阶段，由于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位于较高水平，因而拉高了个人在这一阶段的储蓄，迈入 

老年阶段的个体则倾向于减少储蓄。Friedman(1957)提出持久收入假说，认为影响个人消费(因而 

储蓄)的因素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的稳定性意味着消费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因此同 

样暗示了个人储蓄随着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随后的研究对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改进，为生命周期和储蓄之间的关系做出进一步阐释。 

Ando and Modigliani(1963)通过放松生命周期假说的模型假定，得到相似的结论，即中年时期的储 

蓄水平较高，步入老年时期之后储蓄呈现下降趋势。Yaari(1965)率先探讨了消费者在面临寿命不 

确定性(uncertain lifetime)条件下为优化个人一生总效用而做出的理性选择。Menchik and David 

(1983)分析了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以及遗赠(bequests)存在的条件下生命周期对储蓄的 

影响，打破了传统理论中个人效用仅由自己的消费决定，因而不存在遗赠情况的假设。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存款之间具有何种关系，是将上述理论推进到宏观层面所产生的问题。根 

据以上两种假说，个人的储蓄行为受到其所处生命周期具体阶段的影响，而社会当中所有人口所构 

成的年龄结构则是每一个个人所处生命阶段情况迭加的结果，因而对整个社会的储蓄造成影响。 

具体地，社会中处于生命周期后一阶段即老年的人数相对较多，意味着社会当中更多的人需要动用 

年轻时期积攒下的储蓄进行消费，使得社会的总储蓄率降低；相反若整个社会中青年人口比例较 

高，则表现为更高的储蓄率。也就是说，若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提高，那么储蓄率倾向于降低。Koga 

(2006)对 日本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 日本储蓄率的急剧下降可以由人口因素得到很好的解 

释，实证结果佐证了生命周期假说。 

从现实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国际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彭希 

哲和胡湛，2011)。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得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o15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2亿，占比 

16．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 1．4亿，占比超过 10％，老龄人口规模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高水平的储蓄率，学界对中国的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 

表现出较大兴趣。王德文等(2004)考察了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 

行的回归检验表明老年人口占比显著负向影响储蓄率。类似地，杨继军和张二震(2013)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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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出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倾向于抑制储蓄的结论。陈彦斌等(2014)对我国人 口 

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预测，认为未来20年我国的储蓄率将出现明显下滑，人 口老龄化是导 

致这一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 

尽管上述研究验证或预测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负向影响，从而肯定了生命周期假说的 

正确性，但一些研究表明这一关系可能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预期寿命的延长可能会带 

来个人储蓄的增加(Zhang et a1．，2003)；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家庭角色中“养 

儿防老”的传统，从而激励个人储蓄(Modigliani and Cao，2004)。另外，子女买房而父母给予资助的 

现象也可能是引起中国高储蓄的重要原因(Chao et a1．，2011)。 

然而，上述这些因素并没有否定经典理论中人 口老龄化对储蓄产生负向影响的基本结论。首 

先，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仅会增加老年人的储蓄，而且会增加每一个年龄段人口的储蓄(Bloom et a1．， 

2003)，况且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很难预期它会使得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 

系产生反转。其次，养老压力由后代转移至自身的确可能增加储蓄，但这些用于养老的个人储蓄基 

本是在中青年时期所积累，老年时的储蓄依然较少。同样，对于父母资助子女的问题，其资助也大 

多是在中青年的高收入阶段，在资助子女之后的老年阶段，其储蓄依然处于低水平；事实上，父母资 

助子女这一现象的存在恰好回应了B~rsch—Supan and Stahl(1991)指出的老年人消费水平下降使储 

蓄率趋向于升高的观点，反而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生命周期假说。因此，在养老制度尚不完善、养老 

缺口持续扩大的当今中国，有理由预期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的下降。 

银行是国民储蓄的主要承担者，储蓄大多以储蓄存款的形式构成和体现；银行是储蓄存款的载 

体，公众储蓄量的变化将会反映在银行储蓄存款上。具体到我国，一方面由于银行仍在金融体系当 

中占据主导地位，公众储蓄有相当大一部分必然以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汪红驹和张慧莲，2006)； 

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区域性银行，我国的城商行是城市银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所在城市 

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钱先航和曹春方，2013)。因此，人 口老龄化加深导致的储蓄下降会集中反 

映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上。可以预期，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居民的储蓄越少，当地城商行吸 

收的储蓄存款也就越少。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做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 H1：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商行的储蓄存款越少。 

以上我们从总量方面分析了银行储蓄存款受到的影响。然而正如 La Porta et a1．(1997)所指出 

的那样 ，金融具有契约本质，而数量只是金融契约的一个方面。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起步不久，因此 

期限便成为银行存款契约重要的构成要素，我国的银行存款产品因而具有非常明显的期限特征 

(张桥云和陈跃军，2009)。根据存款的期限，储蓄存款可分为短期储蓄存款和长期储蓄存款。前 

者指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存款，通常是居民为应对 日常支付、结算而持有的存款，与居民年龄并无 

直接关联。后者则反映了居民的长期动机。根据前文的分析，人口老龄化对长期储蓄存款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中年时期居民的收入较多，储蓄积累，高存款收益的激励以及驱使其拥有较多的长 

期储蓄存款；在老年时期，收入相对降低，老年人为进行必要的消费，会动用年轻时期存人银行的长 

期储蓄存款，长期储蓄存款减少。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 

假设 H2：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商行的长期储蓄存款越少。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2006—2013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我们运用各种手段获得了近 100家城 

商行年份不等的年报，手工收集了本文所需的各个指标。由于本文需要银行的治理指标，而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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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存款变量，因此经过筛选最终选取了64家、涵盖2006—2013年共计 263个样本数据。需要说 

明的是，除缺失样本之外，基于本文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银行储蓄存款的前提，对于进行重组成为 

省内统一银行的样本，如江苏银行、徽商银行及吉林银行我们没有包括在内，因为我们无法考察其 

归属地的问题；而其他模式的重组，如宁夏银行、富滇银行则包含在内，这种形式的重组基本上以某 
一 家城商行为主体，其主要业务依然集中于所在城市。此外，我们也未包含三家上市城商行样本 

(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我们认为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对本文主题的考察。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考察本文的主题，我们设立以银行储蓄存款为被解释变量，地区人口老龄化为主要解释变 

量的计量模型。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Saving = oi。+Oi1Older
_ ratio+Oi2C。ntroz+ 3∑year+ (1) 

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 

1．银行储蓄存款 Saving 

我们分别从总量和期限两个角度来度量城商行的储蓄存款。我们从银行年报中手工收集了短 

期储蓄存款和长期储蓄存款数据，将其相加得到了总的储蓄存款。我们以此来设立储蓄存款变量 

(Saving，储蓄存士款／总存款)和两个期限结构变量：短期储蓄存款(Shortsaving，短期储蓄存款／总存 

款)及长期储蓄存款(Longsaving，长期储蓄存 总存款)。 

2．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城商行所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对于这一指标，我们参考 目前的 

研究，采用老年抚养比来度量(Older_ratio)，即65岁以上人口与 15—64岁人口之比。为此，我们需 

要每个城市每年的年龄结构数据，遗憾的是 目前尚无城市层面每一年的确切数据，只有第五次 

(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提供了这一数据，我们根据每个城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获得了2000年和2010年各城市的年龄结构数据，采用指数增长模型估计了2006—2013年的城市 

年龄构成，然后计算了Older_ratio指标。以沧州银行 2006年样本为例，沧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中 

(2000年)14岁以下、15—64岁、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3．55％、69．51％和6．94％；而第六次人 

口普查中(2010年)相应的比例分别为 17．92％、73．81％和8．27％。则根据指数增长模型，沧州市 

65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长模型为 6．94％e”加：8．27％，可得出人 口增长率 r=[In(8．27％)一ln 

(6．94％)]／10=1．753％，因此2006年沧州市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6．94％e 753％ =7．738％。以 

此类推，可计算出2006年沧州市 15—64岁人口的比例为72．090％。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2006年 

沧州市的老年抚养比Older_ratio=7．738％／72．090％ =10．734％。 

对于控制变量 Control，根据研究论题，我们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 )及其性质(gov，是 

否为地方政府控制，是为 1，否则为0)变量，其中地方政府控制包括地方财政、政府投资公司、地方 

国资委及地方国企等，非政府控制则主要包括外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及银行工会等。我们还考 

虑了城商行规模(size，城商行资产的自然对数)和境外战略投资者(fore，存在为 1，否则为0)的影 

响。另外，城商行所处城市的外部环境可能也会影响银行的储蓄存款，我们用各城市的 GDP增长 

率(gap)和失业率(ttnemp)来控制这种影响，基于内生性的考虑，我们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阶滞后， 

数据来源于历年《城市统计年鉴》。此外，利率也是影响储蓄存款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控制了当年 

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ate，按月度加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考 

虑到时间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年份(year，以2006年为基期)。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为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储蓄存款是银行存款 

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均占到存款总量的34．461％，且样本间差异较大。样本数据当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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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存款占比最小的观测值为 13．827％，而最大的样本观测值达到了81％以上，超过银行存款总量 

的五分之四。期限结构方面，城商行的短期储蓄存款占比要明显低于长期储蓄存款占比，前者的样 

本均值为 13．245％，最小值为3．5％，最大值为 58．484％；后者的平均值为 21．216％，最小值只有 

不到 1％，而最大则达到74．088％。上述有关银行储蓄存款的变量统计表明，无论是总量方面还是 

期限结构方面，我国城商行的储蓄存款都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本文即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给出 
一 个可能的解释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 Older_ratio的统计结果显示，样本数据当中65岁以上人口与 15—64岁人 口之比平均为 

11．661％，最低 2．525％，最高达到 18．403％。根据S 的统计结果，城商行第一大股东持股平均为 

24．252％，gov的统计结果表明，86．7％样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都为地方政府控制，这符合我国城商 

行的现实运行情况。从fore的均值可以看到，13．3％的样本存在境外战略投资者，这种变化可能也 

会影响银行储蓄存款的吸收。另外，对3个外部环境变量的统计结果也说明各个城商行所面临外 

部环境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同。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银行储蓄存款总量及期限结构与人 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画出老 

年抚养比与 3个银行储蓄存款变量的散点图和相应的拟合直线。由图 1可以看到，银行储蓄存款 

总量与老年抚养比的拟合线斜率为负，表明随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储蓄存款总量存在减少趋势；从 

期限上看，银行短期储蓄存款与老年抚养比的拟合线基本持平 ，而长期储蓄存款与老年抚养比的拟 

合线为负，与银行储蓄存款总量呈现出相同的结果，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银行的长期 

储蓄存款存在减少趋势，但短期储蓄无明显趋势。这些结果从统计上直观地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我们分别将数据代人模型进行 OLS回归，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 VIF值最大不超过 5， 

可以认为结果不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与银行储蓄存款 

表2展示了人口老龄化与银行储蓄存款的回归结果。前三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人 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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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 1O 15 

0lder ratio 

5 10 15 

Older ratio 

图2 随老龄化程度变化的储蓄存款趋势图 

20 

Older
_ ratio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银行储蓄存款 Saving呈现负相关关系，从期限方面看，Older— 

ratio与银行短期储蓄存款 Shortsaving没有表现出显著 的相关关 系，但与银行长期储蓄存款 

Longsaving在 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也是图 1所示关系的进一步体现。后三列中我们 

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没有发生变化，即在 1％的水平下，Older— 

ratio与Saving和Longsaving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没有发现 Older—ratio与 Shortsaving之间的相 

关关系。以上结果与假设 H1和H2一致，表明随着某城市当中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该城市需要 

动用先前储蓄的人数增加，因此带来了该城市中城商行储蓄存款的下降，并且这种下降只体现在长 

期储蓄存款上，短期储蓄存款由于存取周期较短，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有限。 

控制变量方面，银行规模对储蓄存款有着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显著体现在储蓄存款总量方 

面，还体现在储蓄存款的期限结构方面。具体而言，s／ze分别与 3个银行储蓄存款变量在 1％的水 

平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银行规模越大，储蓄存款所占比例越小，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较 

大的银行通常具有更强的风险管控能力，因此吸引了大量政府或企业的存款，从而居民储蓄存款的 

比重下降。g 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越快的城市，城商行越能吸引更多的长期储蓄存款。unemp 

尽管对总储蓄存款并不显著，但对短期储蓄存款显著负相关，而对长期储蓄存款则相反，这也是总 

储蓄存款不显著的原因所在。这一结果表明失业率越高的地区，短期储蓄存款占比越低而长期储 

蓄存款占比越高，前者可能是由于失业者的收入较低所致，后者则可能是源于失业者面临较大的未 

来不确定性，因此会增加长期的预防性储蓄存款。值得注意的是，rate对三个变量都没有表现出显 

著性，这意味着在我国基准存款利率并非是影响银行吸收储蓄存款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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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经 robust调整 ，各模型的 F值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P<0．01， P<0．05， P<0．1。 

下同。 

(二)如何应对? 

以上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使城商行的储蓄存款特别是长期储蓄存款有显著下降，这给银行 

的贷款业务和长期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从银行角度而言，如何才能缓解甚至消除老龄化 

带来的不利影响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1．金融市场化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影响银行储蓄存款主要是由于我国整体金融市场的相对不发达，市场 

上金融工具相对缺乏，因此时至今日，储蓄存款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主要的投资方式。尽管如此， 

由于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我国地区间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可以预期 ，在金融 

市场化相对较好的地区，人们可选择的金融投资渠道和工具较多，并不局限于银行存款，因此人口 

老龄化对储蓄存款的影响相对较弱，即金融市场化能够有效地弱化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为此，我们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金融市场化及其与老龄化的交叉项来检验这一论题。 

对于金融市场化，由于无法度量各个城市层面的金融市场化，我们以樊纲等(2011)构建的省 

级金融市场化指数 来衡量城市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同时，樊纲等(2011)的指数只到 2009年， 

由于该指数具有较强的一致性，2009年之后的指数我们用 2009年代替。我们在基本模型中加入 

Fm及其与 Older_ratio的交叉项来考察其影响。考虑到 Older_ratio与交叉项的相关性较大，我们对 

两个变量分别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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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的结果，在加入 及其交叉项之后，各方程中Older—ratio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发 

生变化，无论是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其依然对 Saving和Longsaving显著为负，而对Shortsaving不 

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表 2中结果的稳健性。交叉项的结果方面，Older—ratio Fm对 Saving和 

Longsaving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与我们之前的判断相同，说明尽管老龄化会减少银行的 

储蓄存款，但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有更多的资产配置方式，他们可以在老年时支取 

其他形式的资产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而金融市场化程度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银行储蓄存款 

的影响。其他变量的结果大多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表3 金融市场化与储蓄存款 

2．资本充足率 

人口老龄化会降低银行的储蓄存款，但银行是异质性的，不同银行受老龄化影响的程度存在差 

异，其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异质性因素。我们预期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 

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的储蓄存款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吸收储蓄是银行最主要的负债业务， 

而且还需要为储蓄支付利息，且银行资本是抵御风险的最终屏障，当银行破产时，资本将首先被用 

于赔偿储蓄存款，这都需要充足的银行资本作为支撑，因此银行资本越充足从而越能保证经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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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前提下，银行越愿意更多的吸收存款。为此，我们在基本模型中加入资本充足率 Cap及其与 

Older
_ ratio的交叉项来考察其影响。考虑到 Older—ratio与交叉项的相关性较大，我们对两个变量 

分别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相乘。 

表4 资本充足率与储蓄存款 

从表 4的结果可以看到，加入资本充足率及其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后，Older—ratio在各回归 

结果中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表2相同。而尽管资本充足率本身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但根据交叉 

项的结果，Older—ratio Cap 对 Saving和Longsaving的系数在相关回归中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意味着资本充足率能够有效地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存款的负向作用。对于银行而言，提高资 

本充足率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可行之策。 

3．跨区域经营 

前文对老龄化的分析隐含的假设是城商行仅在所在城市开展业务，城商行吸收的存款局限于 

所在城市，才使得人口老龄化影响了银行储蓄。但 自2007年银监会允许城商行跨区域经营以来， 

目前已经有一些银行实现了跨区域经营，可以从其他城市吸收存款。从逻辑上讲，跨区域经营能够 

摆脱城市的束缚，弱化老龄化对城商行的影响。那么这种效应存在吗?为此，我们定义存在跨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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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分行的样本为跨区域经营(脚 ，虚拟变量，存在跨区域分行为 1，否则为0)，然后在基本模型中加 

入 及其与 Older_ratio的交叉项来考察其影响。考虑到 Older_ratio与交叉项的相关性较大，我们 

对两个变量分别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相乘。 

表 5 跨区域经营与储蓄存款 

从 的统计来看，其样本均值为0．523，标准差为0．500，表明有 52．3％的样本实现了跨区域 

经营。根据表5的结果，在加入 脚 与 Older—ratio Dq之后，Older—ratio的结果同样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在 1％的水平下依然对Saving以及 Longsaving显著为正，这与表 2的结果相一致。脚 及其交 

叉项的结果显示，跨区域经营本身对银行储蓄存款的影响不明显，但它却能够显著弱化人口老龄化 

对银行的总储蓄存款和长期储蓄存款的作用，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即跨区域经营意味着城商行 

可以吸收其他城市居民的储蓄存款，从而减弱了人口老龄化对该银行的负向影响。 

(三)小结 

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确能够影响该地区城商行对于储蓄 

存款的吸收，且这种影响只体现在长期储蓄存款上，当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时，城商行的总储蓄存 

款以及长期储蓄存款会显著下降。另外，这一关系受到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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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营的调节：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资本充足率的增加意味 

着银行更有资格和能力吸收到储蓄存款，跨区域经营使得城商行摆脱所在城市的约束，从而使得以 

上因素能够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存款的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主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为节省 

篇幅，本部分省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 

(一)更换老龄化指标 

在前面的实证部分当中，我们使用老年抚养比，即65岁以上人 口占 l5—64岁人口的比例来度 

量人口老龄化，但由于这一度量方法没有考虑到 15岁以下这一几乎没有收入但却需要大量花销的 

群体，因而可能会对本文的结果造成影响。为解除这一疑虑，我们采用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来度量老龄化(Older_65)，并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与表 2保持一致。 

(二)对年龄结构采用平均增长率估算 

本文对人口老龄化的计算依赖于对城市层面的年龄结构的估计。前文对年龄的计算是采用 

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通过指数增长模型估计 2006—2010年的年龄结构，这可能存在一定的误 

差。为此，我们采用平均增长率模型对2006—2010年各城市的年龄结构进行估计，然后再重新计算 

老年抚养比(Older—average)。表 6表明其结果依然与表 2保持一致。 

表 6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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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剔除直辖市银行样本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而本文的样本事实上还包含了上海银行、天津银行和重 

庆银行三家处于直辖市的银行。一方面，这三家银行所在的城市属于省级，与普通城市在地域和级 

别上存在较大不同；另一方面，直辖市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与普通地级城市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上差 

异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为此，我们将此三家银行的样本删除，重新对进行回归，结果依然 
一 致。 

六、结 论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的经济后果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其中一 

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居民的储蓄。现有的研究从宏观、家庭等层面考察了老龄 

化对储蓄存款的影响。然而目前的研究都是从储蓄存款的供给方——居民个人或家庭的角度考察 

老龄化的作用，忽略了储蓄存款的需求方——银行。作为银行最重要的负债业务，考察人口老龄化 

对银行储蓄存款的影响对于银行的长期稳健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城商行为样本深入探 

讨了这一问题。 

我们手工收集了我国城商行2006—2013年的储蓄存款数据，并根据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 

城商行所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考察了其对银行储蓄存款以及存款期限结构的影响。同时，我 

们还进一步考察了地区金融市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跨区域经营对以上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检 

验银行的应对之策。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显著影响当地城商行的储蓄存款总 

量及期限结构。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商行吸收的储蓄存款会较少，且从期限上来看， 

减少的是长期储蓄存款，短期储蓄存款则无显著变化。以上结果从银行角度证实了经典的生命周 

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作为银行贷款的主要来源，储蓄存款的减少势必会对银行的经营带来负 

面的冲击，为此我们进一步从地区金融市场化环境、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跨区域经营三个角度分析了 

银行的应对之策。结果显示，银行所在地区金融市场化环境的完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以及实 

施跨区域经营战略能够显著弱化人口老龄化对银行储蓄存款的负面效应。最后，我们还考虑更换 

老龄化指标、更换估计年龄结构的方法以及剔除直辖市样本等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基本结论的 

稳健性 。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会改变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从而对银行吸收储蓄产 

生显著的负面效应。本文不仅在理论上为银行储蓄存款的减少提供了人口视角的解释，而且为银 

行应对老龄化的冲击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尽管城商行无法改变所在城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但根据本文的研究，银行可以通过与同业的努力，共同提高所在城市的金融市场化水平，而这种完 

善又可以反过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其的负面影响。此外，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以及实施跨区域 

经营即在其他城市甚至其他省份设立分支机构也是城商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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