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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17, there exists a serious population loss
phenomenon in Shandong Province. Today, we advocate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talent and resources". Serious
population loss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population dividend
effect, the aggrav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security burde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screen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loss and the structur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SPSS data to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loss in Shandong Province by
comparing 17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flow in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based on Todaro model, and
draws the popul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the current
actual situ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loss are summari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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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 年山东省出现了严重的人口流失现象，在倡导
“人才资源强国”的今天，严重的人口流失导致人口红利效
应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增加了社会保障负担，且不利于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与协调发展。本文在筛选梳理山东省人口
流失现状、流动人口结构等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托达罗
模型通过比较 30 个省市的 17 的人口流动影响因子利用 SPSS
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山东省人口流失的主要因子并就山东省目
前的实际情况分析出山东省人口流失的基本原因最后总结并
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人口流失，人口红利，山东经济，托达罗模型，
SPSS

I.

引言

山东省作为一个人口经济大省，2018 年经济总量全
国各省排名第三人口总量排名第二，在 2017 年出现了严
重的人口流失现象，人口净流失 42.46 万人，全国各省
人口净流失量排名第一。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山
东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全国人口老龄
化最严重的省份。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人才
则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严重的人口流失一方面会改
变山东省的人口结构，加剧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社会负

担；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流失无疑会对山东省的经
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
口红利在影响生产领域与消费和储蓄的同时必定会成为
经济增长的有利助推器。依据索罗模型, 经济发展是劳
动力资源的增函数, 总的劳动力下降必然会造成经济发
展的下降。如果人口流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进一步
阻碍山东省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山东的整体发展。
II.

人口流失的相关概念与测算方法

人口流失：“流失”反映的是有用的东西因为
“流”这个过程而散失或离开的现象；“人口流失”是
指原有人口由于流动迁移这个过程而减少的现象。人口
流失并不等同于人口减少，人口减少的原因还有可能是
人口自然负增长造成的。衡量人口流失的程度可以用总
流失人口和净流失人口作为指标，总流失人口是指迁出
人口总量，净流失人口是指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差
值，当迁入人口少于迁出人口时，才会出现人口流失的
现象。本文将人口流失界定为人口净流出。
A. 测算方法以及数据来源
人口流失的测算方法：人口净迁移量=人口变动量
（年末人口总数-去年年末人口总数）-人口自然增长
量。（当人口净迁移量为正时表明人口净流入，为负时
表明人口净流出）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18 年山东统计年
鉴》、《2017 年山东统计年鉴》《2017 年中国统计年
鉴》和《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等。
B. 山东省人口流失现状分析
根据《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后看出
山东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在 2017 年人口净流出 42.46 万
人，成为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的省份，人口流失较为严重
的省份还有河南省和吉林省，人口流失量分别为 30.16
万人和 16.71 万人，分别位列人口流失量排名的第二、
三位。相反，人口净流入量最大的省份为广东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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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入量达到了 67.69 万人，其次为浙江省和新疆省，
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为 31.02 万人和 19.13 万人。

将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由于我国还未完成
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如果出现劳动力短缺必定会导致
劳动力价格上涨，这对无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
密集性产业的发展都是一种阻碍。
2) 流失人口的省外分布情况
2017 年山东省的流出人口主要流向了天津、北京、
江苏、上海这四个省份，总共占到流动人口总数的
62.06%，可以看出这四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2017 年全国人均 GDP 排名前四的分别是北京、上海、
天津和江苏，山东在 2017 年人均 GDP 的排名是第八
位，与这四个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从这里我们可以
初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而
像人口净流入量较大的新疆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
分突出，新疆人口流入的原因则主要是我国这几年出台
的一些西部人口保护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因此在分析
山东省人口流失的原因时我们也会考虑到引进政策等其
他方面的原因作为影响因素。

图 1 2002-2017 山东省人口流量

山东人口流失的数量反映了人口流动的总体情况，
人口流失部分的结构分析可以让更直观的表明人口流失
对山东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探究山东省人口流
失的原因，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对策。本文在分析流
失人口的结构是主要从人口流失部分的年龄结构、流失
人口的省外分布情况及流失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这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

3) 流失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表 1 反映的是 2014 年山东省流动人口和 2010 年常
住人口受教育程度对比，从表 1，可以看出流出人口的
受教育程度远远大于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随着经济
教育水平的发展，这种现象只会愈演愈烈，人口流失在
很大程度上流失的不仅仅是一般劳动力，而更意味着一
大批高尖端人才的流失，这时人口流失对山东省造成的
损失更大，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往往跟对社会生产力
的贡献是成正比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在流失人口中
占比较大, 而这些人才的流失则会从根本上影响山东地
区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主动性和竞争。由于这几年的人
才大战，受各个省份人才政策的影响，流动人口有很大
一部分高学历人才，它们不仅影响了一个地区生产力的
发展提高，也会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众所周
知，人才是第一生产力，高尖端人才对一个地区经济、
文化，消费，产业结构升级等各方面的带动作用是十分
强大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山东省的人口流失问题
的解决。

1) 人口流失的年龄结构分析
通过人口流失的年龄结构测算分析，可以让我们了
解到人口流失对山东省劳动力资源、少年抚养比、老年
抚养比以及对山东省的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
响，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根 据 《 2018 年 山 东 统 计 年 鉴 》 山 东 流 动 人 口 中
85.53%是处于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中 62.49%的
流动人口是 15-40 岁的青壮年劳动人口，说明了流失人
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这部分人口流
失大大的减少了山东省的劳动力数量，在大多发展中国
家里, 只有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效应高于非劳动力人口增
长效应, 才能补偿儿童人口增长以及老年人口增长的物
质消耗 ，因此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会使山东省经济面临
严峻的挑战, 劳动力供求必将发生很大变化, 劳动力短缺

表 1 2014 山东省流动人口学历分析（数据来源：2014 年山东省统计年鉴）单位：人，%
被调查山东省流入人口
学历

III.

跨省流入
流入

占比%

占比%

学历

未上学

31

0.52

小学

391

6.52

14.00

1.56

106.00

11.78

初中

3132

52.19

486.00

54.00

高中

1450

24.16

204.00

22.67

大学专科

226

3.77

64.00

7.11

大学本科

756

12.60

25.00

2.78

研究生

15

0.25

1.00

0.11

山东省人口流失问题的数学模型及实证分析

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模型又称作三部门模型，是关于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
的模型，其理论主要认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主要原
因在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与收入差距成正比此外
还包括就业对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之间人口流动的影
响。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失业率较高，而且人口是
在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流动。因此不仅会导致

2010 年常住人口

跨省流出

流入

流入

占比

未上学

31

0.52

小学

391

6.52

初中

3132

52.19

高中

1450

24.16

大学专科

226

3.77

大学本科

756

12.60

研究生

15

0.25

城市的就业形势紧张失业率增加，还会导致农村的劳动
力不足以致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合理的控制农村劳
动力流入城市的数量并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加强农村
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此模型的缺陷在于只考
虑了迁移成本没有考虑到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流动人口
的区域偏好影响。数学表述如下：

M t =f ( Pt * Yu (t )  Yr (t ))

dM
0
， d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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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t ：劳动者在城市能够就业的概率，Yu(t)：
城市的收入水平，Yr(t):农村收入水平，Mt:劳动者迁移
行为。若 Mt ＞0 则迁移行为会发生，Mt ＜0 不会发生迁
移行为。
若是考虑到迁移成本因素与多期决策行为则
n

V0 =  [ Pt *Yu (t )  Yr (t )]e rt dt  C(0)

(2)
其中，V0：劳动者净收入按照贴现率 r 的贴现值，
n：总决策时间，C(0) :迁移成本。其中，V0 ＞0 时，农村
的剩余劳动力会迁移到城市，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
加，反之则不会发生人口迁移
0

拓展后托达罗模型：山东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可以
使用托达罗模型模型进行分析。在此将 Yu(t)视为人口流
入地区的收入水平，Yr(t)看做山东地区的收入水平。在
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与城乡人口迁移有所不同：第一，
对于不同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的劳动者，无论在山东还是
非山东地区其就业概率都小于 1。第二，迁移劳动者的
收入水平等于真实收入水平减去消费水平流动人口在山
东地区和流入地区的真实收入水平分别为 Iu(t)和 Ir(t),消
费水平为 Eu(t)和 Er(t)于是拓展后的托达罗模型为
V(0) =  [ Pu (t )* Iu (t )  Eu (t )]  [ Pr (t )* I r (t )  Er (t )]e rt dt  C(0)
n

0

(3)

当 V(0) ＞0 时，劳动力会从山东地区流入外地，反之
则留在山东地区。
通过式(3)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析影响山东人口流出
的因素：1.山东地区和人口流入地区的收入水平与消费
水平的区别 2.山东地区和人口流入地区的就业率的差别
3.从山东地区迁出的迁移成本 4.计划的时间长度 n 与贴
现率 r
显然，山东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不仅和山东地区本
地有关，还和人口的流入地有关，且绝对多数人口是在
国内流动。因此为了明确影响山东人口流失的因素，需
要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对比分析。在拓展的托达罗模型
中可以知道影响人口流动的基本因素有收入水平 就业水

平 迁移成本以及时间价值。这些因素又可以进一步指标
化分为经济发展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指标 社会生活环境
指标 经济生产结构四大类。这四个大指标可以进一步
分为以下系列的指标。选取指标如下：因变量：各个地
区的人口流入量，自变量： 影响各个地区人口流入量的
因素。自变量指标分为以下：
(1)经济发展指标:根据拓展的托达罗模型选取的影响
指标如下：E1 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元/人）E2 地区生产
总值（亿元）E3 各省市消费品零售总额 E4 各省市城乡居
民年终人民币储蓄总额 E5 城镇单位就业人数 E6 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E7 各省市净出口总额 E8 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其实 E1E2 反映了各地区经济的发
展水平 E3 反映了该地区的消费水平与够买能力 E4 反映
了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差额，差额越
多说明该地居民的净收入越多 E5E6 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就
业率与就业薪酬，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 E7 反映
了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
(2)社会保障水平指标：社会保障是对劳动者的一种
“强心针”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劳动
力流入：E9 城镇职工参与养老保险人数 E10 城镇医疗保
险参加人数 E11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3)社会生活环境指标；居住地区的生活环境需要满
足居民的教育医疗消费娱乐等需要。采取以下指标来衡
量：E12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E13 社区服务机构数量 E14 绿
化面积。
(4)经济生产结构指标：生产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不同
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因此对于人口流动有重要的影响 经
济生产结构主要可以看三个产业占比；E15 第一产业占比
E16 第二产业占比 E17 第三产业占比。
下面我们将用 SPSS20 对因变量人口流入量和选取
的 17 个自变量之间做相关分析。由于选取的变量的连续
性属性，采用 Person 相关系数做检验，标准为置信度为
0.01 和 0.05 的双侧相关性。

表 2 2018 年 30 个省市人口流入量与 17 个指标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
因子指标
Pe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0.601**
0.01
E1 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元/人）
0.723**
0
E2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0.892**
0
E3 各省市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0.813**
0
E4 各省市城乡居民年终人民币储蓄总额（亿元）
0.605**
0.076
E5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
0.734**
0.005
E6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0.926*
0.029
E7 各省市净出口总额（亿元）
0.278
0.015
E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0.653**
0
E9 城镇人口参与养老保险人数（万年）
0.759**
0
E10 城镇医疗保险参加人数（万人）
0.810**
0
E11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万人）
0.395*
0.030
E12 高等学校数量（个）
0.575*
0
E13 社区服务机构数量（个）
-0.149
0.350
E14 绿化面积（公顷）
-0.523**
0.013
E15 第一产业占比（％）
-0.059
0.625
E16 第二产业占比（％）
0.421*
0.010
E17 第三产业占比（％）
*在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显著，**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显著

N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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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山东省人口流失原因总结

A. 落后的产业结构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疲软以及人口大

量流失的根本原因
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竞争形态中, 既作为劳动力供给
者又作为消费者的理性人会根据自身的效用和发展预期
选择适合自身的居住地。影响山东省人口流失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落后的产业结构。
逐渐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新兴产业迅速兴起的信息社会
的发展方式，使山东省的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无法为
在教育迅速发展大环境下社会培养的大量高素质人才提
供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山东省的主
要产业支柱——重工业，作为一个夕阳产业，已经没有
能力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与就业岗位。相比之下第三产
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标
志，大力推进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保证我国经济平
稳健康持续发展强而有力的保证，但是山东省在第三产
业方面发展较为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山东经济
的发展以及劳动力需求结构的改善。形成一个“产业结
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下降—人口流失加剧—阻碍经
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表 2）
B. 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山东
省的经济也有了巨大的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实现经
济经济由政府主导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让“看不见的
手与看的见得手”协调配合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均衡健康发展。山东省在政府
转型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2008 年全球经济爆发以
来，作为经济总量与人口基数庞大的省份，山东省经济
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一方面，过去庞大的经济规模带动
经济增速的局面很难再现；另外经济危机过后，政府宏
观政策失灵，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存，
拉动经济增长与刺激需求扩张的初衷在政策效果上发生
偏差出现了重工业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滞销与工人失业。
同时省内国企民企活跃于银行借贷与私募融资中。省内
经济开始脱实向虚的趋势企业金融杠杆率持续扩大。实
体经济发展不好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导致
经济失衡发展。
C. 人才政策的失利，是导致山东人才大量外流的重要

因素
在愈演愈烈的人才大战中，山东省的人才政策与其
他地区相比是比较欠缺的，比如经济发展较好的浙江
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等这些城市都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引
进，山东省本身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
的活力方面本身就逊色于这些省份，在注重人才、吸引
人才方面又不如其他省份下，这便使大量的人才被其他
地区吸引过去而造成人才流失的。因此，相对不完善的
人才政策也是导致山东省人口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V.

A.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

创造新的活力
1) 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力度，加快产业转型。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山东地区在某些生产
要素方面是拥有比较优势的。省内人口基数庞大，拥有
丰富的高新技术创新型人才，并且山东经济体量巨大，
创业投资资本充裕，产业转型升级之际，倾向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具有极大前景。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市场参
与者承担更大的风险，缺乏政府的产业扶持与指导，省
域内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不愿参与进来。政府应该给予
相应的政策支持，为其完善软、硬件基础设施，针对创
新型企业施予外部鼓励和优惠税率，引导其合作联动、
共御风险，实现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过渡发展为具有竞
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为山东经济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调整产业结构无疑是刺激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 健全升级现代服务体系，使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整个地区人口的流入。
现代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
件，山东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其相对滞后的
服务业增大省域经济的下行压力，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的
必然路径之一就是要健全升级现代服务体系。新结构经
济学强调对创新产业扶持需因势利导，山东省域服务业
已基本健全，但仍属落后。地方政府需结合本地发展特
点，在遵循市场意志的前提下，适当为部分企业指明服
务业转型升级的前景，配合企业生产经营。政府应有所
作为，实践“有为政府”的新结构经济学理念。
3) 精细化制造业，建设具有优势的高端制造业，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需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
度相匹配，才能将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
较优势。政府宜回笼创新型人才，加快青年创新孵化机
制，对传统制造业企业施以导向型产业政策、针对创新
型企业施予适当外部性鼓励、协助市场主体积极开拓智
慧产业，建设具有优势的高端制造业。
B. 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主体作用，提高
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合理健康发展，让政府与市
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双翼从而减少与其他省份存在的
差距，减少人口外流。
C. 加大人才政策的投入力度
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对人才重视程度，加大人才政策
的投入力度，对前来应聘、就业的人才创造最大的便捷
和提供一些福利津贴，如生活津贴、就业津贴以及购房
津贴等。比起从小培养人才，这种吸引人才的方式更加
简单、实用、有效。对于人才投资的“收益率”非常可
观，因为他们能为该地区带来的较高经济效益与生产效
率。因此要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对策建议

经过上面的分析调查，我们大致了解了山东省人口
流失的主要原因，面对我们上面所找出的原因，有针对
性的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D. 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为社会直接提供了大量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研究生或博士教育的发展,是学校
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关键,既关系到教师水平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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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又关系到高水平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也可以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3]
[4]
[5]

E.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
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强对企业排放的监督力度，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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