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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养老保险费率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这一有悖

直觉的现象，本文利用全国２８７个地级以上城市样本，结合历次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分析

人口流动引致地区养老成本不平衡的传导机制，给出了合理解释。本文的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引起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外来人口比重变动可以

解释地区老年人比重变动的２６％，外来人口比重上升显著降低地区老年人比重，人口的流

出显著提升了地区老龄化程度。人口流动引致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带来不同的地区财政

压力，人口流出地政府倾向于采用或维持较高的养老保险费率和缴费基数，人口流入地则

相反。本文揭示了人口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与养老保险成本地区差异间的因果联系，有助

于人们理解中国养老保险成本地区不平衡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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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人口代际更替阶段来临，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负

担逐年加重，各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贫富差距”也愈来愈大。尽管国家通过中央

调剂制度缓解地区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但对不同地区而言，目前的实际养老保险成

本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通常实行相对低的费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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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较高的费率。如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广东城市养老保险费率平均为１６６％，而毗邻的广

西同时期城市养老保险费率平均值达到１９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

在一个显著特征：劳动力大规模长期持续从中西部流入到东部地区。在现阶段所实施

的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下，外来年轻劳动力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被用于支付当期该地

区退休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金，人口流入地区相对于人口流出地区获得的养老保险资金

更多。由于户籍等原因，外来劳动者定居在经济发达城市的门槛高、难度大，其中很

大一部分选择在年龄渐老时回到原籍地。当年龄大的劳动者迁移回家时，其缴纳的养

老保险统筹部分不能全部转移，却要在当地领取养老保险金。这些事实表明人口流动

与地区养老保险资金支付压力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尽管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都普遍认识到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的差异 （王晓军、赵彤，

２００６；李琼等，２０１８；刘伟兵、杨扬，２０１９），但尚无规范的实证研究专门考察人口流

动引致地区养老保险成本差异的作用机理。本文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８７个地级以

上城市样本，并结合历次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对人口流动引致地区养老保险成本变动

的因果链条做了详尽分析，希望可以揭示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不平衡的历史成因，并为

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供经验性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

养老保险是政府为责任主体，防止老年人陷入绝对贫穷而提供的一种社会保障。随着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基本养老保险及其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

关注。

当前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第一，养老保险给付制度及经济

影响。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属于现收现付制，即每一时期老年

人获得的社保给付是由同时期年轻人缴纳的社保费用提供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

增强，赡养比率和养老成本不断上升，不少经济学家建议建立以个人账户为支柱的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社保资金的收益，还能激励个人延迟退休，减轻

社保给付的压力 （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１９９６；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Ｓａｍｗｉｃｋ，１９９７；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Ｌｉｅｂｍａｎ，

２００２）。第二，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的确定。根据康传坤和楚天舒 （２０１４）的测算，能

够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养老保险统筹费率在１０２２％ ～１９０４％之间。杨俊 （２０１７）

提出，在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统账结合”的模式下，最优总缴费率为１８％。穆怀

中和陈曦 （２０１９）以老年人口比重系数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系数为主要指标，构建了

养老保险缴费适度水平新模型，测算出中国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适度水平在１５％左右。

刘昌平等 （２０２１）从代际公平的角度出发，提出实现代际公平的最优养老保险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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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３％。第三，养老保险成本变动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集中于讨论养老保险成本变

动对企业雇佣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Ｌｉ＆Ｗｕ，２０１３；封进，２０１４；马双等，２０１４），研

究发现养老保险成本上升会降低部分员工的工资水平，同时减少雇佣人数。马双和孟

晓雨 （２０１６）还发现企业缴费比率上升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增加，压缩了企业盈利空间。

第四，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现有文献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养老保险支付状

况。曾毅 （２００５）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缺口的关系，指出到２０２５年中国将进入

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阶段，如果保持现行退休年龄不变，届时将面临严重的养老金缺

口问题，并且老年人比重越大，相应的隐性债务也越高。汪伟 （２０１２）认为，如果老

年人存活概率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如果保持替代率不变，则需要提高养老保险

统筹缴费费率。靳文惠 （２０１８）的研究指出，预期寿命对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影

响日益凸显，必须考虑借助企业和市场的力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第五，养

老保险地区失衡现象的讨论。尽管养老保险的区域失衡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当前关于

养老保险地区失衡的研究不多，已有的研究集中于省域养老保险差距现状的分析和缓

解路径的探索 （王晓军、赵彤，２００６；刘伟兵、杨扬，２０１９；郭秀云，２０２０）。

综合以上论述，现在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普遍关注养老保险的给付制度及其对

居民经济行为、财政收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白重恩等，２０１２；汪伟，２０１２；曾益

等，２０１８），以及不同研究视域下最优缴费率的估计和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动态

关系。虽然也有文献关注到养老保险地区结构性失衡，但研究集中于从不同指标展

示养老保险的省际差距现状及缓解路径的探索。可见，此前的研究忽略地区间人口

老龄化差异的根源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老保险成本地区不平衡，忽略由劳动力流动所

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在养老成本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利用多个来

源数据，检验了由人口流动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地区养老保险成本的完

整传导链条，有助于人们理解养老保险成本地区不平衡背后的长期性因素。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样本

数据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人口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地区财政压力的实证检

验；第五部分是财政压力影响地区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的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当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依然实行属地化 “三支柱”管理方式，即当地政府、

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支付义务，当企业和个人资金不足以支付养老保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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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财政上要给予直接补助 （Ｆａ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１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现收

现付的养老保险收支体制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

＆Ｓａｍｗｉｃｋ，１９９７；曾毅，２００５；龚锋、余锦亮，２０１５）。具体而言，老年人比重和抚

养比上升对地区财政收支形成的压力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老年人工作时数少 （甚至不

工作），对地区养老保险资金的贡献较少；二是老年人定期支取养老金，构成地区财政

的刚性支付责任；三是抚养比上升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年轻人比重减少，这也

对地区养老保险财政收支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指出，自然生育率和人口流动均会对地区老年人比重和抚养比产生影响。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做出流动决定的概率与流动劳动者年龄负相关，流动人口主要来自

３５岁以下的年轻人 （Ｈａｒｅ，１９９９；Ｚｈｕ，２００２；赵忠，２００４）。同时，由于中国目前仍存

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且绝大部分流动劳动者来自农村 （Ｚｈａｏ，１９９９），劳动者定居在东南沿

海地区以及一线城市的门槛高、难度大，大多选择在年龄渐老时回到原籍地 （章铮，２００６；

石智雷、杨云彦，２００９；王子成、赵忠，２０１３）。因此，正如表１所示，对于人口流入地区

而言，其外来人员通常是年轻人，而回流人员通常是年龄较大者，这无疑降低了该地区的老

年人比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于人口流出地区，人口流动的效应则相反。

表１　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双样本检验

年度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１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２

人口流入地区 人口流出地区 差异 人口流入地区 人口流出地区 差异

２０～５９岁

２０００ ０５９３１ ０５８０６ ００１２５ ０６１０８ ０５８５１ ００２５７

２００５ ０６１５６ ０５９４２ ００２１４ ０６４１３ ０５８１９ ００５９４

２０１０ ０６３６０ ０６１５８ ００２０２ ０６７６５ ０６１１１ ００６５４

３０～５９岁

２０００ ０４３１３ ０４１５３ ００１６０ ０４４９２ ０４２１０ ００２８２

２００５ ０４７０７ ０４６６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４６６３ ０４５６３ ００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４７１５ ０４５９２ ００１２３ ０４７７７ ０４６０２ ００１７５

６０岁以上

２０００ ０１１１１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０８６ ０１１５７ ０１０４８ ００１０９

２００５ ０１２３３ ０１２４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１１３７ ０１２５８ －００１２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３５９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９９９ ０１３６６ －００３６７

６５岁以上

２０００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８６

２００５ ００８６８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７９２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０７２

２０１０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９１６ －００２３２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１和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２分别表示两种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定义，
详见第三部分。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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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用于支付养老保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养老保险缴费收入，统计显示２０１８年

养老保险收支盈余的省份只有广东、北京等７个省份，而其他的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基金

当期收不抵支的状况，省际间基金不平衡日益加剧，现收现付制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一直实行 “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收支体制，即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并存，但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这一体制建立开始，受到社保支出不断增长的压力，个人账户资金经常被挪

用作为当期社保支付，使得个人账户的积累功能丧失，社保资金只能依靠征缴，缺乏投

资收益 （陈卫民，２０００；王延中，２００１）。同时，由于中国目前养老保险费还是一种 “费

用”而非 “税收”，养老保险资金的征收管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手段，使得逃费欠费行为较

为普遍 （邓子基、杨志宏，２０１１；赵静等，２０１６）。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尤其是社保支

付压力大的地方不得不提高养老保险费率，造成企业养老保险成本负担上升 （陈卫民，

２０００）。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在面对财政支出压力时，通常选择在地方财政权

限内加强税费征缴，保持比较高的税费水平 （王文剑、覃成林，２００８；王佳杰等，２０１４）。

综合以上人口流动和养老保险收支体制因素，我们认为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

引致的财政压力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尤其是年轻的劳动

力大规模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同时户籍和生活成本等制约使得外来人口在年龄渐老

时回到原籍地，导致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人口流入地老龄

化速度减缓，人口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则加深。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进一步引起地区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的差别 （表２），而地区养老保险收支状况的不同将会带来不一

样的财政支付压力。当财政面临较高的社保支付压力时，就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养老保

险费率，而养老保险基金宽裕的地区则可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缴纳力度，这使得地区

养老保险成本不平衡长期存在且可能进一步扩大。

表２　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余额差异的双样本检验

养老保险

基金收支

余额

（元／人）

年度

２００４年以前

２００４年以后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１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２

人口流入地区 人口流出地区 差异 人口流入地区 人口流出地区 差异

１５７９ ２１０１ －５２２ ２９７８ １８１５ １１６３

３０３５０ １４００１ １６３４９ ４８２１９ １５６５９ ３２５６０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各省区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以上所述的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不平衡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下图：

基于以上论述和图１，本文提出如下可检验假设：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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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不平衡作用机制

假设１：人口流动引起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地区外来人口比重越大，其老年人

比重和抚养比越低；

假设２：老年人比重和抚养比上升将增加地区财政压力；

假设３：人口流动对地区财政压力有显著影响，影响途径主要是地区人口年龄结构

变动；

假设４：较高的地区财政收支压力导致了较高的养老保险费率和缴费基数。

三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８７个地级以上城市 （含副省级和直辖市）养老

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为手工收集，数据来源于北大法意和法宝数据库、地方政府的社

会保障门户网站以及劳动法宝网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本文所涉及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

来自各省区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

数据。本文的研究还涉及到地级市的各项经济数据，这方面的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作者从中收集了全国２８７个地级市、省直辖区以及直辖市的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的相应统计指标。

（二）变量定义

１养老保险成本变量

城市养老保险费率 （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即城市企业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对数城市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Ｌｎｂａｓｅ），等于城市社会平均工资６０％金额的对数。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这里统计的养老保险费率是企业缴纳的费率，并未包含个人缴纳费率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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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忽略个人费率，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是探讨企业养老保险成本负

担地区不平衡问题，因此需要特别关注与企业有关的费率；二是在实际数据中，个人

费率的地区变异很少，对总体养老保险成本地区差异的影响甚微。

２人口流动变量

人口流动比率 （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定义为户口登记地为外省区的人口数 （流入人口）除

以户口地为该省但人在外省区的人口数 （流出人口）。外来人口比率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定义为外来人口数除以本地人口数，其中外来人口数为户口登记地不在本地区的人数，

本地人口数为户口登记地在本地区的人数。人口流动变量根据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以及

２０１０年全国各省区人口普查 （以及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其中 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为省

区层面变量，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为城市层面变量。同时据此将地区作两种划分：一是将人口

流动比率大于１的地区定义为人口流入地区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１）；二是将人口流动比率大于１

且外来人口比率超过０３的地区定义为人口流入地区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２）。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１代表比

较宽泛的人口流入地区定义，但一些地区人口净流出规模不大，因而其人口年龄结构

受到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２考虑了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但属于这一类地区

的样本比较少，统计上可能损失一定的效率。

３人口年龄结构变量

老年人比重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等于城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数除以城市人口总数；总抚养

比 （ＤＲ），等于０～１４岁人数与６０岁以上人数之和除以１５～５９岁人数；少儿抚养比

（ＣＤＲ），等于０～１４岁人数除以１５～５９岁人数；老年人抚养比 （ＯＤＲ），等于６０岁以

上人数除以１５～５９岁人数。本文研究还涉及对各个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动的实证检验，

这些年龄段人口比例变量在使用时直接给出定义，此处不再赘言。

４城市和省区层面变量

财政压力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定义为城市预算内财政收入除以预算内财政支出，该值越

高意味着财政压力越小，越低则说明财政压力越大；最低工资对数 （Ｌｎｍｉｎｉｗａｇｅ），等

于城市年度最低工资金额的对数值①；就业人数对数 （Ｌｎｃｉｔｙ＿ｅｍｐ），等于该城市从业总

人数的对数值；平均工资对数 （Ｌｎｃｉｔｙ＿ｗａｇｅ），等于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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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低工资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全国３４４个地级市及省辖区所颁布的最低工资调整公
告，公告主要通过查阅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各地级市相关部门网站所得。由于最低工资调整

月份并不统一，因此我们依据许和连和王海成 （２０１６）的做法，将该年度最低工资按照月份
加权平均。具体区域划分可参见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Ｇｄｐｇｒｏｗ），等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

对数 （Ｌｎｆｄｉ），等于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以当年度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折算为人民

币）的对数值；经济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ｌｅｖｅｌ），定义为该城市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

除以城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分权程度 （Ｂｕｄｄｅｃ），定义为城市财政收入除以中央政府

财政收入；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 （Ｒａｎｋｉｎｇ），来自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２０１３年报告》（王小鲁等，２０１３），属于省区层面的变量；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为

所处省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以上变量中的名义货币变量均采用城市所处省区２０００年

为基期的ＣＰＩ指数平减为实际数值。

５地区和年度效应

根据中国各地区地理以及经济联系的特点，本文按照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将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六大区域，分别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①。此外，本文通过设置

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年度效应。

（三）描述性统计

为了从总体上考察人口流动与养老保险成本、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压力以及其他

城市变量之间的关系，表３列出按照人口流动比率 （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从小到大排序后的描述

性统计。同时，表中也给出了最低级别与最高级别差异的数值及显著性检验。

表３　描述性统计

按照人口流动比率（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排序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５）

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３６９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１ ０１８２ ００２３

Ｌｎｂａｓｅ ３７２４ ６６７８ ６５５９ ６６８９ ６６４９ ６６９０ ６８１２ －０２５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３６８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８ ０１４３ ０３８５ －０３３８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 ３８０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５

ＤＲ ３８０２ ０４６７ ０５１１ ０４９５ ０４４２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２ ００５８

ＣＤＲ ３８０２ ０２８７ ０３２１ ０３００ ０２６９ ０２５７ ０２８５ ００３６

ＯＤＲ ３８０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３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３０５４ ０４９２ ０４４８ ０３５５ ０４６７ ０５７６ ０６５２ －０２０４

Ｌｎｍｉｎｉｗａｇｅ ２９５７ ６２００ ６０４１ ６１６０ ６２１９ ６２９７ ６３５３ －０３１２

Ｌｎｃｉｔｙ＿ｅｍｐ ３７０５ ３４０３ ３３００ ３１６０ ３４１９ ３４７２ ３６８６ －０３８６

Ｌｎｃｉｔｙ＿ｗａｇｅ ３７００ ９７４６ ９６１７ ９７５３ ９７３７ ９７９６ ９８３９ －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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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按照人口流动比率（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排序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５）

Ｇｄｐｇｒｏｗ ３４７５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０

Ｌｎｆｄｉ ３５５３ １１０７ １１０４ １０１８ １０５０ １１６５ １１９２ －０８７６

Ｏｐｅｎｌｅｖｅｌ ３８０２ ０２９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３ ０３１２ ０８１７ －０７２２

Ｂｕｄｄｅｃ ３８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６

Ｒａｎｋｉｎｇ ３７７４ １５６５ １６５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１６ １２８８ １１５８ ５００３

ＣＰＩ ３７２４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０ ０００５

　　注：按照人口流动比率 （Ｆｌｏｗｒａｔｉｏ）从小到大排序均分为五级， （１）为最低级别， （５）为最高级别；ｐ＜
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各市养老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对应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从表３得到的信息符合本文的猜测与预期。人口流入程度最高的地区 （第 （５）

列）是养老保险费率最低的地区，其老年人比重和抚养比指标均显著低于人口流动比

率最低地区 （第 （１）列），其外来人口比率显著高于人口流动比率最低地区，且其财

政压力也显著低于人口流动比率最低地区。从表３中城市最低工资 （Ｌｎｍｉｎｉｗａｇｅ）和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 （Ｌｎｃｉｔｙ＿ｗａｇｅ）的均值统计也可以看出，高人口流动比率地区的工资

水平显著高于低人口流动比率地区。从差异的经济显著性来衡量，养老保险费率差异

（（１）－（５））占均值的１１６％，而缴费基数差异占均值的３７９％，相对而言，人口流

动比率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费率上的差异要大于缴费基数的差异。此外，人口年龄结

构的地区差异幅度也基本在均值的１０％以上，财政压力指标的地区差异达到均值的

４１４６％。总体来看，表３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压力

和养老保险成本均有密切关联。当然，这种关联可能只是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因此本

文在下面部分将从多个方面论证其中的因果联系。

（四）人口流动与养老保险成本地区差异

本部分对人口流动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中国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地区差异之间的关

系做进一步说明。尽管统一的 《社会保险法》直到２０１０年才出台，但在这之前国务院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已经通过一系列文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以及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涉及城镇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以及

农村居民。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险统筹体制，各省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来制

定相应的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实行区域内统筹，因此对于养老保险费率以及基数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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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相当程度的地区差异 （Ｆａ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１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区在养老

保险费率和基数的计征标准和方式等方面先后做了不少调整。

地方政府在征缴养老保险费用时，一般以企业职工工资为缴费基数，即企业要为

每个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等于职工工资乘以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率。但是一般而言，

如果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６０％，则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６０％计征养老

保险费；如果职工工资高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３００％，则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３００％计征养老保险费①。因此，本文根据大部分地区通行的规定，以当地社会平均工

资的６０％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通过图２可以在总体上直观了解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之间的关系。图２

中的费率差异为人口流出地区与人口流入地区平均养老保险费率之差②，可以看到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３年，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保险费率始终高于人口流入地区，而且两者的

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反映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保险

支付压力逐渐上升。从图２还可以看到，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准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差异也有缩小趋势，这与费率差异的观察事实是一致的。

下面的表４提供了全国各地区城市 （含地级市、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养老保险

费率及基数的基本统计特征。从表４的全样本统计可以看到，中国地区养老保险费率

变异既来自于城市间差异 （其组间标准差约等于均值的８％），也来自城市内的时序变

化 （其组内标准差约等于均值的６％）。表４列出相邻近两个省区的差异对比，可以发

现养老保险成本的地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费率上。表４列出的两组省区，按

照人口流动比率对比，广东与广西的人口流动差异较大，浙江与安徽的人口流动差异

较小。表４的均值统计表明，人口流入地区 （广东和浙江）的养老保险费率显著低于

人口流出地区 （广西和安徽）；而且人口流动差异较大的组，养老保险费率差异也较

大，广东的养老保险费率低于广西３３％，浙江的费率低于安徽１４％。相比之下，两

类地区在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与地区社会平均工

资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人口流入地区的人均收入较高，本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平均工

资以及缴费基数。然而，人口流出地区和人口流入地区缴费基数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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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只是大多数省区通用的规定，也有若干省区没有规定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如根据２０００年
《辽宁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只有职工个人缴费基数有上下限，企业则以

职工工资总和为缴费基数。

本文对人口流出和流入地区有两种定义，此处作图使用第一种定义 （Ｌａｂｏｒｆｌｏｗ１），两种定义
作图结果类似。



图２　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全国地级市、副省级城市及直辖市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
整理绘制得到。

说明前者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相对高，后者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相对低，可见现实中一些

地区也会通过调整社会平均工资和缴费基数达到调节养老保险缴费成本的目的。

表４　地区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

人口流

动比率

养老保险费率

组间 组内 均值
差异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组间 组内 均值
差异

全国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１９８ ７９２３６ ８４１７３ １３３６６５

广东 ３３１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１６６

广西 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０３３

２９８０９ ４６９６９ １３２５７８

２９５２８ ４６７２６ １３６９５９
－４３８１

浙江 ４６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８８

安徽 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２０２
－００１４

４２８５ ４３８２４ １２３２０７

３５８６ ６９３４８ １１６７１４
６４９３

　　注：其中 “组间”代表组间标准差，“组内”代表组内标准差；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全国地级市、副省级城市及直辖市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整理计算得到。

四　人口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地区财政压力

（一）人口流动对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本部分将利用城市层面人口流动变量，使用如下计量回归方程，在充分考虑其他

因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人口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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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ｃｔ＝α＋β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ｃｔ－５＋γ１Ｃｈｉｌｄｒａｔｉｏｃｔ－５＋γ３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４５＿５４ｃｔ－５

＋γ３Ｐｏｐｇｒｏｗｃｔ＋ηｓ＋δｔ＋εｃｔ
其中，下标ｃ代表城市，ｊ代表省区，ｔ代表时间；因变量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代表某一年龄段

人数占比；主要解释变量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为城市层面的外来人口比率，度量城市的人口流

入或流出程度；Ｃｈｉｌｄｒａｔｉｏ表示少儿人数比重，等于 ０至 １４岁人数除以总人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４５＿５４表示４５－５４岁人数比重；Ｐｏｐｇｒｏｗ为人口自然增长率；ηｓ为地区变量，δｔ
为时间变量，εｃｔ为随机扰动项。人口比重数据来自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以及２０１０年的全国

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人口自然增长率根据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本文希望考察人口变量在较长时期带来的影响，同时为避免人口变量与随机扰动项同

期相关关系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故而将解释变量滞后５年①。计量回归方程 （１）控

制了该城市以前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对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还控制了地区和年度

效应。

计量回归方程 （１）的估计结果见表５。为了可以比较清晰详尽地了解人口流动对

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多方面影响程度，因变量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取６个不同的年龄段人数比重，

分别进行回归估计。从表５可看出，当因变量为较低年龄段人口比重时，人口流动变

量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的系数通常显著为正或不显著，而当因变量为较高年龄段人口比重时，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系数通常显著为负，特别是在所有回归中，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对６０岁以上人口比

重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人口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经济显著性也相当大：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变动一个单位标准差时 （０３７７），导致６０岁以上人口比重变动幅度约为样

本均值的６１８％，相当于６０岁以上人口比重变动标准差２６％。此外，估计结果显示，

人口流动对３５～５４年龄段人口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由于解释变量为滞后五

年的数值，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回流的效应。导致外来人口回流的原因很

多，技能可替代性、户籍管制、永久定居成本或者回乡创业等，都会降低人口流入地

区中年组别的人数比重 （张宗益等，２００７；王子成、赵忠，２０１３）。

总体上看，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与本文的假设１相吻合：流动的人口基本以年轻

人为主，这就造成人口流入地的年轻人比重上升，老年人比重下降。对６个不同年龄

段人口比重进行的回归，充分说明人口流动对中国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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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使用的样本数据时期为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以及２０１０年三期，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
的时间间隔是５年一次，因此在计量回归方程中，滞后５期恰好对应于５年后的人口普查
（或抽查）。



表５　人口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检验

因变量：Ａｇｅｒａｔｉｏ

１５～２４岁 ２５～３４岁 ３５～４４岁 ４５～５４岁 ６０岁以上 ６５岁以上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Ｃｈｉｌｄｒａｔｉｏ
００９０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４５＿５４
０４１３

（００８３）
０２３３

（００５８）

Ｐｏｐｇｒｏｗ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度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４５２ ４５２ ４５２ ４５２ ４５７ ４５２

Ｒ２ ０４２５ ０５７５ ０３９６ ０７０２ ０４８５ ０４７５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对应年份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地区财政压力的实证检验

本文的理论假设２预期，老年人比重提高将会对地区财政形成支付压力。本部分

的实证检验策略是以城市的财政压力指标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作为因变量，以城市老年人比

重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如果老年人比重确实对地区财政形

成较大的压力，那么变量Ｏｌｄｒａｔｉ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实证检验结果见表６。第 （１）

列为仅控制了地区效应的回归，可以看到Ｏｌｄｒａｔｉｏ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与预期

相符。为了控制地区经济状况对财政压力的影响，第 （２）列回归中加入一系列城市和省

区经济变量：城市最低工资对数 （Ｌｎｍｉｎｉｗａｇｅ）、城市就业人数对数 （Ｌｎｃｉｔｙ＿ｅｍｐ）、城市

平均工资对数 （Ｌｎｃｉｔｙ＿ｗａｇｅ）、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Ｇｄｐｇｒｏｗ）、城市外商直接投

资对数 （Ｌｎｆｄｉ）以及所处省区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名义变量使用以２０００年为基

期的物价指数平减，所有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根据赵文哲等 （２０１０）、李尚蒲和罗

必良 （２０１５）以及王贺嘉 （２０１６）等国内文献，影响中国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的重要

因素还有地方经济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ｌｅｖｅｌ）、财政分权程度 （Ｂｕｄｄｅｃ）。此外，考虑到地

区治理环境对地方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影响，本部分还将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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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ｋｉｎｇ）放入第 （３）列回归方程中。２００４年 《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标志着中

国劳动成本开始持续上涨，这对城市劳动用工情况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

养老保险缴费劳动者人数。因此本部分使用变量Ｅｆｆｅｃｔ２００４度量２００４年后劳动成本的

变动程度，定义为２００４年虚拟变量×城市实际最低工资对数①。考虑到城市变量的时

序相关性，标准误使用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从表６可以看到，即使控制了省区和城市经济状况、开放程度、财政分权程度、

地区治理环境以及２００４年宏观冲击影响之后，关键解释变量老年人比重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的

系数估计值仍然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老年人比重的上升将会显著增加该地区财

政压力。从经济显著性角度衡量，按照第 （４）列回归估计结果计算，当城市的老年人

比重上升一个标准差 （００２９），财政压力指标将下降００３３，大约是财政压力指标均值

的７％，约为其组内标准差 （００７１）的４６％，组间标准差 （０２２）的１５％。这说明老

年人比重变动可以解释横截面上城市间财政压力差异的１５％，可以解释城市财政压力

指标时间序列变动的４６％。

表６　老年人比重对地区财政压力的影响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
－０９１９

（０３３７）
－１１３２

（０２７７）
－１３３３

（０２８０）
－１１４４

（０２８１）

Ｌｎｍｉｎｉｗａｇｅ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１）

Ｌｎｃｉｔｙ＿ｅｍｐ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４）

Ｌｎｃｉｔｙ＿ｗａｇｅ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１）

Ｇｄｐｇｒｏｗ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８）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６）

ＣＰＩ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０）
０１７７

（００９９）

Ｏｐｅｎｌｅｖｅｌ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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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２００４年虚拟变量定义为２００４年以前为０，２００４年以后 （含２００４年）为１。



续表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１） （２） （３） （４）

Ｂｕｄｄｅｃ
０６９４
（０４８９）

０６５２
（０４８４）

Ｒａｎｋｉｎ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Ｅｆｆｅｃｔ２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３１４８ ２４３５ ２４３２ ２４３２

Ｒ２ ０２６２ ０５４８ ０５５６ ０５６４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其他地区层面数据计算得到。

（三）人口流动影响地区财政压力的传导机制检验

根据本文的假设３，人口流动通过引起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影响到地区财

政压力。尽管到目前为止，本文的实证检验证实人口流动能够引起老年人口比重上

升，而老年人比重上升增加了地区的财政压力，但是不能因此得出人口流动通过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而对地区财政压力产生作用。这是因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人口流动

引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可能不足以对地区财政压力产生明显作用；二是人口流动可

能存在其他未知途径对地区财政压力产生作用。为了检验这两种可能性，我们进行了

两个对应的实证检验：首先，使用外来人口比重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代替人口年龄结构变

量，对财政压力变量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进行回归，如果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

异对财政压力没有显著影响，那么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的系数应该不显著；其次，为了排除

其他传导机制存在的可能性，将外来人口比重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同时放进回归方程

中进行估计，如果存在其他未知传导途径，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的系数仍会保持显著性，但如

果只存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途径，那么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的系数应该不显著。

表７中的ＰａｎｅｌＡ和ＰａｎｅｌＢ分别给出了上述两个实证检验的结果，说明本文的假

设３是成立的。从ＰａｎｅｌＡ的三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人口流动能够显著影响地区财政压力，人口流入确实会缓解地方财政压力。Ｐａｎｅｌ

Ｂ给出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与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同时回归的估计结果，四组回归中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的系数均不再显著，说明除了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人口流动再无其他影响

地区财政压力的途径。综上所述，本部分实证检验结果支持假设３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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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人口流动与财政压力：传导机制检验

ＰａｎｅｌＡ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１） （２） （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１９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无 有 有

宏观效应 无 无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２９１５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１
Ｒ２ ０３４４ ０５５９ ０５７０

ＰａｎｅｌＢ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６５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７０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７５

（３） （４） （５） （６）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７）

Ｐｏｐｓｔｒｕｃ
－０７４５

（０３３１）
－０８６２

（０５０５）
－１４２４

（０７６０）
－２５５６

（１１９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１
Ｒ２ ０５７６ ０５７４ ０５７４ ０５７５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应年份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五　财政压力对地区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压力与地区养老保险成本

本部分考察财政压力对地区养老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的影响。在拟估计的计量回

归方程中，因变量分别为城市养老保险费率 （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以及对数城市养老保险缴

费基数 （Ｌｎｂａｓｅ），主要解释变量是城市的财政压力变量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城市财政收支

状况与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之间很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城市养老保险费率与基数

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城市的财政收支状况。因此回归方程的估计存在明显

的内生性问题，财政压力变量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系数的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值是不准确

的。本部分选择城市老年人比重作为财政压力变量的工具变量。根据上一部分的实证

结果，城市老年人比重上升，将导致城市财政压力增加；同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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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期特征变量，主要受到长期因素影响，与短期的养老保险费率或基数变动没有其

他的直接关联。如果确实存在 “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地方财政压力—地区养老保险成

本”的传导机制，那么财政压力变量中与老年人比重变动相联系的变异，应该会对地

区养老保险成本变量具有可预期的显著影响，即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会符合本文的假

设４①。

使用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估计结果见表８。如果本文关注的传

导机制确实存在，即老年人口比重变动影响财政压力，进而影响地区养老保险成本，

那么年轻人比重变动应该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没有影响。为此我们选择了６个不同年

龄段人口结构变量为工具变量，我们预期当以年轻人比重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二阶段

回归中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的系数应该不显著，而当以老年人比重作为工具变量时，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

表８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２０岁以上人口比重和３０岁以上人口比重对地区财

政压力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或显著为正，只有６０岁以上群体比重才对地区财政压力变量

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此，包含了年轻人比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并不是合适的工

具变量。根据本文的分析，如果对地区财政压力产生实质影响的是该地区的老龄人口，

那么以年轻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比重作为工具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将不会在第二阶段产

生显著负值。从表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看，当工具变量为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２０和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３０时，

无论因变量是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还是 Ｌｎｂａｓｅ，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而当工具变

量为６０岁以上群体比重时，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此可见，城市财政压力的

提高，显著正向影响到该城市的养老保险费率和基数，其内在的传导路径是：老年人

比重变动影响到城市财政压力，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养老保险费率和缴费基数的决定。

由于因变量Ｌｎｂａｓｅ为对数值，所以表８的回归结果实际上表明地区财政压力的增加显

著提升了地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增长率。因此，此前分样本检验显示人口流入与流

出地区在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水平值上差异并不显著，但是人口流出地区受到更大的财

政压力，因而表现出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增长率。

为了确保实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表８的人口比例变量替换为抚养比变

量，使用相对结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２ＳＬＳ估计，估计结果列在表 ９中。

相对于老年人比重，老年抚养比更能直接反映地区养老保险收支压力。在现行的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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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影响机制。类似的做法有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现付制下，老年抚养比上升意味着每一个年轻劳动者所需要负担的老龄人口养老保险

费用增长了。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预计当以抚养比为工具变量时，第二阶段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的系数估计应该显著为负。从表９中可以看到，当工具变量为总抚养比以

及老年抚养比时，地区财政压力对城市养老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均具有显著负向效

应，而老年抚养比的系数明显大于总抚养比的系数，这与表８的结果是一致的。表８

和表９都给出了每个工具变量的无法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统计检验结果。当工具变量为

年轻人比重时，不能拒绝不可识别或弱工具变量原假设；当工具变量为老年人比重以

及老年抚养比时，可以拒绝两个原假设。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财

政压力的主要途径是养老保险收支，与本文分析推断是一致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假设４是成立的。

（二）人口流动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的影响机制

在前面的实证检验中，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增加地区财政压力，进而导致地方政

府提高养老保险费率以及缴费基数。根据本文所提出的人口流动传导机制，人口流动

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地区老龄化程度———财政压力”渠道。为了

表８　财政压力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的影响

第一阶段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工具变量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２０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３０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６５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７０ 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７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０３９０ ００１２ －１１８９ －１５５７ －２３６５ －４０４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９） （０２９６） （０４４４） （０６５３） （１０４７）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第二阶段 因变量：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３）

６２７６
（７５６６）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４）
－０２３６

（００７９）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９）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２２０２ ２２０２ ２２０４ ２１９６ ２１９６ ２１９６

ＵＩＴ ４９９ ００１ １５０４ １１１１ １１２３ １２４４

ＷＩＲ ０１８ １３７６ ２９７４ ２８４１ ２６４１ １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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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二阶段 因变量：Ｌｎｂａｓｅ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０２６９
（０８４２）

２４２９
（７７４７）

－１４１９

（０３６１）
－１４７９

（０４２８）
－１４８３

（０４３０）
－１４０８

（０４１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２３０２ ２３０２ ２３０４ ２２９６ ２２９６ ２２９６
ＵＩＴ ６４１ ０１７ １４８４ １０９５ １１３１ １２５５

ＷＩＲ ０１０ ０４９ １６５０ １３３５ １２８６ １１３６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ＵＩＴ为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检
验的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ＷＩＲ为Ｗｅａｋ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ｏｂｕｓｔ检验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各市养老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对应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９　抚养比与地区养老保险成本

第一阶段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工具变量 ＤＲ ＯＤＲ

（１） （２）

－０４７１ －０７８１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３）

控制变量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第二阶段 因变量：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因变量：Ｌｎｂａｓｅ

（１） （２） （３） （４）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３）
－０６０８

（０３３１）
－１２４１

（０３１１）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２２０４ ２２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ＵＩＴ ２３３７ １７５３ ２４８７ １７８７

ＷＩＲ １８２１ ２７７１ ３１４ １５５０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ＵＩＴ为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检
验的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ＷＩＲ为Ｗｅａｋ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ｏｂｕｓｔ检验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各市养老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对应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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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这个影响机制，本部分同时给出两种实证检验，然后对其估计结果进行比较：第

一种检验是以人口流动变量为工具变量，使用２ＳＬＳ单独考察财政压力对地区养老保险

成本变量的影响；第二种检验是以老年人比重为工具变量，以人口流动变量为解释变

量之一，使用２ＳＬＳ考察财政压力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变量的影响。如果人口流动变量

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具有影响，且影响渠道为人口年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只

有人口流动变量的２ＳＬＳ估计得到的相关变量系数是显著的，而当回归方程中同时包括

人口流动变量和老年人比重变量时，人口流动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 （如果该系数

值显著，则意味着人口流动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的影响存在其他未知渠道）。本部分的

传导机制检验思路类似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该检验成立的前提是人口流动变量是

完全外生的，如果人口流动变量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如可能存在某种潜在因素共同影

响地区养老保险成本和人口流动），那么该检验的结果需要谨慎解读。

表１０给出了人口流动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影响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当外来人口比重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作为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的工具变量单独进行２ＳＬＳ估计时 （第 （１）

列），第一阶段回归工具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流入比重越大，该地区财政收支

状况越宽松；第二阶段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因人口流入所产生的财政压力变

动能够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与本文推断一致。在第 （２）

列，老年人比重Ｏｌｄｒａｔｉｏ作为工具变量，且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之一。

此时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回归中，老年人比重系数显著为负，而外来人口比重系数不

显著；第二阶段回归中，财政压力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外来人口比重系数同样不显著。

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即人口流动对地区养老保险成本的影响渠道是地区老龄化

程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影响渠道。

表１０　人口流动与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传导机制检验

第一阶段 因变量：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１） （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９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９）

Ｏｌｄｒａｔｉｏ
－０７３０

（０３４２）

控制变量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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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二阶段 因变量：Ｐ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因变量：Ｌｎｂａｓｅ

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０２０２

（００９８）
－０２３９

（０１２０）
－０６９１

（０３４２）
－２２１８

（１１２８）

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３）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宏观效应 有 有 有 有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２１０３ ２１０３ ２２０３ ２２０３

ＵＩＴ １６０９ ４７７ １７２８ ４３５

ＷＩＲ ３８１９ １７４６ １７５ ９５８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ＵＩＴ为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检
验的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ＷＩＲ为Ｗｅａｋ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ｒｏｂｕｓｔ检验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各市养老保险费率及缴费基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５年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对应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

本文收集了全国２８７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养老保险费率及基数，匹配以城市层面的

其他经济数据，全方位实证分析人口流入、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地区财政收支状

况、地区养老保险费率和基数之间的传导过程。本文的研究显示，人口流入引起地区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地区外来人口比重上升将显著降低老年人比重和老年抚养比，而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演变对地方财政造成养老保险收支压力，使得老年人比重较大的地

区倾向于保持较高的养老保险费率和缴费基数增长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地区养老保

险成本不平衡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主题。如果不了解养老保险成本地区不平衡问

题的根源，养老保险地区不平衡就得不到真正解决。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造成地区养

老保险成本不平衡的历史成因：人口流动与流动性差的养老保险收支体制产生内在矛

盾，导致人口流出和流入地区养老保险收支状况不平衡。本文认为，要切实解决企业

养老保险成本负担重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应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流

出地区要制定有力政策，减少制度成本，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留住本地区年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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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从现期看，当务之急是要增加养老保险统筹部分跨省转移的比例，这样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为降低该地区企业养老保险成本

负担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在制度上应该逐步放宽户籍管制政策，降低外来劳动者

在大城市定居的制度成本，减轻人口流出地区的后期养老保险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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