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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快速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较高的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呈“中间大、两头小”的形态，形成经济

增长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钟水映、李魁，200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极

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向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的转变。许多学者将人口转变中出现的有

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王德

文等，2004；蔡昉，2004；王金营、杨磊，2010），而将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带来的劳动力减

少和抚养比上升与经济增长减速视为逻辑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被单一地解释为快速人口转变过程中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就简单地表现为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

长率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将人口抚养比作为划分人口红利阶段的标准（陈友华，2005），认

为抚养比达到某一数值，“人口红利”便转化为“人口负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人

口年龄结构老化，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要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就会不可避免地减速。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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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且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尤为常见。实际上，人口出

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只是人口转变的表象和“外壳”，其“内核”则是通过制度、
文化和技术等承载的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由此引致的变化才代表了人口的内在转变

（刘爽，2010）。大多数情形下，人们理解的“人口红利”概念过度简化了快速人口转变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从而过分夸大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只是

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之一。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没有其他条件配合，未必就会促

进经济增长从而产生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也可以通过其他要素的优化使其消极

影响得以抵消，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就是一条重要途径。
人口转变过程不仅包含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常也伴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断

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由强调实物资本转向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被广泛认同。目前中

国虽然正在跨过人口总抚养比由降转升的历史拐点，但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之间仍

存在较大差距，还有巨大的提升潜力。已有学者提出，未来中国应该通过提高人口的受教育

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轻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蔡昉，2009；胡

鞍钢、才利民，2011）。然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人口年龄结构老

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却缺乏深入研究，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

（一） 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最重要的方式，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

用。首先，与实物资本类似，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能直接导致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较高

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同时也具有更好的身体素质（Cutler

等，2006；程令国等，2014），这二者均能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Mankiw 等（1992）将人力资本

视为与资本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更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次，人口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人口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决

定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Romer，1990）；另一方面，人口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还能够决定

一国技术追赶和技术扩散的速度（Nelson 等，1966）。Benhabib 等（1994）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

析发现，全要生产率的增长率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魏下海、张建武（2010）

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对中国全要素增长率及技术进步具有积极

影响。
（二）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的互动关系

在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是通过人口生育率的变

化相互联系的。一方面，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从而导致未来某段时期

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随时间变化呈现倒“U”形分布，这种变化导致人口红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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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然后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必然伴随着人口质量，特别是人口受教

育程度的提升。Becker（1974）利用“消费者需求”理论分析家庭生育行为，理论上论述了家庭

对孩子需求在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生育率迅

速下降是大多数家庭选择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结果，而教育投资则是提升孩子质量

最为重要的方式，因此，生育率下降与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总是相伴而生。此外，有学者甚

至认为，人口转变是由经济发展过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断加强而触发的（Galor，2012），

即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受教育程

度变化之间存在这样的联系，所以一国在生育率不断下降，最终稳定一个较低水平之后，就

有可能出现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三）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情况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情况，本文对中、
日、韩三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图 1 显示了中、日、韩三国 1950～2015 年 15～64 岁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动情况。其中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

自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 Barro 等（2013）的计算②。
从图 1 可以发现：（1）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是同

时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先下降后上升，而人口受教育程度始终保持上升，

中、日、韩三国都没有违背这个规律。（2）与日、韩两国相比，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动速度

明显慢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速度。
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与中 国 2010 年

的人口年龄结构类似，但人口受教育

程度在 70 年代就达到了中国 2010 年

的水平；中、韩两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

动情况大体上相似，但韩国人口受教

育程度 80 年代便达到了中国 2010 年

的水平。（3）与日、韩两国相比，未来中

国人口受教育程度还可能加速提升。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似乎是有一个极

限值的，根据 Barro 等（2013）的研究，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

超过 12 年的国家极少，所以日、韩两

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未来难以进一步

① http：//esa.un.org/unpd/wpp/。
② http：//www.barrolee.com/。

图 1 1950～2015 年中、日、韩人口年龄结构与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情况

注：这里人口受教育程度是指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2015 年受教育年限为作者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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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升，而目前中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超过 8 年，中国未来 20 年内

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

三、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口受教育程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将人口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同时纳入到经济增长

模型中。首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Yit=Ait Kα
it L1-α

it 两边同时除以 Lit，可得：yit=Ait kα
it ，两边同时

取对数，并且差分，可得：

Δlnyit=ΔlnAit+αΔlnkit （1）

假设人均 GDP 为y軇 it，则 yit 与y軇 it 满足以下关系：

yit=y軇 it
Nit

Lit
（2）

其中，Nit 表示总人口数量。将式（2）带入式（1），可得：

Δlny軇 it=ΔlnAit+αΔlnkit+ΔlnLit-ΔlnNit （3）

由于技术落后地区提升技术的成本更低，如果将劳均 GDP 作为一个地区技术水平的代

理变量，那么可以假设 ΔlnAit = δ + μ lnyi，t-1，将其带入式（3），可得：

Δlny軇 it= δ + μ lnyi，t-1+αΔlnkit+ΔlnLit-ΔlnNit （4）

如果假设 Wit 表示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则有：

lnyit=lny軇 it +ln
Nit

Wit
軇 軇+ln

Wit

Lit
軇 軇=lny軇 it -ln

Wit

Nit
軇 軇-ln

Lit

Wit
軇 軇 （5）

其中，Wit

Nit
表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年龄结构的代理变量，Lit

Wit
表示劳

动参与率，将上式带入等式（4），可得：

Δ lny軇 it= δ + μ lny軇 i，t-1- μln
Wi，t-1

Ni，t-1
軇 軇- μln

Li，t-1

Wi，t-1
軇 軇+αΔlnkit+ΔlnLit-ΔlnNit （6）

本文采用 Mankiw 等（1992）的模型将人口受教育程度加入生产函数：Yit=Ait Kα
it H1-α

it 。其

中，Hit=hitLit，这里 hit 表示劳均人力资本，其定义为：hit=expθsit。式中，θ 表示教育回报率，sit 表

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那么，与式（3）类似的包含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模型是：

Δlny軇 it=ΔlnAit+αΔlnkit+ΔlnLit-ΔlnNit+（1-α）θΔsit （7）

依然假设 ΔlnAit = δ + μ lnyi，t-1，那么有：

Δ lny軇 it= δ + μ lny軇 it - μln
Wi，t-1

Ni，t-1
軇 軇-μln

Li，t-1

Wi，t-1
軇 軇+αΔlnkit+ΔlnLit-ΔlnNit+（1-α）θΔsit （8）

由于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Benhabib 等，1994；魏

下海，2010），采用以上文献中的模型，则 ΔlnAit = δ + μ lnyi，t-1+ρsi，t-1，从而式（8）可写为：

“教育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替代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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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lny軇 it= δ +ρsi，t-1+ μ lny軇 it - μln
Wi，t-1

Ni，t-1
軇 軇-μln

Li，t-1

Wi，t-1
軇 軇+αΔlnkit+ΔlnLit

-ΔlnNit+（1-α）θΔsit （9）

四、经验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 2000～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除四川、重庆以外①）来拟合计量模型的

原因在于，2000 年及以后的数据统计口径比较一致，之前的数据可能由于统计口径不同而

增大模型估计的误差。模型中涉及 6 个需要收集或计算的变量，分别为总人口规模②（Nit）、

15～64 岁人口规模（Wit）、劳动力规模（Lit）、经济发展水平（y軇 it）、人均资本存量（kit）和人口受教

育程度（sit）。总人口规模与 15～64 岁人口规模数据来自 2000～2014 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

计年鉴》；劳动力规模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省历年统计年鉴；经济发

展水平为人均真实 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结合各地区历年

价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计算；人均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2008）的方法，根据历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人口受教育程度为各文化程度人口受正规教育年限的加权平

均数，权数为各文化程度人口占6 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自 2000～2014 年《中国人

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二） 模型的估计方法及结果

根据理论模型，本文拟估计的计量模型结果如表所示。其中，Δlny軇 it、Δlnkit、ΔlnLit、ΔlnNit、

Δsit 分别反映经济增长速度、人均资本增长速度、就业人口增长速度、总人口增长速度、人口

受教育程度提升速度，lny軇 i，t-1反映劳动生产率；ln（ Li，t-1

Wi，t-1

）反映劳动参与率，ln（Wi，t-1

Ni，t-1

）反映

人口年龄结构，si，t-1 反映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存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ln（Wi，t-1

Ni，t-1

）×si，t-1 反映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年龄结构的交互作用，ln（Wi，t-1

Ni，t-1

）×Δsit 反

映人口受教育程度增长速度与人口年龄结构的交互作用。

针对模型 1 和模型 2 的估计，首先进行 Hausman（1978）检验，模型 1 和模型 2 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0207 和 0.4896，故前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而后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估计。对于模型 3 至模型 6，由于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属于动态面

板模型，即使使用组内估计量（FE）也是不一致的（Nickell，1981），本文利用广义矩估计（GMM）

① 1997 年后，原四川省分为重庆市和新的四川省，由于不变价格的资本存量的计算涉及 1997 年之前

的数据，会造成计算的不准确，影响模型估计的准确性，故舍去这两个地区的数据。
② 本文中的“人口”均为“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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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估计。动态面板数据的 GMM 估计必须满足扰动项的差分不存在二阶或更高 阶

的自相 关 ，Arellano-Bond 检 验 结 果 表 明 ，上 述 4 个 模 型 均 满 足 进 行 动 态 面 板 数 据 GMM

估计的前提条件。此外，为了保证工具变量的有 效 性 ，还 必 须 对 其 进 行 过 度 识 别 检 验。

Hansen 检验的结果表明 4 个模型过度识别均不显著，工具变量比较有效。模型估计结果如

表所示。

注：解释变量为 Δ lny軇 it；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GMM 估计给出的是稳健的标准误）；残差自相关检验和

Hansen 检验给出的均是 p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表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Δlnkit 0.272***（0.270） 0.252***（0.023） 0.408***（0.145） 0.389***（0.148） 0.241（0.154） 0.251（0.156）

ΔlnLit 0.047（0.033） 0.159***（0.052） 0.197***（0.070） 0.142*（0.074） 0.148***（0.073）

ΔlnNit -0.657***（0.087）-0.283（0.229） -0.393*（0.232） -0.596***（0.208）-0.605***（0.215）

lny軇 i，t-1 -0.044***（0.029）-0.072**（0.042）-0.036***（0.033）-0.047***（0.032）

ln（ Li，t-1

Wi，t-1
） 0.088（0.114） 0.183（0.156） 0.075（0.142） 0.101（0.135）

ln（Wi，t-1

Ni，t-1
） 0.425*（0.226） 0.809***（0.406） 2.711***（0.894） 2.971***（0.931）

Δsit 0.027*（0.014） 0.028**（0.010）

si，t-1 -0.084***（0.041）-0.086*（0.043）

ln（Wi，t-1

Ni，t-1
）×si，t-1 -0.279***（0.063）-0.295***（0.068）

ln（Wi，t-1

Ni，t-1
）×Δsit -0.107***（0.036）

AR（1） 0.030 0.024 0.016 0.016

AR（2） 0.570 0.748 0.898 0.812

Hansen 0.151 0.082 0.100 0.121

观察值 377 377 319 319 319 319

（三） 估计结果的解释

在全部 6 个模型，Δln kit 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积累

速度越快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模型 2 至模型 5 中 Δln Lit 的系数均为正，而 Δln Nit 的

系数均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业人口增加的速度越快的省份经济增长速

度越快，而总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的省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慢；模型 3 至模型 6 中，lny軇 i，t-1 的

系数均为负而 ln（ Li，t-1

Wi，t-1

）、ln（Wi，t-1

Ni，t-1

）的系数均为正，但 ln（ Li，t-1

Wi，t-1

）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并

不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越高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人口年

龄结构越年轻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而劳动参与率对各省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不显著。

“教育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替代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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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解释变量系数的结果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结果一致，应当说本文所设置的计量模型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模型 4 至模型 6 加入了人口受教育程度变量，Δsit 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以投入要素形式

加入到模型中，而 si，t-1 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形式加入到模型中。本文

模型 4 和模型 5 中 Δsi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增加越

快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模型 5 和模型 6 中的 si，t-1 系数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某种程度上，各省并不能有效地将不断提升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转化成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创新能力；或者说，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并不

能抵消其他模型未控制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对经济

增长的负面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模型 6 中含有交互项 ln（Wi，t-1

Ni，t-1

）×Δsit 和 ln（Wi，t-1

Ni，t-1

）×si，t-1，并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令 Wit

Nit
=wit，

yi，t
yi，t-1

=Git=1+git，其中 wit 为 t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git 为 t 年经

济增长率，对wi，t-1 求偏导可以得到：坠ln（Git）
坠wi，t-1

=2.971× 坠ln（wi，t-1）
坠wi，t-1

-0.107× 坠ln（wi，t-1）
坠wi，t-1

×Δsit-0.295×

坠ln（wi，t-1）
坠wi，t-1

×si，t-1。化简可以得到： ΔGit/Git

Δwi，t-1/wi，t-1

=2.971-0.107×Δsit-0.295×si，t-1。

Git 的 wi，t-1 弹性为 2.971-0.107×Δsit-0.295×si，t-1，表明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年龄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降低 1%所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越低，即随着人均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各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减弱。假设人均受教

育年限每年提高 0.1 年（Δsit=0.1），那么，当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03 年时，教育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将可以完全抵消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

本文估算了各省 2000、2005 和 2010 年 G 的 w 弹性。图 2 显示，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绝

大多数省份单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程度显著降低，同时，各省单

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经济

增长速度的变化幅度，自东向西

呈逐渐减弱的趋势，这可能是由

于人口受教育程度在空间与时

间上的分布不同导致的。随着人

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各省人口

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速度

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因此，从

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人口受教育图 2 各省 2000、2005 和 2010 年 G 的 w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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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有所减弱。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由

积极转为消极。一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90 年代中期以后一

直低于更替水平。从发达国家人口变动的历程来看，未来中国继续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是

可以预期的。另一方面，从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看，2010 年后中国劳动年龄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2013 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也开始下降。如果过

去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那么，随着中国人口

老龄化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丧失将不可避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优势转化为劣势同样不可避免。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减轻甚至抵消人口

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Barro 等（2013）估算中国 2015 年 15～64 岁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1 年，而世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为 10～12 年，未来 20 年中国

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速度明

显快于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的速度，这意味着，中国通过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减轻人口

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是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动是相互联系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抑制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的

速度。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对人的教育投资，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

发展，人口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是大概率事件，人口金字塔底端急剧收缩，可被投资的人群

日益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难免会减速。因此，中国必

须抓住人口少子化尚未进一步恶化的时机，加大教育领域的投入，否则，通过提高人口受教

育程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效果可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而大打

折扣。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人口持续老化和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的长期趋势不可避

免的形势下，人口和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人口质量的提高上来，而非简单地通过人口

政策的调整试图去延续所谓的“人口红利”。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

压力巨大，可供选择的空间有限；人口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在国际上成功经验有限，而通过国

民素质提高促进经济发展则有例可援。另外，围绕教育的发展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进行一

系列深化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和新的增长点。例如，普及 12 年义务教

育；改革中高等教育体制，建立发展目标多元的教育体系，让劳动者受到良好职业教育成为

多数人接受教育的核心内容，实现劳动能力的教育而非文凭教育；建立多渠道的继续教育

体系，通过一系列引导措施激励国民参与各种形式的在职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

“教育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替代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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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n Population Optimisation for Metropolitan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Zhang Juwei and Others·2·

As the urbanisation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problems of overcrowded the population in metropolitan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imperious to fully recognize the existing population problems of metropolitans and take reasonable strategy of popu-

lation control and optimisation.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cretely analyses population problems in metropoli-

tans. It points out that inherent rul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hould be obeyed while controlling and optimising population, and e-

conomic trends such as industrial structure escal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trends including metropolitan and city belt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t is unwise to simp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On the basis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 pa-

per puts forward that for metropolitans, population control should take structure optimisation as the main target and use econom-

ic measures mainl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A Study on the Variation History and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Fertility Leve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Chen Jiaju Zhai Zhenwu·12·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fertility level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which has experienced low fer-

tility rate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and fertility level's fluctu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Dur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human's fertility lev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fertility rate has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nterestingly,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sia has experienced lower fertility rates than those in de-

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hich may be partially explain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ulture of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variatio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fertility level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e of marriage and fertility and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of China,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ina's current fertility rate is indeed at a low level, but it is almost unlikely to fall into the "very low" or "lowest-low" level

which has been once reached by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in the short term.

Research on the Substitution of Education Dividend for Demographic Dividend Zhong Shuiying and Others·26·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s a key factor for economic growth, but it's not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at. As the aging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ades away gradually, which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eco-

nomic growth. But it can be compensat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education attainment. The improvement of popula-

tion education attainment might be a positive factor for Chinese economy to keep growing at a high speed in the future. A dy-

namic panel model is built up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variable and

education attainment variable included. The model is fitted on the basis of the 2001-2012 panel data of each province. With

population education attainment improving, it is found that when other conditions keep unchanged, the improvement of popula-

tion education attainment will reduce or even offse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ere is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sappeared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economic growth.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e population education attainment.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Urban Labor Wages Liu Changping Hua Yazhou·35·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average wage of urban labor force, and calculates special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the wages of urban high-skilled and low-skilled labor force, as well as the income of retiree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tion in general affects urban labor income negatively, and in partic-

ular have mor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wages of urban low-skilled labor force as well as basic pension retirees, and just s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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