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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袁意味着为结婚而储蓄的家庭比例上升袁从而提高家庭储蓄率遥 通过分析与婚姻有关的变

量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袁并使用 1995要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袁用高校学生占所在省份人口比和城镇化率作为未婚人口比

例的工具变量袁研究婚姻因素对家庭储蓄率变动的影响袁结果发现逐年上升的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正影

响遥 这表明婚姻因素推动了家庭储蓄率的上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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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高速进入中高

速增长时期袁同时出口与投资增长乏力袁对未来中

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遥 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发

掘消费方面的潜力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平均储蓄

率不仅高于工业化国家同期水平袁而且高于东亚传

统高储蓄国家遥 从 1993 年到 2013 年袁我国家庭储

蓄率从 16.9%上升到 29.6%袁 城镇家庭储蓄率从

18.1%上升到 33.1%袁农村家庭储蓄率则从 16.4%上

升到 25.5%遥 譹訛这意味着我国消费需求蕴藏着巨大

的增长空间遥 消费的增长不仅能够提升家庭生活质

量袁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遥 因此袁
分析和探讨中国家庭储蓄率逐年高涨的原因对中

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

意义遥
家庭为什么储蓄呢钥 既有文献从养老储蓄[1]尧预

防性储蓄[2]尧遗赠储蓄尧习惯储蓄[3]和目标性储蓄[4]等
视角袁使用收入[5]尧收入不平等[6]尧社会保险[7]尧性别比[8]尧
人口年龄结构 [9~10]尧出生率 [11]和人口寿命 [12]等因素袁
对我国高储蓄率或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现象进行了

广泛而有益的探讨和解释袁 这为从人口角度理解我

国储蓄率逐年上升的现象提供了条件和基础遥 文献

中关注了人口从出生尧 成长到死亡等各个阶段对储

蓄率的影响遥 在这些阶段中袁婚姻的地位极其重要遥
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人口影响储蓄率

的文献袁他们发现婚姻对家庭储蓄具有重大的影响遥
Wei 和 Zhang 认为袁在性别比越高的地区袁有儿子家

庭将面临更大的婚姻竞争袁 从而促使有儿子家庭为

改善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相对地位而进行竞争性储

蓄袁进而提高家庭储蓄率[8]遥另外袁婚姻还可以通过房

价间接影响储蓄率遥如果能够拥有一套自有住房袁则
有利于提高有儿子家庭在婚姻市场中的相对位置遥
Wei尧Zhang 和 Liu 认为袁一个地方性别比越高袁其婚

姻竞争越激烈袁 有儿子家庭对更大或更贵的房子需

求则越高袁进而提高房价[13]遥 性别比越高的地区袁房
价也相应越高遥 而住房价格上升将促使年轻家庭不

得不提高储蓄率来追赶高涨的房价[14]遥 这些文献对

本文从婚姻角度理解家庭储蓄率变动的原因具有启

发性作用遥女性家庭不可避免地也在为结婚而储蓄袁
而性别比变量难以涵盖女性婚姻对储蓄率的影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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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文需要进一步估计男女婚姻对家庭储蓄率

的影响遥 鉴于此袁本文使用男女未婚人口比例代表

婚姻因素袁考察它们对家庭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遥
本文工作可能与其他研究有两点不同遥 1冤大多

文献仅提到了野为结婚而储蓄冶的动机袁然而鲜有文

献估计男女婚姻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遥 本文使用

1995要2013 年省级数据袁估计婚姻对家庭储蓄率的

影响遥 2冤从地区层面看袁未婚因素对储蓄率上升具

有差异化的影响遥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院第二部

分是婚姻与家庭储蓄率的描述性分析曰第三部分是

婚姻与储蓄的逻辑分析尧事实依据和假说曰第四部

分是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的影响曰第五部分是工

具变量回归检验曰第六部分是结语遥
二尧婚姻与家庭储蓄率的描述性分析

与家庭储蓄率逐年上升趋势一致的现象是我

国未婚人口比例和平均初婚婚龄也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遥 在全国层面袁20~29 岁未婚人口比例从 1993
年的 0.356 上升到 2013 年的 0.53渊其与储蓄率相关

系数为 0.82冤譺訛遥
从地区层面看袁从 1995 年到 2013 年袁西部储

蓄率上升幅度最大 渊接近 14%冤袁 中部次之 渊将近

13%冤袁东部最低渊尽管东部储蓄率最高冤譻訛遥与全国层

面的观察一致袁中西部地区各省储蓄率与男女未婚

人口比例正相关遥 从城乡层面看袁我国城镇平均初

婚年龄从 1993 年的 23.55 岁上升到 25.28 岁袁而农

村平均初婚年龄则从 22.73 岁上升到 23.73 岁遥 农

村地区储蓄率与平均初婚年龄仍为正相关关系譼訛袁
见图 1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城乡储蓄率差距

的变化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镇储蓄率的逐年攀

升和农村储蓄率相对缓慢的上升迅速缩小了城乡

储蓄率差距遥 那么袁城镇储蓄率相对农村储蓄率的

快速上升是否与城乡平均初婚年龄差距的变化一

致呢钥 图 2 显示袁在 1990要2010 年期间袁城乡平均

储蓄率之差与城乡初婚年龄之差高度正相关遥
三尧婚姻与储蓄:逻辑分析尧事实依据与假说

渊一冤未婚与储蓄

未婚人口比例和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意味着

未婚人口为摆脱未婚状态所面临的压力和竞争程

度在上升遥 提高储蓄率是未婚人口家庭应对未婚状

态的一种方式遥 逐年攀升的未婚人口比例说明地区

野为结婚而储蓄冶的男女未婚人口数量渊储蓄主体冤
相对上升袁这有助于提高储蓄水平遥 社会平均初婚

农村平均婚龄

平
均
婚
龄

农村储蓄率

储
蓄
率

图 1 农村平均初婚年龄与储蓄率

城乡储蓄率差距与城乡平均初婚年龄差距

线性渊城乡储蓄率差距与城乡平均初婚年龄差距冤
图 2 1999-2010年城乡平均初婚年龄差距与储蓄率差距

年龄的上升意味着他渊她冤们进入婚姻的进程被拉

长袁 从而为婚姻而储蓄的时间不得不延长要要要长

存袁进而提高储蓄率遥 进一步看袁未婚人口比例的上

升和平均初婚年龄的提高导致家庭面临的婚姻压

力和婚姻竞争譽訛日益增加袁这可能促使他渊她冤们提

高储蓄强度要要要多存遥 家庭储蓄强度随着结婚年份

的临近而提高遥 由于未婚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和平均

初婚年龄上升袁为使孩子尽快脱离未婚状态袁家庭

需要为孩子婚姻准备的储蓄数量也野水涨船高冶遥 但

是家庭年收入远远小于婚姻支出袁因而为结婚而储

蓄的动机和行为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形成袁这将导

致家庭在孩子年龄较小时进行婚姻储蓄要要要早存遥
源自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和平均初婚年龄上升的这

些效应共同促使家庭储蓄率上升遥 因此袁未婚人口

比例和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可能通过婚姻储蓄主

体增加和野长存冶尧野多存冶及野早存冶等途径推动居民

储蓄率上升遥
渊二冤结婚与储蓄

随着婚嫁费用的不断上升袁家庭婚姻支出不断

提高遥 巨大的婚嫁费用需要家庭在更长时期内为结

婚而储蓄遥 那么袁在家庭内部袁究竟是父母还是孩子

在进行婚姻储蓄钥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联合袁究竟是

男方家庭还是女方家庭对储蓄率影响更大钥 结婚

后袁家庭储蓄率怎么变化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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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储蓄主体看袁婚姻储蓄的主体应该是父

母袁而非孩子要要要结婚者本人遥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和生活观察袁 我们假设平均初婚年龄为 23
岁左右袁婚姻支出为 30~50 万元袁孩子 20 岁参加工

作袁年收入 5 万遥 为结婚而需要准备的时间为 6~10
年遥 以上假定可以推断两方面信息袁一是婚姻储蓄

主体是父母袁孩子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和完成高水平

的储蓄曰二是婚姻储蓄的动机和行为可能在家庭预

期孩子结婚时间的 6~10 年前就已经存在遥
第二个问题是婚姻涉及两个家庭袁男女双方均

在为结婚而储蓄袁究竟是哪一方对储蓄率变动的影

响更大呢钥 Wei 和 Zhang 显示男女双方家庭平均储

蓄率在婚前两年迅速上升遥 其中袁新郎家庭平均储

蓄率在婚前迅速上升袁超过 50%曰新娘家庭储蓄率

快速上升袁为 35%左右[8]遥 而婚后新郎新娘家庭平均

储蓄率均迅速下降遥
第三个问题是家庭婚后平均储蓄率怎么变化

呢钥 这可以从全国层面构建家庭在结婚后的储蓄率

变动图遥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记录了全国层面城

市尧镇和乡村的初婚人口年龄及其男女人数的信息

渊本文选择计算初婚男女性别比冤袁 从而获得初婚

渊可以理解为结婚后冤 数据遥 然后根据 GDP 支出法

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冤计算城乡储蓄率数据袁并将之

与 19~29 岁初婚人口性别比数据作散点图遥 由图 3
可知袁城镇平均储蓄率随着 19~29 岁初婚人口性别

比的上升而下降遥 农村储蓄率也呈相应变化遥 随着

越来越多的男性结婚袁家庭储蓄率不断下降遥 虽然

男女双方都在为结婚而储蓄袁但是男性婚姻对储蓄

率的影响高于女性婚姻遥

城镇储蓄率与 19~29 岁初婚人口性别比

初婚性别比

城
镇
储
蓄
率

-0.15-0.1-0.050
0.050.10.150.2

图 3 城镇储蓄率与 19~29岁初婚人口性别比

根据以上分析袁婚姻因素很可能是导致储蓄率

逐年上升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遥 本文推测院储
蓄率随着未婚人口比例的增加而上升遥 进一步看袁
1冤在全国层面袁各省储蓄率随着未婚人口比例上升

而上升遥 2冤从地区层面看袁由于中西部省份是人口

净流出省份袁其婚姻竞争更为激烈袁其储蓄率随着

未婚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上升, 而东部省份是人口净

流入省份袁其婚姻竞争的激烈程度远低于中西部,因
此袁在东部省份袁婚姻对储蓄率的影响可能弱于全

国层面和中西部层面遥
四尧未婚人口比例对地区储蓄率的影响

渊一冤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本文计量模型遵循 Wei 和 Zhang[8]尧汪伟[4]等线

性模型的基本形式袁通过引入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口

结构因素尧婚姻因素等等袁分析和估计未婚人口比

例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遥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为院
_ = * _ + * +

+
其中袁 _ 代表第 个省第 年的居民

储蓄率袁 代表文中一系列第 省第 年的控制变

量袁 _ 是第 i 省第 t 年的未婚

人口比例袁 表示固定效应渊在第五部分中袁 则被

替换为野 + 冶袁 和 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

应冤袁 表示扰动项遥
家庭储蓄率等于农村储蓄率乘以农村人口比

重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乘以城镇人口比重之和遥 未婚

人口比例使用 15 岁及以上未婚人口比例数据度

量袁系数 预期为正遥 对于较大年龄者袁比如 35 岁

以上未婚者来说袁其除了为婚姻而储蓄以外袁还有

可能存在其他目标袁比如应对不确定性遥然而袁35 岁

以上未婚人口比例或终生未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

占比例是很低的遥 根据分析储蓄率变化的文献袁本
文引入一组人口结构变量要要要抚养比尧15~64 岁人

口比尧出生率和死亡率袁控制住人口结构变化对于

储蓄率的影响遥 抚养比等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

比之和袁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直接来源于历年叶中
国统计年鉴曳遥 引入死亡率变量是为了控制平均寿

命上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遥 引入人均收入增长率和

城乡收入差距变量袁控制收入及收入不平等因素对

储蓄率变动的影响袁其中袁人均收入的计算方法为

野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可支配收入分别与农村与

城镇人口权重的乘积之和冶遥 再引入参加社会保障

人口占当地人口比控制住预防性储蓄因素对于储

蓄的影响遥 鉴于城镇化可以通过提高配置效率而促

使 GDP 增长率上升袁如张传勇和刘学良表明高校扩

招可以引起房价上升[14]曰陈彦斌和邱哲圣表明高房

价又影响储蓄率[15]袁因而引入人均GDP 增长率和平

均房价渊对数冤变量袁控制城镇化率和在校高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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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通过经济增长和房价影响储蓄率的途径遥 以

上数据均来自于相应年份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和叶新中

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曳遥
渊二冤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由于各省存在观测不到的固定因素可能影响

储蓄率袁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未婚因素对储

蓄率的影响袁估计结果见表 1遥豪斯曼检验支持固定

效应模型遥 江涛表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影响女性未

婚人口比例[16]袁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又影响储蓄率袁
因而控制城乡人均收入差距遥 性别比上升推动储蓄

率逐年上升袁同时性别比上升影响男性未婚人口比

例[17]袁因而本文也控制了未婚性别比变量对储蓄率

的影响袁但由于不显著袁结果未报告遥 由于出生率高

低可以影响家庭储蓄率的高低袁而未婚人口比例又

可能影响出生率袁因此本文控制出生率变量遥 在控

制 15~64 岁人口比例尧人均收入增长率尧抚养比尧城
乡人均收入差距和平均房价渊对数冤等变量的条件

下袁回归结果显示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的影响方

向显著为正遥
由于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单向流动袁

东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入地区袁其婚姻竞争程度弱于

中西部地区遥 因此袁本文将在全国尧东部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三个层次上进行回归分析遥 在全国层面袁回
归结果显示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为正

的影响遥 进一步看袁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仍然显示未

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遥
同时发现袁抚养比尧15~64 岁年龄人口比例和城

乡人均收入差距分别对储蓄率具有显著为负的影

响遥 房价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全国和中西部层面稳定

显著为正遥 出生率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遥 参加社

会保障人口比变量在全国和地区层面基本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遥
五尧工具变量再估计

渊一冤内生性分析和工具变量有效性分析

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可以通过延长和提前储蓄

时间尧提高储蓄个体数量来提高家庭储蓄率遥 各个

家庭在提高储蓄率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家庭进入

婚姻所需要的平均储蓄水平遥 在更高的储蓄水平

下袁将有更多的人口难以进入婚姻袁因而促使未婚

人口比例上升遥 当然袁还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储蓄率 储蓄率 储蓄率 变量 储蓄率 储蓄率

未婚人口比例

出生率

抚养比

死亡率

15~64 岁人口比例

人均收入增长率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log(平均房价)

参加社保人数比

观测值

R2

省份

1.237**
(0.63)

0.000206
(0.01)

-14.02***
(0.70)

-0.0435*
(0.03)

-26.80***
(1.61)
0.0906
(0.15)

-0.146***
(0.00)

0.0677**
(0.03)

-0.0759
(0.11)
482
0.805
31

1.278***
(0.39)

0.00446
(0.01)

-13.76***
(0.69)

-0.0214
(0.02)

-26.41***
(1.45)
0.131
(0.15)

-0.144***
(0.00)

0.0669***
(0.02)

-0.0577
(0.10)
482

31

1.678*
(0.97)
0.0178
(0.02)

-7.507***
(0.91)

-0.0632
(0.05)

-14.30***
(2.32)

1.096**
(0.46)

-0.150***
(0.01)
0.0256
(0.04)
0.153
(0.16)
155
0.836
10

0.802
(0.53)
0.0143
(0.01)

-7.033***
(0.87)

-0.0402
(0.03)

-12.35***
(1.91)

1.372***
(0.41)

-0.152***
(0.01)

-0.00791
(0.03)
0.137
(0.15)
155

10

0.125**
(0.06)

-0.0103
(0.01)

-21.93***
(0.86)
0.0322
(0.03)

-42.21***
(1.89)

-0.0520
(0.14)

-0.147***
(0.00)

0.0646**
(0.03)
-0.178
(0.13)
327
0.869
21

1.415***
(0.50)

-0.000618
(0.01)

-21.03***
(0.89)

-0.00215
(0.02)

-40.80***
(1.83)

-0.0994
(0.14)

-0.145***
(0.00)

0.0885***
(0.03)

-0.214*
(0.13)
327

21

变量

表 1 地区储蓄率对未婚人口比例的省级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和鄢分别表示在 1%尧%5 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袁括号内为标准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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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偏误遥 地区女性经济独立性提高和储蓄率上升

可能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遥 另外袁一个地区

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和储蓄率上升也可能是人均寿

命上升的结果袁故需要故引入死亡率变量遥 因此袁本
文通过控制一组人口结构变量来控制这些问题遥 对

于遗漏变量问题袁本文尽量控制一组人口结构变量

和经济发展变量袁但在理论上仍然可能存在未被观

察到的遗漏变量遥 鉴于未婚人口比例与储蓄率的相

互影响以及遗漏变量问题袁本文通过寻找工具变量

缓解内生性估计偏误遥
根据表 2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袁 由于回归渊1冤尧

渊2冤和渊5冤的 F 值小于 10 而其余回归 F 值均大于10袁
因而进一步计算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袁发
现其相应统计量大于 15%的临界值袁 这表明回归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譾訛遥随后进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

的 Sargan 检验袁发现过度识别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均

大于 0.1遥 这表明工具变量能够通过有效性检验譿訛遥
渊二冤工具变量选择

工具变量的基本思想是寻找一个仅通过内生

变量渊未婚人口比例冤进而影响被解释变量渊储蓄

率冤的外生变量遥 本文以在校高等学生占总人口比

和城镇化率作为工具变量遥 无论是在校高等学生人

数占比还是城镇化率袁都代表着人口流动袁这很可

能通过影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婚姻圈袁进而影响男

女搜寻和匹配的概率和速率袁 从而推迟结婚年龄袁
最终影响男女未婚人口比例遥 这也获得了相关研究

的支持袁如曾迪洋发现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

生推迟效应[18]遥 许琪表明婚前流动显著推迟了农村

男女的初婚年龄, 而且这种推迟效应对男性农民工

表现得更加明显[19]遥一个基于实际情况的分析是袁中
西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出地袁其未婚人口比例或者男

性未婚人口比例将上升遥 此分析结果也与经验观察

一致要要要中西部特别是山区经济不发达地区袁终生

未婚的野剩男冶日益增多遥 而在东部地区袁城镇化率

上升很可能使东部未婚人口比例下降袁这是因为其

他地区女性人口的流入增加了东部地区女性供给袁
一个可以从侧面提供支持的现象是东部地区大龄

单身女性日益增多袁婚姻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低于

中西部地区袁故人口流动对两地区未婚人口比例的

影响方向可能存在差异遥 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佐证了

这个判断遥 在二阶段回归的第一阶段回归中袁我们

发现城镇化率变量对未婚人口比例的影响具有地

区差异袁即在东部地区该影响显著为负袁而在中西

部地区显著为正遥 在校高等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袁
其所在家庭并不一定在高校所在省份袁因而高等教

育学生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与高校所在省份的储

蓄率没有直接联系遥 但高等学生在校人数占当地人

口比可能通过未被观察到的因素影响储蓄率遥 一个

普遍性的认识是房价上升提高了家庭储蓄率袁而这

也获得了经验支持遥 如果在校高等学生数量上升促

使房价上升袁那么高等学校学生占比很可能通过房

价影响家庭储蓄率遥 张传勇和刘学良研究表明袁高
校扩招政策推动了城市房价的上涨遥 [14]城市房价上

升促使年轻家庭为了追赶房价不得不提高储蓄率遥
鉴于此袁 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商品住房平均价格袁
尽可能避免在校高等学生占比通过其他途径影响

储蓄率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由于在校高等学生人数占

比构成城镇化率的一部分袁鉴于共线性考虑袁本文

将同时报告以城镇化率尧城镇化率与在校高等学生

占当地人口比分别作为未婚人口比例的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遥
对于城镇化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袁我们关键看城

渊1冤全国 渊2冤东部 渊3冤中西部 渊4冤全国 渊5冤东部 渊6冤中西部

变量

在校高等学生占当地人口之比

城镇化率

其他变量

观测值

R2

一阶段 F 值

未婚人口比例

0.024***
渊0.0077冤
控制

535
0.82
9.72

未婚人口比例

-0.039*
渊0.014冤
控制

179
0.88
7.86

未婚人口比例

0.04***
渊0.0085冤

控制

356
0.84
22.6

未婚人口比例

1.45***
渊0.289冤
0.028***
渊0.0076冤
控制

535
0.85
17.53

未婚人口比例

1.94***
渊0.518冤
-0.0077
渊0.0181冤
控制

179
0.92
9.74

未婚人口比例

1.15**
渊0.478冤
0.033***
渊0.0089冤
控制

356
0.84
14.34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和鄢分别表示在 1%尧%5 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袁括号内为标准差遥

表 2 未婚人口比例与储蓄率院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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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变量除了通过未婚人口比例影响储蓄率的途

径外袁 是否仍存在其他未观察到的途径影响储蓄

率遥 从城镇流动人口的构成看袁可以分为省内流动

和省际流动遥 其中省内流动人口将收入寄回流出地

所在家庭袁这是本省平均储蓄率的一部分遥 严超和

常志霄表明对于省际劳动力流动袁其打工收入是寄

回流出地所在家庭[20]遥 这并不构成流入地省份平均

储蓄率的一部分遥 另外袁还存在城镇化影响储蓄率

的两条途径院第一袁城镇化通过改善劳动力的配置

效率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袁从而提高当地家庭收入袁
进而提高当地储蓄率曰第二袁城镇化通过促使房地

产价格上升袁进而提高家庭储蓄率遥 鉴于这种考虑袁
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人均 GDP 增长率和商品房平

均价格袁这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城镇化率通过没

有观察到的因素影响储蓄率遥
本文在表 2 中报告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中的

第一阶段结果遥 从表 2 第一列中可以看出袁以城镇

化变量单独作为未婚人口比例的工具变量袁基于全

国层面的回归袁城镇化的系数显著为正遥 且分地区

的回归均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要要要城镇化变量在

东部地区显著降低未婚人口比例袁而在中西部地区

则显著提高未婚人口比例遥 这可能是因为人口从中

西部向东部单向流动袁对不同地区未婚人口比例存

在相反方向的影响造成的遥 随后袁以城镇化率和在

校高等学生占比作为未婚人口比例的工具变量遥 在

全国层面袁城镇化变量系数显著为正遥 但在区分东

部样本和中西部样本的回归中袁东部地区城镇化率

不显著袁在校高等学生占比却显著遥 出现这种情况

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是高校的聚集地区袁因此较

高的学生占比反映高素质人口的流动比例上升袁东
部地区对全国各地高校学生有较大的吸引力袁他
渊她冤 们留在东部地区工作生活的可能性较高遥 因

此袁在东部地区袁高校学生可能会较大程度冲击高

校所在地的婚姻圈袁进而影响高校所在地人口的婚

姻进程遥 而对于一般的流动劳动力人口袁由于东部

地区落户门槛对于他们来讲很高袁因此他们对当地

婚姻圈的影响可能有限遥 而在中西部地区袁在校高等

学生占比和城镇化率变量均显著遥中西部地区是人口

的流出地袁无论是高学历人口还是一般劳动力人口袁
其流出均会对当地婚姻产生影响袁因此它们对中西

部地区的未婚人口比例均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遥

渊三冤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在表 3 中报告了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第二

阶段结果遥 首先袁本文以未婚人口比例为内生变量尧
城镇人口比例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袁在控制一组人

口结构变量及其他影响储蓄率变量的条件下袁发现

未婚人口比例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遥
进一步将全国分为东部样本和中西部样本袁第二列

和第三列回归结果显示袁在东部地区袁未婚人口比

例的影响显著为负遥 这也许是因为东部地区婚姻竞

争程度相对低于中西部地区遥 但在中西部地区袁未
婚人口比例的上升显著提高了储蓄率遥 这可能是因

为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单向流动袁造成中

西部地区女性流出袁而东部地区作为流入地袁婚姻

竞争程度低于中西部地区遥
随后袁以城镇化率和在校高等学生占比作为未

婚人口比例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遥 我们发现在全国

和中西部层面袁城镇化率对未婚人口比例具有显著

为正的影响袁在东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遥 在全

国和中西部地区袁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

为正的影响袁但在东部地区并不显著遥 鉴于存在城

镇化率和在校高等学生占比可能通过提高地区

GDP 和平均房价来推动储蓄率上升的途径袁本文在

全国尧东部和中西部层面袁控制了平均房价渊对数冤
和人均 GDP 增长率变量袁但回归仍然表明未婚人口

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遥 这意味着在全

国和中西部地区袁随着未婚人口比例的上升袁地区

储蓄率也将随之上升遥 此外袁在中西部地区袁死亡率

的系数显著为负遥 这意味着地区储蓄率随着死亡率

的下降而上升遥
六尧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袁 我国家庭储蓄率逐

年上升遥 从城乡看袁我国城镇储蓄率迅速上升袁城乡

储蓄率差距迅速缩小遥 从地区来看袁东部地区储蓄

率最高袁西部储蓄率上升最快袁中部次之遥 在中国经

济增速处于野换挡期冶与经济长期增长更加需要依

靠内需的背景下袁 研究中国储蓄率逐年上升的现

象袁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遥 本文发现婚姻因素促

使储蓄率迅速上升袁并且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的变

动速度遥
我国婚姻呈现出新特征要要要平均初婚年龄和

未婚人口比例逐年上升袁这与我国家庭储蓄率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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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为工具变量 城镇化率和在校高等学生占当地人口比为工具变量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储蓄率 储蓄率 变量 储蓄率 储蓄率 变量

未婚人口比例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抚养比

出生率

死亡率

人均收入增长率

log(平均房价)

人均 GDP 增长率

省级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2.79***
(4.663)

-0.105***
(0.022)

2.917***
(1.091)
-0.0143
(0.009)

-0.0476*
(0.028)
-0.190
(0.181)
-0.0637
(0.040)
1.897*
(0.973)
控制

控制

535
0.764

-10.04*
(5.762)

-0.0767*
(0.044)
-2.408*
(1.456)

-0.00824
(0.022)
-0.118
(0.072)
0.454
(0.573)
-0.0523
(0.068)
-2.347
(1.678)
控制

控制

179
0.717

6.831***
(2.419)

-0.120***
(0.016)
1.089**
(0.503)
0.0105
(0.008)

-0.0688**
(0.031)
-0.134
(0.116)
-0.0494
(0.033)
0.727
(0.548)
控制

控制

356
0.909

3.496**
(1.668)

-0.113***
(0.014)
0.855**
(0.436)

-0.00611
(0.005)
-0.0208
(0.017)
-0.0498
(0.113)
-0.0198
(0.023)
0.360
(0.480)
控制

控制

535
0.896

-1.774
(2.022)

-0.0835***
(0.030)
-0.537
(0.630)
-0.0149
(0.014)
-0.0429
(0.038)
0.530
(0.382)
-0.0242
(0.044)
-0.788
(0.936)
控制

控制

179
0.874

5.079**
(2.033)

-0.122***
(0.015)
0.804*
(0.443)
0.00835
(0.007)

-0.0518*
(0.028)
-0.114
(0.108)
-0.0348
(0.029)
0.544
(0.504)
控制

控制

356
0.919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和鄢分别表示在 1%尧%5 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袁括号内为标准差遥

表 3 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上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遥 在统计上袁城乡初婚年

龄的差距与城乡人均储蓄率差距高度正相关袁农村

平均婚龄与农村平均储蓄率高度正相关遥 而且随着

男性结婚人数渊相对女性冤的上升袁家庭储蓄率呈下

降趋势遥
婚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遥 家庭野为

结婚而储蓄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储蓄动机遥 未婚人

口比例上升袁 一方面表明未婚人群范围正在扩大袁
储蓄个体数量不断增长曰另一方面表明家庭储蓄时

间继续延迟遥 随着男女婚姻不断推迟袁未婚家庭面

临结婚的压力也在上升袁进而提高家庭储蓄率遥 在

全国层面袁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显著为

正的影响遥 在东部地区袁可能是由于人口向东部的

单向流入袁此影响为负袁但不稳定遥 而在中西部地

区袁由于是人口流出地袁其婚姻竞争程度远高于东

部地区袁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遥在中西部地区袁15 岁

及以上未婚人口比例对储蓄率具有稳定的尧显著为

正的影响遥 这表明婚姻因素是推动家庭储蓄率上升

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遥

注 释院
譹訛 如无特殊说明袁本文数据均由历年叶中国统计年鉴曳测算

而得遥
譺訛 本文渊某年龄组冤未婚人口比例等于渊某年龄组冤未婚人口

除以渊某年龄组冤总人口遥 其中未婚人口是指未结婚的人

口袁并非单身人口渊比如离异尧丧偶人口并未统计在内冤遥
譻訛 由于地区分年龄组的未婚人口比例数据难以获得袁 我们

不得不计算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 15 岁及 15 岁以上未婚

人口比例袁因此地区之间未婚人口比例的变化将变小袁尽
管如此袁 我们仍可发现在中西部储蓄率与未婚人口比例

正相关遥 东中西部储蓄率是东部尧中部和西部各省储蓄率

的算术平均值遥
譼訛 城镇储蓄率与城镇平均初婚年龄也呈一定的正相关性袁

但没有农村明显遥 其原因可能是城乡婚姻是对城镇地区

男性单向开放的遥
譽訛 本文中的野婚姻竞争冶意指未婚人口为摆脱未婚状态的竞争遥
譾訛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在回归渊1冤中是 9.719袁大

于 8.96渊15%冤曰在回归渊2冤中是 9.927袁大于 8.96渊15%冤曰在
回归渊5冤中是 9.742袁小于 11.59渊15%冤遥 因而袁回归渊1冤~
渊4冤和回归渊6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遥

譿訛 在表 2 回归渊1冤~渊3冤中袁由于工具变量仅有一个袁因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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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An Explanation for the Rising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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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ing of proportion of unmarried population who need save for marriage, which increases the saving rat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related to marriage and the rates.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1995-2013 in China, with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te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 for the propor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arriage on the rates, which shows that the rising
propor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ates ,which also means that the factor of marriage promotes th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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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过度识别检验遥 在回归渊4冤~渊6冤中袁衡量工具变量

过度识别的 Sargan 检验值袁 过度识别检验值的伴随概率

分别为 0.12尧0.11 和 0.1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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