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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

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 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

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

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

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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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针对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劳动力资源不

断萎缩、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等问题，中国及时调整人口政策，适时推行全面二孩政策，鼓励适龄女性生育

二孩。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分析和掌握人口变动态势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 文献综述

生育意愿指生育主体表现出的态度和看法，生育意愿的形成往往受特定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综合

影响，如地区生育文化传统和家庭观念等［2］。学界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侧重于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目的展

开。( 1) 生育偏好方面。石智雷等研究“单独二孩”群体的生育偏好，分析指出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多子多

福、重男轻女”的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有所转变，但普遍认为“有儿有女”最为合适［1］; 贾志科等研

究城市居民的生育偏好，发现城市育龄人群对性别无特殊偏好，但女孩偏好略高于男孩偏好［3］。( 2) 生育

目的方面。卢海洋等研究育龄女性二胎生育目的，分析指出养育后代有利于满足女性自身的情感寄托和

养老需求等［4］; 陈彩霞等研究农村地区女性生育目的，分析指出农村地区女性生育行为的形成主要是为

了履行社会责任、满足养老需求、提升家庭实力等［5］。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步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学界分

别基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1) 宏观角度方面。张晓青

等对比分析“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指出经济发展程度、生育政策、社



会保障政策和社会公平程度等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6］; 刘庚常研究当前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分析指出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社会公平、社会服务等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外部因素［7］; 周晓蒙研究城镇

家庭生育意愿，分析指出城镇家庭生育意愿受生育政策、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影响［8］。( 2) 微

观角度方面。李波平等基于家庭内部特征，分析指出个体生育意愿的形成主要受生育成本、预期收益、家

庭收入状况、夫妻关系、受教育程度、职业选择等因素影响［9］; 陈秀红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分析指出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主要受家庭规模、经济资本、受教育程度、就业性质和社会保险参与度等因素影响［10］;

王良健等研究发现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不高，主要受年龄、户籍、社会保障、首孩性别、流动时间、家庭收入等

因素影响［11］; 曹艳春研究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分析指出性别、年龄、经济压力、第一个

子女的年龄和户口类型等会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12］; 张永梅研究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分析指出职

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受教育程度、养老观念、生活质量、工作类型、职业规划等因素影响［13］。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服务感知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较少，既有研究侧重于公共服务影响因

素分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如 Aarssen 研究发现女性生育意愿受公共福利政策和社会化完善程度

影响［14］。同时，学界关于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既有研究侧重于分

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城镇定居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侧重于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

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以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进一步梳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 二) 研究假设

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交叉领域的有机系统，系统内部各个分支的演化和变革都会影响整体的发展。

社会构成主要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文化模式托管系统等，这四大子系统相辅相成且

自成一体，在其自我组织与分化的过程中构成了完整的、持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的社会体系［15］，即任何系

统最终都会呈现出稳定和均衡的状态，但这种稳定需要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以有序的方式相互作用［16］。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可知，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是由承担不同功能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所构成的统一整

体。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主观与客观两大子

系统影响。从主观层面来看，女性二孩生育决策在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支持体系，尤其是政府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因此，公共服务感知是女性二

孩生育意愿的核心影响要素; 从客观层面来看，家庭

禀赋是个人和家庭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女性

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尤其是具有不同家庭禀赋条

件的女性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评判存在明显的差

异性［17］。因此，本研究将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

赋作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分析维度，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逻辑分析框架( 图 1) 。
图 1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逻辑分析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of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1．公共服务感知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应对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的有效手

段，其实质是生育的储蓄经济功能和保障经济功能的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

深远，即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了低收入家庭预算紧张的局面，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和均衡程度的逐

步提升改变了传统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和观念传导机制，使得家庭由单纯依靠个体防御转变为依靠公共

服务和个体共同防御［18］; 且在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便利程度和普惠程度逐步提升的现实环境下，日益增

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导致女性为生育二孩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生育二孩为其带来的收益，导致育龄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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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生育意愿降低［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 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

公共服务感知越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2．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禀赋与能力的延展，是家庭成员内部可以进

行共享的资源，主要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家庭成员的个体决策和行为往往是基

于家庭禀赋和家庭决策所作出的优化选择［20］。可见，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家庭禀赋的

影响。具体来说: ( 1) 家庭禀赋中的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规范、互惠信任和关系网络等因素。社会资本是家

庭获取外界支持和关注的来源，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形成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尤其是会受到生存压力

和竞争压力的影响。因此，女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储备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二孩生育的风险和成

本，相应地有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 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

孩生育意愿，即社会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2) 家庭禀赋中的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身体

健康状况和培训情况等。受教育程度是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外，对女性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主要

的非政策因素。贺丹等通过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3 : 人力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人力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3) 家庭

禀赋中的经济资本主要通过家庭经济状况中的家庭收入来表征。经济资本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尤其是个人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同时，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升，传统的

养儿防老观念逐渐弱化，现代社会的家庭相对于孩子的生育数量而言更为重视孩子的培养质量，人们的生

育理性逐步增强［2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 经济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经济资

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4) 家庭禀赋中的心理资本指家庭成员在成长过程中所体现的效能

感、责任感等。受传统养老观念和孝道思想影响，中国子女在家庭养老中扮演主要角色，在代际养老负担

较重的情况下其自身的生育意愿会受到一定影响［24］，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 心理资本显著负向影

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即心理资本越丰富，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3．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地区差异。中国生育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25］。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子女代际养老观念仍影响深远，再加上相关政策的倾斜，因而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较高; 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较完善，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养儿防老观念逐渐淡化，加上东部

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因而东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6 : 女性二孩生

育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即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CGSS 是最早

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数据调查项目。结合本研究的实际需要将育龄女性的年龄定义为 15～49 岁，

剔除生育子女数量大于 1 的样本和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 979 个。

( 二)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1．因变量。因变量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在问卷中用“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来测

量。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将不愿意生或只生 1 个赋值为 0，愿意生 1 个以上赋值为 1。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后，发现有 219 人表示不愿意生或只生 1 个，占比为 22．37%; 有 760 人表示愿意生 1 个以上，占比为 77．63%。

2．自变量。自变量包括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 1) 公共服务感知。公共服务感知主要是分析女

性对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均衡程度、便利程度、普惠程度等方面的感知程度，选项分为非常差、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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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较好、非常好，依次赋值为 1、2、3、4、5，均值为 3．04，表明被调查女性的公共服务感知程度多数为一

般。( 2) 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具体来说，社会资本主要

通过政治面貌、配偶政治面貌、社会公平感知、社会交往频率来衡量。其中，政治面貌和配偶政治面貌的均

值分别为 0．06、0．16，表明被调查女性及其配偶的政治面貌多数为非中共党员; 社会公平感知的均值为

0．48，表明被调查女性的社会公平感知多数为不公平; 社会交往频率的均值为 2．86，表明被调查女性的社

会交往频率多数为一般状态。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来衡量。其中，

受教育程度和配偶受教育程度的均值分别为 2．31、2．47，表明被调查女性及其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均较低，

多数为初中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的均值为 3．87，表明被调查女性的健康状况多数为比较健康。经济资本主

要通过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房产数来衡量。其中，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房产数的均值分别为 93 644．87 元和

1．12套，表明被调查女性的家庭经济状况整体较好。心理资本主要通过养老态度来衡量，养老态度的均值

为0．91，表明被调查女性多数秉持由子女负担的养老态度。
表 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1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不愿意生或只生 1 个= 0，愿意生 1 个以上= 1 0．78 0．42
自变量

公共服务感知 非常差= 1，较差= 2，一般= 3，较好= 4，非常好= 5 3．04 0．80
家庭禀赋

社会资本

政治面貌 非中共党员= 0，中共党员= 1 0．06 0．23
配偶政治面貌 非中共党员= 0，中共党员= 1 0．16 0．37
社会公平感知 不公平= 0，公平= 1 0．48 0．50
社会交往频率 从不= 1，很少= 2，一般= 3，经常= 4，非常频繁= 5 2．86 1．02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初中= 2，高中及中专= 3，大专及以上= 4 2．31 1．08
配偶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初中= 2，高中及中专= 3，大专及以上= 4 2．47 1．05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1，比较不健康= 2，一般= 3，比较健康= 4，很健康= 5 3．87 0．97

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 被调查女性去年一年家庭总收入 /元 93 644．87 37 312．90
家庭房产数 被调查女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 /套 1．12 0．54

心理资本

养老态度 非子女负担= 0，子女负担= 1 0．91 0．28
控制变量

年龄 被调查女性受访时的实际年龄 /岁 40．25 7．12
户籍类型 非农业户口= 0，农业户口= 1 0．65 0．48
社会保险 否= 0，是= 1 0．96 0．20
性别偏好 偏好女孩= 0，偏好男孩= 1 0．15 0．35
地域类型( 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 东部地区= 1，中部地区= 2，西部地区= 3 － －

注: 地域类型变量赋值仅代表类别，无统计学上的实际意义，故该变量不求均值和标准差

3．控制变量。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会受到女性个体特征与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

分析过程中选取年龄、户籍类型、社会保险、性别偏好、地域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的均值为

40．25岁，标准差为 7．12，表明被调查女性具有较大的年龄差异; 户籍类型的均值为 0．65，表明被调查女性

多数为农业户口; 社会保险将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中任何一项视为

未参加社会保险并赋值为 0，反之则视为参加社会保险并赋值为 1，均值为 0．96，表明被调查女性多数参加

了社会保险; 性别偏好的均值为 0．15，表明被调查女性偏好女孩; 地域类型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将东部地

区赋值为 1、中部地区赋值为 2、西部地区赋值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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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是二分类变量，宜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ln
pi

1－pi

=α+β1x1i+β2x2i+…+βnxni+εi ( 1)

其中，i 表示样本的第 i 个观测值，pi 表示女性 i 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xi 表示自变量，n 表示自变

量的个数，α 表示截距项，βn 表示估计参数，εi 表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运用 Stata 12．0 软件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对

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进行相关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中各变量的方

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3，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DW 值均接近 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问

题; 考虑到横截面数据回归经常存在异方差问题，直接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

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在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 表 2) 中，

模型 1 是仅有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2 是基于模型 1 加入公共服务感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3

是基于模型 1 加入家庭禀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4 是基于模型 1 加入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的回归

分析结果，模型 5 是基于模型 4 加入地域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6 是基于模型 5 得到的边际效应。
表 2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Ｒegression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and family endowmen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变量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公共服务感知 － －0．240* － －0．282＊＊ －0．307＊＊ －4．174%＊＊

家庭禀赋

社会资本

政治面貌 － － 0．264 0．274 0．250 3．152%
配偶政治面貌 － － 0．550＊＊ 0．546＊＊ 0．502＊＊＊ 6．072%＊＊

社会公平感知 － － 0．038 0．143 0．147 1．997%
社会交往频率 － － 0．175* 0．169* 0．174* 2．368%*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 － －0．354＊＊ －0．374＊＊ －0．316＊＊ －4．298%＊＊

配偶受教育程度 － － 0．074 0．083 0．096 1．304%
健康状况 － － 0．218＊＊ 0．229＊＊ 0．243＊＊ 3．303%＊＊

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 － － －0．004* －0．004* －0．003* －0．047%*

家庭房产数 － － －0．175 －0．149 －0．121 －1．639%
心理资本

养老态度 － － －0．692* －0．752* －0．750* －8．243%＊＊

控制变量

年龄 0．024* 0．026＊＊ 0．021 0．023 0．023 3．174%
户籍类型 1．072＊＊＊ 1．067＊＊＊ 0．919＊＊＊ 0．905＊＊＊ 0．873＊＊＊ 12．750%＊＊＊

社会保险 0．464 0．502 0．413 0．449 0．418 6．443%
性别偏好 －3．481＊＊＊ －3．503＊＊＊ －3．677＊＊＊ －3．656＊＊＊ －3．669＊＊＊ 72．427%＊＊＊

中部地区 － － － － 0．151 2．028%
西部地区 － － － － 0．638＊＊ 7．791%＊＊

常数项 0．080 0．530 0．333 1．052 0．692 －
Ｒ2 0．291 0．295 0．315 0．319 0．323 －

注: 1) * 、＊＊、＊＊＊分别表示各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2) 模型 1 中的“－”表示未使用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地域类型等

变量进行回归，模型 2 中的“－”表示未使用家庭禀赋、地域类型等变量进行回归，模型 3 的“－”表示未使用公共服务感知、地域类型等变量

进行回归，模型 4 中的“－”表示未使用地域类型变量进行回归; 3) 常数项中的“－”表示不存在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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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服务感知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模型 4 和模型 5 的回归分析结果，公共服务感知

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根据模型 6 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公共服务感知较好的

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比公共服务感知较差的女性低 4．174%。这表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

平的提升有效地改变了传统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女性可以通过日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来规避生存风

险和养老风险。故假设 H1 成立。

2．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回归分析结果，家庭禀赋整体上显

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体来说: ( 1) 社会资本中的配偶政治面貌和社会交往频率分别在 5%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个体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女性配

偶的中共党员身份有助于推进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女性社会交往频

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丰富社会资源、提升社会融入程度，从而增强女性对生育负担的承受能

力。故假设 H2 成立。( 2) 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分别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和显著正向影

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其收入状况，以增强其风险防控能

力，且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动机，从而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

意愿; 健康状况是生育行为产生的首要前提条件，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故假设H3

部分成立。( 3) 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收入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

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有效地增强了女性的风险应对能力和降低了养儿防老的功能，且提升了女性对生活

质量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故假设 H4 成立。( 4) 心理资本中的养老态度在 10%的水平

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主要是缘于秉持子女养老观念的女性及其家庭所要承担的养老负

担较大、休闲时间较少，导致二孩生育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降低。故假设 H5 成立。

3．控制变量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模型 1 的回归分析结果，各控制变量的估计效应基本

符合预期假设，且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其中，年龄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

愿，户籍类型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

性二孩生育意愿; 且根据模型 6 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可知，农业户口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比非农业户口的

女性高 12．750%。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而言较为落后，

传统养老观念和代际养老模式导致农村女性较多秉持养儿防老和重男轻女的生育观，进而提高了农村女

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根据模型 5 的回归分析结果，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且根据模型 6 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

育意愿比东部地区高 7．791%。这主要是缘于西部地区的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

影响较为深远，且受自身和家庭收入水平、地区社会保障完善程度等因素影响，其更倾向于传统家庭养老

模式，导致其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于东部地区较高。故假设 H6 成立。

四、结论与对策

( 一) 结论

本研究基于 CGSS 2015 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

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公共服务感知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

二孩生育意愿。

2．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配偶政治面貌、社会交往频率分别在 5%和 10%的水

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分别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和显著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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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家庭年收入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养老态度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3．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

( 二) 对策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受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

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以利于提升

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1．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健全女性社会保障。随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应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

量，建立健全女性二孩生育的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各级政府应加

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基本医疗卫生、生育保健、公办幼托、养老保障等相关配套服务，从而有效

减轻女性二孩生育压力和提升其二孩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健全女性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

法规来保障女性的职业发展权益，有效减轻女性二孩生育阻力; 同时，通过构建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减免、二

孩生育补贴、适当延长二孩产假等生育奖励机制，以有效消除高龄女性及家庭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2．改善女性家庭禀赋，减轻二孩生育压力。女性家庭禀赋的强化要进一步完善社会资本网络以提升

女性人力资本积累，健全经济配套措施以减轻女性家庭养老负担。一方面，完善社会资本网络，提升人力

资本积累。各级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提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切实改善女性的人力资本

状况; 同时，加强基层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建设，为扩大女性社会交往范围提供社会资源保障和媒介支

持，有效提升女性的公平感知程度和社会信任感，增强女性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提升其二孩生育意愿。

另一方面，健全经济配套措施，减轻家庭养老负担。通过健全经济配套措施切实加大女性就业政策的优惠

力度; 同时，加大养老财政投入，创新养老模式，以进一步减轻家庭养老负担，从而有效提升女性的二孩生

育意愿。

3．统筹资源优化配置，缩小地区生育差异。为进一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既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源

投入，又要注重完善东部地区二孩生育的多元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生育政策倾斜，加

大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普及群体和范围，切实提升西部地区的生育

服务水平和保障水平，从而缩小地区生育差异，实现预期人口有序增长的目标;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东部地

区二孩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着力构建复合多元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落实生育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生

育环境，转变东部地区女性的二孩生育观念，从而有效提升东部地区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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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family endowment and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WANG Pu，QIU Yi-hui，ZHENG Yi-fang*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in 2015，an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utility of fertility behavior，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and family
endowmen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emale' 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family endow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s a whole． Female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ve higher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an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ccordingly，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to improve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improving female's family endowment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two-child fertility，and coordinating the ration-
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resolve regional fertility differences，so as to improve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stable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 female's two-child fertility willingness; public service perception; family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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