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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以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 2000-201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省内差异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省内差异总体
上呈扩大趋势，约有三分之二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省内差异在扩大。省内差异对人口老龄化总体差
异的贡献大于省际差异，且 2000-2010 年其贡献率呈上升之势，但省际差异的缩小仍然导致了这一期间
总差异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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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sus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within provinc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0.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within province expanded in generally and the differences of about two-thirds provinces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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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in this period.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ces within province to the total difference in
China is more than that of inter provincial difference,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differences within
province increased during 2000-2010, but the total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had
decreased because inter provincial differences turned smaller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population aging；inter provincial difference；differences within province；regional
difference index；Thayer coefficient

一、引言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由于存在经济
发展、生育控制、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差异，中国各地区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先后不一，人口
老龄化水平也各不相同，区域差异大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显著特征之一（邬沧萍，
1999）。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大有各种表现。东、中、西部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异非常显著
（李秀丽等，2008），各省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利用聚类分析等方法，根据不同的指标，
基于不同的标准，可以将不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分成四类（孙蕾等，2014）、五类（谭姝琳等，
2011）或六类（姚静，2000）等多种类型。结合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中，既有像广东省那样的人口平均年龄较小、经济较发达的“未老先
富”型，也有如广西、贵州等省、自治区那样的人口平均年龄较大、经济相对落后的“未富
先老”型，还有如江苏、山东等省那样的人口平均年龄较大、经济较发达的“边富边老”型（林
元雄，2012）。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因素十分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条
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都会影响一个地区的老龄化水平（林元雄，2012）。有研究认为，
东、中、西部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的形成，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生育率和死亡率迅
速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迁移流动的作用（刘爽，1997）。我国长期以来所推行的
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生育管理政策中的“城市紧、农村宽”特征，加速了
城市人口老龄化（杨慧，2005）。急剧加速加大的人口跨区域迁移流动，则已经开始给各地
区的人口老龄化过程起到“削峰填谷”的“补偿效应”（刘爽，1997）。由于人口迁移流动
的作用，2000-2010 年，各省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有所缩小（林宝，2011）。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由于不同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不
同，由此引发的人口老龄化相关问题也必然千差万别，其应对策略自然也要有所差异。如何
因地制宜应对这些问题？如何实现全国和区域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统筹协调？这些都是目前中
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
性，这种地区差异所造成的统筹协调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对区域差异的深入分析是实现因地制宜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前提和基础。回顾以往研
究我们发现，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分析东、中、西部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研究省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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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相对较少，研究省内差异变化情况的则更是少见。林宝（2011）曾通过构建一个老龄
化程度的地区差异指数，分析了 2000-2010 年中国各省之间的人口老龄化差异变化趋势。为
了进一步了解各省内部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变化情况、更准确地判断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
演变的特征和趋势，为制订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将利用第五次、第六
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进一步分析 2000-201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省内差异的变化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的省内差异变化
对人口老龄化的分析有多个角度，如老龄化程度、老龄化速度、抚养比指标等（邬沧萍
等，2006）。测量人口老龄化程度有多种指标，包括老年人口比例、老少比、人口年龄中位
数、人口平均年龄等；测量老龄化速度可以用一定时期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百分点或提高百
分比、人口年龄中位数提高的年龄数等来表示；抚养比指标则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
等。原则上，这些指标都可以用于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但在实际研究中，大多数研
究都会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李日邦等（1999）主要
利用老年人口比例来比较城乡、东西部和民族间的地区差异，袁俊等（2007）则利用人口的
绝对、相对老龄化程度，测度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
比较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直接比较各地区之间某些老龄化指标的高
低大小，可以通过对各地区之间的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等进行直观的比较，反映各地区两两之
间人口老龄化差异的大小；另一种是通过方差分析、构建综合差异分析系数等，对各地区之
间的老龄化差异进行总体描述，其反映的是所有地区之间总差异的大小。
2000-2010 年，中国各省之间人口老龄化的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
指数从 2000 年的 0.18 下降至 2010 年的 0.14（林宝，2011）。在各省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
度差异发生变化的同时，各省内部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也在发生变化。为了测算各省内部
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本文采用人口老龄化程度地区差异指数（林宝，2011）来分析。根
据该指数的构建原理，在计算各省内部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指数时，可以将各县（市）的人
口老龄化程度与全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之差的绝对值之和除以县（市）个数，得到各县（市）
与全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平均绝对偏离值，然后再除以全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得到相对偏离
值，即为该指数。其公式如下：
（1）
其中，Ia 是各省的省内老龄化差异指数，i=1,2,……,N 表示各省所辖的县（市）个数，
POi 为省内不同县（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POt 为各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全国一共有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除外），故 a=1,2,……31。该指数表示了各县（市）的人口老龄
化程度相对于全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离散程度，可以反映各县（市）间差异的总体情况。该
指数越高，说明该省各县（市）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越大。
表 1 给出了根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计算的各省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系数。
这里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人口老龄化程度。结果显示，2000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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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中，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最大的是广东省，
差异指数为 0.32，差异最小的是安徽省，差异指数不足 0.09，前者是后者的 3.6 倍。其中，
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省内差异指数超过了 0.1，更有广东、海
南、天津、上海和内蒙古等 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省内差异指数超过了
0.2，而广东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省内差异指数则超过了 0.3。2010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中，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最大的仍然是广东省，差异指数为 0.36，
差异最小的是江西省，差异指数为 0.09，前者是后者的 4 倍。其中，有 29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省内差异指数超过了 0.1，广东、上海、天津、新疆、黑龙江、
福建、内蒙古、浙江和海南等 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省内差异指数超过
了 0.2，广东省和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省内差异指数超过了 0.3。
从这一期间的变化来看，大多数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省内差异在不断扩大。最大的差
异指数由 2000 年的 0.32 增加至 2010 年的 0.36，差异指数超过 0.10 的省份由 2000 年的 25
个增加至 2010 年的 29 个，差异指数超过 0.20 的省份由 2000 年的 5 个增加至 2010 年的 9 个。
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中，辽宁省的差异指数基本保持不变，新疆、
浙江和福建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差异指数不断扩大，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由 2000 年的 0.15 增加至 2010 年的 0.26，增加了 81.37%。海南、青海和宁夏等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差异指数不断缩小，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海南省，由 2000 年的 0.30
减至 2010 年的 0.21，降低了 29.07%。

结合人口老龄化程度、老龄化速度等指标，可以根据各省内部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化情况，
将各省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分类。利用各省的 2010 年人口老龄化程度、地区差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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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 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差异指数变化相对幅度等指标，可以将各省的人口老龄化
程度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为上海市，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口老龄化
速度为负值，省内差异较大，且呈快速扩大趋势；第二类为浙江省、福建省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省内差异较大，且呈快速扩大趋势；第
三类包括湖北省、海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基本特点是，人
口老龄化程度大多相对较低，但人口老龄化速度均较快，老龄化地区差异指数较低，且呈缩
小之势；第四类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
贵州省，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多在全国属较高水平，地区差异系数大多处于全
国中间水平，人口老龄化速度和地区差异扩大速度均较快；第五类为其他 13 个省、直辖市
和自治区，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多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人口老龄化速度和
地区差异变化速度均相对平稳，变化幅度较小。
三、人口老龄化省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
人口老龄化的省内差异和省间差异共同构成了总体差异，即人口老龄化的总体差异等于
省内差异和省间差异之和。为了考察人口老龄化省内差异对区域差异的作用，特引入泰尔系
数计算省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泰尔指数能将差异程度按加法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
差异，由此可将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总体差异分解为省间差异和省内差异，并计算各部分对老
龄化程度变化的相对贡献。计算公式如下（陈迅等，2011）：
（2）
其中，T 表示全国的泰尔指数，i 指省份数，i=1,2,3……31，Ni 是第 i 个省的人口占全
国总人口的比重；Wi 是第 i 个省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
（3）
其中，Ti 为加权的省内泰尔指数，ni 是第 i 个省的人口，nij 是第 i 个省中第 j 县的人口，
wi 是第 i 个省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wij 是第 i 个省中 j 县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省间差异贡献率 = 省间差距 /T
省内差异贡献率 = 省内差距 /T
（4）
根据公式（2）（3）和（4），基于“五普”和“六普”的分县资料，分别计算 2000 年
和 2010 年的泰尔指数，并将泰尔指数分解为省间差异和省内差异（见表 2）。结果显示，从
县级单位来看，从 2000 到 201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在缩小，泰尔系数从 2000
年的 0.4192 下降至 2010 年的 0.4128。其中，省间差异有缩小之势，从 2000 年的 0.1928 下
降至 2010 年的 0.1766；
而省内差异则呈扩大之
势，从 2000 年的 0.2264
上升至 2010 年的 0.2362。
总体上，尽管省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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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地区总差异最主要的贡献者，2010 年贡献率达 57.22%，较 2000 年上升 3.21 个百分点；
但总差异的变化方向却为省间差异的变化方向所主导，省间差异的缩小幅度超过了省内差异
的扩大幅度，总体差异缩小。
四、结论及讨论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以往的一些研究主要观察到，在东、
中、西部之间以及各省之间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但很少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省内
差异。笔者先前的研究曾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省际差异呈缩小之
势；本文的研究则发现，人口老龄化的省内差异总体上呈扩大趋势。通过计算各省内部的人
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指数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省内差异在扩大，另
有三分之一的省份其省内差异在缩小。根据各省的地区差异指数及其变化，结合人口老龄化
程度及速度指标，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各省的人口老龄化分为五种类型，各种类型都具备
一些异于其他类型的基本特征。尽管省内差异对人口老龄化总差异的贡献大于省际差异，且
在 2000-2010 年其贡献率呈上升之势；但省际差异的缩小仍然导致了这一期间人口老龄化地
区总差异的缩小。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省内差异大于省际差异的特点，充分说明了在制定人口老龄化相
关政策时，不仅需要注意省际差异，也必须充分考虑各省内部差异，既要加强统筹协调，也
必须因地制宜。
养老保障制度是需要加强统筹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会统筹，
是确保养老保障制度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必然要求。人口老龄化存在地区差异，说明
各地区的养老负担存在差异。各地养老保险收支状况大不相同。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
可能会出现收不抵支；而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的地区，则可能会出现收大于支。尽管从全
国或省级来看，养老基金仍然处于结余状态，但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某些省份仍然可能出
现局部性的支付危机。从我国各省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已经表现在养老保
险基金的平衡上，如在广东等省出现了大规模的盈余，而在黑龙江等另一些省则已经出现了
收不抵支。在各省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养老保险的资金平衡状况也差异巨大。要解决这一问
题，唯一出路就是提高统筹层次，实现老龄化程度不同的各地区之间的互济。尽管 1998 年
国务院就发文①要求各省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但实际上迄今为止，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仍未完全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多在县（市）级管理，尚未
实现省级管理。考虑到省内差异有扩大趋向，当前我国应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省级
统筹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省级管理。当然，考虑到省际差异的存在，在实现省级统筹和省
级管理后，还需要进一步向全国统筹和全国管理迈进。
养老服务的提供则是需要因地制宜的一个典型例子。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造成了各
地区的养老服务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养老服务规划、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提
供养老服务时，必须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从国家层面来说，必须注意各省之间
①《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8〕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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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各省也必须注意各县（市）之间的差异，各县（市）需要注意其内部各区域之间的
差异。要坚决防止一刀切的思维，真正实现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和养老
服务需求变化，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与当地养老服务需求相一致的服务。
实际上，由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领域的紧密关系，除了在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或是提供养老服务上需要充分注意省内差异外，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社会福利目标，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也同样需要充分关注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只有充分考
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才能使各项相关政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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