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
的影响研究

张明志　 　 吴俊涛

摘要： 本文借鉴 Ｃａｉ 和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２０１６） 的方法， 把蕴含在劳动力内的能力划

分为年龄增值型技能、 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 并利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省级—行

业” 层面的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 （１） 人口老龄化会显著促进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出口； （２） 人口

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出口。 进一步的

拓展性分析表明： （１） 与外资参与度高的行业相比， 外资参与度低的行业出口受

人口老龄化不利冲击的影响更大； （２）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制造业

行业出口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３） 制造业行业出口主要受乡村户籍人

口老龄化的影响； （４） 省际人口流动降低了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
因此， 积极发挥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 有效化解人口老龄

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冲击， 是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题中应

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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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指引下， 中国依靠 “人口红利”， 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
推动了出口的快速扩张和持续增长， 赢得了 “世界工厂” 的美誉 （蔡昉，
２０１０） ［１］。 然而， 随着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逐年下降， 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

长，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传统的出口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出口正

在进入一个转型升级、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窗口期。 与亚洲其他具有劳动力成本

优势的国家如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越南等相比，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

化程度更加剧烈。 如图 １ 所示， 自 １９７１ 年开始， 中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进入了上

升通道， 并且上升速度远高于同期其他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 １９９９ 年中国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１０ ９７％， ２０００ 年中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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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 依照老龄化经济体的国际标准即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１０％或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７％， 自 １９９９ 年或 ２０００ 年起中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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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５０—２０１５ 年亚洲劳动力成本优势国家年龄中位数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署。

图 ２ 描绘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１５—６４ 岁人口数及其占比的变化趋势。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经历了 ２０ 多年的劳动力绝对人口数和占比的逐年增长之后， 中国劳动

人口占比和中国劳动人口数的绝对值分别自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下降。 伴随着徘

徊在 １２‰左右的人口出生率， 中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和占比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

势。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意味着中国总体以及各地区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过程必将通过依附于劳动力年龄相关技能的相对变

化， 影响中国各个地区的出口比较优势 （Ｃａｉ ａｎｄ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２０１６） ［２］。 在中国人口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

响，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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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１５—６４ 岁人口数及其比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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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与出口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对出口的影响， 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在 Ｈ－Ｏ 模型的框架下展开的。 大量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资本会相对充裕， 劳动相对稀

缺， 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国家， 资本会相对稀缺，
劳动相对充裕， 倾向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关研究见之于 Ｓａｙａｎ （２００５） ［３］、
Ｎａｉｔｏ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０９） ［４］、 Ｙａｋｉｔａ （２０１２） ［５］、 田巍等 （２０１３） ［６］、 王有鑫和赵雅婧

（２０１６） ［７］等文献， 这种现象在 “亚洲四小龙” 的出口发展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国或一地区， 当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的时候， 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在

进入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之后， 通过出口转型， 逐步走上以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

品为主的道路。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特色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１） 本文从 “省

级—行业” 层面的数据入手， 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 为

人口结构与对外贸易的相关研究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２） 借鉴 Ｃａｉ 和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２０１６） 构建年龄相关技能行业密集度的方法， 测算出中国 ＧＢ２ 位码层面的各行业年龄

增值型技能密集度、 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体能密集度， 刻画出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

业行业出口的作用机制， 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一些不足； （３） 从外资参与度差异、 地区

差异、 城市户籍与乡村户籍人口老龄化差异和省际人口流动差异等层面拓展分析了人口

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异质性影响， 并获得了一些新的研究发现。

一、 理论机理与假说提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 对于本国和外国， 如果本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外国，
那么本国在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外国在密集使用年龄贬

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基于此， 本文借鉴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０） ［８］ 对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９］模型的拓展， 把人口老龄化指标纳入生产率函数， 分析其对制

造业行业出口影响的作用机理。
假设行业 ｉ 内每种产品的出口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生产技术和规模报酬不变，

因此， 行业内所有厂商按照行业平均成本制定价格， 则地区 ｒ 行业 ｉ 内种类为 ｊ 的
产品的出口价格可表示为：

ｐｉ
ｒ（ ｊ） ＝

ｃｉｒ ｄｉ
ｒ

ｚｉｒ（ ｊ）
（１）

其中， ｃｉｒ 为地区 ｒ 行业 ｉ 的单位成本； ｄｉ
ｒ 代表地区 ｒ 行业 ｉ 出口的冰山成本 （贸

易壁垒和距离）； ｚｉｒ（ ｊ） 代表在地区 ｒ 行业 ｉ 种类为 ｊ 的产品的生产率。
假设地区 ｒ 行业 ｉ 的单位成本函数是 Ｃ－Ｄ 形式， Ｆ 代表生产要素的组合， 包括劳

动和资本， ｓｆｉ 代表行业 ｉ 总成本中要素 ｆ 所占的份额， 用 ｗｒｆ 表示地区 ｒ 要素 ｆ 的价格，
其中年龄相关技能的成本囊括在劳动力成本中， 则地区 ｒ行业 ｉ 的单位成本函数如下：

ｃｉｒ ＝ ∏ ｆ∈Ｆ
（ｗｒｆ） ｓｆｉ （２）

同样， 把与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在内 （把人口年龄相关的系数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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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号标注）， 借鉴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０） 的做法， 对地区 ｒ 行业 ｉ 种类为 ｊ 的产品的生产率

ｚｉｒ ｊ( ) 做如下分解：

ｌｎ ｚｉ ｒ ｊ( ) ＝ μｒ ＋ λ ｉ ＋ ∑ ｋ∈Κ
ρ∗
ｋ Ｉｋｉ × Ａｇｅｒ ＋ ∑ ｛ｎ， ｍ｝

ρｎｍ Ｌｎ
ｉ × Ｍｍ

ｒ ＋ βｏ εｉ
ｒ ｊ( ) （３）

μｒ 和 λ ｉ 分别代表地区和行业的生产率参数； Ｌｎ
ｉ 代表行业 ｉ 的特征 ｎ， 比如行业

是否是高新技术产业； Ｍｍ
ｒ 代表地区 ｒ 的特征 ｍ， 比如制度因素； 系数 ρｎｍ 反映了地

区特征和行业特征的相互作用对生产率的影响力度。 地区 ｒ 行业 ｉ 的生产率与行业

年龄相关技能密集度 Ｉｋｉ 和地区年龄结构 Ａｇｅｒ 均相关， ｋ ∈ Κ， Ｋ 代表与年龄相关的

技能和体能的集合； 随机项 βｏεｉ
ｒ（ ｊ） 服从于 Ｇｕｍｂｅｌ 分布， 代表地区 ｒ 行业 ｉ 内不同

种类产品生产率的差异； βｏ 代表生产率冲击的调节系数。 假设各行业雇佣工人的年

龄分布状况与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状况相同，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人

口老龄化有利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行业生产率的提高， 即 ρ∗
ｋ ＞ ０ ， 不利于

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行业生产率的提高， 即 ρ∗
ｋ ＜ ０ 。

把式 （３） 代入式 （１） 取对数得：

ｌｎｐｉ
ｒ（ ｊ） ＝ ｌｎ（ｃｉｒ ｄｉ

ｒ） － μｒ － λ ｉ － ∑
ｋ∈Κ

ρ∗
ｋ Ｉｋｉ × Ａｇｅｒ － ∑

ｎ， ｍ{ }

ρｎｍ Ｌｎ
ｉ × Ｍｍ

ｒ － βｏ εｉ
ｒ（ ｊ）

（４）
由此， εｉ

ｒ（ ｊ） 的分布给出了地区 ｒ 行业 ｉ 内种类为 ｊ 的产品出口的价格分布， 由

式 （４） 可得：
Ｇ ｉ

ｒ ｐ( ) ＝ Ｐｒｏｂ ｐｉ
ｒ（ ｊ） ＜ ｐ{ } ＝ １ － ｅｘｐ － （ｃｉｒ ｄｉ

ｒ）
－θ ｐθ φｉ

ｒ{ } （５）

其中， θ ＝ １
β０

， 为生产率随机项系数的倒数； 地区 ｒ 行业 ｉ 的生产率 φｉ
ｒ 表示为：

ｌｎ φｉ
ｒ ＝ μｒ ＋ λ ｉ ＋ ∑

ｋ∈Κ
ρ∗
ｋ Ｉｋｉ ∗ Ａｇｅｒ ＋ ∑

｛ｎ， ｍ｝
ρｎｍ Ｌｎ

ｉ × Ｍｍ
ｒ （６）

借鉴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的做法， 价格最低的生产者成为出口市场上的唯

一供应商， 则地区 ｒ 行业 ｉ 成为行业 ｉ 唯一出口者的概率是：

πｉ
ｒ ＝ ∫¥

０
〛∏ ｎ≠ｒ

１ － Ｇ ｉ
ｒ（ｐ）[ ] ｄＧ ｉ

ｒ（ｐ） ＝
（ｃｉｒ ｄｉ

ｒ）
－θ φｉ

ｒ

∑Ｎ

ｎ ＝ １
（ｃｉｎ ｄｉ

ｎ）
－θ φｉ

ｎ

（７）

因此， 对于任意两个地区 ｒ１ 和 ｒ２， 它们的行业 ｉ 的相对出口可表示为：
Ｘ ｉ

ｒ１

Ｘ ｉ
ｒ２

＝
πｉ

ｒ１

πｉ
ｒ２

＝
（ｃｉｒ１ ｄ

ｉ
ｒ１）

－θ φｉ
ｒ１

（ｃｉｒ２ ｄ
ｉ
ｒ２）

－θ φｉ
ｒ２

（８）

Ｘ ｉ
ｒａ 为地区 ｒａ 行业 ｉ的出口交货值， ｄｉ

ｒａ 为地区 ｒａ 出口每单位 ｉ的冰山成本 （贸易

壁垒和距离）， φｉ
ｒａ 为地区 ｒａ 行业 ｉ 的生产率， ｃｉｒａ 为地区 ｒａ 生产每单位 ｉ 的成本， 其

中 ａ∈｛１， ２｝。
把式 （２） 和式 （６） 代入式 （８）， 取对数化得：

１
θ
ｌｎ

Ｘ ｉ
ｒ１

Ｘ ｉ
ｒ２

æ

è
çç

ö

ø
÷÷ ＝ ∑

ｋ∈Ｋ
ρ∗′
ｋ Ｉｋｉ × Ａｇｅｒ１ － Ａｇｅｒ２( ) ＋ ∑

ｎ， ｍ{ }

ρｎｍ Ｌｎ
ｉ × Ｍｍ

ｒ１ － Ｍｍ
ｒ２( ) ＋

μｒ１ － μｒ２( ) － ｌｎｄｉ
ｒ１ － ｌｎｄｉ

ｒ２( ) （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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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βｋ ＝ θ ρ∗′
ｋ ， 则式 （９） 可转化为：

ｌｎ（Ｘ ｉ
ｒ） ＝ ∑

ｋ∈Ｋ
βｋ Ｉｋｉ × Ａｇｅｒ ＋ γ Ｃｏｎｉ

ｒ ＋ γｒ ＋ γｉ ＋ εｒｉ （１０）

式 （１０） 中， Ｃｏｎｉ
ｒ 为地区 ｒ 行业 ｉ 层面的控制变量， γｒ 和 γｉ 分别代表地区固定

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εｒｉ 为残差项。 由式 （１０） 可知， 对于不同地区 ｒ１ 和 ｒ２ ， 行业

ｉ 和行业 ｊ 的出口交货值， 存在如下关系：

Ｅ ｌｎ
Ｘ ｉ

ｒ１

Ｘ ｉ
ｒ２

æ

è
ç

ö

ø
÷ －

Ｘ ｊ
ｒ１

Ｘ ｊ
ｒ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

ｋ∈Ｋ
βｋ Ｉｋｉ － Ｉｋｊ( ) Ａｇｅｒ１ － Ａｇｅｒ２( ) （１１）

由式 （１１） 可以看出， 对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 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

技能的行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对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地区， 密集使用年龄贬值

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从式 （１１） 来看，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

值型技能的行业， 地区行业出口与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正相关 （βｋ＞０）， 即随着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渐增加；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的行

业， 地区行业出口与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负相关 （βｋ＜０）， 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渐减少； 对于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 地区行业出口与地区

人口老龄化程度负相关 （βｋ＜０）， 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

渐减少。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获得如下假说：
假说 １： 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行业的产品出口。
假说 ２：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行业的产品出口。
假说 ３：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密集使用体能行业的产品出口。

二、 核心指标的测度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 ＧＢ２ 位码层面的行业与年龄相关技能密集度的测算

与年龄呈紧密相关的两种技能主要是认知技能和体能。 对于认知技能，
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 等 （１９９８） ［１０］、 Ｍａｚｚｏｎｎａ 和 Ｐｅｒａｃｃｈｉ （２０１２） ［１１］等已经证明， 某些技能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衰减， 而某些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几乎所有的相关研

究均表明， 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均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 与之相对应的是， 同

样有许多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减， 尤其是记忆力、 多任务处理能力和任务响应

速度在 ３０－５０ 岁时逐年下降。 体力的各个维度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比如肌肉力量、 耐力、 协调能力和敏捷度等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这些均在临

床上得到了验证。
依据 Ｏ∗ＮＥＴ 数据库中每个标准的 ６ 位职业代码对应的认知技能和体能技能的

重要性程度数据， 把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作为年龄增值型技能， 细化为口语表

达能力、 口语理解能力、 写作表达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把记忆力和多任务处理能

力作为年龄贬值型技能， 细化为记忆力、 时间共享、 感知速度和处理速度四个指

标。 体能指标按照 Ｏ∗ＮＥＴ 数据库中的指标， 分别是柔性、 韧性、 爆发力、 伸展

性、 整体协调性、 整体平衡性、 耐力和肢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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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龄相关技能密集度的测算过程， 具体说明如下： （１） 按照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出 ６ 位标准职业代码所对应的年龄增值型技能、 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三者的重

要性指数； （２） 借助 Ｃａｉ 和 Ｓｔｏｙａｎｏｖ （２０１６） 的方法， 以推导归纳能力作为基准， 把

年龄增值型技能、 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三者的重要性指数进行标准化； （３） 利用

美国劳工局统计出的 ４ 位制造业 ＮＡＩＣＳ 码与 ６ 位标准职业代码匹配表， 以行业内每

种职业占该行业总雇佣人数作为权重， 计算出 ４ 位 ＮＡＩＣＳ 码层面的行业年龄增值型

技能密集度、 行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体能密集度； （４） 按照 ４ 位数美国

标准行业代码 （ＵＳＳＩＣ） 与 ４ 位数 ＮＡＩＣＳ 代码之间的匹配表和 ４ 位数的美国标准行业

代码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表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匹配表， 计算出中国制造业行业

ＧＢ２ 位码层面的各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 行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体

能型密集度。 表 １ 给出了 ＧＢ２ 位码层面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的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

密集度、 行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体能密集度最高和最低的 ３ 个行业。

表 １　 年龄依赖的行业技能密集度最大 （小） 的三个行业

密集度最大的 ３ 个行业 密集度最小的 ３ 个行业

排名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排名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

１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２３ １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１９
２ 烟草制品业 １６ 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２２
３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 ２６ ３ 家具制造业 ２１

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

１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５ １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９
２ 食品制造业 １４ ２ 医药制造业 ２７
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３ ３ 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 ３８

体能型密集度

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３ １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９
２ 食品制造业 １４ ２ 医药制造业 ２７
３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５ ３ 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 ３８

（二） 数据来源、 指标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局、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样本区间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时间跨度为 ５ 年， 涉及 ３０
个制造业行业， 其中样本范围为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为样

本区间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中国工业统计口径发生了几次重大的调整， 无法

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就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进行统一处理； 二是 ＧＢ２ 位码层面的制

造业行业代码发生了较大的调整 （涉及较多 ＧＢ４ 位码层面的调入、 调出和分拆），
无法在 ＧＢ２ 位码层面与前期数据进行匹配。

本文的因变量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为制造业行业出口交货值的对数。 自变量数据包括

两部分： （１） 人口老龄化指标 （Ａｇｅ） 包括老年抚养比 （ＯＤＲ） 和老年人口占比

（Ｏｌｄｓｈａｒｅ）， 这两个指标均是基于常住人口数的报送推算数据； （２） 行业年龄相关

技能密集度， 包括年龄增值型技能 （Ａｇｅ－ａｐｐ）、 年龄贬值型技能 （Ａｇｅ－ｄｅ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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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 （Ｐｈｙ）， 核算方法前文已经详述， 此处不再赘述。 控制变量包括： （１） 行业

要素禀赋 （ＩｎＫ ／ Ｌ）， 本文借鉴学界惯常的做法， 以行业固定资产与行业总员工数

之比的对数来表示行业要素禀赋， 如邱斌和尹威 （２０１０） ［１２］； （２） 行业雇佣人数

（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用行业内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对数表示； （３） “省级—行

业” 层面当年当地实际使用我国港澳台地区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 （ＩｎＦＤＩ）。
表 ２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１１ ８９９ ２ ４７５ ４ ６１５ １８ ９０９
Ａｇｅ－ａｐｐ ０ １１８ ０ ６９４ －１ ２６０ １ ７０８
Ａｇｅ－ｄｅｐ －０ １０５ ０ ７０８ －２ ８０７ １ ００３

Ｐｈｙ －０ １４７ ０ ７４４ －２ ７４１ １ ０９８
ＯＤ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１ ０ ２０１
ｌｎＫ ／ Ｌ ３ ３７１ ０ ７９９ ０ １００ ６ ８３４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１０ １３５ ２ ００１ ４ ６１５ １５ ０４３
ｌｎＦＤＩ ８ ９７３ ４ ９６３ ０ １８ １６４

表 ３　 行业年龄相关技能密集度的相关系数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１） Ａｇｅ－ａｐｐ １ ０００ ０
（２） Ａｇｅ－ｄｅｐ －０ １５５ １ １ ０００ ０
（３） Ｐｈｙ －０ ２６４ ８ ０ ９５９ １ １ ０００ ０

表 ３ 给出了行业年龄相关技

能密集度的相关系数， 可以看出：
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与行

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

体能密集度的相关系数均较小，
但行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体能密集度的相关性比较大， 可能在实证结果

中呈现出多重共线性。
（三） 实证模型

基于前面理论机理的分析，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式 （１２） 所示：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ｒｔ ＝ α ＋ ∑
ｋ∈Ｋ

βｋ Ｉｋｉ × Ａｇｅｒｔ ＋ γ Ｃｏｎｉ
ｒｔ ＋ λｒｔ ＋ μｉ ＋ εｉ

ｒｔ （１２）

其中，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ｒｔ 代表地区 ｒ 的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出口交货值的对数； Ｋ 代表与年

龄相关技能的集合， 分别是年龄增值型技能、 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 Ｉｋｉ 代表行业

年龄相关技能密集度； Ａｇｅｒｔ 代表地区 ｒ 在时间 ｔ 的人口老龄化变量；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ｉ
ｒｔ

包括地区 ｒ 的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要素禀赋、 地区 ｒ 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 ＦＤＩ、 地区 ｒ 的
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雇佣人数等； εｉ

ｒｔ 为残差项。 λｒｔ 和 μｉ 分别代表 “地区—时间” 联合

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三、 基准实证与拓展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用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代理变量， 基于式 （１２） 的计

量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表 ４ 可以看出，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相关技能的行业， 人口老龄化显著地影响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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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出口。 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是省际层面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一个

重要来源。
由表 ４ 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可见， 人口老龄化会显著促进密集使用年龄增值

型技能行业的产品出口。 由此假说 １ 得以验证。 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是： 人口老龄化

导致年龄增值型技能存量的增加和年龄增值型技能行业用工成本的下降， 进而引发

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行业的扩张， 从而促进该行业出口额的增加。 换言之， 人

口老龄化通过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这一渠道显著促进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

口。 由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密集使用年龄贬值

型技能行业的产品出口。 由此假说 ２ 得以验证。 可能的原因在于， 人口老龄化导致

年龄贬值型技能存量的减少和年龄贬值型技能行业用工成本的上升， 进而引发密集

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行业的萎缩， 从而引起该行业产品出口的减少。 也就是说， 人

口老龄化通过行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这一渠道显著抑制了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

口。 由第 （３） 列可以看出， 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密集使用体能行业的产品出

口。 由此假说 ３ 得以验证。 这是因为，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体能的存

量减少， 进而引发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萎缩， 从而引起该行业的产品出口减少。 也

就是说， 人口老龄化通过行业体能密集度这一渠道影响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口。

表 ４　 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４ ６７０∗∗∗ ３ ９７０∗∗∗ ３ ３３９∗∗∗

（１ １２１） （１ １３８） （１ １６３）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４ ２２０∗∗∗ －３ ５６９∗∗∗

（１ ０２５） （１ ０４０）

ＯＤＲ×Ｐｈｙ
－４ ９８８∗∗∗ －４ １９６∗∗∗

（０ ９６８） （１ ００６）

ｌｎＫ ／ Ｌ ０ ４９２∗∗∗ ０ ４７２∗∗∗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６∗∗∗ ０ ４７６∗∗∗

（０ ０４７ ３） （０ ０４７ ５） （０ ０４７ ４） （０ ０４７ ５） （０ ０４７ ４）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０ ９４１∗∗∗ ０ ９３１∗∗∗ ０ ９３０∗∗∗ ０ ９３３∗∗∗ ０ ９３２∗∗∗

（０ ０２７ ４） （０ ０２７ ５） （０ ０２７ ４） （０ ０２７ ５） （０ ０２７ ４）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６４ ５∗∗∗ ０ ０６３ ２∗∗∗ ０ ０６２ ５∗∗∗ ０ ０６３ ２∗∗∗ ０ ０６２ ７∗∗∗

（０ ００９ ２７） （０ ００９ ２８） （０ ００９ ２６） （０ ００９ ２６） （０ ００９ ２６）
Ａｒｅａ－Ｔｉｍｅ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９０ １ ０ ７９０ １ ０ ７９０ ６ ０ ７９０ ７ ０ ７９１ 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３６２ ５ ０ ３６２ ４ ０ ３６４ ２ ０ ３６４ ７ ０ ３６５ 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 （４） 列同时考虑了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

度， 估计结果与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结果相一致， 即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

型技能的行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渐增加， 而对于密集

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的行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渐减

少。 第 （５） 列同时考虑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体能密集度， 估计结果

与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一致，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随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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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渐增加， 而对于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 随着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行业出口逐渐减少。 从第 （１） — （５） 列可以看出，
行业人均资本的提高、 行业雇佣人员数的增加和行业实际使用 ＦＤＩ 的增加均会显著

促进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口， 这些均与直觉判断相吻合， 不再赘述。
（二）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 “省级—行业” 层面的变量， 而核心解释变量是省

级层面的变量， 因此存在反向因果而引发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基准实证研究

中通过 “地区—时间” 联合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的控制， 遗漏变量对估计结

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也很小。 所以， 本文实证研究过程中内生性问题产生的最大可

能是源于测量误差。 为此， 本文进一步用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代替老年抚养比来

衡量人口老龄化， 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 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 表 ５ 给出了老年人口占比对制造业行业出口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基于老年人口占比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ｄｓｈａｒｅ×Ａｇｅ－Ａｐｐ ５ ３１９∗∗∗ ４ ３７６∗∗∗ ３ ４９３∗∗

（１ ６３１） （１ ６５５） （１ ６９２）

Ｏｌｄｓｈａｒｅ×Ａｇｅ－ｄｅｐ
－５ ５５０∗∗∗ －４ ８４０∗∗∗

（１ ４８８） （１ ５１１）

Ｏｌｄｓｈａｒｅ×Ｐｈｙ
－６ ５８０∗∗∗ －５ ７５８∗∗∗

（１ ４０２） （１ ４５７）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８９ ７ ０ ７８９ ９ ０ ７９０ ４ ０ ７９０ ２ ０ ７９０ ６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３６１ ２ ０ ３６１ ８ ０ ３６３ ３ ０ ３６３ １ ０ ３６４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回归方程中 ＣＶ 代表的控制变量与

表 ４ 中相同； ＦＥ 代表 “地区—时间” 联合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由表 ５ 第 （１） 列可见，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老年人口占比

的增加依然显著促进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口； 由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可以看出，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 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同样是显著抑制

了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口。 第 （４） 列同时考虑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

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 估计结果同样验证了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第 （５） 列同时考

虑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和行业体能型密集度， 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估计结果同样验证了假说 １ 和假说 ３。 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说明了本文的基准实

证结论是稳健的。
（三） 拓展分析

１ 基于不同行业外资参与度的分析

按照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份额是否大于均值， 本文把样本划分为两个分样

本： 把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份额大于均值的定义为高外资参与度行业， 反之为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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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参与度行业。 基于实证模型即式 （１２）， 基于不同行业外资参与度的估计结果如

表 ６ 所示。

表 ６　 拓展分析Ⅰ： 基于行业不同外资参与度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高外资参与度行业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４ ４５５∗∗∗ ４ ０７１∗∗∗ ３ ７６２∗∗∗

（１ ３７２） （１ ３８３） （１ ４０３）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２ ５７６∗∗ －２ １５７∗∗

（１ ０４５） （１ ０５１）

ＯＤＲ×Ｐｈｙ
－２ ９９６∗∗∗ －２ ３９０∗∗

（１ ０２４） （１ ０４６）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 ４２５ １ ４２５ １ ４２５ １ ４２５ １ ４２５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６０ ６ ０ ８６０ ２ ０ ８６０ ４ ０ ８６１ ０ ０ ８６１ 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４３２ ７ ０ ４３０ ７ ０ ４３１ ８ ０ ４３４ ６ ０ ４３５ ０

低外资参与度行业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４ １５８∗∗ ２ ７３６∗ １ ７５７
（１ ６３０） （１ ６５２） （１ ７２３）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７ ２４１∗∗∗ －６ ５１７∗∗∗

（１ ７９０） （１ ８４４）

ＯＤＲ×Ｐｈｙ
－７ ６５６∗∗∗ －７ ０７６∗∗∗

（１ ６０２） （１ ７００）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１６３ ２ １６３ ２ １６３ ２ １６３ ２ １６３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０２ ２ ０ ７０３ ７ ０ ７０４ ７ ０ ７０４ ０ ０ ７０４ ７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２９７ ３ ０ ３００ ７ ０ ３０３ ０ ０ ３０１ ７ ０ ３０３ ４

注： 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他同表 ５。

无论是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来说， 还是对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

型技能和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而言， 估计结果均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具体来看， 就

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而言， 两者差异并不大， 但对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

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 在低外资参与度的分样本中，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对制造业行

业出口的抑制程度， 是其在高外资参与度的分样本中的影响程度的近 ３ 倍。 换言

之， 对于外资参与度较小的行业来说， 人口老龄化对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

能行业的产品的出口抑制程度会大很多。 原因可能是， 高外资参与度的行业意味着

高技术或先进的管理水平， 或说拥有替代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知识， 从而缓冲

了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２ 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析

我国各地区在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异性， 很有可能

造成年龄相关技能对地区制造业行业出口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 本文把观测样本分

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后进行再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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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拓展分析Ⅱ： 基于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东部地区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２ ８５８∗∗ ２ ７３４∗ ２ ４９６∗

（１ ３８９） （１ ４０８） （１ ４４１）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１ １５２ －０ ７３５
（１ ３２３） （１ ３３９）

ＯＤＲ×Ｐｈｙ
－１ ８２６ －１ ２２５
（１ ２５５） （１ ３０１）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 ４６２ １ ４６２ １ ４６２ １ ４６２ １ ４６２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５１ ７ ０ ８５１ ３ ０ ８５１ ４ ０ ８５１ ６ ０ ８５１ ７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４１８ ６ ０ ４１７ ２ ０ ４１７ ７ ０ ４１８ ７ ０ ４１９ ０

中部地区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５ ７４９∗ ５ ７６７∗ ５ ７２４∗

（３ １９２） （３ ２３４） （３ ２９８）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０ ６７５ ０ ０９４５
（２ ７３３） （２ ７６２）

ＯＤＲ×Ｐｈｙ
－１ ２４２ －０ ０８２１
（２ ６０２） （２ ６８３）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５７ ５ ０ ７５６ ４ ０ ７７６ ４ ０ ７５７ １ ０ ７５７ 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２６４ ２ ０ ２６０ ９ ０ ２６１ １ ０ ２６４ ２ ０ ２６４ ２

西部地区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５ ４５７∗∗∗ ３ ５５０∗ ２ ５２５
（２ ０５３） （２ ０９４） （２ １４０）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８ １７１∗∗∗ －７ ４４７∗∗∗

（１ ８２１） （１ ８６９）

ＯＤＲ×Ｐｈｙ
－８ ５５９∗∗∗ －７ ９０９∗∗∗

（１ ６９６） （１ ７８３）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 １１３ １ １１３ １ １１３ １ １１３ １ １１３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１３ ３ ０ ６１８ １ ０ ６２０ １ ０ ６１８ ８ ０ ６２０ ２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２９９ ４ ０ ３０８ １ ０ ３１１ ６ ０ ３１０ １ ０ ３１２ ６

注： 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他同表 ５。

对比回归结果， 我们发现：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老年抚养比

的增加均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行业的产品出口， 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性远低于

西部地区；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 只有在西部地区， 老年抚

养比的增加对制造业行业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才显著， 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不显

著。 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低， 市场分割比较严重， 不像东部和中

部地区那样， 能够便捷地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智能化生产技术和学

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其出口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赵玉奇和柯善

咨 （２０１６） ［１３］的研究也从侧面印证了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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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城市户籍人口和乡村户籍人口的差异分析

根据实证模型即式 （１２）， 基于城市户籍人口和乡村户籍人口差异分析的估计

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

的行业和密集使用体能的行业， 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尽管

与预期相符， 但变得不显著； 但无论是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还是密集

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 乡村户籍人口老龄化显著地影响了制造业行业

的出口， 其影响效应大体上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表 ８　 拓展分析Ⅲ： 基于城市和乡村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城市户籍人口

Ｃｉｔｙ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０ ６３３ ０ ５２９ ０ １９８

（１ ４７３） （１ ４９３） （１ ５２７）

Ｃｉｔｙ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０ ６５４ －０ ５７５
（１ ３３３） （１ ３５１）

ＣｉｔｙＯＤＲ×Ｐｈｙ
－１ ４６３ －１ ４１８
（１ ２６１） （１ ３０７）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８９ ０ ０ ７８９ ０ ０ ７８９ １ ０ ７８９ ０ ０ ７８９ ０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３５９ ３ ０ ３５９ ３ ０ ３５９ ５ ０ ３５９ ３ ０ ３５９ ５

乡村户籍人口

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ＤＲ×
Ａｇｅ－ａｐｐ

４ ５６２∗∗∗ ３ ８５８∗∗∗ ３ ３１３∗∗∗

（１ ０１６） （１ ０３４） （１ ０５８）
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ＤＲ×
Ａｇｅ－ｄｅｐ

－３ ９７８∗∗∗ －３ ３０４∗∗∗

（０ ９２０） （０ ９３６）

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ＤＲ×Ｐｈｙ
－４ ５４９∗∗∗ －３ ７３９∗∗∗

（０ ８６８） （０ ９０５）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３ ５９９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９０ ３ ０ ７９０ ２ ０ ７９０ ７ ０ ７９１ ０ ０ ７９１ ２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３６３ ０ ０ ３６２ ７ ０ ３６４ ３ ０ ３６５ ３ ０ ３６６ ２

注： 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他同表 ５。

比较城市户籍人口和乡村户籍人口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密集使用年龄

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还是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 乡村户籍人口老

龄化比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对省级层面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作用更大。 这很可能

是由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所引起的， 即人口老龄化引发城市户籍人口的

就业逐步实现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 而乡村户籍人口的就业

已经实现由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转变。 已有一些研究

证实了人口老龄化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如汪伟等 （２０１５） ［１４］和逯进

等 （２０１８） ［１５］。 如此一来， 乡村户籍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也就

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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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省际人口流动差异的影响

历年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显示， 流动人口以青壮年龄人口为主， 其中

２０—４４ 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的 ２ ／ ３。 同时， 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

出， 年龄处于 ２０—４４ 岁之间的人口其省际流动的偏好会高于其他年龄段。 省际人

口流动会影响到各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 换言之， 由于省际人口流动， 尤其是在

省际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地区， 其老年抚养比会因为人口流动而获得相当程度的降

低。 依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 我们把样本分为弱省际人口流

动地区和强省际人口流动地区①。 根据式 （１２） 的计量模型， 表 ９ 给出了省际人口

流动差异下的估计结果。

表 ９　 拓展分析Ⅳ： 基于省际人口流动强度差异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弱省际人口流动地区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７ ５１３∗∗∗ ６ ６９９∗∗∗ ６ １８３∗∗∗

（１ ５５３） （１ ５７９） （１ ６１１）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４ ９８９∗∗∗ －３ ８７４∗∗∗

（１ ３８５） （１ ４０５）

ＯＤＲ×Ｐｈｙ
－５ ５２２∗∗∗ －４ １２３∗∗∗

（１ ３０２） （１ ３４９）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５３０ ２ ５３０ ２ ５３０ ２ ５３０ ２ ５３０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１１ １ ０ ７０９ ９ ０ ７１０ ５ ０ ７１１ ９ ０ ７１２ １
ＷｉｔｈｉｎＲ－ｓｑ ０ ３１２ ４ ０ ３０９ ４ ０ ３１０ ９ ０ ３１４ ６ ０ ３１５ １

强省际人口流动地区

ＯＤＲ×Ａｇｅ－ａｐｐ
０ ５８０ －０ １２７ －１ １３２

（１ ３７５） （１ ３９１） （１ ４２０）

ＯＤＲ×Ａｇｅ－ｄｅｐ
－３ ８５０∗∗∗ －３ ８７１∗∗∗

（１ ２９５） （１ ３１５）

ＯＤＲ×Ｐｈｙ
－５ ２３０∗∗∗ －５ ５１５∗∗∗

（１ ２２８） （１ ２８０）
Ｃ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 ０６９ １ ０６９ １ ０６９ １ ０６９ １ ０６９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９９ ９ ０ ９００ ７ ０ ９０１ ６ ０ ９００ ６ ０ ９０１ ６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ｓｑ ０ ４７３ ８ ０ ４７８ ４ ０ ４８３ １ ０ ４７８ ４ ０ ４８３ ５

注： 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他同表 ５。

由表 ９ 可知，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业， 在弱省际人口流动的样本

中， 人口老龄化显著地促进了该行业的出口； 但在强省际人口流动的样本中， 人口

老龄化对行业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
在弱省际人口流动的样本中， 人口老龄化显著地抑制了该行业的出口， 并且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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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把来自本省区市外的流动人口占本省区市总流动人口的比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样本列为强省际人口

流动地区， 包括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西藏和新疆等。



于强省际人口流动样本中的估计结果。 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是： 在强省际人口流动的

地区， 流动人口的大量流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

通过年龄相关技能影响制造业行业出口的效果被大大地 “稀释”。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 ＧＢ２ 位码层面的行业年龄增值型技能密集度、 行业年龄贬

值型技能密集度和体能型密集度， 并基于此三种渠道， 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

业出口的影响。 研究发现， 人口老龄化显著地促进了密集使用年龄增值型技能的行

业出口， 同时显著地抑制了密集使用年龄贬值型技能和体能的行业出口。 对比高外

资参与度行业和低外资参与度行业， 发现外资参与程度高的行业， 其产品出口受到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负向影响作用显著降低； 对比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 发现西部

地区制造业行业产品的出口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为明显； 对比城市户籍人口和乡

村户籍人口， 发现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主要受到乡村户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纳入流

动人口的影响之后， 发现省际人口流动降低了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影响

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可获得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１） 应培育年龄增值型技能

密集度较高、 年龄贬值型技能密集度和体能密集度较低的行业， 如计算机、 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业等， 充分发挥年龄相关技能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促进作用。 （２） 如果说高外资

参与度的行业意味着高技术或先进的管理水平， 那么缓冲年龄相关技能对制造业行

业出口抑制作用的根本还是提高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３） 提升西部地区制造

业行业整体的开放水平， 可以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西部地区制造业行业产品出口

的不利影响。 （４） 降低乡村户籍人口进入制造业的门槛， 加强对乡村户籍劳动力

的培训教育， 提升其技能， 通过提高乡村户籍人口与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匹配

度， 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不利冲击。 （５） 降低省际人口流动成本，
并逐步降低流动人口落户门槛， 可望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应对人口老龄化争取更多的

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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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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