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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虑到居民消费水平受不同年龄段人口消费差异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居民 

消费的分解与加权汇总，构建出包含社会抚养比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居民人均消费函 

数。利用我国 1995年至2014年的经济数据对该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并估算抚养比、人Iz／ 

年龄结构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少儿年龄段人口的消费能力 

最强，老年年龄段人口消费能力最弱，少儿抚养比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强度更大；除了 

2014年外。我国年龄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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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消费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甚至在较长的 
一 段时间内处于负增长状态，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准确理解消费的影响因素是提升 

居民消费水平的前提条件。Keynes于 20世纪 3O年代提出了消费函数，他认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 

增加，消费水平会以某一速度不断增加，该速度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经济学者逐渐意识到除了当前可支配收人以外 ，预期的未来收入水平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重 

要的影响。Friedman(1957)提出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支出由现期收入和预期未来的持久收入 

共同决定，只有未预期到的收人变化才会改变消费水平。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的生命周 

期假说指出，消费者会对 自己一生的收入水平进行预期 ，并将一生的总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之 

间进行分配，以此达到一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虽然生命周期假说在理论上具有较为完善的逻辑 

体系，但对于预期未来收入的表示问题以及实证分析过程中收入的内生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 

解决。Friedman and Becker(1957)指出，收入变量的外生性假设将会导致消费函数估计的偏误。在 

此基础上，Hall(1978)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该假说认为，对于理性消费者，上一期的消费水平将 

完全反映消费者能够预见到的所有信息，这一理性预期意味着消费水平为一随机游走过程。 

随着微观消费理论的不断完善，经济学者逐渐意识到，居民总消费水平并不仅仅受到个人消 

费能力的影响，社会的人口结构也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生理、心理以及外部环境 

的差异，不同年龄段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特征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导致了各个年龄段差异化的消费 

行为。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一国居民消费水平也将发生巨大变化。在 2O世纪 90年代末期对于人 

口红利的研究中，不少学者(Mason，1997；Bloom and Williamson，1998)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 

不断改变，社会中消费性人口和生产性人口的比重将发生变化，这不仅会影响一国的劳动力供给 

水平，由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储蓄能力存在差异，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社会的储蓄率．同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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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居民消费率。Culter et a1．(1990)指出，即使同为消费性人口，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也 

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变动必然造成社会消费 

水平的改变。Hock and Weil(2006)通过一个代际交叠(OLG)模型描述了出生率、少儿人lyl比重、成 

年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以及死亡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并给出了一定社会状态下极大化社会消 

费率的年龄结构。也有学者针对人口结构对于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6，1997)的研究支持年龄结构对社会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影响的结论：Loayza 

et a1．(1998)利用 GMM估计法对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对于社会私人储蓄均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Modigliani and Cao(2004)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高 

收入增长率以及低人口抚养比，而跨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储蓄率与抚养比呈显著的负相关。国内也 

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年龄结构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李文星等(2008)认为中国儿童抚 

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小的负面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康建 

英(2009)认为，由于黄金储蓄年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小于储蓄能力，该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对消费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宋保庆和林筱文(2010)$I]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说明抚养系 

数对居民的消费倾向具有重要影响。王芳(2013)分析了社会年龄结构对于社会消费的直接和间接 

影响机制，并用结构方程进行了实证检验。吴海江等(2014)通过实证检验说明城乡少儿和老年人 

口抚养系数比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刘景章和龚道全(2014)指出少儿 

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王欢和黄 

键元(201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 

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学者关于年龄结构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而从现有分析 

方法来看，可以发现有关研究存在下面几个问题。首先，大多数关于人口结构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实 

证分析均采用简约回归方程模型(reduced-fol'／n approach)，即所有解释变量均以线性或对数线性 

的形式引入回归模型。这样的处理方法有利于简化分析过程，但忽略了人口结构对于居民消费的 

非线性影响。其次，简约模型虽然便于分析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于居民消费的独立影响，但 

是由于模型本身不具有结构性，很难在整体上刻画年龄结构变化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后，为提 

高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在简约模型的基础上大量解释变量被加入到回归方程之中，这不仅降低 

了回归方程的自由度(虽然这个问题在小样本下才会显得较为严重)，更为重要的是当变量之间的 

多重共线性程度较高时，估计得到的人口结构的影响效应有可能被放大或者缩小，模型的估计结 

果将不再稳健。本文将尝试弥补这几方面的不足。不同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本文将从消费函数的微 

观形式出发，通过居民消费在各个年龄段之间的分解以及加权汇总，构建基于社会抚养比与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居民人均消费函数，这一函数包含了抚养比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将通过该消费函数 

分析各个年龄段的消费特征以及年龄结构变化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 

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分析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构建出基于社会抚养比与可支配收 

入的我国居民人均消费函数；第三部分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居民人均消费函数进行估计， 

并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第四部分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第五 

部分为结论 

二、基于社会抚养比的消费函数构建 

(一)年龄结构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机制 

一 国年龄结构可以由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所描述。随着人 口更替的发生，一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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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随着我国社会抚养比的变化 ，各个年龄段人口的比重也在改变。当 

各个年龄段人口的消费行为特征基本相同时，年龄结构的变化只是改变不同年龄段消费支出占居 

民总支出的比重，并不带来总消费水平的变化。但当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时．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 

由于受到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段的消费对象、消费偏好 

以及可支配收入水平是不同的，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少儿人VI、成年人 

口、老年人口对总人口进行划分可以发现：首先，各年龄段人 口的消费对象、消费习惯存在一定差 

异。少儿人 口的主要消费对象为食品、衣着、教育资源等，其消费内容较为单一，大部分消费决策来 

源于父母及监护人 ；成年人口的消费内容丰富，经济独立性也较强 ，但其不仅需要承担自身的消 

费，也需要维持子女的消费、赡养父母，并进行一定的储蓄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老年人 口的消 

费内容较为单一，主要为食品以及医疗保健产品，且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老年人 口的消费能力一 

般弱于少儿人口以及成年人口。其次，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消费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少 

儿人口并不具有理性健全的消费观，其消费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成年人口消费观则相对较 

为成熟，能够综合考虑各项因素；而老年人口的消费观则较为保守与谨慎，且受到社会传统的影 

响，我国老年人口的节俭观念较强。最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个人可支配收人水平是不同的。成年 

人 口可以通过劳动获取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并不具有工作能 

力 ，不能获得劳动报酬。少儿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内部以及社会的转移支付；而老年 

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和社会的转移支付以及自身在年轻时积累的储蓄。 

不同年龄段之间差异化的消费行为使得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产生较 

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居民人均消费是各个年龄段消费水平的折中，受到各个年龄段消费水平的影 

响；当某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占据总人口的较大比重时，该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几乎决定了社会的 

消费行为。各个年龄段对于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能力同其消费能力成正比，特定年龄段的消费能 

力越强，该年龄段人口比重的变化带来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变化越大。当社会年龄结构发生变 

化时，若具有较高消费水平的年龄段比重上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反之，若具有较低消费 

水平的年龄段比重上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将下降。 

(二)居民人均消费函数的构建 

由于不同人群的消费行为特征存在差异，且各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不同，因此对所 

有消费者的消费函数进行直接汇总一定会损失社会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的影响效应。那么可以考虑 

将拥有相同消费行为的年龄段进行汇总，得到该年龄段的平均消费水平，再通过各个年龄段平均 

消费水平的加权汇总得到居民人均消费函数。记居民总消费水平为C，人口总量为 ．居民人均消 

费水平为 c=C／L。假设总人口被划分为 n个年龄段，第i个年龄段人口数量为厶，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 W产厶／ ，若每个年龄段消费水平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可以认为该年龄段平均消费水平具有代 

表性。记第 i年龄段的平均消费水平为c ，则该年龄段消费总量为 c L ，对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总量 

进行加总，则有 

∑c L (1) 
i=1 

对上式两边同时除以人 口总量 ．得到 

c=∑W (2) 
i=1 

可以将 WiC 看作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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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理论中，可支配收入对于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若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 

入，对于特定消费者来说，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C=s +s：Y，其中S，为固定消费水平，s 为边际消 

费倾向，反映了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强弱。s 、s 的值由消费者的特征决定。本文利用这一基本消 

费函数构建基于抚养比的居民人均消费函数。一般地，消费是居民对于自身享有财富的一种支配 

方式，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效表征了该财富量的大小。当社会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居民所享有 

的财富增加，这使得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只是各年龄段消费水平增加的幅度不同。故可以认为各个 

年龄段的人均消费是社会人均可支配收人的函数。在各个年龄段内部的消费行为具有一致性的情 

形下，可以将各个年龄段的人均消费水平 c 表示为 cF +6 Y，其中Y为社会人均收入水平，ai以及 

bi( =l，2⋯，n)为待估计参数，分别为各个年龄段的人均固定消费水平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由各个 

年龄段的消费行为特征所决定。将其代人到式(2)中有 

c= 哦+22W biY (3) 
i=1 i=1 

式(3)为基于年龄结构的居民人均消费函数，它是人均可支配收入Y以及人口年龄结构{Wi} 的函 

数，其中 wiai、 wib 可以分别视为关于居民人均固定消费水平与消费倾向的分解。换言之， 
i=1 i=1 

式(3)将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社会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二是社会年龄结构的影 

响。虽然在大量文献中，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除了上述变量以外，也包括经济增长率、未来 

的预期、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变量。但这些因素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在于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倾 

向。例如当经济增长率持续提高时，消费者预期 自身收入水平上升，那么在现有的收入状况下，消 

费者会增加 自身的消费；而当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消费者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 

不确定性，减少自身的消费。故上述所有因素对于消费的影响最终可通过固定消费水平 与消费 

倾向6 的变化进行反映。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人均消费之间的关系，因 

此在后续分析中将以 、b 的平均水平作为分析的基础，这也有利于将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从 

诸多影响因素中进行分离。 

在各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为基本的指标之一，它将一国人口分为 

少儿人口、成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基于式(3)不难构建包含社会抚养比与可支配收人变量的消费 

函数。记少儿人口、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及总人口数量分别为L。、 、 和 L，那么有如下关系成立 

￡1+￡2+L3= (4) 

若某一时期社会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 与 v，那么不难得到少儿人口比重 w 、成年 

人 口比重 W2、老年人 口比重 的表达式 

M l v 

w ’ 而 ’w 而  

将其代入到式(3)中，可以得到包含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居民人均消费函数： 

c(，，， ，v)：—u(al+b ry)+(a2+
—

bzy)+v(a3+b3y) (5) 

1-I-U+V 

(三)模型误差项与参数约束 

在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大量的随机冲击将对居民消费的最终形成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 

式(5)中加入误差项以描述这些随机冲击造成的影响。一般来说，对于居民消费的随机冲击可以由 

对不同年龄段的冲击组成。考虑到各年龄段内部消费行为的一致性，对于各个年龄段消费的扰动 

最终将通过干扰该年龄段的人均消费实现。若 t期第 i年龄段的人均消费水平设为C ，对应的随 

机扰动为 那么有如下关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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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

￡=ai+biyt+si
，
I (6) 

式中随机扰动 ． 满足零均值的性质，但不同年龄段随机扰动的方差通常与解释变量有关。另外， 

同期冲击之间可能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例如某种随机因素导致少儿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 

这使得成年人口需要对少儿人口作出更高的转移支付，这使得成年人口的消费水平降低。出于简 

化分析的目的，这里把同期的人口结构与可支配收入作为外生变量处理。将包含误差项的c 带人 

到式(5)中，得到包含随机误差项的消费函数 

c(y,,Ut,Vt,6t)：—ut(
—

al+
—

bl
—

yt)
—

+(
_

a2+
—

b2
—

y,)
—

+v
—

,(a
一

3+b3yt) (7) 

l+ut+vt 

注意到消费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刚性，即固定消费部分 >0，消费函数有一个正的截距。然而 

在长期，消费函数将通过原点，消费同收入的关系变为 c=biY，b >0，此时居民人均消费函数 c(yI， 

， ， 也相应变为 

c(yt,ttt,Pt， )： ± (8) 

三、居民人均消费函数的估计结果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回归模型结构稳定的考虑，本文将选取 1995年至 2014年的统计数 

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关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官网。 

在2013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是分开统计的，指标分别为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自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收 

支与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水平。由于本文的消 

费函数的估计是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收支状况和年龄结构，需要对 1995至2012年的人均消费数据 

和收入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设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农村居民纯收人为 ，城镇居民 

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rc ，城镇居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则我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人均消费支出c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yl= +(1一九 ) (9) 

Ct= (1一 rc (10) 

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为城镇与农村居民对应量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自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由于只有 2013年和 2014年的统计数据包括了我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水平，利用这两年的数据对上述加权平均计算方式进行检验。可以发现 

利用式(9)与(10)得到的估计值与实际值的最大误差约为 2．2％，误差很小，故用式(9)与(10)计算 

得到 1995～201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由于上述计算得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 

支出均为名义值，需要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1995=100)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平减。得到实际收 

人和实际消费支出。 

(--)估计结果与分析 

将消费函数(8)两边同时乘以(1+u "t-V )，设 

c：=(1+u + )c ，咖1， u yl，咖2， =vtyt， ：=(1+ + )8 

那么式(8)被转化为 

c：=bl 1， "4-62 +b3咖2， -I-8： (11) 

根据消费理论，消费的波动性将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变大。当收入水平增加时，消费者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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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择的范围会扩大，这使得消费行为的波动性增强，导致模型(11)异方差性的存在。下面首先用 

Breusch-Pagan方法检验异方差性是否存在，其次为消除异方差性的影响，采用误差项方差估计值 

做变换的方法进行估计(赵国庆，2014)。 

表 1给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除COrOt表示回归模型的常数项以外，其他变量均与上文的含义 

相同。本文分别对三组模型进行了回归，回归 1表示居民人均消费函数(8)的估计结果，回归2与 

回归 3为对照组。回归 2表示式(5)的估计结果，其 目的在于验证从式(5)到式(8)的约束是否合 

理；考虑到参考文献中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居多的情形，回归 3表示对一般的线性模型：c=Ol。十 y+ 

Ot2uy+a3y’，+ 的估计结果。 

表 1 模型回归结果 

注：} 、 、 分别表示 l％、5％、10％的显著水平。 

从回归 1的结果可以看出．少儿人 口和成年人口对于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下是 

显著的，但老年人 口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少儿人口、成年人口及老年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 

1．406、0．597及 0．407，少儿人口的消费能力分别是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2．36倍与 3．45倍。回归 

l的判定系数 R 较高。表明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 ；通过考察方程残差项的相关系数可以发 

现，残差之间的相关系数与自相关系数对应的Q统计量均不显著 ，可认为模型不存在 自相关 ；回 

归 1具有较小的A 值，这说明模型的选择是比较合理的。回归 2在回归 1的基础之上假设各个 

年龄段的长期固定消费水平不为 0，少儿人口、成年人口、老年人口的固定消费水平分别为 、const 

以及 1，的系数．可发现少儿人 口与老年人 i=l的固定消费水平 、1，的系数估计值远远小于 0，同时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达到了 2．434和 3．272。成年人口的消费倾向则降至0．124且完全 

不具有显著性 。这些估计结果扭曲了各个系数的经济含义，说明回归 2本身模型的设定存在着一 

定偏误。从回归3的结果可以看出，少儿人口和成年人口对于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老年人口对于 

消费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这与回归 1的结果是一致的。回归 3的结果也表明少儿人口的消费 

能力略高于成年人口，但两者差异远小于回归 l给出的结果，这样的差异该如何解释?在回归 1 

中。由于 

(1+ +v)一l=1+∑(一1)n( +v)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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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12)，少儿抚养比 和可支配收人Y的交叉作用不仅包括 ’，，也包括 以及 u'v'y，即少儿 

抚养比自身的非线性影响以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作用。如果忽略这些非线性因素， 

仅用线性模型或对数线性模型估算抚养比对于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极有可能扭曲相关变量的解 

释能力。 

通过对于估计结果的讨论可以发现，模型(8)既没有忽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于居民 

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也没有纳入过多的解释变量，同时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故可以认为模型 

(8)较好地刻画了居民人均消费同社会抚养比与可支配收人之关系，有必要对其估计结果做进一 

步的讨论。回归 1分别得到了我国少儿人口、成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其中少儿人口的 

消费倾向最强，老年人13最弱。上述估计结果与现有相关文献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许多学者 

(Stolnitz，1992；Elmendorf and Sheiner，2000；王金营和付秀彬，2006)认为，少儿人El的消费能力要 

显著弱于成年人口，同老年人13基本相同或弱于老年人口；而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人口结构 

的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发生改变。虽然少儿人El自身不能够获得收入，但他们能够从父母以及 

家庭那里获得转移支付。伴随2O世纪 7O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从 8O年代开始，我国多数家 

庭的子女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到了9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独生子女 

家庭往往有较强的意愿提高子女的抚养质量，独生子女的普及使得家庭资源在子女身上集中。除 

此以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强，家庭对子女抚养成本也在迅速地增加，尤其 

是婴幼儿健康用品、儿童教育(包括学前班教育、课外补习、各类特长培养教育)的投入增幅最大， 

这不仅源于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在大幅增加．也因为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因 

素综合导致了少儿人口较高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这里少儿的消费虽然大部分是被动的，但是 

我们依然称其为消费能力)。相对而言，成年人口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成年人口 

是唯一能够获得劳动报酬的群体．但他们不仅需要对少儿人口及老年人口作出转移支付，也需要 

为子女的升学、婚嫁，以及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与老年时期的消费需求进行一定的储蓄，故成年人口 

并不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老年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这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受到生 

理条件的限制，老年人本身的消费需求较少，消费内容有限；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程度较低，加之老年人El自身不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老年人口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最强，故其在 

消费过程中会更加谨慎与保守；最后，由于受到我国的传统以及自身经历的影响(例如三年自然灾 

害等经历)，我国老年人口的节俭观念较强，他们更愿意将自身的消费节省下来以供子孙后代的消 

费。这三个原因综合导致了老年人口较弱的消费能力。 

四、年龄结构变化对于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分析 

(一)抚养比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 

根据上文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将我国居民人均消费函数写为 

c=(1+ +v) (1．406uy+O．597y+O．407vy) (13) 

利用该函数不仅可以分析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减的影响 也可以比 

较两者的影响强度。 

回归 1的结果说明，我国少儿人口的消费能力最强，成年人口居中，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最 

弱。这说明在各个年龄段消费行为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会提高居民人均 

消费水平，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则会降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而成年人 VI比重的变化对居民人均 

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其受到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应变化的制约。为进一步分析 

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分别给出居民人均消费关于少儿抚养比 和老年抚养比v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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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导数 

Oc 0．809+0．999v ac 0．190+0．999u ，，．、 
一 = 一  一 = 一  f I l 

au (1+u+v) dv (1+u+v 2 

由式(14)，少儿抚养比“的偏导数恒大于 0，老年抚养比v的偏导数恒小于O，这一结果表明在少 

儿人口消费能力最强及老年人口消费能力最弱的情形下，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将带来居民人均消费 

水平的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将带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下降。 

除了对消费的上述影响以外，注意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单位变化带来的居民人均消 

费的变化幅度也是不同的，即对于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强度不同。可以认为，变量单位变化带来的 

函数值的变化幅度越大，该变量对于函数值的影响强度也就越大。由于变量的偏导数的符号仅反 

映了变量对于函数值影响的方向，而偏导数的绝对值大小反映了变量对于函数值变化的影响强 

度，因此可以把IOc／Oul和I ac，av{视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强度。定 

义J，7如下 

77值可以反映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发生单位变化时，何者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更强。当 

大于 l时，少儿抚养比对于消费的影响能力更强；当小于 1时，老年抚养比对于消费的影响能力更 

强；接近 1时，两者的影响能力相当。利用式(14)可以得到 

—

0．809+0
—

．999v
7／= f16) 一  【lO J 
。 0．190+0．999u 

由于 n一1，<0．619对于我国是基本成立的(否则少儿抚养比 将超过 0．62)，故认为值大于 1对我 

国基本成立。这说明少儿抚养比不仅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影响强度较老年抚 

养比更大。表 2给出了我国 1995年至 2014年的．，7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叩值一直在不断 

地增加，这说明与老年抚养比相比较，少儿抚养比对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强度在不断增大，差距从 

1995年的 1．54倍增加到2014年的 2．28倍，且在 2000年之后，差距扩大的速度不断加快。 

(二)年龄结构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效应 

在抚养比对居民消人均费影响的分析基础上，可以探讨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居民人均消 

费的影响效应。由于 值给出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单位变化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强度的 

比较，故单位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强度是单位老年抚养比变化的 倍，或 1单位 

少儿抚养比变化同卵单位的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强度是等价的。因此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当I△1，I>叼f△ I时，老年抚养比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其变化决定了居民人 

均消费的增减；当I△vI<’7 I△“l时，少儿抚养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其变化决定了居民人均消 

费的增减；当I△vI=叼『△ I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影响力相同，二者的影响能够相互叠加或 

者相互抵消。表 3给出了 1995年至2015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绝对变化量。从表中可以看 

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仅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中满足l△1，l> I△ }，其余各 

年份均有I△1，I<77l△ I，这说明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决定了居民消费 

的增减。而在剩余年份中．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决定了居民人均消费的增减。由于在 2002年、2012 

年和 2013年中老年抚养比的增量为正，在 2012年之前少儿抚养比的增量始终为负，且在2014年 

少儿抚养比的增量为正，结合式(14)可以看出，在 2014年前，我国年龄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在 2014年，我国年龄结构变化略微提高了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除此以外，式(3)给出了居民人均消费倾 b向在各年龄段问的分解。根据居民人均消费函数， 

得到 

46 



 

6 =(1．406u,+0．597+0．407v,)／(1+Ut+V ) (17) 

利用各期抚养比的数值容易计算历年的居民人均消费倾向。表 4给出了我国 1995年至 2014年的 

居民人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从 1995年到 2013年间一直处于下降之中，平均 

每年下降0．5％，在 2000年和 2010年前后下降速度较快，直到 2014才出现了微弱的上升。这说明 

在所考察的时间范围内，虽然我国消费水平的绝对量在不断上升，但该上升的源泉在于收入水平 

的大幅度增长。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向的，降低了居民人均消 

费水平和人均消费倾向。 

表2 1995~2014年的叼值 

五、结 论 

有关年龄结构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已存在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建立在线性回归模 

型的基础上，为了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大量的解释变量被纳入到这些线性模型之中。这不仅忽视 

了年龄结构对于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也扭曲了年龄结构变化的实际影响效果。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本文通过将居民消费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进行分解，并以年龄结构为权重加权汇总，构建了 

基于社会抚养比与可支配收入的居民人均消费函数。通过对不同模型的对比分析，本文构建的消 

费函数既包含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也没有纳入过多的解释变量，增强了变量的 

解释能力。利用我国 1995年至 2014年的经济数据对该函数进行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少 

儿人口的消费能力最强，成年人口居中，老年人口最弱。我国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将带来居民人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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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水平的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将带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下降。且少儿抚养比对于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强度大于老年抚养比。总体来说，除了2014年以外，我国年龄结构的变化降低 

了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居民人均消费倾向。 

随着我国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我国人口出生率将逐步增加，少儿抚养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呈现上升的趋势。然而在少儿人口高消费能力的压力之下 ，二胎政策的放开能否带来新一轮的 

婴儿潮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速度仍在不断加快，法定退休年龄的延长只能在 
一 定程度上放缓劳动力供给的减少，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如果养老机制以及 

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得到完善，老年人口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会继续束缚其消费能力。若老龄化的 

速度超过少儿抚养比的增长速度，有可能带来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的进一步下降。如何提升 

居民的消费水平，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涉及到社会领域的诸多方面，也有待经济学者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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