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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情况仍不容乐观,人口出生率提高的目标并未真正实
现。基于此现状,本研究小组以中国452名育龄青年为样本,采用计量回归分析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发现影响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体现在思想、成本和身体三个方面。研究组建议国家应健
全各项生育政策保障机制、增加育龄父母的科学知识并鼓励育龄父母优生优育,以此推动人口生育情况
的改善。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人口；生育率；育龄青年生育意愿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调,老

但人口出生率却呈现明显下降的特点。

教育资源；第二,降低独生子女所承担的

龄人口数量不断上涨,而出生率却不断

这与政策背道而驰的“怪象”已然引起

养老成本；第三,加剧就业竞争。此外,

下降。这导致了劳动力供求平衡被打破,

社会各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研读

马心怡(2018)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后,女

劳动力比重下降,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直

大量有关人口结构、生育政策、生育意

性就业权应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

接影响了人口可持续发展。为应对中国

愿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研究组大致将其

1.2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的严重人口危机,2015年中国共产

整理、归纳、总结分成如下两个类别。

为了解决人口失衡问题,提高生育水

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面二孩”

1.1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及其影响

平是关键。从个体角度而言,影响生育水

政策。二胎政策落地的2016年,全国出生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为了应对

平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和思想两方面。

人口超1750万,相比2015年的出生人口

人口失衡,提高生育水平,解决男女失衡

BoMalmberg(2012)、郭玲等(2018)通过

1655万,仅增加了95万,生育数量低于预

比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乔晓春(2015)

SDM模型分析显示,整体上来看生育率的

期。且在2017年至2019年间,我国人口出

认为虽然“单独”二胎政策提高了生育

下降趋势大部分源于区域经济环境下房

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总体来看,

绝对量,但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

价的普遍上涨。周晓蒙(2018)运用有序

全国总和生育率(TFR)逐年缓慢下降仍

等不能及时转变导致生育率无法回升至

logi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发现受

是一个大趋势,持续的低生育和少子化

更替水平,从而提出调整并完善生育政

教育水平越高并且女性收入占比越高生

已经成为人口新常态。
“全面二孩”实施

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王会宗等

育意愿越不强烈。计迎春等(2018)认为缓

至今,新生儿数量并未出现成倍增长的

(2016)基于对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与经济

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并促进公私领域性

趋势。二胎政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再次

增长关系的研究,推测出维持经济稳定

别平等的同步发展,对维持一定的生育率

引爆人口红利的引信,但是政策的效果

增长的最优出生率,从而进一步支持和

和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的贡献。此外,生

却没有达到预期。

证明我国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的必

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

1 文献综述

要性和可行性。王广州(2019)采用总和

的生育缺口是全球各国面临的难题。

为缓解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保持经

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得到二胎政策对

Bongaarts(2001)提出六个影响生育意愿

济增长力,近年来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从

于二胎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反

与生育行为背离的因素。Philipov 等

“双独”到“单独”再到“全面放开”,

映在短期内无法挽回一胎低生育意愿和

(2009)Harknett等(2014)研究论证理性

最终的全面“二孩”政策实现了在全国

整体低生育水平的困局。冯艳兰(2017)

生育意愿和现实生育行为存在偏差。茅倬

范围内的推广和育龄青年的响应。然而,

结合国内现实情况,分别从教育、养老和

彦(2009)基于Bongaarts的理论框架建立

在短期内政策的实施并未取得预期效

就业三方面阐述实施二胎政策的社会影

模型,试图探索低生育水平下人们生育行

果。虽然全国人口保持年年增长态势,

响：第一,提高教育体系保障、平等分配

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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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显著的变量不显示,

综合以上研究类别的特点,调研小

理想并不代表自己意愿生几个孩子,于

组认为现今对中国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

是出现第一重悖离(即意愿与打算之间

“***”、“**”、“*”分别表示1%、5%、

的研究有以下不足：第一,虽然当前学者

的偏差)；其次,意欲生几个孩子并不表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肯定了开放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但大部

示自己决定生几个孩子,于是又出现了

(下同)。数据来源：作者计算(下同) 回

分文献主要研究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

第二重悖离(即打算与抉择的偏差)；最

归公式如下：

而未重点探究生育水平无法大幅度回升

后,决定生几个孩子并不意味着实际生

全样本：

的根本原因。第二,很少有文献从中国生

几个孩子,从而出现第三重悖离(即抉择

育政策调整角度,探讨生育意愿和生育

与行为的偏差)。

行为之间存在差异性的主观及客观原因

悖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并提出政策

通过广泛的访谈与调查,并基于已有理

建议。基于此,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发放

论,研究小组把婚育思想、经济成本和身

生育意愿问卷调查,分析我国育龄青年

体健康作为影响因素,这三个因素不仅

的生育现状和二胎生育意愿。这一课题

是低生育率模型中更贴合现实情况的影

的研究将为政府、社会各界解决人口结

响因素综合,更是能解释生育意愿与行

构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为提高人

为之间悖离的有效因素。

们的生育意愿和国家的生育水平提供借

其中,婚育思想直接影响生育意愿,

鉴依据,对于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

间接影响生育打算：性别偏好、家庭支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稳

持与女性独立等因素直接影响了生育意

步提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愿；经济成本直接影响生育打算,间接影

2 基于全国育龄青年的实证研
究

表2

按婚姻状况分组

响生育抉择：抚养小孩的巨大经济压力
使有意愿生育的育龄青年望而却步；身

2.1机理分析

体健康直接影响生育行为,间接作用于

2.1.1影响因素选取的理论基础

生育意愿：生育健康和生育一胎时留下

Bongaarts(2001)在观察了大量发

的身体疼痛会间接影响二胎生育意愿。

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后,

2.2基于样本数据的计量回归分析

提出了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模型。该模

各组回归均以生育意愿为因变量,

型首次将意愿生育数量作为目标变量,

学历、收入和居住地等基本信息以及育

定量分析了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实现

儿成本、婚育思想、身体健康情况的细

过程中六大因素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偏

化指标为自变量,按人群性质进行分组

离。六大因素可分为促进性因素(包括非

回归。回归采用OLS方法,由于涉及变量

意愿生育、代替效应和性别偏好)和抑制

多,表中所示的自变量均通过“逐步回归

性因素(包括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

分析”后筛选所得,该方法剔除了不显著

效应)。

变量,并克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2.1.2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
针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杨菊
华教授提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三重悖
离。它展示了从认为几个孩子最理想到
最终实际生育几个孩子(即由生育意愿
转化为生育行为),期间受中间变量的影
响,导致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产生
不同的组合,即意愿大于行为、意愿等于
行为、意愿小于行为。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表现为一种下行的低级关系：生育意
愿>生育打算>生育抉择>生育行为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可能表现在任何
一个中间环节：首先,认为生几个孩子最
66

已婚只有一个小孩：

表1

按二胎政策细分人群分组

按二胎政策细分人群分组,研究组
将全体样本与“已婚且只有一个小孩”
(后称“二胎政策受众”)的样本分别进
行回归,以突出与二胎政策联系更为紧
密的人群的特征。从回归结果看：(1)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二胎政策受众群
体认为生育二胎给家庭带来的成本抑制
了其生育意愿。但产妇生产成本与生育
意愿则呈现正相关关系,这可能反映出
医疗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弹性较小,
人们不会因为其价格过高而降低“消费”,
相反,较高的生产费用可能意味着更安
全的生产,从而减少人们对生育安全的
担忧。(2)在思想方面,工作学习压力对
二胎政策受众的生育意愿有抑制作用,
而社会对怀孕妇女的保障程度和家庭的
支持则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生育意愿
有促进效应。(3)身体健康方面,自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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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身体状况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

(2)精神力量：家庭本身的不支持、

(3)健全食品药品监管,完善食品、

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而生一胎时的疼

计划生育政策下“晚婚晚育”、“少生优

药品监管机制正是提高生育意愿的关

痛与阴影对二胎生育意愿有一定的抑

生”的思想与二胎政策宣传的滞后性,

键。基于我国人口基数,财政水平,可采

制。(4)收入水平与居住地对全样本的生

延缓育龄父母对二胎政策的认同。

取以下两种方式：一将疫苗纳入医保体

育意愿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收入

2.3.2成本方面

越高,生育意愿也越强,而居住地越发达,

问卷结果显示：大部分人认为高

人群生育意愿越低。

系；二采取阶段性育儿补贴。
3.2增加育龄父母科学知识

昂的育儿成本是阻碍青年生育的重要

(1)增强身体锻炼意识,提高国民身

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因素。国内奶粉问题频发促使中高等

体素质是促进生育行为的基础。国家应

已婚：

奶 粉 推 动 奶粉的价格连年走高,高昂

建设更多公共运动场地,企业、单位等应

的婴儿用品费用加重育龄青年心理和

组织员工定期体检,个人应增强锻炼意

经济负担,间接抑制其生育意愿。同时,

识,提高锻炼频率。

“有房”作为结婚生子的必要前提,使

(2)推广科学备孕课程,推广科学备

父母更多选择为一胎预留房产资金；

孕的知识有利于育龄青年备孕。医院可

加之住房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之高,

以增设孕妇学校,提供科学指导；社会可

为已婚和未婚样本,分组进行回归,以探

使年轻人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此外,

以通过产后妇女心理疗养所,减轻女性

究婚前婚后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主要

由于中国医疗体系发展尚不完善、各

对生育的阴影。

影响因素差别。回归结果显示：(1)在

项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比重逐年增加,

3.3转变思想,社会各界齐心促二胎

已婚群体中,产妇生产成本对生产意愿

生孩后一系列昂贵的费用给普通家庭

(1)推动家庭文化传播,居委会等基

的影响与前表中的二胎政策受众表现

带 来 巨 大 的经济压力,使家庭生育二

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建设家庭文化。本组

一致,而高中阶段的学费花销则在1%的

胎的意愿大幅下降。

建议基层组织多举办亲子活动、幼儿系

显著性水平下对生育意愿有抑制作用。

2.3.3身体篇

列讲座等,在社区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未婚群体认为生育、抚养的一系列费用

首先是生育恐惧因素。在调查

(2)推广国企提拔机制,完善已婚女

构成了该群体不愿生育的原因,该因素

中,40%以上的女性表示生育一胎时的痛

性的提拔机制是重要任务。借鉴国有企

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其负系数较大。

苦会影响生育二胎的意愿,加之中国有

业“多子女性,快速提拔”的政策,企业

(2)家庭的支持和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

50%-70%的妇女患有产后抑郁症状,我们

可以推广“以家庭带动工作”的鼓励政

话语权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

认为女性恐惧疼痛和抑郁的想法会抑制

策,保障女性的工作地位。

促进已婚群体的生育意愿,这与二胎政

生育意愿。其次是对生育年龄的考虑,

策受众群体的回归结果一致,体现出中

女性生育年龄的选择对二孩的健康至关

适度增加对生育鼓励政策的宣传与解读,

国家庭观念的渗透和对生育意愿的影

重要。调查中,近50%的女性因担心年龄

增加育龄青年对生育政策的了解。此外,

响力之大。(3)身体健康方面,一胎的疼

和生育能力错过最佳二胎生育时期。

相关《劳动法》虽明确提出对女职工特

未婚：
FD3 = −0.897cost9 + 0.184ideology4 + 0.231health2

按婚姻状况,研究组将全部样本分

(3)打造新媒体新形象,新媒体可以

痛与阴影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会抑制

3 关于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建议

殊群体的保护措施,但如何使法律走入

已婚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未婚群体中,

3.1健全各项保障机制

人心依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

当前的身体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同

(1)促进教育回归公益化,各类教育

样显著,且身体状况的好坏与生育意愿

费用不菲,本组建议政府对不同家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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