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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困境与安倍女性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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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严重的劳动力缺口，是其发展

面临的最大挑战，对其经济前景、健康和福利体系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安倍政权提

出了旨在阻止日本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进而提振日本经济的女性经济学。该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也面临日本社会性别规范和实践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最重要的是该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

本的人口困境。日本应考虑以外部途径应对人口动态变化，要逐步改变诸多阻碍外来移民和劳动力的

因素，有重点地开展区域经济合作，降低劳工适用标准，杜绝“双重标准”，给予外来劳工法律保障，以

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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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经济学”是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重

要组成部分，安倍政府借此大力推行“女性发光

的社会”。① 2013 年 9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对“女性经济学”及其在

政府政策中的作用和对日本的影响做了阐释。 [1]

由此，“女性经济学”作为一项政府政策正式进入

大众的视野，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先行研究对安

倍女性经济学做了详细的分析，但对该政策的效

果和前景并没有形成共识，且大多聚焦于经济维

度。有观点认为，在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发

生变化的背景下，该政策可能会取得应有的效

果，原因是日本经济在泡沫消失之后走向衰退，

雇佣形式从终身雇佣制转为多样化雇佣，“男主

外，女主内”的模式已经无法支撑家庭的正常开

支，而且随着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女性进入社会和职场的意识日渐增强。②另一种

观点认为，此政策并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因为受

到日本一系列固有因素的限制，如将“性别”概念

从政策制定过程中排除出来，则无法消除劳动力

市场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甚至会带来消极影

响。比如认为女性经济学会加剧日本女性地位的

两极化。③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

日本人口动态变化而不是经济维度，首先描述日

本面临的人口危机，然后梳理安倍女性经济学内

容、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并从应对日本人口困境

的视角分析其政策效果，认为安倍女性经济学并

① 日语名为：すべての女性輝く日本へ。

② 参见唐向红：《日本女性就业状况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载于《现代日本经济》2011 年第 1 期； 师艳荣：《日本女性 M 型

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③ 参见 ChanlettAvery Emma, Nelson, Rebecca M. Womenomics in Japan: In Brief. Current Politics & Economics of Northern &
Western Asia, 2014, （23）; 仲秋：《女性文化与日本经济:日本新增长战略中的女性政策分析》，载于《现代日本经济》2015 年第 2
期; 张乃丽,刘俊丽：《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载于《日本学刊》2015 年第 3 期； 孙惠俊,李鹏飞：《日本安倍内

阁“女性闪光社会”政策浅析》，载于《大连大学学报》2015 第 4 期; 王国华：《安倍女性经济学内容解析和评价》，载于《长春大学

学报》2015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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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效应对日本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因而无法

达到促使日本走出经济困境的目的。在此基础

上，提出日本需考虑以外部因素来缓解国内问

题，一方面应该考虑逐步改变诸多阻碍外来移民

的因素；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同周边国家展开

积极经济外交，放宽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来吸

纳外国劳工，应对日本人口困境。

一、日本的人口危机

日本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

老龄化十分严重，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缺口。这将

是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1. 目前的状态及发展趋势

2017 年 12 月 22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

人口动态统计数据估算值显示，2017 年日本新出

生人口数为 94.1 万人，连续两年跌破 100 万大

关。2017 年日本死亡人数估算值为 134.4 万人，

比 2016 年增加 3.6 万人。2017 年人口自然减少

40.3 万人。[2]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017 年 4 月的

估算，日本人口将在 2053 年跌破 1 亿，到 2065

年，日本人口将比 2015 年减少三成，降至 8808

万。①据联合国统计，到 21 世纪末，日本将失去

34％的人口。[3] 这份估算数据显示，日本人口正在

加速减少，少子化现象趋于严重。虽然劳动力市

场的低效率可以减缓，但是在 2025 年之后劳动力

数量的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日本的

人口前景确实令人望而生畏。
2. 主要原因

首先，日本出生率下降的特征在很多方面并

无先例。日本的生育水平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

或社会都要低。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的

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即维持现有数量

所需的出生人数）。此外，几乎每年的出生率都进

一步低于这一水平。[4] 将这一趋势纳入长期预测

中，日本政府估计 1990 年出生的所有女性中有一

半以上不会于 50 岁之前结婚。大约 25％的女性

有可能永远不会结婚，38％的女性从未生育过婴

儿。[5] 这意味着，在这个出生队列中超过一半的女

性不会有孙子和孙女。如果这些现有的模式继续

下去，每一代将比前一代少 35％。
其次，日本现有人口的寿命也更长。总的来

说，日本国民在世界上健康程度较高，也是人口

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有统计表明，日本女

性的预期寿命 2055 年将从 86 岁增加到 90 岁。[6]

尽管老年人死亡率迅速下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素是生育率的持续下

降。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生育率将有很快提高。[7]

再次，日本移民率比较低。日本的移民数据显

示，近几十年来，从日本移民出去的人口远远大

于移民到日本的人口。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

在外国出生的日本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最低。在

过去的 40 年里，有更多人离开日本而不是进入

日本。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开放移民，因为

许多日本人以文化和种族同质性为荣。如果目前

的移民模式和严格的移民政策继续存在，日本将

保持其作为低移民社会的现状。[6]

最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观念对出生率的抑制。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

新生儿数量屡创新低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抚

养和教育子女的负担过重，因此无法按理想生育

更多孩子。此外，年轻人对婚姻的消极态度也直

接影响日本人口增长。日本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

究所 2017 年 9 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5 岁至

34 岁的日本未婚者中，超过半数未曾有以结婚为

目的的恋爱经历。[8]

3. 主要影响

日本人口的现状和前景带来了一系列新挑

战，对其经济前景、健康和福利体系产生了广泛

影响。
首先，人口萎缩会对国家经济前景产生不利

影响。自 1991 年以来，日本在 G7 集团中的人均

增长率已经是第二低，年增长率仅为 0.7％。相比

之下，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 1.6％。[6] 这些变化凸

显了日本经济增长中人口结构面临日益严峻的

挑战，这种增长已经持续了大约 20 年。考虑到低

生育率和低消费者支出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一

些经济学家甚至称这种情况为“人口定时炸弹”。
这种趋势对家庭会产生金融压力，而这种家庭压

力会对国家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换而言之，

人口下降意味着消费者支出减少，日本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和工资压力很大，这削弱了日本的竞争

力。经济疲软和人口减少的这种结合将阻止在日

本的国外投资，限制了经济复苏。
其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养老金和医

① 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https://www.mhlw.go.jp/english/policy/employ-labour/human-resources/index.html,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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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系统成本随着老年人群体的扩大而增加，这将

导致需要通过政治过程解决的代际分配压力加

大。日本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

家。20 年前，在日本每个退休人员的成本由 6 个

劳动力来供给，而现在不到 3 个，据估计到 2025

年将低于 2 个。工作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表

明预计税收收入会下降，这将影响用于为越来越

多的老年公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的资源。因此，随

着日本的工作年龄人口减少，照顾年迈父母的孩

子减少，福利和医疗问题将对家庭和社会造成越

来越大的压力。[9] 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不得不付出

更高的税收和社会贡献，老年人将不得不工作更

长时间，退休人员将会得到比预期更低的退休

金。无论政府对老年人的支持程度如何，人口老

龄化都将产生普遍的经济影响。政策改革可以缓

解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问题，但无法完全消除这

些问题。
日本人口变化总体的长期影响是人均增长速

度放缓，国民储蓄率下降，社会贡献率上升和外

国净资产减少。虽然预计老年人和工作年龄人口

的可支配收入将增加，但年轻人的生活水平最终

会长期下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不以女

性的劳动力来补充劳动力短缺，不仅有可能导致

社会保障制度瓦解，还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

的负面影响。因此，安倍政权提出了把女性劳动

力作为日本再生的原动力，旨在阻止日本的老龄

化加剧和生育率下降，以抑制其经济增长的女性

经济学。[10]

二、安倍女性经济学

1999 年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分析师

松井凯西 （Kathy Matsui） 提出了“女性经济学”
（Womenomics）这一概念。她在其著作《女性经济

学：日本的隐形资产》中认为，让更多的日本母亲

重返职场对于日本来说十分重要，这将使日本的

GDP 提高 15%。安倍晋三于 2012 年 12 月当选日

本首相，随即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

划，称为安倍经济学，以刺激经济增长。该战略着

重于三大主要经济政策工具，被称为安倍经济学

的“三支箭”，包括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和

结构性改革。其中，“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的一

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关注女性经济学。尽管日本大

力号召女性经济学有着多重目标 [11]，但毫无疑问

的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是其最根本的目标。
1. 主要内容

作为旨在支撑日本经济落后的一揽子结构性

创新的一部分，鼓励更多的女性在劳动队伍中取

得进步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遵循新自由

主义模式，寻求更全面的放松劳工管制，从而使

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为支撑女性经济学，安倍

内阁于 2014 年成立“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

部”①，并召开年度会议制定女性活跃的相关政

策、方针以及总结政策成果。关键政策提案和倡

议的实施情况处于不同阶段，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为参与和提高女性员工队伍建立新的

目标。政府承诺，到 2020 年将劳动力中 25 至 44

岁的妇女比例从 2012 年的 68％提高到 73％，并

承诺到 2020 年将女性领导职位的比例从 10％提

高到 30％。
第二，增加日托和课后看护的可用性。政府承

诺在 2017 年前将儿童保育能力提高至 40 万名儿

童，并承诺实施“零保育等候名单”项目。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政府提出利用租赁系统和政府拥有

的土地开办更多托儿中心；雇用新的托儿人员；

资助小规模的儿童保育业务；协助未登记的托儿

所寻求登记；并在商业场所支持成立现场托儿中

心。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小学儿童课后照顾

的可用性。
第三，鼓励私营部门晋升更多女性并提供有

关提高女性地位的数据。安倍首先要求公司领导

人积极提高其公司内的女性地位，要求公司至少

任命一名女性执行官。政府通过补贴和税收措施

支持那些鼓励女性雇员有职业追求的公司。政府

还鼓励公司自愿提供有关女性晋升为行政和管

理职位的信息，然后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第四，政府职位中招聘和晋升女性。政府建议

在政府中招募更多女性，并支持妇女平衡职业和

家庭生活。政府已经将女性公职人员提升到国内

高级职位，例如现在安倍内阁中已有不少女性高

级官员。

① 日语名为:すべてのの女性が輝く社会づくり本部。 第一项至第六项内容详情参考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
go.jp/jp/headline/brilliant_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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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扩大幼儿保育福利。自 2014 年 4 月起，

政府在育儿假的前六个月内将新员工的工资从

50％提高至 67％。政府还提供奖励措施，鼓励父

亲休育儿假，并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将享有陪产

假的父亲比例从 2011 年的 2.6％达到 2020 年的

13％。
第六，审查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目前的

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阻碍已婚妇女更加全面参

与劳动力市场。1961 年开始实行的税制，只要配

偶的收入不超过 103 万日元，就可以让一个家庭

的负责人（通常是丈夫）为配偶（通常是妻子）申

请免税。此外，如果配偶的收入一直低于 130 万

日元，配偶也可以申请国家养老金无须支付任何

溢价。政府已承诺审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以

便女性如何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
第七，允许外国佣人进入经济特区。日本严格

的移民政策目前只允许外国外交人员雇用外国

佣人。政府计划允许在日本的经济特区（包括东

京和大阪等地区）在内的更多外国佣工以帮助日

本人平衡职业和家庭。但是该提案的许多细节，

如允许多少工人、工人来自哪个国家及在什么条

件下他们将被允许工作，还有待公布。[12]

2. 已有的进展

女性经济学已成为日本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最

重要政策支柱之一。它旨在通过改革劳动力市

场，鼓励企业接受多样性，促进职业技能和扩大

儿童保育服务的可用性，使妇女能够发挥最大潜

力。女性经济学将继续改变日本，为企业、政府和

整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女性劳动人数增加。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女性人数超过了 200 万

人，2016 年日本 25—64 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72.5%，超过美国的 70.3%，并且更多的妇女在经

济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
第二，减轻在职父母的负担。截至 2017 年底，

日本政府为约 500000 名儿童提供更多托儿服务，

将育儿假福利从 50％提高到 67％。
第三，加速女性的晋升。2016 年底，担任私营

部门管理职务的女性接近 10%。2015 年 3 月开

始，日本政府要求上市公司公开在财务报告中担

任行政职位的女性人数。通过与东京证券交易所

的合作，挑选和促进鼓励女性在职场上取得成功

的企业为“Nadeshiko Brands”，并为女性候选人提

供来自世界领先商业学者的高管领导力培训课

程，进一步鼓励妇女在产假期间接受再教育。①

第四，启动限制女性就业的工作方式改革。在
日本正在经历的人口变化之下，提高生产力和劳

动力参与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2017 年 3 月 28

日，在安倍首相作为主席的强有力倡议下，成立

工作方式改革委员会，以实现一个人人都可以灵

活选择各种工作方式的社会。根据这项计划，政

府将实施结构和立法改革。具体内容有②：

（1）“同工同酬”的立法规则和指导方针：消

除正规和非正规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合理差距，

使非正规劳动者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更高的工作

动力。
（2）加班工作的监管限制与罚则：确定加班工

作的最长时间，并修改立法，具体规定即使在临

时和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超过的限制。
（3）人力资源培养和支持再就业：支持个人重

新学习，例如让曾经享有育儿假的妇女接受复职

教育，以提高其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4）促进灵活的工作方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

促进远程办公以辅助和指导工作。
（5）引入新的儿童奖学金计划：建立新的体

系，减轻经济负担，鼓励儿童不论经济状况如何，

都能积极参加未来的高等教育。
总体而言，日本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由于女

性经济学，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增加，男性休

育儿假的人数上升。关注女性及其工作成为政府

和企业的治理重点领域之一。然而，要真正落实

安倍女性经济学所提出的目标，仍然面临不少的

困难和障碍。
3. 面临的阻碍

旧的观念 （如固有社会性别观念、企业文

化）、法律税制以及双重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等

深层次的挑战，仍然限制了女性的潜能发挥和职

业选择。虽然安倍政府通过女性经济学将这些问

题置于焦点之中，但目前它们仍然缺乏实现日本

需要改变的动力。[13]

第一，日本社会固有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社

会文化的典型特征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照顾家

① 以上第一项至第三项内容详见日本政府网：http：//www.japan.go.jp/women.
② 具体进展见：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80630-87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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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于战

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之后深深扎根于企业

和日本社会中，形成社会固有的观念。日本社会

的税收、社会保障制度、家庭模式均是建立在这

种意识形态之上。日本内阁府 2016 年 9 月的调

查显示，日本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

在（见表 1）；同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

分工观念也无重大变化，赞成丈夫应外出工作，

妻子应坚守家庭的比例为 40.6%，反对比例为

54.3%。可见，日本社会中男女分工模式根深蒂

固，短期内难以改变，社会中的性别规范和实践

是实现女性经济学目标的强大障碍。[14]

表 1 日 本 社 会 性 别 不 平 等 调 查 指 标 一 览 （%）

数 据 来 源 ：日 本 内 阁 府 《关 于 男 女 共 同 参 与 社 会 的 舆

论 调 查 概 要 》（男 女 共 同 参 画 社 会に関する世 論 調 査の概

要 ，平 成 28 年 10 月 ），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8/
h28-danjo/index.html,2017-07-01.

第二，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21 世纪经济高

速增长期为日本带来经济、商业的发达，以终身

雇佣、集体主义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文化成为各国

学习的样板。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经济奇

迹”以来，日本的工作场所以其训练有素的劳动

力而闻名。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长时间工作，

然后晚上和同事一起喝酒，以鼓励办公室的凝聚

力。这些习俗在绝大多数男性劳动力中被广泛认

可，但通常不被认为与抚养家庭相兼容。大多数

日本办公室不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以便夫妇能

够调整日程安排以满足抚养孩子的需求。尽管日

本也为丈夫提供育儿假，但政府统计显示，只有

不到 2％的男性工作者选择使用假期，这就强化

了女性照顾新生儿角色的观念。[15] 且企业内部往

往存在男性更受重视、待遇优于女性，而同等条

件的女性则呈现相对待遇较差、晋升机会少的性

别歧视现象。尽管 1986 年“平等就业机会法”通

过，日本的很多公司都采用双轨招聘制度：一类

是精英、专业工作者（Sogoshoku），一类是文职或

行政工作（Ippanshoku）。2011 年，只有 11.6％的专

业人员是女性，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限制了女性的

职业生涯。由于女性离开工作岗位生育孩子，许

多公司从对培训的投资而抵制雇用女性进入精

英阶层。[16] 因此，扩大女性就业数量，提高其就业

质量，前提应是改变企业的观念和行为，而这非

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
第三，法律和税收制度问题。日本的税制和社

会保险制度设计中隐藏了更利于女性婚后回归

家庭、只从事非正式劳动的奥秘。在对日本非正

式就业女性的调查中发现，超过 80%的女性是主

动选择计时而非正式工作的，这主要是为了合理

调整家庭总收入，避免因夫妻双方共同工作反而

导致家庭总收入的减少。日本于高速经济成长时

期（1960 年）实施了“配偶控除”这一所得税扣除

制度，即有配偶的工薪阶层的税收起征点，要先

扣除需要抚养配偶的部分之后再计算。该制度的

初衷是消除工薪阶层与企业主之间的税负不公

平，同时也有通过这一税制对妻子“主内之功”予

以肯定。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家庭主

流形态成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女性婚后

（特别是产后）回归家庭，部分在育儿告一段落后

作为非正式员工重新参与社会劳动中。1985 年日

本确立了女性年金制度，妻子随丈夫加入国民基

础年金（退休金），不需缴纳保险费就可以领取基

础年金。次年，日本又设立了配偶特别扣除制度。
这一制度下，如果丈夫有正式工作，当妻子的年

收入超过 103 万日元时，反而会导致家庭总收入

的减少。 [17] 若超过 130 万日元，家庭总收入减少

的幅度会加大。如果妻子收入超过 103 万日元，

那么不仅妻子不能享受家庭收入的课税起征点

优惠，其收入本身将被课税，而且丈夫工资中的

“配偶补贴”一项也会被取消。[18] 而当妻子的工作

时间超过普通职员的四分之三且收入超过 130 万

日元时，除了不能享受上述税制优惠，妻子还需

要自费缴纳国民年金或厚生年金。[17] 这种倾向于

保护家庭主妇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是导致长

期以来大部分女性选择婚后从事非正式工作的

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有关该税制的改革已被纳

具体指标/年份 2012 年 2016 年

职场平等（认为男性优待的比例）

政治平等（认为男性占优势的比例）

法律制度环境（认为男性占优势的比例）

男 女 平 等 的 意 识 观 念（认 为 男 性 占 优 势

的比例）

57.7

74.0

38.2

69.8

56.6

73.5

45.2

74.2

① 此政策于 2016 年有所调整， 解读参见黒田悠介：106 万の壁が出現！ 社会保険と配偶者控除の変化を税理士が解説，

http://www.lancers.jp/magazine/28524,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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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日本所得税改革的一环，日本政府正在推动有

关改革进程。①

第四，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性影响。日本劳动力

短缺正在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以正规

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来划分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应

对能力。由于成本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升职机会

较低和就业保障较弱的非正规就业比例迅速上

升。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获得了这样性质的

工作，但限制了她们的工作能力和职业规划。缩

小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可以减少

这些劳动力浪费。[19] 日本 1986 年开始实施“男女

雇佣机会均等法”，并先后实施“育儿休业法”和

“支持培养下一代措施推进法”等，旨在促进女性

就业并使其兼顾事业与家庭。所以，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女性就业人数一直在增

加。但女性就业的增加多是以计时工作为主的非

正式员工的增加，正式员工的数量反而在减少。[17]

也就是说，女性被鼓励在结婚之前作为正式员工，

然后在育儿后作为非正式员工而再次工作。[14] 因

此，双重和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也限制了女

性经济学的实施。
可见，真正实现安倍首相所希望的女性经济

学所面临的挑战巨大。最大的挑战是日本社会中

的性别规范和实践。如何在增加女性就业的同时

避免女性晚婚、少子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是解决

问题的焦点，只有二者兼顾，经济效果方能持续。
也就是说，日本女性需要“全能化”———结婚生

子、相夫教子、努力工作，才能成为推动人口、经

济双增长的重要力量。这需要日本社会以性别平

等为目的的革命性制度改革做后盾，更需要培养

与之相应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意识。[20]

4. 难以根本上解决人口变化的趋势

要真正落实安倍女经济学需面临上文所列的

诸多挑战，因而安倍女性经济学对于缓解日本劳

动力不足的效果并不显著。如图 1 所示，厚生劳

动省统计的数据显示，女性就业的增长率十分有

限，尽管就业人数得到了增加。2013 年安倍女性

经济学相关政策从开始实施到 2016 年，日本女性

就业率从 42.6%增长到 43.4%，增长幅度还不到

1%，让人怀疑该政策的有效性。而且，这种女性就

业增长率根本不足以弥补持续短缺的劳动人数。

据日本 Persol 综合研究所①推算，到 2025 年，日本

将会有 583 万人的劳动力缺口，国立社会保障与

人口问题研究所也推测，以政府现行的少子化对

策，2060 年日本的适龄劳动力将减少至 4418 万。②

如图 2 所示，根据瑞穗综合研究所的推算，以现

在数值为基准，到 2065 年日本的劳动人口数和劳

动率将会一直下滑，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因此，

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日本劳动

力短缺。

图 1 女 性 占 总 劳 动 人 口 比 重 年 度 趋 势

数 据 来 源 ：日 本 厚 生 劳 动 省 《劳 动 女 性 的 状 况 》（働く

女 性の状 況），http://www.mhlw.go.jp/bunya/koyoukintou/
josei-jitsujo/dl/16b.pdf,2017-07-01.

图 2 劳 动 人 口 和 劳 动 率 的 预 测

数 据 来 源 ：瑞 穗 综 合 研 究 所 《少 子 高 龄 化 下 劳 动 力 减

少 4 成》（みずほ総 合 研 究 所 ，少 子 高 齢 化で労 働 力は4 割

減 ），http://www.mizuho -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
insight/pl170531.pdf,2017-07-01.

与日本同样遭遇类似人口老化危机的国家，

普遍以广纳移民来应对，唯独日本长期不愿敞开

大门，即使近年对高技能外籍人士放宽核发签证

或在留卡的规定，但迄今不见有太大的对外宣传

动作。日本高盛首席策略师松井凯西表示，如果

① 日语名为：パーソル総合研究所。

② 参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 24 年 1 月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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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求长期经济成长，日本人口挑战最终将面对

移民问题，但日本对大量引进外籍人士可能引发

的社会问题极度忧虑，因而态度保守。日本政府

认为，第一步应追求日本现有人口运用极大化。
因此，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是日本应对人口挑战的

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

三、超 越 安 倍 女 性 经 济 学：应 对 日 本 人

口动态变化的再思考

根据上文分析，安倍女性经济学长期内无力

应对日本人口动态变化，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并不

明显。因此，面对日本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趋势，

需要重新思考应对措施，日本需要考虑以外部因

素来缓解国内问题，以谋求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虽然如今日本相对地开放了移民政策以鼓励优

秀的外国人才留在日本，但是只靠高层次人才的

确很难解决产业空洞化、地方衰败、农业和渔业

以及制造业劳动力缺乏等少子高龄化带来的诸

多难题。 [21] 可以肯定的是，达到移民目标要比提

高国家低出生率容易得多。允许高技能的外国工

人在日本定居，也将为日本带来新的人才，提高

其在各个行业的竞争力。目前，只有不到 2%的日

本人口是非日本裔。如果移民在整个社会中所占

的比例增大，那么日本的固有观念将不得不改

变，需将新居民纳入其中。[22]

对此，一方面应该考虑逐步改变诸多阻碍外

来移民的条件；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积极同周

边国家展开经济外交，放宽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

款吸纳外国劳工，以经促政，这样不但能深入而

全面地解决国内难题，而且更有可能拓展日本的

发展战略，以赢得更好、更多的发展资源。
（一）阻碍日本吸纳外来劳动力的因素

日本虽然积极接纳吸收高级技术人才，但是

对单纯劳动者的接收政策却限制得十分严格。根

据世界银行 2010 年的统计，在世界移民的总人数

中，北美接收移民的比例占 14.6%，EU 占 9.3%，

而日本仅占 1.7%。[23] 阻碍日本外来劳动力发展的

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层面：

1. 法律制度因素

日本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中，将在

日本就职的外国人分为十四项，其中最为普遍的

是“技能实习”和“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24]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就已凸显。1981 年，允许以“研修生”的名义来引

进外来劳动力，在经历十个月的学习后，如果通

过考核，就可取得“技能实习生”的留日资格。但

处于“研修生”阶段的外国劳动者是不受法律保

护的。该制度建立之初，其目的标榜为促进日本

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强国际合作，为

国际社会做贡献，而实际上却是获得廉价劳动力

的一项政策措施。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日本政府承担开放劳务市场带来的法律义务，但

又以变通制度的方式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与

“技能实习”在留资格相比，而根据“技术·人文知

识·国际业务”而获得留日资格者一般在日本从

事脑力劳动者相对较多。然而，此项签证的留日

资格需定期审核，并且在家属探亲等方面存在很

多不便，但想要转为制约性较低的“高度人才”或

“永久居民”资格，则通常需要按分数评估，难度

相对较高，并且此类人才并无法解决日本单纯劳

动力不足的问题。
2. 政治因素

为了维持政治稳定，日本政府对于移民政策

一直比较严格。安倍内阁一直提倡比起外国人更

应该积极合理利用本国的女性和老年人，因为这

样更利于国内就业和政治、治安等方面的稳定。
日本政坛也几乎没有移民作为政治家的案例。即

使在劳动力十分短缺的时期，相比其他发达国

家，日本接受移民的政策也相对保守。日本社会

担心外来劳工进入，对独特的日本国家文化造成

冲击，引起本国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社会摩擦以

及给治安和居住环境带来影响。另外，移民的日

语水平、融入日本社会的能力等，也是日本各界

争论的焦点。
3. 经济发展因素

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速相对缓慢，而主要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工资和生

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相比从前，这就使得赴日工

作的吸引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占日本外国人劳动

者比重较大的中国，更多人愿意留在国内发展，

因为出国打工在工资方面的优势已大不如前。[25]

例如，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在日本外国人统计

数据，2013—2015 年在日中国研修生人数逐年递

减，从 107174 人下降到 89086 人，占外国研修生

总数比重也逐渐降低，从 69%降到 46.2%。 [26] 因

此，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发展中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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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赴日务工的热情。
4. 思想文化因素

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固有的“单一民族”和排

他性思想使外国移民很难融入日本社会。比如，

著名的日本企业乐天公司就将日本籍员工和外

国员工分开工作，美其名曰便于文化交流和工作

便利。日本的保守派认为，外来移民会扰乱了社

会安定，因此主张通过利用女性和老年人来弥补

日本劳动力的不足。这种固化的思想观念在一定

程度上给日本接纳外国劳动者带来了障碍。
（二）以经济外交应对劳动力不足

近年日本外籍劳工人数不断增长 （如图 3 所

示），特别是 2015 年、2016 年增长幅度较大，这与

日本政府积极推进“高度人才”引进政策和促进

赴日留学政策密不可分。[27] 但这是否大幅缓解了

日本的压力，日本社会的反响并不乐观。据日本

有影响力的人力资源网站调查，日本的中小企

业、服务业、住宿业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未减反增，

有些中小企业员工短缺甚至没有人来应对来面

试的求职者，服务业中被强迫要求加班和超时劳

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8] 为了顺利引进充足的外

来劳动力，日本政府除了积极引进“高度人才”，
还应加强区域经济外交中的劳工问题合作，以补

充劳动力不足。

图 3 日 本 外 籍 劳 工 人 数 增 长 图

数 据 来 源： 日 本 厚 生 劳 动 省 《外 国 人 雇 用 状 况 报 告 》

（外 国 人 雇 用 状 況 の 届 出 状 況 について ），http://www.
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
gaikokujin/gaikokujin-koyou/06.html,2017-07-01.

1. 外籍劳工来源与日本经济外交开展的重

点方向

短期内，安倍的“女性经济学”并未能有效解

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加快日本

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谈判与签订双边、多边自由

贸易协定（FTA）时应考虑更加宽松的劳工人才引

进标准，特别是要加强与劳动力主要来源国的经

济合作，以确保日本国内劳动力的充足。如图 4

所示，日本最大外籍劳工来源国为中国、越南、菲

律宾和巴西，且所占比例相对平稳，约占 69%至

73%。虽然中国籍劳工占在日外籍劳工的比例有

所下降，但在日本外籍劳工比例中依然保持绝对

最高。除了与日本有特殊移民渊源的巴西以外，

其余三国均为亚洲新兴国家，劳动力相对充足，

其经济发展特征与日本有相对的互补性。如果进

一步加强与这些国家合作，既有望振兴日本经

济，又可以补充日本劳动力不足。

图 4 外 籍 劳 工 来 源 国 分 布 示 意 图

数 据 来 源： 日 本 厚 生 劳 动 省 《外 国 人 雇 用 状 况 报 告 》

（外 国 人 雇 用 状 況 の 届 出 状 況 について ），http://www.
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koyou/
gaikokujin/gaikokujin-koyou/06.html，2017-07-01.

然而近年来，日本紧跟美国的步伐而疏远或

后置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特别是在 2010

年中国 GDP 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之后，日本越来越把中国当成是一种威胁，对中

国加以防范与遏制。安倍政府推行的价值观联

盟、海洋国家联盟、战略联盟、俯瞰地球仪外交等

形形色色的外交战略，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

作为防范与遏制目标，抱着同中国竞争与对抗的

目的。[29] 同时在经济层面，美国退出 TPP 后，极力

推动达成 CP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并且把对外经济援助当作重

要的政策手段，加强与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竞

争。因此，日本目前经济外交中地缘政治色彩较

重，阻碍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东亚地区

的经济一体化。日本应该抛弃或减缓这种色彩，

以实际需求出发寻求合作共赢。如加强东亚经济

一体化、加入“一带一路”、与中韩签订深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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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TA、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

在区域经济中寻求获得劳动力来源，从经济外交

层面解决劳动力问题。
2. 降低劳工标准，吸引外来人才

劳工问题已然成为全球贸易规则谈判中的博

弈点之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持不

同的国际劳工标准政策。国际劳工标准，又称国

际劳动标准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是指

“超越一国主权范围、旨在约束各国政府及企业

雇主的行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及调整劳动关系的

基本规则”。[30] 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劳工标准应

该由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来处理，

而非多边贸易组织。[31]282 而发达国家特别是保护

主义集团则主张执行更严格的劳工标准，以确保

本国相关行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在 WTO 多

哈回合谈判受阻的情况下，多边、双边、区域的贸

易协定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劳工这一经济要素。
而其背后的基本矛盾是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劳工

标准来提高自身竞争力，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起步的发达国家，在国际

劳工标准方面要比其他亚洲国家严格。一方面，

这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能防止就业率下

降，同时缓解与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竞争的冲

击；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劳工标准增加了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

产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低人工成本对其发展是

有力的竞争优势。这种矛盾成为日本与发展中国

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阻碍因素。日本应该在对

外经济谈判中降低对劳工标准的要求。TPP 中的

劳工条款标准较高，要比现有国际劳工标准更加

严格。TPP 谈判中，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主张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而越

南、智利、文莱等发展中国家则持反对意见，成为

谈判的分歧点之一。[30] 当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谈

判中（RCEP 等），日本可就劳工条款层面做出适

当让步，让渡部分技术和知识产权，在劳工政策

的执行中杜绝双重标准，以此吸纳外来劳动力，

使相关国家实现劳动力、技术层面的良好互动，

解决日本劳动力不足；同时以此促进思想互动，

人文交流，达成信赖关系，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尤

其是日本应该强化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建设，解决日本国内因劳动力短缺等因素造成的

经济增长乏力问题。

3. 统一劳工标准，强化法律保障

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日本因在对待

外来劳工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也被诟病。日本企

业加班过度、过劳死屡屡发生对外来“研修生”
“实习生”“留学生”的剥削和压迫一直存在。甚至

有一些企业以提供奖学金为由，雇用留学生从事

送报纸之类日本人讨厌的低工资、劳动量大的艰

苦行业，有媒体称这简直是“现代的奴隶制度”。[32]

因此，应在法律层面给予外来劳工保障，才有可

能使日本更容易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因为在法律

条约的范围里，确保外来劳工的权益有利于他们

在主观上获得安全感和信赖感，不仅可以使双方

在获得技术和劳动力方面共赢，而且在文化交

流、思想互动方面都相对容易深入沟通，促进各

国消除误会、相互理解，从观念和意识的互动中

寻求进一步合作共赢，以此促进亚洲邻国展开切

实有效的经济合作。
目前日本的移民政策已有积极的转向。日本

政府 2018 年 6 月 15 日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计

划在未来 7 年中允许多达 50 万外籍劳工进入日

本，以缓解日本国内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

题。该计划的通过标志着日本政府在相关政策上

的一个重大转变：日本开始正式承认依赖外籍劳

工来克服劳动力日益短缺的问题。[33]

四、结论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女性经济学

的目的在于充分释放女性这一潜在劳动力，以缓

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不足的压力。
但却无法改变日本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的局面，

无法构筑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日本应充分

考虑以外部因素补充国内不足：其一，应积极克

服诸多阻碍外来劳动力因素，为吸纳外来劳动力

创造有利环境；其二，应有重点地选择区域经济

合作，放宽区域经济外交谈判中的劳工条款，积

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人口有一个“孪生恶

魔”的比喻：人口增长如果超过了经济创造就业

机会的能力，那将导致“马尔萨斯式恶魔”；而人

口停滞进而使需求不足，将导致“反马尔萨斯式

恶魔”。制服一个恶魔的同时，另一个恶魔将逃

脱。放到日本身上，半个世纪前的日本是一个贫

穷的国家，农业人口居多，工业资本不足，生产简

84— —



【参 考 文 献】
[1] Abe Shinzō.Unleashing the Power of‘womenomics [EB/OL].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pais/

research/researchcentres/cpd/easg/easg_calendar/shinzo_abe_unleashing_the_power_of_womenomics_wsj.pdf#search=%27Unleash－
ing+ the+Power+of%E2%80%98womenomics%27,2018-07-01.

[2] 不结婚不生娃,日本今年新生人口数创历史新低[EB/OL].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24/c_129773590.
htm,2018-07-01.

[3] 联合国人口展望[EB/OL].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7_KeyFindings.pdf,2018-07-01.
[4]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EB/OL].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Japan: 2001—2050. http://www.

ipss.go.jp/pp-newest/e/ppfj02/top.html,2018-07-01.
[5]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EB/OL].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nenkan/

67nenkan/1431-02.html,2018-07-01.
[6] Lynann Butkiewicz. Implications of japan’s Changing Demographics[EB/O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http://

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304,2018-07-01.
[7] T Ermolieva,D Horlacher,L Mayhew. Economic Impact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EB/OL].http://www.esri.go.jp/jp/prj/

int_prj/prj21/forum04/pdf/summary2.pdf,2018-07-01.
[8] Chris Weller and Reuters. Japan’s Population Is Falling Faster Than It Ever Has Before[EB/OL].http://www.businessinsider.

com/japans-population-falling-faster-than-ever-before-2017-7, 2018-07-01.
[9] John W.Traphagan. Japan’s Biggest Challenge (and It’s Not China): A Plummeting Population[EB/OL]. http://nationalinter－

est.org/feature/japans-biggest-challenge-its-not-china-plummeting-population-11004/page/0/1,2018-07-01.
[10] Annette Bradford et al. Womenomics: Solution for Japan’s Decline? [J].Pacific Forum CSIS,2015,（1）.
[11] Coleman L. Japan’s Womenomics Diplomacy: Fighting Stigma and Constructing ODA Leadership on Gender Equalit y [J].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7,（4）.
[12] Eric Johnston. Osaka Zone a Litmus Test of Foreign Worker Policy [EB/OL].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7/20/

national/osaka-zone-a-litmus-test-of-foreign-worker-policy/ #.U9uGt4W61yU,2018-07-01.
[13] Rebecka Nygren. Womenomics Five Years on[EB/OL].http://isdp.eu/womenomics-five-years/,january 03,2017,2018-07-01.
[14] Macnaughtan, Helen. Womenomics for Japan: is the Abe Policy for Gendered Employment Viable in An Era of Precarity?[J].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015,（1）.
[15] Gender Equality Bureau Cabinet Office. Woman and Men in Japan 2013 [EB/OL].http://www.gender.go.jp/english_contents/

pr_act/pub/pamphlet/women-and-men13/pdf/1-4.pdf,2018-07-01.
[16] ChanlettAvery, Emma, Nelson, Rebecca M.“Womenomics”in Japan: In Brief[J]. Current Politics & Economics of Northern

& Western Asia, 2014,（8）.
[17] 丁红卫.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折射出什么[J].世界知识,2014,（16）.
[18] 黒田悠介.扶養の範囲 103 万円の壁と130 万円の壁[EB/OL].http://www.lancers.jp/magazine/22007,2018-07-01.
[19] Aoyagi C, Ganelli G. The Path to Higher Growth: Does Revamping Japan’s Dual Labor Market Matter? [J]. Imf Working

Papers, 2012,（13）.
[20] Macnaughtan, Helen.Is Abe’s Womenomics Working? [EB/OL].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08/27/is -abes -wome－

nomics-working,2018-07-01.
[21] Matanle,Peter. Should Japan Increase Immigration to Arrest Depopulation? [EB/OL].http://www.peter -matanle.net/blog/4/1/

2015/should-japan-increase-immigration,2018-07-01.

单且质量低下的消费品。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最富

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至少部分归功于与

战后人口转型相关的高储蓄率。但是，促进储蓄

的青年抚养比率已经下降，现在正在逐步上升转

化为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膨胀，其效果恰恰相反。

这是日本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的“解体”。日本在

20 世纪下半叶驯服了马尔萨斯的恶魔。但是与此

同时，它不可避免地让“反马尔萨斯式恶魔”逃脱

了，它现在必须在 21 世纪的前半期驯服。 [7]这样

的教训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85— —



[22] Ankit Panda.Japan’s Demographic Crisis: Any Way Out?[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4/03/japans-demographic-cri－
sis-any-way-out/,2018-07-01.

[23] 佐藤仁志.国際的な労働移動と貿易[EB/OL].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pdp/13p011.pdf,2018-07-01.
[24] 日本入国管理局.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EB/OL].http://www.immi-moj.go.jp/hourei/,2018-07-01.
[25] 刘秀玲.赴日打工不吃香？日本使浑身解数吸引研修生[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0/26/c_129337149.

htm,2018-07-01.
[26] 日本法务省. 在留外国人統計 （旧 登 録 外 国 人 統 計 ） 統 計表[EB/OL].http://www.moj.go.jp/housei/toukei/toukei_ichiran_

touroku.html,2018-07-01.
[27] 日本経済新聞.外国人労働者 100 万人超え受け入れ政策急務[EB/OL].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K ASFS27H46_

X20C17A1PP8000/,2018-07-01.
[28] 深刻な人手不足で現場では過重労働が蔓延 , 面接対応する人すらいない , もう1か月 1 日 12 時間労働 [EB/OL].

https://news.careerconnection.jp/?p=37921,2018-07-01.
[29] 周永生.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大方向[J].当代世界，2017,（2）.
[30] 刘文,蔡智超,王杰.TPP 谈判中的劳工标准及中国的对策研究[J].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5,（2）.
[31]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32] 出井康博 .現代ビジネス外国 人 労 働 者が絶 望ニッポンのバラック工 場の実 態 [EB/OL]. http://gendai.ismedia.jp/arti－

cles/-/49458?page=4,2018-07-01.
[33] 刘栋 .招工 50 万，日本正式承认将引进外国劳工缓解劳动力短缺 [EB/OL].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2199916,2018-06-16.

责任编辑：秦 飞

Japan’s Population Dilemma and Shinzo Abe’s Women Economics
BI Zhenzhen

Abstract: Japan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owest birth rate in the world. The population is very old and faces a

serious labor shortage which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rend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that have had a wide- ranging impact on its economic prospects, health and welfare systems.

Under such a severe situation, the Shinzo Abe regime proposed Women Economics which aimed at preventing the

population challenge of Japan’s aging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and thus boosting the Japanese economy. Although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t faces a series of deep- seated challenges such as gender norms and practices in Japa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is policy is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dilemma. Japan

should consider externally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s in Japan’s population dynamics. First, consider the gradual

changes of many factors that hinder foreign immigrants and labor. Second, focus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reduce labor standards, eliminate double standards, and provide foreign workers with legal protection to supplement

domestic labor shortages.

Key words: population crisis; women economics; migrant labor; labor standards; Abe’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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