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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本文研究了老龄化

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一个经济体老年抚养比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由负

相关转为正相关。本文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提出由于不同年龄群体消费

偏好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老龄化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渠道影响消费需

求结构，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当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负、在价格效应渠道上的影

响为正时，模型可以解释跨国特征事实。本文结合跨国数据校准了模型参数，之后定量评估了不

同环境下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发现这一影响还取决于老龄化程度和产业间相对生产率。

改变产业部门消费率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等因素后，定量结果仍保持了较高的稳健性。本文从人口

年龄结构视角发展了产业结构转型研究，发现“未富先老”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并以此就我国应对

老龄化和发展服务业进行了政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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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多数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经济体的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人口年龄结构和

产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会呈现老龄化程度加深态势，主要是以生

育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为特征的人口转变过程导致的( 郭凯明和颜色，2015 ) 。产业结

构变迁会呈现库兹涅茨事实，即农业经济比重下降、服务业经济比重上升、工业经济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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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发展趋势。我国经济演化路径也大致符合这些发展规律，但同时存

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老年抚养比由 1982 年的

8. 0%上升到 2018 年的 16. 8%，但我国还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未富先老与经济发

展矛盾突出; 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其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由 1978 年

的 24. 6%和 12. 2%上升到 2018 年的 52. 2% 和 46. 3%，但服务业发展仍相对滞后，结构

也有待优化升级。事实上，老龄化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并不是独立发生的现象，二者具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发现伴随着经济发展，老年抚养比与服务业比重的相关关系由负

转正。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我国应对老龄化和发展

服务业提供政策参考。
现有研究认为主要有两种经济力量推动了服务业发展: 一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产品

的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差异，收入增长导致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收入效应( Kongsamut et
al. ，2001) ; 二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技术进步率或生产要素密集度存在差异，技术进步或

资本深化通过影响相对价格进而导致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价格效应( Ngai and Pissarides，
2007; 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 。这两种效应虽然形成机制不同，但落脚点都在消费

需求结构的变动上。如果这两种效应在不同年龄群体具有差异化影响，那么老龄化可能

就会通过消费需求结构的渠道影响服务业发展。
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在包含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两部门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

构，其中不同年龄群体在两部门产品消费偏好上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存在差异。
本文发现，老龄化会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渠道影响服务业发展。收入效应渠道

上老龄化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不同年龄群体对工农业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影响程度取决

于人均消费水平; 价格效应渠道上老龄化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相对价格对不同年龄群体的

影响程度。当前者为负向影响、后者为正向影响时，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随着人均

收入的提高由负转正，与跨国经验事实相符。
本文创新之处是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发展了结构转型研究。近年来，结构转型领域

研究在国际贸易、政府影响和投资结构等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 Dekle and Vandenbrouke，

2012; Uy et al. ，2013; 盖庆恩等，2013; Guo et al. ，2017; 严成樑和徐翔，2016; 郭凯明和王

藤桥，2019; 郭 凯 明 等，2020 ) 。但 是，直 接 关 注 人 口 因 素 影 响 的 研 究 还 相 对 有 限。
Leukhina and Turnovsky ( 2016) 从生产方和需求方研究了人口规模增长对英格兰产业结

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但是他们关注的是人口总量而不是人口年龄结构。汪伟等( 2015) 采

用定量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他们没有专门从理论上探讨决定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方向的经济机制。事实上，老龄化既可以从供给侧影响人力资本形成

和物质资本深化，也可以从需求侧影响消费需求结构。本文尝试从影响消费需求结构的

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渠道揭示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理论贡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总结老龄化与服务业比重的特征事实，第三部分

建立模型并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定量分析，第五部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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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征事实

这一部分利用跨国数据给出老龄化与服务业比重相关关系的特征事实。其中，老龄

化程度用老年抚养比衡量，即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与 16 － 64 岁年龄人口之比，以变量

aging 表示。服务业比重使用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或服务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衡

量，以变量 services 表示。使用人均 GDP 对数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以 lgdp 表示。老年抚

养比和服务业比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 ，

人均 GDP 数据来自于 Penn World Table 8. 1 ( PWT) 。
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servicesit = β0 + β1 × lgdpit + β2 × ( lgdpit )
2 + β3 × agingit + β4 × agingit × lgdpit + uit

其中，变量 β1，β2，β3，β4 为回归系数，uit 为残差项，下标 i，t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对

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分别进行回归，并依次控制时间趋势和国家固定效应。
表 1 和表 2 分别给出了关于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

两张表格中，变量 aging 及其与变量 lgdp 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前

者符号为负，后者符号为正。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程度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由

负相关转为正相关。无论是否控制时间趋势、国家固定效应或人均 GDP，这一非单调关

系均保持了较高稳健性。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按照人均 GDP 水平对国家进行了分类，或

者替换使用消费结构数据来衡量服务业比重，在不同环境下重复上述回归，结果也均与表

1 和表 2 一致。因此，近几十年的跨国经验表明，老龄化和服务业比重的相关关系取决于

经济发展水平，伴随着经济发展，这一关系由负转正。

表 1 老龄化程度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相关关系

( 1) ( 2) ( 3) ( 4) ( 5)

aging
－ 2. 9976＊＊＊ － 2. 9848＊＊＊ － 2. 8957＊＊＊ － 7. 4816＊＊＊ － 2. 8447＊＊＊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aging × lgdp
0. 2921＊＊＊ 0. 2903＊＊＊ 0. 2916＊＊＊ 0. 7841＊＊＊ 0. 2863＊＊＊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lgdp
16. 6525＊＊＊ 19. 5969＊＊＊ 11. 2059＊＊＊ ——— 14. 6631＊＊＊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lgdp2
－ 0. 4590＊＊ － 0. 6320＊＊＊ － 0. 1999

——— － 0. 4038*

( 0. 04) ( 0. 01) ( 0. 37) ( 0. 07)

年份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469 2469 2469 2469 2469

调整的 Ｒ2 0. 492 0. 502 0. 539 0. 511 0. 551

注: 括号内为 p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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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老龄化程度与服务业产出比重的相关关系

( 1) ( 2) ( 3) ( 4) ( 5)

aging
－ 2. 5315＊＊＊ － 2. 8613＊＊＊ － 1. 1076＊＊＊ － 2. 7646＊＊＊ － 1. 4412＊＊＊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aging × lgdp
0. 3411＊＊＊ 0. 3700＊＊＊ 0. 1897＊＊＊ 0. 3654＊＊＊ 0. 2213＊＊＊

( 0. 00) ( 0. 00) ( 0. 000) ( 0. 000) ( 0. 00)

lgdp
26. 2611＊＊＊ 26. 9829＊＊＊ 17. 5781＊＊＊ ——— 18. 6514＊＊＊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lgdp2
－ 1. 4543＊＊＊ － 1. 5376＊＊＊ － 0. 8649＊＊＊ ——— － 0. 9771＊＊＊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年份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94 5194 5194 5194 5194

调整的 Ｒ2 0. 385 0. 405 0. 444 0. 442 0. 464

注: 括号内为 p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三、理论分析

( 一) 模型建立与求解

建立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供给方面分为工农业和服务业两个产业部门，分别

由一个代表性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下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生产技术满足:

Yj = AjLj ( 1)

其中，用下标 j∈ { n，s} 区分产业部门，n 和 s 分别表示工农业和服务业。变量 Yj 为

产出，Lj 为劳动数量，Aj 为劳动生产率。用 pj 和 wj 分别表示产品价格和劳动工资。企业

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最优性条件给出:

wj = pjAj ( 2)

假设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摩擦，使得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工资存在差异，满足:

ws = τwn ( 3)

其中，变量 τ 衡量了劳动力转移成本。由( 2) 和( 3) 式，产品相对价格满足:

ps

pn
=
τAn

As
( 4)

需求方面由一个代表性家庭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家庭由年轻人和年老人组成，将

年轻人数量标准化为 1，年老人数量记作 φ ，于是 φ 衡量了老龄化程度。家庭效用由年轻

人和年老人的效用加总得到，形式上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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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0 + βφlogd1 ( 5)

其中，用下标 i∈ 0，{ }1 区分年龄，分别表示年轻人和年老人。变量 di 为复合消费，

满足:

di = ( 1 － ωi )
1 /εi ( cni － bi )

( εi －1) /εi + ω1 /εi
i ( csi )

( εi －1) /ε[ ]i εi / ( εi －1) ( 6)

其中，变量 cji 表示对产业部门 j 的产品消费数量。参数 bi 为常数。如果 bi ＞ 0 ，则表

示对工农业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此时工农业产品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低于服务。参数

0 ＜ ωi ＜ 1 和 εi ≥ 0 均为常数，εi 衡量了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家庭效用是年

轻人效用 logd0 和年老人效用 φlogd1 的加总，但家庭对年轻人和年老人福利的重视程度可

以不同。参数 β ＞ 0 为常数，衡量了家庭对年老人福利的相对重视程度。由( 6) 式，决定

年轻人和年老人偏好的参数 bi，ωi，εi 均可以有差别，体现了不同年龄人群消费的需求收

入弹性和替代弹性的差异性。
家庭获得劳动收入 wnLn + wsLs ，把其中 x 部分用于消费支出。用 c 表示人均消费水

平，于是家庭总消费支出为 ( 1 + φ) c ，满足:

( wnLn + wsLs ) x = ( 1 + φ) c = ( pncn0 + pscs0 ) + ( pncn1 + pscs1 ) φ ( 7)

家庭在上式约束下选择 cji 最大化效用。一阶最优性条件给出了年轻人和年老人的

消费:

pncn0 + pscs0 = 1
1 + βφ

( 1 + φ) c － 1
1 + βφ

pnb1φ + βφ
1 + βφ

pnb0 ( 8)

( pncn1 + pscs1 ) φ = βφ
1 + βφ

( 1 + φ) c + 1
1 + βφ

pnb1φ － βφ
1 + βφ

pnb0 ( 9)

年轻人和年老人消费中服务业占比满足:

pscsi
pncni + pscsi

= zi 1 －
pnbi

pncni + psc
( )

si

( 10)

zi =
ωi p

1－εi
s

( 1 － ωi ) p
1－εi
n + ωi p

1－εi
s

( 11)

变量 zi 捕捉了相对价格的影响。定义家庭服务业消费比重 ρs 为在服务业产品上的

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即为年轻人和年老人消费中服务业占比的加权平均。由( 8 ) －
( 11) 式得到:

ρs = 1 －
pn ( b0 + b1φ)

( 1 + φ)[ ]c
1

1 + βφ
z0 + βφ

1 + βφ
z( )1 ( 12)

假设只有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于是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Ln + Ls = L = 1 ( 13)

用 γj 表示产业部门 j 的消费率，即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于是产品市场出清条件为:

cj0 + φcj1 = γ jYj ( 14)

一些文献采用的静态模型通常假设所有产出全部用于消费( Duarte and Ｒestuccia，

2010; Cai，2015; Ungor，2017) ，上式之所以引入产业部门消费率，是为了定量分析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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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同时拟合好消费中服务业比重和产出中服务业比重。此时消费结构变化也会影响产业

部门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但影响程度取决于产业部门的消费率。
把( 2) 、( 3) 、( 4) 、( 12) 和( 14) 式代入( 13) 式，解得服务业就业比重:

Ls

L =
γnρs

τγs ( 1 － ρs ) + γnρs
( 15)

其中，把工农业产出作为计价物，价格 pn 标准化为 1，服务业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ρs 为:

ρs = 1 －
b0 + b1φ
( 1 + φ)[ ]c 1

1 + βφ
ω0( τAn)

1－ε0

ω0( τAn)
1－ε0 + ( 1 － ω0) A

1－ε0
s

+ βφ
1 + βφ

ω1( τAn)
1－ε1

ω1( τAn)
1－ε1 + ( 1 － ω1) A

1－ε1[ ]
s

( 16)

可以看到，服务业比重取决于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An /As 、人均消费水

平 c、劳动力转移成本 τ、老龄化程度 φ 和产业部门消费率 γ j 。
( 二) 模型分析

由( 15) 和( 16) 式知，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受到服务业消费比重的影响，而影

响渠道取决于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这两个效应又都与老龄化程度相关，由此就给出了

老龄化通过影响消费结构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机制。
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分别体现在( 12) 或( 16) 式等号右边第一个和第二个部分，分别

记作:

ΩI = 1 －
b0 + b1φ
( 1 + φ) c，ΩP = 1

1 + βφ
z0 + βφ

1 + βφ
z1 ( 17)

由此可知:

ρs /c ＞ 0 ΩI /c ＞ 0b0 + b1φ ＞ 0 ( 18)

εi ＜ 1 ΩP /( ps /pn ) ＞ 0 ρs /( ps /pn ) ＞ 0 ( 19)

εi ＞ 1 ΩP /( ps /pn ) ＜ 0 ρs /( ps /pn ) ＜ 0 ( 20)

( 18) 式表明，随着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提高，服务业消费比重上升。这体现了

Kongsamut et al. ( 2001) 提出的收入效应。如果 bi ＞ 0 ，那么所有年龄群体的消费偏好

中，工农业产品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均低于服务业产品。于是虽然收入提高后，工农业和

服务业的消费支出都会上升，但后者上升更快，导致服务业消费比重提高。收入效应的大

小受人均消费支出 c 的影响，c 越大，其影响越小。
( 19) 和( 20) 式表明，随着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业消费比重可能上升也可

能下降，取决于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小于 1，则服务业消

费比重将上升，反之亦然。这体现了 Ngai and Pissarides ( 2007) 提出的价格效应。如果服

务业产品相对价格提高，那么服务业消费的实际数量将下降。但是在服务业消费上的支

出等于价格乘以数量，是否提高要取决于服务业消费的实际数量的下降幅度。如果不同

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较高( εi ＞ 1 ) ，那么服务业产品更高的相对价格将促使家庭更

大程度地用工农业消费替代服务业消费，此时服务业消费的实际数量就会大幅下降，导致

服务业消费比重下降。反之，如果服务业产品难以被工农业产品替代( εi ＜ 1 ) ，那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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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消费的实际数量就不会大幅下降，此时在服务业消费上的支出将随着相对价格上升

而提高，于是服务业消费比重就会上升。
可以看到，产生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原因分别是人均消费增长和产品相对价格波

动，而根据( 1) 和( 4) 式，这又都受技术进步影响。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

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使收入效应发挥作用; 同时由于不同产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有

差别，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也会改变相对价格，使价格效应发挥作用。
由于年轻人和年老人对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可以不同，老

龄化将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消费结构，进而影响服务业比重。由( 16 ) 和( 17 )

式，得到:

ρs
φ

=
ΩI

φ ΩP +
ΩP

φ ΩI ( 21)

b1 ＞ b0 ΩI /φ ＜ 0; b1 ＜ b0 ΩI /φ ＞ 0 ( 22)

z1 ＞ z0 ΩP /φ ＞ 0; z1 ＜ z0 ΩP /φ ＜ 0 ( 23)

可以看到，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是在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上的影响的加总结

果。从收入效应渠道看，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不同年龄群体对工农业

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当年老人对工农业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大于年轻人( b1 ＞ b0 )

时，老龄化加深将倾向于降低服务业比重，反之亦然。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的影响程度

取决于人均消费水平，随着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其影响将逐渐减小。从价格效应渠道看，

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相对价格变化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影响程度。当相

对价格变化对年老人的影响程度大于年轻人( z1 ＞ z0 ) 时，老龄化加深将倾向于提高服务

业比重，反之亦然。
上述结果可以很好解释老龄化程度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随着人均收入提高由负转正

的特征事实。如果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为负，在价格效应渠道

上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为正，那么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就取决于这两种渠道影响

程度的相对大小。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收入效应渠道的影响程度较大，老龄化对服务业比

重的影响为负。但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收入效应渠道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价格效应渠道

转而成为主导机制，那么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也会由负转正。

四、定量分析

( 一) 数据构造和参数校准

借鉴 Herrendorf et al. ( 2013) 、颜色等( 2018) 方法，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WIOD) 把消费支出数据分解为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消费增加值，进而计算

服务业消费比重。用每个产业部门的消费增加值除以总增加值得到产业部门的消费率。
人口总量和老年抚养比数据来自 WDI 数据库，用 WIOD 得到的总消费除以人口总量得到

人均消费。分行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 ( Groninge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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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ment Centre，GGDC) 的十行业数据库。把其中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电、热、
气、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建筑业加总为工农业，把其他行业加总为服务业。使用 WIOD 提

供的汇率数据，将 GGDC 提供的分行业增加值统一用美元衡量。使用名义增加值与实际

增加值之比计算价格数据; 根据( 1) 、( 3) 和( 4) 式，使用名义增加值和就业数据计算劳动

力转移成本。
把以上三个数据库合并，样本覆盖了 13 个国家 1995 － 2010 年数据，但部分国家在

2010 年的数据缺失。模型待校准的参数是 εi，bi，ωi，β。基于已经构造的价格、老年抚养

比和人均消费数据，调整模型参数取值，使由( 12 ) 式预测的服务业消费比重与实际数据

的残差的平方和最小。表 3 给出了校准后的参数取值。

表 3 参数取值

ε0 ε1 ω0 ω1 b0 b1 β

0. 000 1. 578 0. 689 0. 866 0. 000 3013 5. 831

可以看到，年轻人和年老人消费偏好参数均存在差异，体现为对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

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不同。年轻人的消费偏好中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替代弹性为 0，

接近完全互补; 而年老人的替代弹性大于 1。年轻人对工农业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为 0，

年老人大于 0，意味着年轻人对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别小于年老人，或

者说年老人对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更高，因此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对服务业比重的

影响是负向的。年老人对服务业消费的相对重视程度大于年轻人，意味着老龄化在价格

效应渠道上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图 1 对比了服务业比重的模型预测值与

数据。可以看到，无论是服务业消费比重，还是服务业就业比重，基本都分布在图中的

45°线附近，说明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模型与数据的服务业消费比重的相关系数达到

0. 954，就业比重的相关系数达到 0. 985，也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别较小。
( 二) 老龄化对服务业消费比重的影响

把表 3 中的参数取值代入理论模型，在不同老年抚养比的环境下，比较服务业消费比

重的变化情况。之后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模拟环境，观察老年抚养比的影响如何变化。具

体地，工农业相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依次取值 0. 5、1 和 1. 5，并设定劳动力转移成本为

零，模拟工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服务业相对价格上升的环境。下文将改变劳动力

转移成本，做进一步讨论。将工农业产品价格标准化为 1，把人均消费依次赋值 2000、
4000、8000 和 16000，来模拟人均消费增长的环境。把老年抚养比依次赋值 0. 1、0. 2、0. 3
和 0. 4，来模拟老龄化加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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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服务业比重的模型预测值对比现实数据

根据数据计算，虽然 1978 － 2015 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价格都呈现上涨趋

势，但服务业上涨更快，使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这一时期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

产品价格分别上涨了 2. 88 倍和 8. 13 倍，使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到 1978 年水平的

2. 35 倍。这就意味着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服务业更快上升。为模拟这一趋势，在较大

范围内改变两个产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较不同老年抚养比的环境下服务业比重

将如何变化。
表 4 汇报了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到，表 4 再现了第二部分总结的特征事实，即随着

老年抚养比提高，服务业消费比重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取决于人均消费水平。随着人均

消费水平提高，老年抚养比对服务业消费比重的影响由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在工农

业相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为 0. 5 ( 1) 时，如果人均消费为 2000，那么老年抚养比由 0. 1
提高到 0. 4 将使服务业消费比重下降 13. 1( 19. 5) 个百分点; 如果人均消费达到 16000，那

么老年抚养比由 0. 1 提高到 0. 4 将使服务业消费比重提高 9. 4 ( 2. 7) 个百分点。根据前

文分析，这是因为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和价格效应渠道上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方向相

反，随着人均消费提高，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对服务业比重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

价格效应渠道上的正向影响转为发挥主导作用。
表 4 结果还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老龄化在价格效应渠道上对服务业比重的正向

影响程度取决于产业部门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在工农业相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

时，这一正向影响程度较高，使得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服务业比重的负向影响较小，老年抚

养比上升提高服务业比重所要求的拐点收入水平更低。反之亦然。在这一相对劳动生产

率达到 1. 5 的高水平时，老龄化在价格效应渠道上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弱，使老年抚养比上

升对服务业消费比重始终是负向影响。随着人均消费水平提高，这一负向影响程度在减

弱。在人均消费为 2000 时，老年抚养比由 0. 1 提高到 0. 4，对服务业消费比重的负向影响

为 22. 8 个百分点，但在人均消费达到 16000 时，这一负向影响仅为 0. 9 个百分点。
第二，在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抚养比上升更可能降低服务业消费比重。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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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劳动生产率为 0. 5、人均消费为 4000 时，或是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为 1、人均消费为

8000 时，随着老年抚养比上升，服务业消费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这意味着在老年抚养比

相对较低时，老龄化加深提高了服务业比重，但是在高度老龄化环境下提高老年抚养比将

转为降低服务业比重。其次，即使在较高收入水平下老龄化加深提高服务业消费比重时，

这一正向影响程度也会随着老年抚养比的提高而下降。比如，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为 0. 5、
人均消费为 16000 时，老年抚养比在 0. 1 的水平上提高 0. 1，将提高服务业消费比重 5. 3
个百分点; 但在 0. 3 的水平上提高 0. 1，这一正向影响仅为 1. 5 个百分点。

表 4 不同环境下老年抚养比对服务业消费比重的影响

人均
实际消费

An /As

老年抚养比

0. 5 1 1. 5

2000

0. 1 0. 572 0. 648 0. 682

0. 2 0. 542 0. 581 0. 597

0. 3 0. 493 0. 515 0. 521

0. 4 0. 441 0. 453 0. 454

4000

0. 1 0. 619 0. 701 0. 738

0. 2 0. 636 0. 683 0. 701

0. 3 0. 630 0. 658 0. 666

0. 4 0. 616 0. 633 0. 635

8000

0. 1 0. 642 0. 728 0. 766

0. 2 0. 683 0. 734 0. 753

0. 3 0. 699 0. 730 0. 739

0. 4 0. 704 0. 723 0. 726

16000

0. 1 0. 654 0. 741 0. 780

0. 2 0. 707 0. 759 0. 779

0. 3 0. 733 0. 766 0. 775

0. 4 0. 748 0. 768 0. 771

表 4 所反映的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也符合现有文献的理论预测。从收入效应

看，给定老年抚养比和产业间相对劳动生产率，伴随着人均消费提高，服务业比重上升。
由于老年人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更高，老年人比重越高，收入效应的影响就会越

大。表 4 验证了这一结果。在老年抚养比为 0. 1 时，将人均消费由 2000 提高到 16000，服

务业消费比重的提高幅度在 10 个百分点以内; 但在老年抚养比为 0. 4 时，服务业消费比

重的提高幅度均超过 30 个百分点。因此，增加收入有助于推动服务业发展，在老龄化程

度越高的经济中，这一收入效应的影响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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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格效应看，给定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随着工农业相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上

升，服务业相对价格提高，服务业比重上升。由于年轻人关于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

性为零，年老人关于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大于 1，服务业相对价格提高将对年轻

人消费服务业产品产生正向激励，对年老人产生负向激励。因此，价格效应主要是年轻人

关于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相对较小导致的。这意味着老年人比重越高，价格效

应的影响就会越小。表 4 验证了这一结果。在老年抚养比为 0. 1 时，将相对劳动生产率

由 0. 5 提高到 1. 5，服务业消费比重的提高幅度均超过 10 个百分点; 但在老年抚养比为

0. 4 时，服务业消费比重的提高幅度仅在 3 个百分点以内。因此，提高工农业相对服务业

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服务业相对价格，有助于提升服务业比重，但在老龄化程度越高的经

济中，这一价格效应的影响越小。
( 三) 敏感性分析

分别定义人均消费 2000 和 16000 为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分别在这两个收入

水平和工农业相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为 0. 5 的环境下，保持其他参数和变量不变，依次

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特定参数取值，重新进行数值模拟，比较定量结果是否会具有显著差

异。其他收入或相对劳动生产率环境下的定量结果并没有显著变化，限于篇幅略去汇报。

图 2 关于参数 εi 的敏感性分析



2021 年第 2 期 老龄化、消费结构与服务业发展 31

图 2 给出了关于消费偏好中两个产业部门产品替代弹性 εi 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可

以看到，替代弹性变化后，老龄化在低收入水平时会降低服务业比重，在高收入水平时会

提高服务业比重，表 4 的结果依然成立。从影响程度上看，如果年轻人消费偏好中的替代

弹性越高，那么老龄化在低收入水平时对服务业比重的负面影响越大，在高收入水平时对

服务业比重的促进作用越小; 如果年老人消费偏好中的替代弹性越高，那么老龄化在低收

入水平时对服务业比重的负面影响越小，在高收入水平时对服务业比重的促进作用越大。
因此，在年轻人消费偏好中的替代弹性较低、年老人的替代弹性较高时，老龄化更可能提

高服务业比重。
图 3 给出了关于工农业产品最低消费水平 bi 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虽然随

着年轻人的工农业产品最低消费水平提高，服务业比重会下降，但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

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年老人的工农业产品最低消费水平下

降，在低收入水平时，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弱，甚至转为正向作用; 在高

收入水平时，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正向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在年老人的工农业产品最

低消费水平较低时，老龄化加深更可能提高服务业比重。

图 3 关于参数 bi 的敏感性分析

综上，在较大范围内改变模型主要参数，表 4 结果依然成立，特别是在年轻人关于两

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较低、年老人关于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较高，或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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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农业产品最低消费水平较低时，老龄化加深更可能提高服务业比重。
( 四) 进一步讨论

接下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产业部门消费率和劳动力转移成本，评估老龄化对服务业

就业比重的影响是否会显著变化。根据( 15) 式，可以由服务业消费比重计算得到服务业

就业比重。
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产业部门消费率，是因为我国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消费率并

不是恒定的。这里使用的产业部门消费率数据分别基于 WIOD 和中国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 China Industrial Productivity，CIP) 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CIP 提供的投入产出表数据

的时间跨度更长，但是没有提供进口品的生产投入数据。为此，借鉴 Herrendorf et al.
( 2013) ，假设进口品和国内同产业产品具有相同的生产投入结构，从而把消费和投资的

支出数据追踪到工农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上。WIOD 和 CIP 数据计算的结果在 2006 年

以前基本接近，在 2007 － 2010 年期间差别有所扩大，但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且也没

有改变产业部门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我国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消费率虽然在部

分时期上下波动，但整体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工农业的降幅更大，其相对消费率也呈

现下降趋势。根据 CIP 数据计算，1981 － 2010 年我国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消费率分别由

62. 8%和 80. 1% 下降到 32. 7% 和 68. 2%，降幅分别为 30. 1 个和 11. 9 个百分点; 根据

WIOD 数据计算，1995 － 2014 年我国工农业和服务业的消费率分别由 52. 5% 和 68. 2% 下

降到 39. 6%和 65. 2%，降幅分别为 12. 9 个和 3 个百分点。
为模拟我国不同产业部门消费率变动趋势，将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消费率 γn /γs

依次取值 1、0. 75 和 0. 5。图 4 给出了产业部门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和服务业就业比重的

关系。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消费率环境下，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服务

业就业比重的影响大致相同。在相对消费率依次取值 1、0. 75 和 0. 5 时，老年抚养比由

0. 1 提高到 0. 4，低收入水平下服务业就业比重的降幅分别是 13. 1 个、12. 9 个和 11. 8 个

百分点，高收入水平下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幅分别是 9. 4 个、10. 4 个和 11. 1 个百分点，

差别并不显著。此外，在不同的老年抚养比和收入水平上，提高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消

费率，都会显著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将相对消费率取值由 1. 0 下降到 0. 5，服务业就业

比重的降幅基本在 16 个百分点左右，影响非常显著。这是因为，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相对

消费率上升，意味着服务业产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相对工农业出现上升，此时服务业需要

相对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投资品，其就业比重就会提高。
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劳动力转移成本，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的成本

并不是恒定的。转移成本可以根据数据由( 1 ) － ( 3 ) 式计算得来。这里分别使用了国家

统计局的就业人员数和 CIP 的工作小时数来衡量劳动投入。尽管使用工作小时数计算的

转移成本相对较低，但使用这两种指标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且反映了相同的趋势，即劳

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成本在上世纪 80 年代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之后在波动中呈现出整体

下降趋势。从 1978 － 2015 年，我国服务业与工农业的人均工资之比由 2. 35 下降到 1. 37;

从 1980 － 2010 年，单位小时工资之比由 1. 63 下降到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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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业部门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和服务业就业比重

为模拟我国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成本变动趋势，将决定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模型参数

τ 依次取值 2. 0、1. 5 和 1. 0。图 5 给出了劳动力转移成本、老年抚养比和服务业就业比重

的关系。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成本下，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

响大致相同。在决定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模型参数 τ 依次取值 2. 0、1. 5 和 1. 0 时，老年抚

养比由 0. 1 上升到 0. 4，低收入水平下服务业就业比重的降幅分别是 11. 7 个、12. 6 个和

13. 1 个百分点，高收入水平下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幅分别是 11. 2 个、10. 7 个和 9. 4 个百

分点，差别都不显著。此外，在不同老年抚养比水平和收入水平下，降低部门转移成本，都

会显著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如果劳动力转移成本完全消除，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幅基

本在 16 个百分点左右。
综上，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产业部门消费率和劳动力转移成本，虽然对服务业就业比重

的大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老龄化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变化很小，说

明表 4 的数值模拟结果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

图 5 劳动力转移成本、老年抚养比和服务业就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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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 结

本文使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两部门产业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老

龄化通过消费需求结构影响服务业比重的经济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老龄化通过收入

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渠道影响服务业发展。收入效应渠道上老龄化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不

同年龄群体对工农业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影响程度取决于人均消费; 价格效应渠道上老

龄化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影响程度。当前

者为负向影响、后者为正向影响时，老龄化的影响随着收入提高由负向转为正向。②在老

龄化程度较高或工农业相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时，老年抚养比上升对服务业比重

的负向影响更大，影响方向由负转正要求的收入水平也更高，因此更可能降低服务业比

重。③增加收入有助于提升服务业比重，并且在老龄化程度越高的经济中，收入效应的影

响程度越大。提高服务业相对价格有助于提升服务业比重，但在老龄化程度越高的经济

中，价格效应的影响程度越小。④服务业相对其他产业的消费率越低或劳动力向服务业

的转移成本越低，服务业就业比重越高，但不改变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
本文结论有助于评估跨国间老龄化程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老龄

化程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方向可正可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

年抚养比上升对服务业比重的负向影响更大。这不但解释了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程度对

服务业的影响由负转正的跨国事实，且有助于评估老龄化加深在特定国家对产业结构的

影响。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水平较低，未富先老将不利于服务业发展; 在欧美

等发达国家，老龄化加深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还需关注老龄化程度的高低。比如，日本等

国的老龄化程度较高，其人口年龄结构很可能已经不利于其服务业发展; 美国等国的老龄

化程度相对不高，其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依然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因此，在不同国家评估老

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应结合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偏好、人均消费水平和老龄化程度等

因素综合进行分析。
相关政策建议如下。一是提高消费水平。继续保持人均收入稳定增长、提高居民消

费比重，可有效缩小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且在老龄化程度较高时更为有效。
二是提高服务业生产率。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降低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可缩小老龄

化对服务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有助于推动服务业发展。虽然这也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直

接负面影响，但在老龄化程度较高时，后者的影响程度将会缩小。因此在老龄化加深的经

济中更应重视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三是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缩小产业部门间劳动工资

差距，降低劳动力向城镇地区服务业转移的制度壁垒，有助于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四是

优化投资结构。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高投资品中服务业附加值所占比重，有助

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在服务业生产投资品。
本文研究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可使用微观个体或家庭调查数据，直接

检验消费偏好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是否在不同年龄个体中存在显著差别，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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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面板数据检验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证据。其次，老龄化

可能会从供给侧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如老龄化可通过教育渠道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也可通

过储蓄渠道影响物质资本深化，这都会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第三，虽然老龄化影响

了整体服务业发展，但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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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Consumption Compos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YAN Se GUO Kaiming DUAN Xue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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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Branch，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Summary: Most economies that have undergone industrialization have found that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also changed. This change in age structure is known as the aging

problem，and it is the demographic result of a lower fertility rate and longer life expectancy. The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known as“Kuznets facts，”a set of trends that includes a rising share of services，a

falling share of agriculture，and an inverted － U shaped share of manufact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during the reform era has exhibited these trends，but with some critical problems. First，China ＇s

population is rapidly aging，but China is still a middle － income country. Thus，the onset of the aging problem

before China becomes a high － income country may hinder further development. Second，although the share of

services has grown steadily in China，it is still relatively low，and its structure should be improved. In fact，the

process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 are not taking place independently. Based on cross － country

data from recent decade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share of

services depend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per － capita income rises，the relationship change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age structure into a two － sector model with an income effect and a price effect，

and studies the effect of aging on the rise of services. In the model，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have various

preference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In particular，elasticities of income for goods or services and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them can change with age. The paper shows that aging can change the share of services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come effect and the price effect. For the income effect mechanism，the

direction of the effect of aging depends on the survival level of consumption for goods，and the magnitude

depends on per － capita consumption. For the price effect mechanism，the direction of the effect of aging

depend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 of relative price on the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When per － capita income is low，the income effect dominates，so the effect of aging on the share of

services is negative. However，as per － capita income grows，the income effect diminishes，while the price

effect becomes the dominant mechanism，causing the effect of aging on services to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We calibrate the model with cross － country data from 1995 － 2010，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ging on the share of services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aging also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aging and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between sectors. Moreover，when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goods and services is low for young people and high for old people，or older people＇s survival level of

consumption for goods is low，a rising degree of aging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share of service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if we change the consumption rate of sectoral output or the labor mobility cost.

We derive two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findings. First，our findings are helpful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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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ging on the share of servi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sults not only explain the stylized fact that the

effect of aging on services change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long with development，but also highlight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ag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per － capita

consumption is low，so aging before becoming a high － income country could hinder the rise of servic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the effect of aging may differ，depending on its degree. Thus，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g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countries，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factors lik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eferences of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the level of per － capita consumption，and the degree of aging.

Second，we suggest that China＇s government should deal with the aging problem and develop services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ensuring that per － capita income grows steadily and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private

consumption could diminish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ging on services. Second，lowering the relative price of

services by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the service sector could also diminish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ging on services. Third，decreasing the wage gap between sectors and remov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labor

mobility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Fourth，developing producer services to increase the value

－ added share of services in investment goods could attract more labor to produce investment goods in the

servic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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