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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

镇等特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发展，并表现

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2010—2020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 2021—2034 年

为高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 2035—2050 年为高位发展阶段，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常态化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深

远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户籍制

度改革，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和服务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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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城乡差异大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主要特征之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

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
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根

据普查结果，2010 年我国农村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为 14． 98%，较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3. 3 个百分点; 从 2000 到 2010 年，我国农村人口老

龄化程度提高了 4 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人口老龄

化程度仅提高 2 个百分点; 农村人口老龄化区域差

异指数①为 0． 164，而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指

数为 0． 155; 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经接

近 1 亿，较城镇多约 2 100 万人。由于到农村经济

基础较为薄弱，制度准备也不充分，因此应对农村

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特别是在

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农

村人口老龄化不仅事关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

局，而且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生

育率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大规模乡城人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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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 崔丽，2007; 李文政，2009) 。人口老龄化对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涉及方方面

面，现有研究对此进行了较多关注，内容涉及农业

产出 ( 陈 锡 文 等，2011 ) 、粮 食 生 产 ( 胡 雪 枝 等，

2012) 、土地租赁 ( 汪险生 等，2013 ) 、消费结构 ( 王

舒 等，2011) 、养老保障( 葛庆敏，2010) 、农村新型合

作医疗制度 ( 李炳海 等，2009 ) 、医疗卫生服务 ( 张

秋云 等，2007) 等。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

多是基于历史或现实的情况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

的影响和对策，很少有研究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长

期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人

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而在

当前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形势下，非常有必要对

其发展趋势及影响进行预判，以便及早做出相应准

备。为此，本文将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对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

就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

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需求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系统

分析，进而提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农村人口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未来的

发展变化不仅与人口自然变动( 生育和死亡) 有关，

还受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因此，在预测中国农

村人口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时，我们将农村人口作

为全国人口的一个有机部分来进行预测。这里采

用 Spectrum 人口预测软件来进行预测，该软件可以

进行分城乡人口预测。具体数据基础和参数设置

如下:

( 1) 总人口和人口结构: 人口预测以 2010 年为

基期，预测期为 2010—2050 年。2010 年底全国分

年龄性别人口数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

结构与年底总人口数计算得出，城镇分年龄性别人

口数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年龄性别结构

与年底城镇人口数计算得出，二者相减可得年底分

年龄性别农村人口数。
( 2) 死亡水平: 这里采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

模型生命表来表示。毫无疑问，中国未来人口预期

寿命将继续提高，假定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

2010 年的基础上逐渐提高至 2050 年的 79． 5 岁，接

近《世界人口展望 2012》( United Nations，2013) 中关

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中方案水平( 79． 9 岁) ，其中

男性为 77． 6 岁，女性为 81． 5 岁。本文采用联合国

东亚模型生命表。
( 3) 生育水平: 郭志刚 ( 2011 ) 利用六普数据的

估计结果显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总和生

育率急剧下降; 1996—2003 年最低，仅为 1． 4 左右;

最近几年略有回升，也只有 1． 5 的水平。考虑到近

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放松迹象，已允许夫妇一

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二孩，预计将使生育率水平出

现上升，这里假设 2010 年以后总和生育率逐渐线性

上升，到 2015 年上升至 1． 8，然后保持不变。
( 4) 出生性别比: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已

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出

生性别比高达 118． 47，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

比略有下降，为 117． 94。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涉及

性别偏好及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短时间内不可能

出现根本扭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出生性

别比偏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但

偏高的局面将逐步扭转，假设出生性别比在 2010 年

的基础上逐步线性回落到 2050 年的 105。
( 5) 城镇化水平: 假设城镇化水平从 2010 年的

49． 95%提升至 2050 年的 75%。其中，城镇化率的

变化参考联合国( United Nations，2012 ) 关于中国城

镇化率的变化趋势进行处理。
预测结果显示( 见图 1) ，在预测期内，中国农村

人口老龄化将继续深入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

面: 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提高。2011
年，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 15%，预

计到 2021 年 60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将 突 破

20%，2033 年左右将突破 30%，2050 年则将达到

38%左右。二是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在 2034 年左

右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60 岁及以上人口在 2020
年左右 达 到 1. 23 亿，2030 年 左 右 达 到 1． 49 亿，

2034 年左右达到 1． 54 亿的峰值，此后开始缓慢下

降，2038 年左右下降到 1． 5 亿以下，2043 年下降到

1． 4 亿以下，2050 年下降到 1． 28 亿左右。三是农村

人口老龄化速度在 2035 年以前较快，2035 年以后

速度相对较低。2011—2034 年，农村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率均超过 2%，大多数年份的

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率甚至超过 3%。2035 年以后，除

个别年份外，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率低于 2%，2038—
2044 年甚至低于 1%。四是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表

现出前期稳定、后期加速的特征，2030 年后开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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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以前，中国农村高龄化程度( 8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基本保持稳定，

维持在 11—12% 左右，2030 年以后将开始加速，到

2037 年左右将超过 15%，到 2050 年将超过 22%。

图 1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趋势 /%

从预测结果来看，预测期内中国农村人口老龄

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从 2010 到

2020 年，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

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如果将中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向高位发展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爬

坡的过程，则这一阶段属于爬缓坡阶段。这一阶段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相对较低，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比例基本维持在 20% 以下; 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在 1． 25 亿以下; 人口老龄化速度虽然较高，但相对

后一阶段还略低; 高龄化趋势虽已出现，但总体趋

势还较为平稳。这一阶段对中国应对农村人口老

龄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进行政策准备、积累

社会财富的重要阶段。第二阶段是从 2021 年到

2034 年，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阶段，是爬陡

坡时期，也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关键时期。这一

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但除期末个别年份

外，低于 30% ; 老年人口规模迅速膨胀至 1． 54 亿左

右的峰值; 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历史最高速时期，

大多数年份老年人口比例增速超过 3% ; 高龄化水

平依然低于 15%，保持相对稳定。由于人口老龄化

快速发展，如果前期政策准备和社会财富准备不

足，可能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应对稍有

不慎，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第三阶段是从 2035 年到

2050 年，这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位发展阶段，再次

经历一个爬缓坡时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

化时期。这一阶段农村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31%，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位，老年人口规模则随着总

人口下降和城镇化进程双重影响而导致的农村人

口减少而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波动变小并

总体上减速，但高龄化速度加快。此时，农村呈高

度老龄化状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各项社会经济

政策的常态和必备功能。

三、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

1． 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劳动力供给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将从数量和结构

两方面产生影响。根据预测结果，从数量上看，我国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了下降并将继续下降; 从

结构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

下降，而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自身也将出现老化。
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从 2000 年以来已经处

于不断下降的过程中。2000 年，我国农村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 5． 14 亿; 2005 年，下降至 4． 79
亿左右; 到 2010 年，进一步下降至 4． 36 亿左右。据

预测，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城镇

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继续

缩小，到 2016 年左右将低于 4 亿，2029 年左右将低

于 3 亿，2043 年左右将低于 2 亿，到 2050 年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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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6 亿左右。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目前也已经开始下降。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 年农村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 63． 6%，2010 年农

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到 65． 85%。但据预测，

自 2010 年之后这一比例将逐渐下降，2020 年将下

降至 60%以下，2030 年将下降到 53% 左右，从 2040
年开始将低于 50%，2050 年则将下降至 44%左右。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农村劳动年龄人口

的内部结构也正在老化。2000 年，40 ～ 59 岁农村劳

动年龄 人 口 占 全 部 农 村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比 例 为

36. 19%，2010 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 44． 99%，

10 年间上升了约 8． 8 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劳动年

龄人口内部结构的老化将持续发展，从 2010 年到

2050 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呈明显的顶部放

大、底部收缩趋势( 见图 2) ，反映出劳动年龄人口中

的高龄人口比例日益加大、低龄人口比例逐渐减少

的老龄化特征。

图 2 2010 年和 2050 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

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状况的变化，一

方面将影响农村和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进而影响

农业发展。近 年 来 农 村 出 现 的 空 心 化 和 只 剩 下

“993861( 老年、妇女、儿童) 部队”现象，都从侧面反

映出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将导致农村

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输送乏力，影响非农产业的发

展。长期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得

以腾飞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

逐渐完成，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从无限供给 ( 因为

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走向了有限供给，迎来刘

易斯转折点，出现劳动力工资上涨。这种现象进一

步发展，必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削弱农业及非农

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可以说，近年

来“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的出现是中国迎来刘

易斯转折点的一个证明，也是人口老龄化影响渐显

的一个明显征兆。

2． 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把双刃

剑，存在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两个方面。
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表现

在多个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弱化了农

村家庭的经济组织功能。农村家庭是我国农村社

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和经济单位，长期以来，青壮年

劳动力一直是农村家庭进行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
人口老龄化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例双双

下降，反映在家庭层面上的结果是单个家庭青壮年

劳动力的减少，而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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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传统意义上的家

庭应具有的农业生产组织的经济功能日益弱化( 孙

慧阳，2008) 。在农村生产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下，家庭生产组织功能弱化必然对农业生产产

生不利影响。二是农村劳动力老化将影响农业生

产率的提高，影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提

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

根本出路。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在农村老年农

民日益成为主要劳动力，由于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

等的制约，严重影响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新技术

的推广、良种的使用、土壤的改良、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等，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影响极大 ( 李

宗才，2007; 孙慧阳，2008 ) 。三是人口老龄化造成

的养老需求增加将有可能对农业生产投入产生影

响。在宏观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虽然使老

年人口生活获得了基本保障，但随着覆盖面的逐渐

扩大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庞大的开支必然将

分流部分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从微观上看，

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缩小，赡养比提高，农民

个人负担加重，也会影响家庭的资金安排，对农业

投入产生影响。四是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居民的

消费产生严重制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保
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老龄化将增加农村居民的储

蓄倾向，人们将不得不为未来进行储蓄，从而压缩

当期消费。有研究( 李春琦 等，2009) 发现，老年抚

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负影响，人口结构变

化和固有的消费习惯是农村消费偏低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王舒 等，2011 ) ，农村人口老龄

化总体上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特别是衣

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

出。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上述影响最终

将体现在农业产出上，陈锡文等 ( 2011 ) 的研究发

现，2002 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和劳动力转

移对农业产出产生显著负作用，即人口老龄化对农

业产出产生了消极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人口老龄化也会给农村经济发

展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造成的

劳动力供给下降，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有

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长期以来，我国农村

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框架下，土地作为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基本是

在集体的范围内按照农村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这

种分散的小规模经营过去确实发挥了农民在生产

中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社会公平。但是，这种制度也存在诸多天然

缺陷: 无法实现规模经营，没有规模效益; 个体经营

方式也不利于参与市场竞争; 等等。随着人口老龄

化和人口流动，一方面部分农村家庭由于劳动力不

足产生了土地流转的需求; 另一方面外出获得的经

济收入又使得部分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

低，增加了土地流转的可能性。通过土地流转，可

以实现土地的集中以及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和现代

化，开展集约化农业生产经营，从而有利于提高劳

动生产率。其次，农村人口老龄化将有助于推动农

村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力供给的

影响虽然对现有劳动密集型发展路径不利，但却可

以刺激人们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在劳动力资源不

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技术革新，逐步从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提

高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和优化升级。最后，农村人口老龄化还将带动农村

老龄产业，特别是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

带来新的增长点。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和产品需求将迅速增长，而随

着部分农民工逐渐返乡养老，长期在外务工得到的

经济收入客观上导致他们较上一代农村老年人的

购买力更强，市场观念也更强，预计老龄产业的市

场容量将快速扩张，有望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这些影响可能会以不

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可能互相交织，互相抵消。
未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应该扬长避短，尽量利用

积极因素，减小消极影响。

3． 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 1) 人口老龄化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

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后果之一是老年人口抚

养比的持续上升。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

断提高，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将持续上升。2010 年，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约为 22． 75%，根据预测，到

2025 年将超过 40%，2035 年将超过 60%，2048 年将

超过 80%，2050 年达到 85%左右。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升高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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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制度

贡献者( 缴费者) 和制度受益者( 养老金领取者) 的

力量对比，二者的一减一增将从两个方向影响制度

的收支平衡。随着我国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覆

盖面的扩大，人口老龄化对新农保的影响也将逐渐

显现，制度的支付压力将迅速增加。根据养老金制

度的资金平衡公式，可以推算出以下公式 ( 林宝，

2010) :

gst = grP + grA + grV

其中，gst为缴费率的增长率，grP 为老年人口抚

养比的增长率，grA为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养老

保险制度覆盖率之比的增长率，grV为养老金平均替

代率的增长率。在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养老

保险覆盖率之比及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变的情况

下，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长率直接决定了缴费率的

增长率，也就是决定了养老负担的增长情况。
根据预测，2010—2035 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

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压力快速加大，在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人口老龄化就将

使养 老 支 付 压 力 每 年 增 长 2． 5% ～ 5% 左 右。
2022—2030 年是养老支付压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各

年增长率均在 4%以上; 2036—2045 年，养老支付压

力的增速将减缓; 2045 年以后养老支付压力增长将

再次抬头，但与 2022—2030 年相比增速将有所减

缓，年增长率基本在 3% ～4%之间。
( 2) 人口老龄化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增加部分疾病的患病率。有研

究发现( 梁酉 等，2003 ) ，大多数常见慢性病的患病

率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这里，我们采用

较为保守的估计，假定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其他人

群患病率的 1． 5 倍，则人口老龄化在 2035 年以前的

大部分年份将引起农村人口患病率年增长 0． 5% ～
0. 9%，而 2047—2050 年则将达到 1%左右。

患病率的上升将直接增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的费用支出，增加制度的风险。按照目前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所有年龄的农村人口都应该

缴纳合作医疗费，患病时可享受不同条件的门诊报

销或住院报销制度。因此，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筹

集与农村人口数量有关，与人口年龄结构基本无

关; 而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支出则受到人口老龄化

所引起的患病率上升的影响。在人口规模一定的

情况下，患病率越高，医疗费用支出也就越高。考

察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平衡，可以发现，资金收入

等于参保人员乘以缴费水平( 人均缴费额) ，资金支

出等于参保人员乘以患病率乘以报销水平( 人均报

销额) 。如果要实现收支平衡，由于两边的参保人

员数相等，所以必须使得缴费水平要等于患病率乘

以报销水平。由于一定时期的医疗成本及报销标

准相对确定，患病率升高，必然要求提高缴费水平，

如果无法提高缴费水平，则可能出现支付紧张局

面，产生制度风险。
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还可能给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带来逆向选择问题( 李炳海 等，2009) 。逆向选

择是指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遵循自愿参与原则，

身体健康、疾病风险小的农民利用医疗服务的概率

低、预期效用低，因而更倾向于不参加新型合作医

疗; 与之相反，身体健康状况差、疾病风险大的农民

更倾向于参加新型合作医疗。显然老年人的疾病

风险更大，因此逆向选择发生时，老年人更乐于参

加新型合作医疗，而相对健康的年轻人可能会选择

不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这就会使参加者的平均医

疗费用水平高于整体人群的费用水平，实际支出总

额就可能超过预计的缴费水平，这就会导致制度支

付风险，而人口老龄化会加剧这种风险。

4．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中国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转变的趋势十分明

显，使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对制度化养老安排

的需求与日俱增。根据普查资料，2010 年 3 人及以

下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二，平均家

庭规模也从 1982 年时的 4． 41 人下降至 2010 年的

3． 10 人。1982 年我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还以大家庭

为主，6 人及以上户的比例最大，2000 年 6 人及以上

的家庭户已迅速缩小到 10． 2%，2010 年则进一步下

降至 6． 6% ; 农村一代户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18．
21%上升至 2010 年的 34． 18%，三代及以上户的比

例则由 22． 07% 下降至 18． 00% ; 65 岁及以上纯老

年户( 老人单人户或老年夫妇户) 占全部有老年人

家庭户的比例由 20． 98%上升至 29． 60%，尤其是老

人单人户的比例由 10． 70% 上升至 16． 07%。随着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家庭规模缩小和家庭

规模小型化的一个明显含义是，家庭中的养老负担

明显加大，而家庭中可承担养老负担的劳动力则在

87

林 宝: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



明显减少，一增一减对家庭的养老能力提出严峻的

挑战，迫切需要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安排。纯老年户

的增多，进一步反映了对社会化养老服务潜在需求

的增长趋势。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也客观上加剧

了对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

局( 2014) 农民工调查监测结果，2013 年中国农民工

总量约 2． 69 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超过了 1． 66 亿

人，其 中 50 岁 以 下 的 农 民 工 约 占 全 部 农 民 工 的

85%。大量农民工外出意味着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减

少，一方面，留守家庭的老年人成为家庭主要的劳

动者，劳动强度加大，与此同时，一些留守老人还需

要负责照看、抚养留守的孙辈，与传统的家庭结构

相比，承担的家庭责任大大增加。杜鹏等( 2004 ) 的

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后，老年人的家务负担和

农业劳动负担都有所加重。劳动负担加重必然使

老年人对生产生活服务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子

女外出减少了家庭照料者，也必然使老年人的服务

需求走向社会化，希望得到来自家庭以外的支持。
当前，引起较大关注的留守老人问题，很大程度上

与他们缺乏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有关。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 3． 32%，高于全

国 2． 95%的平均水平，这显示我国农村老年人的潜

在养老服务需求十分巨大。但是，当前农村养老服

务资源却严重不足，仍然处于保基本的初级阶段，

只有少数五保老人可获得最基本的养老服务，针对

其他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几为空白，养老服务资

源供给与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不平衡的问题

日益突出。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可以预见，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将快速增长，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扩大; 二是老年人

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平均需求水平将随着社会发展

而逐渐提高; 三是家庭提供养老服务能力的弱化将

客观上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社会养老服务。即便

不考虑后两个因素，仅仅因为老年人口规模的扩

大，至少在 2035 年以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

求总量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 如果考虑到后两

个因素，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总量的增长将快于农村

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

四、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应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应该从统筹城乡发

展、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的高

度，抓住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的战

略机遇期，将其作为一项影响全局的大事来抓; 从

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着手，积极推进农业现代

化; 加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包含养老服务在内的农村社会服务体

系，切实做到未雨绸缪，早准备、早安排。

1． 加大三农投入力度，促进农业现代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

出路所在，也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
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客观上

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

农业的技术强度和资本强度，减少对劳动力的依

赖。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努力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应从

广大农民，尤其是老年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

手，加大农村饮水安全、交通、能源、信息等投资力

度，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各项公共服

务设施，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适合农村老

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其次，要从供需两方面

着手调节农村劳动力平衡。在供给方面，要稳定并

建设专业化农业从业队伍，实现农业从业者的专业

化和职业化，保障农村劳动力的稳定供应。在需求

方面，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土地流转提高

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

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农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减

小老龄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的冲

击。再次，要加大对农村创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支

持力度，培育农村新产业，特别是应该大力发展适

合老年人的特色农业和保障老年人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的农村社会服务业，将农村社会服务业发展作

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新增长点。最后，

要鼓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尤其是有利于农村老

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技术创新，力争实

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便捷化。

2． 加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缓农村人

口老龄化进程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原有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还未完全被打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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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破除城乡分割较彻底的是在就业领域，因此劳动

年龄人口的流动就相对容易; 但由于在城市难以取

得户籍，举家迁移还是较少，而老年人口的流动更

是受制于诸多条件，因此老年人大多被留在农村，

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当前，我国

户籍制度改革尽管已进行多年，部分地区已经实施

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城乡福利与地区

福利等差异仍然存在，客观上仍然阻碍了人口流动

和人的城镇化。下一步应该根据国务院 2014 年 7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的精神，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从建立城乡统

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入手，逐步消除城乡户籍之间在

社会保障、教育等各领域的分割，推动流入城镇的

农村人口就地沉淀，使他们逐渐融入城镇，实现人

的城镇化。这样他们就没有必要把老年人单独留

在农村，举家迁移流动的比例将大幅增加，迁移流

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为均衡，从而逐步改变农村

“青壮年进城、老少留守”的现状。同时，还应该尽

量放开老年人投靠子女的条件限制，在税收、住房

等领域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子女接纳农村父母进城

同住。这些措施最终将有利于减缓农村的人口老

龄化进程。

3． 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逐渐扩大，农村居民的社

会保障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但是总体上仍然保障水

平较低、保障力度有限，必须进一步完善各项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继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

系，加大对有困难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贫困、失

能、高龄老人的救助力度，通过建立农村高龄老人

养老补贴制度、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

施，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进行托底。其次，要进一

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实现全覆盖

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基础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

合理区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基础养老金发放

中的责任和分工。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机制，方便

农民工在两种制度之间的转换，为其日后养老免除

后顾之忧。再次，要继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的财政补助水平、个人缴费和受益水平，

制订向高龄、失能、贫困老年人倾斜的措施。最后，

还应该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农村老年人

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

4． 加快建设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

乡社会服务一体化

随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

包含养老服务在内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也必然走向

社会化。为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应加

快建设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并推动城镇社会服务向

农村延伸，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率先实现社会

服务的一体化。首先，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服务组

织。应该通过政府补贴和政策倾斜等措施鼓励建

立农村社会服务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包含养老在内

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政府可以根据财力和公共服

务职能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老年人享受部分

服务的低偿化和无偿化。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养

老机构。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极其缺乏，可以采

用政府补贴和减免税费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养老机构。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情

况下，农村有很多空置房屋，可以通过兴办家庭式

养老床位、季节性养老床位等形式迅速增加养老床

位数量。同时，根据各地区的需求情况，在临近乡

镇卫生院的地方规划建设一批护理院，集中照护农

村失能老人。最后，继续引导家庭发挥养老职能。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探索给予照顾老人

的家庭成员( 甚至可扩展至亲属、邻里) 一定的税收

减免( 如个人收入所得税、未来可能征收的遗产税

等) 或一定的补贴，将家庭纳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提高家庭成员履行养老职责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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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ageing in rural China has several features: higher ageing level，faster ageing speed，

larger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more aging population than those in urban China，so it’s more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rural area． In the future，population ageing in rural China will continually develop
and it will show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2010—2020，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i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2021—2034，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t high speed，is the crucial period for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eing in rural area; 2035—2050，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t its peak，is the normalized period for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eing． The population ageing will bring deep impacts on labor supply， economy
development，social security and elderly services demand in rural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pay high intention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ageing by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rural area and agriculture，positively promoting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accelera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slowing dow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rural area，improv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and constructing r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and boos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servic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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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yste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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