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章 計劃生育對中國的經
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嗎？

10.1 「省養兒女的錢」是省不出來的

對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錢的投入）就像給莊

稼施肥一樣，需要適可而止。假如單位面積的菜地最佳允許種

植三棵莊稼，種三棵莊稼的成本是種植一棵莊稼的 1.6 倍。而

有人卻出了個餿主意，說是將本來用於三棵莊稼的肥料用於一

棵更好，產量更高。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產出」思路。其

實施肥過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莊稼本身：一個是容易倒

伏，倒伏一旦出現，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另一個是容易發

生病蟲害，氮肥施用過多，會使莊稼的抗病蟲能力減弱，易

遭病蟲侵染，繼而增加消滅病蟲害的農藥用量，直接威脅了

食品的安全性。此外過多施用的肥料超過土壤的保持能力時，

就會流入周圍的水體中，形成農業面源污染、造成水體富營養

化，導致藻類滋生，繼而破壞水環境。據統計，中國每年因不

合理施肥造成 1000 多萬噸的氮素流失到農田之外，直接經濟

損失約 300 億元。過量的肥料會滲入 20 米以內的淺層地下水

中，使得地下水硝酸鹽含量增加。有科學家發現長期飲用含硝

酸鹽多的水對人體健康有危害。現在農業上提倡「測土配方施

肥」，合理施肥不但減少肥料的開支，更增加糧食產量。1 就

是說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降低莊稼產量，而且引起土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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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環境也有損害。

養孩子也一樣，獨生子女培養成本增高，但是素質卻降

低，高投入不一定高產出。

經濟學者認為，在美國這樣的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的社

會，養三個孩子的花銷只相當於養一個孩子花費的 1.6 倍，可

三個孩子長大後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卻是一個孩子的三倍。可見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帶來的所謂「人口紅利」被大量浪

費了。

「省錢養兒女」是可行的，但「省養兒女的錢」是省不出

來的，1980 年代初農村那些生育兩三個孩子的父母辛辛苦苦

將孩子拉扯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鉅額計劃生育罰款），當時

生活是苦一點，但咬咬牙，挺一挺也就過來了；而那些獨生子

女家庭，當時生活是稍微好一些（但沒有質的差別），多餘的

精力和時間可以用來打麻將、養寵物，但是現在不少獨生子女

家庭生活水平反而偏低，需要國家用「少生獎」來扶貧，（不

是說少生快富嗎？不是說少生孩子可以提高孩子素質嗎？怎麼

還要靠慢富的人納稅來扶貧？）尤其是這些家庭今後的日子更

加艱難。想想看，當初每月幾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來養孩子

的話，這些錢也用掉了，即使特意設立一個賬戶，當年存的錢

到現在也不值錢了，但卻少了一兩個可以憑藉養老的孩子。現

在很多農村獨生子女父母很後悔當初沒有「超生」（實際上生

育兩三個孩子是合情合理的，由於過激計劃生育政策的存在變

為「超生」）。建議黃宏、宋丹丹在春節晚會上續演小品《超

生游擊隊》，當年那些「超生」的孩子都長大了，將他們的家

庭與獨生子女農民家庭對比。

10.2  對「計劃生育貢獻論」算法的剖析

計生委主任張維慶驕傲地宣稱到 1998 年底少生了三億多

人，到 2005 年底減少了四億人口，「計劃生育對於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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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做出了鉅大貢獻」，「計劃生育成就功不可沒或者叫功德

無量」。真的如此嗎？

1999 年 9 月 29 日的《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題目為

〈計劃生育近三十年效益鉅大 ─ 少生 3.38 億人為全社會節

省撫養費 7.4 萬億元〉。2 文章說：「據計算，目前我國每個

少年兒童 0~16 歲的撫養費，農村至少為 4.1 萬元，城市至少

為 11 萬元。兒童撫養費以家庭撫養為主，約佔 86%；以社會

撫養為輔，約佔 14%。以減少出生 3.38 億人計，為廣大城鄉

家庭節省 6.4 萬億元撫養費，為國家節省一萬億元撫養費，

兩者合計共為全社會節省 7.4 萬億元兒童撫養費，這幾乎等

於 1997 年我國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少生 3.38 億人，更緩解

了人口對社會生產和生活領域的沉重壓力，促進國民經濟更快

發展和人民生活顯著提高。1979 年至 1998 年，我國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從 417.7 元增至 6490.1 元，居民消費水平從 227.0 元

增至 3094.0 元，計劃生育為實現三步走、奔小康的戰略目標

作出了鉅大的貢獻。」1999 年的《人民日報》以 1998 年畸形

的高養育成本（其中很大原因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本身）來

推測計劃生育節省的社會成本，認為為家庭和社會節省撫養

費 7.4 萬億元，考慮到有的孩子還沒有滿 16 歲，平均每人節

省 2.2 萬元。這樣看來，好像中國現在的經濟成長都歸因於人

口的減少，改革開放政策以及生產力發展反而一點功勞也沒

有！這是非常滑稽的結論！計生委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功勞全

歸功於人口減少，給人一種即使不幹活光靠減少人口就可致

富的感覺。就算真的省了 7.4 萬億，但這三億多人口今後所創

造的價值又是 7.4 萬億的多少倍？按照計生委的說法，毛澤

東時代因為「誤批」馬寅初而「誤增三億」，光培養成本就

增加了 6.568 萬億，而根據新華社公佈的我國國內生產總值

數據，3 從 1959 年到 1979 年這 21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一共

才 4.648 萬億，比 6.568 萬億還少 1.92 萬億，就是說當初要是

也計劃生育的話，不幹活就可以致富了！印度沒有強迫進行計

劃生育，經濟改革比中國晚十幾年，但現在的經濟增長勢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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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分上下，潛力比中國還大，照計生委的說法，扣除人口

增加的成本，印度事實的成就遠比中國大，我們一直宣傳的社

會主義優越性被計生委一下子就抹煞了。

2002 年類似的宣傳在《人民日報》又重複了一遍：

「9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正式實

施的第一天。20 年前的今天，即 1982 年 9 月 1 日，在中共第

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央正式將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統

計顯示，20 年來，全國累計少出生人口近三億，平均每個家

庭少生了 0.74 個孩子，為家庭和社會節省撫養費六萬億元，節

省物質技術裝備費 5.9 萬億元。」4 這次說的是 1982 年開始的

獨生子女政策。成本又增加了，由1 998 年平均每人 2.2 萬元增

加到四萬元，三億人口共節省 11.9 萬億，相當於 1982~1991 年

這十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要是當時乾脆一個孩子都不生

的話，節省的經費可能超過 1992~2002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

和，不幹活就實現共產主義了！

依照張維慶主任的說法，到 2005 年底共少生四億多人

口，並且滿 16 歲的比例增加，而這幾年成本更高，上海市一

些地區 2003 年的成本宣傳為高達 49 萬元了，從全國成本來

說比 1998 年至少增加三倍。那麼以現在的價格計算，少生的

四億人口節省了至少 30 萬億元，相當於 1972~1995 年國內生

產總值總和。

美國養育孩子到 18 歲家庭花費就達 16.5 萬美元（還不包

括讀大學的錢），但是養育一個孩子的家庭並沒有比養育三個

孩子的家庭多存 33 萬元錢，並且生活質量也沒有高多少。美國

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1 個孩子，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日本的婦女平

均分別只生育 0.9、1.25 個孩子，以中國人口學界的那種算法，

香港、日本生活水平目前接近美國的水平完全是因為少生一個

孩子，否則生活質量只能算是中等發達水平，為了繼續追趕美

國的生活水平，生育率應該繼續下降才是，香港、日本目前鼓

勵生育是愚蠢的。可見用平均每個孩子的花費來計算計劃生育

的貢獻是滑稽的，尤其是中國畸形的高養育成本與過激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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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以購買力計算，2005 年美國人均 GDP 41800 美元，香

港為 32900 美元（官方匯率為 2.5 萬美元）。美國每個婦女

生 2.1 個孩子，香港生 0.95 個左右孩子，美國每個婦女平均

比香港多生 1.15 個孩子。美國養育一個孩子每年平均花費一

萬美元。美國 4.1 口之家平均創造 GDP 為 17.138 萬美元，香

港 2.95 口之家平均創造 GDP 為 9.7055 萬美元。那麼依照中國

計生委的算法，要是美國婦女也像香港那樣平均只生 0.95 個

孩子，每個家庭節省 1.15 萬美元，加上 17.138 萬美元，共

有 18.288 萬美元，2.95 口之家人均 GDP 為 6.2 萬美元，比現

在多出 48.3%！這還不計算因少生孩子而增加婦女工作時間所

創造的財富。看來美國總統鼓勵生育是因為錢多得沒有地方花

了，故意拖延經濟發展的速度。而要是香港婦女像美國這樣平

均生育 2.1 個孩子，那麼每個家庭等於多出 1.15 萬美元花費，

9.7055 萬美元減去這 1.15 萬美元，等於 8.5555 萬美元，4.1 口

之家人均 GDP 為 2.08 萬美元，只有現在的 63%。而香港要縮

短與美國的差距，就應該連目前的 0.95 個孩子都不生，每個家

庭節省 0.95 萬美元，兩口之家人均 GDP 為 3.765 萬美元，也還

是沒有美國現在多。

就像一輛可載 40 個人的長途巴士，只乘載了十個乘

客，汽油費和汽車損耗費 500 元，每人平均 50 元。要是乘

載了 30 個乘客的話，耗費只稍微增加一點，只有 600 元，

平均每人 20 元。而依照計生委的思路，要是乘載 30 個乘客

的話，就需要花費 1500 元了，只乘載了十個乘客反而節省

了 1000 元。

吳洪森在〈關於計劃生育的另一種思考〉一文中指出：農

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 1.2 的水平。30 年

的計劃生育經費總值估計在 3000 億元，假如將這 3000 億元用

來普及教育，就有三億人可以讀完初中。中國目前文盲和半文

盲總人口只有 1.8 億，還可以多出一大筆錢來提供高中教育，

假如教育政策傾向女性，中國不但全面掃盲，而且還多出一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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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高中畢業程度的女性。5 一方面同樣可降低生育率，更重

要的是能提高人口素質。

並且上面《人民日報》的那種對比算法本身就很滑

稽：「1979~199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 417.7 元增

至 6490.1 元，居民消費水平從 227.0 元增至 3094.0 元」，難

道 1998 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 1979 年提高了 15.5 倍？人

民幣與美元的匯率 1979 年是 1.4962，1998 年是 8.2789，就

是說，1979 年的 417.1元人民幣相當於 279.2 美元，1998 年

的 6490.1 元人民幣相當於 783.9 美元，二者只相差 2.8 倍。即

便用人均 GDP 這個指標，也需要考慮通貨膨脹，以及與國際

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化等因素，不能靜止地用本國的指標，而

應該用國際標準化的指標。並且人均 GDP 並不能準確反映生

活質量，比如，2005 年人均 GDP 美國是 41800 美元，中國

是 14000 人民幣（折合約為 1700 美元），中國一個縣城家庭

月收入 2000 元人民幣生活質量並不差，但美國月收入 245 美

元無法生存。就算以購買力計算，中國人均 GDP 14000 人民幣

也只折合 6000 美元左右，美國月薪 600 美元的家庭生活質量

也遠遠沒有中國月薪 1400 元人民幣的農民家庭生活質量高。

10.3  中印比較：計劃生育沒有對中國的經
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

由於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線性

組合解釋了 88% 的一般化變異數，很好地反映了社會發展水

平。我們通過比較中國與印度的 HDI 變化情況來評估計劃生

育是否對中國做出了貢獻。

從「人均」角度看，HDI 遠比人均 GDP 要公平。比如甲

乙兩個 100 個人的單位都創造了 100 萬元的產值，人均是一萬

元。甲單位分配相對均勻，多的分到三萬，少的也有七千，既

有適度的分配梯度（有利於保證積極性），又讓大家都有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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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這 100 萬元的產值紮紮實實提高了人民生活質量，消費

進一步刺激了生產，構成了生產－消費－生產的良性循環，有

可持續生產的能力。而乙單位這 100 萬卻有 70 萬被十個人佔

有（人均達到 7 萬元），剩下的 30 萬為 90 個人佔有（人均只

有 3300 元），這 90 個窮人有消費意願但是沒有消費能力，十

個富人的消費卻早就飽和，大量「剩餘產品」只有廉價出口。

雖然人均產值一樣，但從平均生活質量來說，乙單位並沒有甲

單位高。可見貧富差別太大，就必然導致有消費能力的消費飽

和，而廣大百姓卻沒有消費能力，這樣雖然照樣在忙碌，照樣

在消耗本國資源，照樣在污染環境，但產品卻只能廉價地外

銷，本國百姓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比如 1990 年代中期

以來，雖然中國的 GDP 增長比較快，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

高卻遠遠跟不上 GDP 的增長。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需

要靠增加內需來推動，增加內需就必須促進分配的公平。

而 HDI 的三項指標中「平均預期壽命」、「總入學率和

識字率」這兩項指標，就更能體現公平，因為富裕階層雖然

醫療條件好，但壽命不見得延長太多，並且因為人數少，不影

響整個人群的平均壽命；富裕階層教育條件再好，但由於人數

少，不影響整個人群的「總入學率和識字率」。

就像孩子讀書，縱向來看，每年都有進步，再差的學生六

年級肯定比一年級的時候學的東西多，都可以說是「取得了輝

煌的成就」。但是橫向看，就不一樣了，三年級的時候是全班

第一，到了六年級變成全班倒數第一，就只能說是學習成績退

步了；三年級時是中等成績，到六年級的時候也是中等成績，

就只能說是不進步也不退步，至少不能說是「取得了輝煌的成

就」。

中國和印度都是發展中國家，1950 年的時候兩國社會水

平一致。下面我們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的人類發展指數，看

看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否「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鉅

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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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中國、印度生育率的比較（1950~2000）

年份 1950 1965 1970 1972 1975 1980 1985 1990 1992 1995 2000

中國 5.81 6.08 5.81 4.98 3.57 2.24 2.20 2.37 1.68 1.48 1.23

印度 5.97 6.23 5.77 5.59 5.35 4.95 4.44 3.80 3.54 3.40 3.06

1971 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

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中國開始推行計

劃生育政策。1973 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

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孩子數）

從 1970 年的 5.8 快速下降到 1979 年的 2.75、1980 年的 2.24。

1980 年以〈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

青團員的公開信〉為標誌，中國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政策

生育率 1.38）。但由於恢復農村的自然經濟，獨生子女政策受

到了農民的強烈抵制，中國生育率在整個 1980 年代還維持在

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受經濟結構和分配制度的影響，1990 年

代以後生育率急劇下滑。

表~10.2：中國、印度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

年份 195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

中國 0.159 0.525 0.558 0.594 0.627 0.683 0.728 0.755

印度 0.16 0.412 0.438 0.476 0.513 0.546 0.577 0.602

資料來源：〈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聯合國（http://hdr.undp.org/

reports/global/2005/）。

從上面兩個表可以看出，中國和印度 HDI 在 1950 年時沒

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 1975 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

育率沒有差別；中國經濟改革始於 1979 年，而印度的經濟改

革始於 1991 年，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 12 年；印度的社會矛

盾比中國複雜。中國的 2003 年 HDI 比 1975 年增加 1.438 倍，

同期印度增加 1.461 倍；中國 2003 年 HDI 比 1980 年增

加 1.353 倍，同期印度增加 1.374 倍。從絕對數和相同起點

來說，印度 1990 年的 HDI 接近中國 1975 年的 HDI，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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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75 年到 1990 年這 15 年增加 0.102，印度從 1990 年到

2005 年這 15 年增加 0.106（印度從 2000 年到 2003 年這三年平

均每年增加 0.0083 的話，2005 年應該為 0.619）。沒有實行計

劃生育的印度 HDI 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

可見相對於印度來說，中國沒有進步也沒有大的退步，但

是代價卻是鉅大的：犧牲 2.3 億子孫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使

得今後有四億老人老無所養！就是說「社會發展的成就」這個

「麵包」只有一個，分給計劃生育的話，改革開放就沒有了；

分給改革開放的話，計劃生育就沒有了。這是一個歷史悖論。

要是說計劃生育為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的話，豈不是說明中國

的改革開放阻礙了社會發展？要是說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

就的話，豈不說明計劃生育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 

表~10.3：中國、印度人口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年份 1960  1981 1991 1999

中國 47.1 67.7 69.3 70.0

印度 44.0 53.9 59.0 63.0

可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差別並不是因為中國的計劃生育，

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提高 HDI 做出貢獻。

經常有人聲稱中國國情特殊，所以必須大力推行計劃生

育，和其他國家沒有可比性。中國確實大，人口也多，影響可

比性，不過有一個方法可以增加可比性，即選擇中國的一個地

區和其他國家、地區作比較。選擇東北三省與韓國作比較，爭

議可能會少一點。韓國曾經大大落後於東北三省，是最近幾十

年才發展起來的，和發達國家相比又有一些差距，應該不會有

人把它當做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取消比較資格。

依照聯合國發展署資料，在 1970~1975 年期間中國人預期

壽命比韓國長 0.6 歲，2003 年比韓國短 5.4 歲。韓國並沒有推

行過強制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只是提倡過少生孩子），而且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鼓勵生育。從韓國的發展進程可以

看出，不實施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一樣可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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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韓國的總產值只有中國東北三省的五分之一，工農

業均比東北落後；2005 年，韓國的總產值已經是東北的三倍

多。一上一下東北落後韓國 15 倍，有關部門聲稱對社會、經

濟發展「功不可沒」的計劃生育政策究竟「功」在何處？難道

說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話東北會落後更多倍？

1 0 . 4   通過降低人口分母能夠提高人均 
 GDP 嗎？

1980 年中國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依照宋健的說法，

「把人口增長速度降下來，是當前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緊迫

任務」。就是說，通過減少人口分母來提前實行四個現代化。

當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為了減小分母，使得「到本世紀末工

農業年總產值比 1980 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1981 年 6 月 12 日鄧小平在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時說：

「我們把計劃生育當作一個戰略問題。我們必須實現這個目

標。否則，經濟增長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長吃掉了。」

2006 年 3 月 8 日上午，新浪網特邀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計

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做客嘉賓聊天室。6 潘主任講話的主題就是

〈一個政協委員的憂慮：我國的分母怎麼辦？〉。潘貴玉說：

「聽了溫總理的報告，我也有一份擔憂，有時候還非常地憂

鬱，我憂鬱的是什麼呢？憂鬱的是這個分母不能很大，因為分

母一大，它翻兩番就是嚴重的挑釁了。所以我在這個兩會上大

聲疾呼要重視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樣地抓分母，如果

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們的分母，『十一五』規劃不可能實

現，將是一紙空文。」

可見，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目的自始至終都是為了減

少人口分母來增加人均 GDP。我們來分析一下通過減少分母

是否真的能夠提高人均 GDP。

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 年底中國人口是 13.0756 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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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只增加 700 多萬人口，今後幾年以每年 760 萬人口增量來

推算（平均每年死亡 860 萬的話，每年需要出生 1620 萬，這

五年共出生 8100 萬，生育率在 1.6 左右），到 2010 年人口只

能達到 13.45 億；而「十一五」規劃中央的 2010 年人口控制目

標是 13.6 億（每年需要增加 1049 萬、出生 1909 萬人口，這五

年共出生 9545 萬，生育率需要在 1.9 左右，其實即使停止計

劃生育都不會超過這個數目）；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

勵生育，使得每年增加 1500 萬人口（每年平均出生 2360 萬，

這五年共出生 11800 萬），到 2010 年也才 13.97 億，也不會超

過 1996 年確定的 2010 年 14 億的控制目標。

2000 年我國人均 GDP 是 7086 元人民幣，如果到 2010 年 

翻一番的話，就要達到 14172 元。以 13.45 億人口計算，

2010 年總 GDP 為 190613 億。就是說 2010 年總 GDP

為 190613 億，13.45 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 GDP 14172 元；

13.6 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 GDP 14016 元；13.97 億人口來分

的話，人均 GDP 13644 元。13644 元是 14172 元的 96.3%，但

第三個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卻比第一個方案多出 45.7%。換句

話說，第三個方案是犧牲 3.7% 的收入（其實並不一定真的減

少 3.7% 的收入，因為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

求的多少，這多出的 3700 萬人口的消費增加 GDP 總量），但

是增加 45.7% 的新生人口（多出生 3700 萬人口）。這多出的

人口過 20 年左右都是青壯年勞動力，創造 GDP，大大增加那

個時候 GDP 的分子；並且也意味著 40 年左右後，當現在的育

齡婦女老的時候，有 3700 萬家庭多一個孩子養老，對老年化

嚴重的當時是雪中送炭（現在是九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

口，2045 年的時候將是兩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

依照潘貴玉「像抓分子一樣的抓分母」，那情況會如

何？降分母目前只有一個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樂

死立法等計劃死亡的觀點，但計劃死亡的安樂死，是否應該

取另外一個熟悉的名字 ─ 法西斯？），就是降低出生率，

就算 2006 年起一個孩子都不生育（以婦女平均 25 歲生孩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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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於 1981~1985 年這五年出生的 5015 萬婦女終身不育；

孩子是家庭的紐帶，5000 多萬沒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會不

穩定性；本來應該用在孩子上面的精力花在娛樂場所敗壞社

會風氣），今後每年死亡 860 萬左右人口，到 2010 年中國人

口降低到 12.66 億。總 GDP 為 190613 億，12.66 億人口來分

的話，人均 GDP 15056 元，相對於 14172 元增加 6.2%。為了

增加這 6.2% 的收入（由於減少 7900 萬人口的消費，會減少總

GDP，因此實際上不會增加 6.2% 的收入），減少分母（不生

孩子），但使得今後 5015 萬對夫婦老無所養！這個代價也太

大了吧！

這還只是從五年的角度看，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現在停止

計劃生育對今後更有利。

Amartya  Se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 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印度：發展與分享》2005，

第 112~142頁）中說：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機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像印

度那樣的情形）事實是如何的仍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

題。關注快速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實際上，涉及到一個良

好論據與對問題本質有相當誤解之間的組合。這些誤解之

一是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繫。有時認為，抑

制人口增長是提高人均 GNP 增長速度（或者預防它下降）

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實上，對於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

家，人口政策 ─ 與一般情況下一樣重要 ─ 可能對人均

經濟增長速度產生較少變化。

表~10.4：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1990~1999）

國家
年均人口
增長率

年均 GDP 
增長率

假定人口增長率下 
年均人均 GDP增長率

印度人口增長率 中國人口增長率

印度 1.9 6.00 4.1 4.9

中國 1.1 10.7 8.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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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點在上表中得以闡明。如果中國有印度那樣

的人口增長速度（比如，以 1.9% 取代 1.1%），它的人

均 GDP 增長 ─ 假定總 GDP 增長速度沒有改變 ─ 僅僅

從 9.6% 下降為 8.8%（如果假定較高的人口增長率會提高

總 GDP 的增長速度，這種下降會更小。這種假定比假設

總 GDP 不變更為合理，因為後者意味著增加的人口都是

不能從事生產的）。同樣，如果印度成功地將人口增長率

降低到 1.1%（像中國一樣），它的人均 GDP 增長率將僅

僅從 4.1% 上昇到 4.9%。中印之間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對比

主要是由於中國在總收入增長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長率

在這種對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見 Amartya Sen 等人也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

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他們採用的是不同的指標，與我的結

論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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