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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对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度度度度过过过过人口减少、超老人口减少、超老人口减少、超老人口减少、超老龄时龄时龄时龄时代，构建日本式增代，构建日本式增代，构建日本式增代，构建日本式增长长长长、、、、发发发发展模型展模型展模型展模型      
经济财经济财经济财经济财政咨政咨政咨政咨询询询询会会会会议专门调查议专门调查议专门调查议专门调查会“会“会“会“选择选择选择选择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委委委委员员员员会会会会      这篇“对未来的选择”是日本外交政策论坛在获得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专门调查会“选择的未来”委员会于 2014 年 5 月总结出的议论中间整理的转载许可后，就其主要部分及各分论的要点进行介绍的相关资料。   图 1 长期人口（人口总数）的推移和未来推算 

 （备考） 1.1990年至2013年间的实绩根据总务省《人口普查报告》、《人口推算年报》厚生劳动省、《人 口动态统计》制作而成。 2.社人研中等推算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的未来推算人口（2013年1月推 算）制作而成。总和出生率直至2014年都大致以1.39水准推移，此后直至2024年低至1.33 水准，之后大致以 1.35 水准推移。 3.出生率回升的情况，以 2013 年的男女各年龄人口为基准人口，2030 年总和出生率上升至 2.07，此后维持同样水准，生存率2013年之后根据社人研中等推算的假定值（至2060年 男女的平均寿命分别上升至 84.19年、90.93年）进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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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若维持现状什么都不做，等待我们的将是极其严峻、艰难的未来。然而，若制度、政策、个人的意识迅速转变，那么未来还是能够改变的。 日本经济因安倍经济学，摆脱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将这股景气复苏动向当作确切的东西，并将其引导向持续增长、发展，需要着眼于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化，想象若维持现状什么都不做时将可能面临的艰难未来，并揭示为实现与之不同的未来所需的中长期政策框架。 为将讨论立足于该角度，今年1月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内设置了“选择的未来”委员会1。本委员会正视了人口急剧减少、超老龄化2的未来在逼近的现实，以 2020 年前后为一个阶段，展望至半世纪后，并为指出中长期课题及其应对方向性，进行了一系列议论。 本报告，以截至目前为止的议论为基础，整理出了本委员会的基本思路。希望本报告发出的讯号能够传递至各阶层国民、能够变革现状的当前一代以及担负未来的下一代，并成为迎接“选择的未来”新动向的诞生契机。   
ⅠⅠⅠⅠ    未来未来未来未来50505050年，人口减少社会将持年，人口减少社会将持年，人口减少社会将持年，人口减少社会将持续续续续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未来隐藏着一切可能性。未来半个世纪后，新科学技术和商务也许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无法预料的变化。甚至，全球化和IT化进程将进一步发展，世界局势也或许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切的。那就是，未来50年，人口减少社会将持续下去。 日本的总人口若按照目前的出生率水准持续下去，50 年后将减少到约 8700万人，是当前规模的三分之一。然后，人口的约4成为 65岁以上人口，将出现过去未曾经历过的显著“超老龄社会”。即使假设到2030年前，总和生育率迅速回升到人口置换水准3的2.07，并且之后也维持同样水准，50年后的人口依旧会减少到约 1亿600万人，让人口减少停下脚步将至少需要 80年的时间。 更应当注目的是，人口的减少速度。人口在2008 年时为1 亿 2808 万人，达到高峰，之后直至2013年，每年平均减少16万人。若目前的出生率水准持续下去，人口减少将进一步加速，从 2010年代后期到2020年代初期，每年将平均减少50～60万人，2040年代初期每年将减少100万人。今后，我们将面临的人口减少问题以过去未曾经历过的速度发展。这个“人口急剧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
                                                   

1在本委员会，关于中长期课题，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人的活跃”、“地域的未来”这三个题目为切口，设置三个工作小组进行深度挖掘讨论。该报告书，针对各工作小组讨论的内容总结而成。 
2一般来说，老龄化比率(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超过7％以上社会称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的社会称为老龄社会。2013年的老龄化比率为25.1％。本报告中，将老龄化率比率进入更高一阶段（3成左右）称为“超老龄化社会”、再高一阶段（４成左右）称为“超老龄社会”。 
3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人口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总和出生率水准。以目前死亡率的水准为前提的话，大约为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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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地域经济缩小、社会保障和国家地方财政出现延续性危机等，给我们的未来造成巨大影响。 另外，若不能合理应对全球化、IT化等世界潮流，危机将会变得更加严峻。 我们首先应当再次认识到“人口急剧减少、超老龄社会”的未来正在逼近的事实，并共享此危机意识。而且，不是悲观地去思考，而需要积极地推行彻底的改革。   
ⅡⅡⅡⅡ    未来可以改未来可以改未来可以改未来可以改变变变变     
１．１．１．１．维维维维持持持持现现现现状什么都不做状什么都不做状什么都不做状什么都不做时时时时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    为共享因“人口急剧减少、超高龄社会”所产生影响的危机意识，试着大胆去描绘日本的经济社会在维持现状时将出现的未来吧。  ①  负增长：经济规模的缩小 日本经济由于近年来劳动力人口减少，再加上生产力上升率处于低迷，其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今后在劳动力人口减少进一步加速的过程中，若生产率上升率维持现状，日本的整体经济持续正增长将变得困难。 经济规模若缩小，将更易遭受海外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等的影响，经济活动的短期振幅（volatility）恐怕会变大。另外，在全球化、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经济规模在国际比较中相对缩小。  ②  人口负债4和缩小螺旋：规模的缩小导致国民生活水平下降 人口中所占的劳动人口比例降低，将面临相比劳动的人被支援的人更多的“人口负债”，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5。另外，急剧的人口减少造成国内市场缩小，降低作为投资市场的魅力，甚至将变得难以掀起通过人们的聚集和交流实现的技术革新，这样恐怕会陷入一旦经济规模出现缩小，就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缩小的“缩小螺旋”局面。 “人口负债”和“缩小螺旋”两者相互强烈作用时，国民负担的增大超过经济增长，反映国民生活的实际质量和水准的实质消费水准恐怕会降低。  ③  差距的固定化、再生产 劳动市场在更易出现长时间劳动的正式员工和雇佣不稳定、难以形成职业的非正式员工身上出现了两极化。年轻人在刚毕业时是否被雇用为正式员工，其人生道路将大大不同，很难再次挑战。女性和老年人的力量未被充分发挥出来。这种状态持续下来，而为弥补劳动率不足，将需要更多的长时间劳动，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未得到改善，少子化进一步加剧。另外，因劳动市场持续两极化，差距被固定化、再生产，被社会抛弃、对未来无法抱有希望的人也将增多。 
                                                   
4由于少子老龄化，育龄人口相对减少的人口结构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 
5 2013年7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12.3％，2035年将为20.0％。独居老人的家庭户总数的所占比例分别为: 2010年9.6％、2035 年15.4％（2013年的人口比例根据总务省的推算，其他的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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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少子化相关指标的国际比较   日本 法国 英国 瑞典 德国 美国 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 29.2 (2012) 30.8 (2011) ― 33.0 (2011) 30.2 (2011) 25.8 （注１） 第1个孩子出生时母亲的平均年龄 30.3 (2012) 28.6 (2006) 30.6 (2010) 29 (2011) 29 (2011) 25.1 (2005) 非婚生子女的比例（2008年） 2.10% 52.60% 43.70% 54.70% 32.70% 40.60% 长时间劳动的比例（一周 49小时以上）（2012年） 合计22.7% 男性31.6% 女性10.6% 合计11.6% 男性16.1% 女性6.5% 合计12.0% 男性17.3% 女性5.8% 合计7.6% 男性10.7% 女性4.2% 合计11.2% 男性16.4% 女性5.0% 合计16.4% 男性21.8% 女性10.2% 丈夫的家务・育儿时间（2006 年） 1:00 2:30 2:46 3:21 3:00 3:13 家庭相关政府支出的占GDP比（2009年） （注2）※儿童补贴、保育服务等 0.96%  （2011年度为1.35%） 3.20% 3.83% 3.76% 2.11% 0.70% 资资资资料出料出料出料出处处处处：：：：    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日本根据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法国、瑞典、德国根据欧洲统计局。 第1个孩子出生时母亲的平均年龄 ：日本根据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欧洲根据欧洲统计局，美国根据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全国卫生统计报告》（2012年3月22日） 长时间劳动者的比例：“ILO数据库 ” 丈夫的家务•育儿时间 ：欧洲统计局《欧洲的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生活》(2004）、美国劳动局统计局《美国人的时间利用调查总结 》（2006）、日本总务省《社会生活基本调查》（2006） 家庭相关指出的占GDP比：OECD《社会支出数据库》 注1）美国的数据为2006年至2010年间的平均值 注2）家庭相关支出的占GDP比率仅为支出的数值，不包括税制扣除等。   ④  四分之一以上的地方自治体有消亡可能性6、东京的超老龄化 截至目前，地方圈最先出现了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现象，但在今后，大都市圈尤其是东京圈的人口减少
                                                   
6从地方圈流向大都市圈的人口移动若维持现状，2040年20～39岁的女性人口与2010年同比减少5成以上的自治体将有896个市町村（占全体的49.8％），其中2040年总人口不满1万的自治体将有523个市町村（占全体的29.1％），这些自治体面临着“消亡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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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龄化也将迅速发展。另外，出生率更是低于地方圈的人口向东京圈流入，将进一步推动人口减少、超老龄化的进程。不久后的50年后，以地方圈为中心，四分之一以上的地方自治体行行政功能将难以执。而另一方面，东京圈也将无法避免超老龄化，丧失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活力，并出现大量的拥有收入和资产却无法享受治疗、看护的医疗、看护难民。  ⑤  财政破产风险、国际地位的下降 伴随老龄化进程，以医疗、看护费为中心，社会保障给付费用增多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另外，家和企业等的净储蓄将减少，而另一方面，若财政赤字削减不够，经常收支黑字在结构上将缩小，国债的消化将不得不依赖海外市场。结果，付息费用将增加，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危机的结构将变得脆弱。若不沿着财政健全化的道路切实削减财政赤字，财政将会失去国际信用，财政破产危机将增大。另外，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能力也将减弱，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也将降低。  
2. “2. “2. “2. “对对对对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为何会招致如此严峻困难的未来呢? 少子化、高龄化，并非日本独有，而是许多发达国家都可以见到的共同现象。然而，我们国家的情况又有以下特点。在战前的贫困和战后的经济发展当中，人口出现急剧增长，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代人现在正在成为老年人，但另一方面那个时期又刚好和“失去的20年”重叠，当时的年轻一代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少子化加速，即急剧加速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人口构成的显著不平衡化。因此，存在着这样的课题，即整个经济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应当改变的制度、政策和人民的意识却未跟上这个巨大变化的脚步。 然而，不能从现在去改变过去。于是，为避免这种变化给年轻一代带来严峻困难的未来，今后，为能够让年轻一代以及下一代人过上好日子，并结婚育儿，只能集中在那里进行改革、变革。本委员会认为，若制度、政策和人的意识迅速转变，就能够改变“人口急剧减少、超老龄社会”的趋势。 另外，届时重要的是，人口构成不平衡的改善和整体经济的持续性增长的实现等宏观角度，与以女性和年轻人为首，个人和地域社会生机勃勃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并感受到富裕和幸福的微观角度这两个角度的有机结合。 立足这些角度的改革、变革哪个都不可或缺。能否拥有未来可以改变的强烈意识并真正去执行，这也正是“对未来的选择”。  ① 共享危机意识，以50年后保持1亿左右的稳定人口结构为努力目标7 为避免因“人口负债”和“缩小螺旋”而导致国民生活水准下降，需要让担负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重任的人口在将来也能保持一定的规模。营造如国民希望的能够生产养育孩子的环境，从而使人口在50年后也能拥有1亿左右的规模，并将在未来继续成为保持稳定人口结构的国家作为努力目标。 
                                                   

7 2030年的总和生育率若上升到 2.07，推算 2060年总人口中所占的各年龄层比例将分别为20岁以下20.7％、20-64岁46.3％、6岁以上33.0％，各年龄层基本相当，显著不均衡现象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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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向世界开放经济，“通过创新发明实现新价值的创造 ”，从而实现持续增长 实现持续增长、发展，对维持国民生活的质量和水准不可或缺。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通过提高附加值生产力，促进劳动力参加率的上升和国内资本的积累，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将成为可能。通过品牌等知识资本的合理利用、营销的革新等，创造出高附加值的新财、服务和新需求。另外，向世界开放经济，以建立将人、物、钱、信息从世界各地聚集过来的经济为目标。这样，生产率可以提高到什么程度将成为关键。避免陷入“缩小螺旋”，创造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保持经济增长。  ③ 构建无论年龄、性别都能够凭借个性大显身手的制度、机制 为构建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富裕和幸福的经济社会，重要的是，让以女性、年轻人、老年人为首的所有人都能够凭借热情、个性和能力大显身手。因此，要构建不论年龄、性别、时间、地点，都能够工作，还能够感到工作有意义且自豪的社会。另外，完善环境，让多样性得到尊重，人们可选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即使失败，但只要有热情，并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伸展个性，谁都可以不断挑战。  ④  发挥個性的地域战略和推进“集约、活性化”，创造工作平台 今后，由于地域中不断发展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不仅经济活力将下降，人们还担心共同体崩溃和行政服务水准也会降低。因此，在推进充分发挥个性的地域战略的同时，面向地域的再生发展，推动空间张弛有度的“集约、活性化”，创造不同年代的男女一起工作的平台，建设在全国推广有魅力的地域社会的国家。另外，抑制年轻人口流入东京的压力，同时东京要确保作为多样性人才携手努力并创造新东西的国家大都市的地位。  ⑤  重视基础制度、文化、公共心等支撑社会的根基 继续牢固保持社会保障和财政等基础制度的可持续和国际信用，同时继承历史和传统培育的日本固有的文化和公共心、地域中的自助、互助等，确保安全、安心的基础。   
ⅢⅢⅢⅢ    为为为为改改改改变变变变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及改革、及改革、及改革、及改革、变变变变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     为实现50年以后的最理想未来，首先需要尽早从经济的长期低迷中摆脱，并以2020年为目标，改变发展大倾向，设定进一步展望未来的明确时间轴，将重点放在与①人口、②增长、发展、③人的活跃、④地域的未来、⑤信赖、规范等有关的课题上并快速应对解决。 民间企业的经营努力、经营者和雇佣者等人的意识变革也很重要，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一个维持稳定的制度、不懈的政策改革的环境。下述各项中，既有新提案，也有过去曾被指出但无进展的课题。共享剩下的时间已不多的危机意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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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发展：以安倍经济学为契机，摆脱低迷，奔向长期发展的道路＞ 在所谓的失去的20年期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富裕正急剧减少。为尽早摆脱这个长期低迷状态，必须迅速且强有力地推进增长、发展面的措施。  ＜人口、地域：2020年为目标，以改变发展倾向＞ 2020 年代后半期，团块一代已经 75岁了，老龄化比率超过 3成，人口减少加速。在那之前，若不能改变这个发展倾向，“维持现状什么都不做时的未来”将一下子变成现实。为增强出生率上升的趋势，以2020年为目标改变发展倾向，需要尽早将航向调至奔向改革的方向。  ＜面向前方：展望2020年以后，将改革向前推进＞ 东京奥运会、残运会的举办年2020年，是一个段落，而不是终点。确认到 2020年前的努力成果和舵的方向性，并将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更前方的是，无论年龄、性别和东京、地方，人们都生气勃勃、可以大展身手，能够重视日本、日本人的独有之处的持续、稳定增长、发展的经济社会。  1. 人口：通过完善生产养育孩子的环境，使人口在50年后保持1亿人左右 中中中中长长长长期期期期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变变变变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    ● 将来为保持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稳定的人口结构，让出生率回升不可缺少。 ● 应对人口急剧减少、超老龄化的人口动态，在体现效果前需要几代人。出生率回升若延迟 10年，50年后的人口将再减少约300万人，随着启动的晚点，将大大影响未来的人口规模、构成。因此，包括国家、自治体、企业，整个社会都要尽快努力营造更利于年轻人结婚、怀孕、生产的环境。  2. 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面向世界开放经济，通过“创新发明实现新价值的创造”，保持成长 中中中中长长长长期期期期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变变变变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    ● 在人口急剧减少、超老龄化社会中，为维持国民生活的富裕，需要保持整体经济持续增长。今后，在不能对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抱有太大希望的情况下，去构建能够让人们锻炼能力和磨练个性并充分发挥出、不断挑战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体系。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8。 ● 面向世界打开经济，合理应对全球化、IT 化等世界潮流，努力建设全世界内外的企业、投资家、高端人才等最活跃的国家。 ● 作为成长、发展的基础，将医疗、看护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当作确切的东西。   
                                                   

8是表示生产率的指标之一，表示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产出附加值时的效率性。在经济增长中作为无法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来说明的部分（残差）进行计算。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2014 年夏季版 

3. 3. 3. 3. 人的活人的活人的活人的活跃跃跃跃：无：无：无：无论论论论年年年年龄龄龄龄、性、性、性、性别别别别，都能，都能，都能，都能够够够够充分充分充分充分发挥发挥发挥发挥出能力出能力出能力出能力    中中中中长长长长期期期期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变变变变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    ● 变革男女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更利于出产、育儿两立的环境，构建男女都可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社会，同时消除女性劳动力率的 M字曲线。 ● 构建在人生的任何场合都可不断挑战的社会。另外，还要实现精力充沛的老年人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经验和能力，通过工作和社会活动大显身手的社会。 ● 发掘孩子的潜能，培育能够成为未来主角的人才。  4. 4. 4. 4. 地域的未来：充分地域的未来：充分地域的未来：充分地域的未来：充分发挥发挥发挥发挥个性的地域个性的地域个性的地域个性的地域战战战战略和集略和集略和集略和集约约约约、活性化、活性化、活性化、活性化    中中中中长长长长期期期期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变变变变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    ● 四分之一以上的自治体恐怕将有“消亡可能性”、同时以年轻人为中心，人口从地方圈流向东京圈的脚步停不下来，造成地域经济出现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东京圈的单极集中，招致面对灾害时的脆弱性和高成本结构，作为国家大都市的经济力下降让人担忧。 ● 地域居民与自治体、活跃在地域的多样化主体，面向地域再生，需要将充分发挥个性的地域战略和“集约、活性化”置于“新纽带”的条件下，并同时推进两者。国家揭示明确的地域展望，构建面向地域再生的弹性且有效的制度框架。 ● 至于东京圈，抑制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强化东京的国际大都市竞争力。      图 2 地方城市“消亡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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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5. 信信信信赖赖赖赖、、、、规规规规范：安全、安心的基范：安全、安心的基范：安全、安心的基范：安全、安心的基础础础础确保确保确保确保    中中中中长长长长期期期期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和改革、变变变变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革的方向性    ● 作为成长、发展的基础，要将社保障制度和财政的可持续性当作确切的东西。努力确保食品的安全保障（再次揭示）。 ● 继承在日本的风土人情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并传递给全世界。另外，为承担在世界中的责任和角色，发挥自己的领导能力去建立世界新规则，努力建设成为受世界各国信赖的国家。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包括工作小组，本委员会总共经过了16次的反复认真讨论，最终取得了共识：“人口急剧减少、超老龄社会”这个未来正在逼近，为改变这个未来，为了年轻一代甚至是下一代人，需要进行集中的改革、变革。 关于本报告所揭示的面向未来选择的改革、变革方向性，将各项都具体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通过共享危机意识，期待在各种级别中出现面向具体化的动向，同时，今后，本委员将对人的活跃、地域的未来、增长、发展的重点课题和中长期政策框架的理想状态，做进一步深入讨论。争取年内总结出最终报告。   [译自《 对未来的选择（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专门调查会“选择的未来”委员会的议论中间整理）》、日本内阁府同意翻译转载。]    经济财经济财经济财经济财政咨政咨政咨政咨询询询询会会会会议专门调查议专门调查议专门调查议专门调查会“会“会“会“选择选择选择选择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委委委委员员员员会会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