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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基于上海市夫妻匹配数据的分析

卿石松丁金宏

｛摘要｝文章利用上海市夫妻匹配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并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不一致的现象进行解释。 结果发

现，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有限， “单独夫妻”、 “双独夫妻”和“双非夫妻”

之间的生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 配偶的经济社会特征，尤其是丈夫的经济收

入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 。 妻子收入低、丈夫收入高，即生育机会成本低且有能

力养育更多孩子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 由于生育决策无法单方面决

定，尽管男女平均的生育意愿非常接近，但因 30%的夫妻生育意愿存在差异，

使夫妻一致的生育意愿较低，从而抑制实际的生育行为 。 因此，文章建议在生

育意愿研究中加强夫妻匹配视角的分析，以提高其对生育行为的预测作用与强

化政策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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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生育意愿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 尤其是“单独两孩”政

策实施后没有产生明显的生育堆积现象，实际的生育申请数量和生育行为远低于预期 。 前

期研究成果在实践检验中面临巨大挑战，一些文献开始针对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基础数据、

预测模型和生育意愿等参数假设进行反思（王广州 ， 2015 ） 。 通常，在严厉的政策约束下，城

乡居民的生育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在调查中因戒备心理而隐藏或低报生育意愿。 生

育政策的调整与放松，可能改变 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 于是，“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为检

验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 自然实验，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评估测算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乡 通婚的地域模式及其社会空 间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编号 ：

41271169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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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响效应分析。 来自流动人口和湖北省的调查数据都表明，“单独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

没有显著影响（石智雷、杨云彦， 2014 ；杨菊华， 2015 ） 。 然而，由于研究数据局限于特定群体

或局部地区，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 基于此，本文采用夫妻匹配调查数据，探析夫妻独生属

性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以此评估“单独两孩”政策的效果，并在分析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及夫

妻差异的基础上，反思现有成果和实践，为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提供解释。

本文使用的数据同时调查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这有利于检验夫妻生育意愿的差异。

而基于夫妻生育意愿一致的前提假定，大部分生育意愿调查由夫妻任意一方回答或仅限于

育龄妇女回答，以此衡量家庭生育意愿，可能与事实不符。 有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生育意

愿对生育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 Bauer 等， 2013 ），但大部分夫妻在是否生育孩子、生育

几个孩子，以及何时生育孩子等方面存在分歧（ Doepke 等， 2014），由此降低了实际的生育行

为（ Testa 等， 2014 ） 。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嘉

定区、奉贤区 9 个区婚姻登记处新婚夫妻的匹配调查。 调查地点严格按照市区 、近郊和远郊

的划分抽取，并依据各区相对人口规模分配样本数量。 在上海市婚姻登记处和工作人员的

协助下，由调查组成员于 2014 年 7 月在上述地区的婚姻登记现场完成。 主要目的是了解夫

妻婚姻达成、婚姻认知及生育意愿等。 调查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进行（上海市“单独两

孩”政策于 2014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因此对于分析生育政策调整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具

有时效性和有效性。

由于婚姻登记现场夫妻同时进行调查，有利于得到夫妻匹配数据，这是其他任何调查

无法比拟的。尽管调查对象为新婚夫妇，无法代表整个育龄期的夫妻。但在调查期间进行婚

姻登记可视为是随机事件，且由于新婚夫妻心情较好等原因，几乎没有拒答的情况，这就保

证了调查数据的可靠性。 从最终调查得到的 1 498 对夫妻样本来看，两地户籍夫妻（一方户

籍在上海，另一方户籍在外地）为 485 对，占 32.37% ，与 2014 年上海市“两地婚姻”比例 36.22%

的结果相近①。 此外，不符合两孩政策的家庭（夫妻双方都为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为 9.55%,

其中本地户籍夫妻和两地户籍夫妻各占一半，这与上海市卫计委公布的，90%的家庭符合

单独或双独两孩政策的结果类似。 这从侧面表明调查数据中的夫妻独生属性与总体特征

差异不大，不会导致生育意愿与夫妻独生属性关系的偏误。 总体来看，调查本身的质量较

①数据来源于《2014 年上海民政工作发展报告书》 ， 2014 年上海市共办理国内结婚登记 138 127 对

（包括复婚登记 17 2日对），其中“两地婚姻”50 034 对。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不包括复婚对象，这可

能造成“两地婚姻”比例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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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数据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具有借鉴意义 。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妻子年龄处于 20～ 40 岁育龄期的样本（由此删除 9 对

夫妻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 1 489 对夫妻 2 978 条记录。 其中，大部分调查对象为初婚（占

84.26%），平均年龄为 28.03 岁，年龄中位数为 27 岁 。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生育意愿。 调查询问“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您打算生几个孩子？”，选

项包括：不生育、生 1 个、生 2 个 、生 3 个及以上，分别定义为 0、 L2 和 3 。 本文对此主要按

照分类变量处理，但为了得到直观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有时也作为定距变量处理，即把打

算生育 3 个以上均缩尾为 3 个①。本文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属于“生育意向”范畴。 不同于“理

想子女数”或“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与生育行为的关联度更大，是预测生育行为最有

效的指标（郑真真， 2014 ） 。

从个体样本特征来看，打算生育 1 个孩子的比例最高，占 57% ，打算不生育或生育 3 个

及以上的比例都很低，平均的生育意愿为 1.39 个（见表 1 ） 。 卡方检验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

生子女的生育愿意没有显著差异（ P=0.236 ） 。 在独生子女（占 76.92% ）样本中，打算生育 l

个和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57.769毛和 38.07% 。 从表 l 还可以
表 1 个体样本的特征属性

发现，外地户籍的比例为 16.15%,
总体 独生子女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反映出上海市两地通婚人口数量 生育数量

有所扩大。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较 不生育 84 2.83 46 2.43 

高， 8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且独 生 l 个 1691 56.99 1094 57.76 

生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略高于非独
生 2个 1140 38.42 721 38.07 

生 3 个及以上 52 1.75 33 1.74 
生子女。 从工资收入状况看，月收 外地户口 481 16.15 80 4.21 

人大部分集中于 3 001 ~ 5 000 受教育程度

元、 5 001 ~ 8 000 元两组，分别占 初中及以下 76 2.62 IO 0.54 

31.48%和 26.04% 。 月收入在 2 000 
高中、中专或职校 315 10.88 188 10.17 

元及以下的 164 人中，主要是暂时
大学专科 823 28.42 570 30.84 

大学本科 1232 42.54 876 47.40 
没有工作或不想工作等基本上没 硕士及以上 450 15.54 204 11.04 

有收入的人（ 113 人，占 69'3毛） 。 月收入（元）

从夫妻匹配数据（一对夫妻为 2000 元及以下 164 5.57 89 4.73 

一条记录）的特征来看，表 2 显示，
2001 ~ 3000 286 9.72 192 10.20 

3001~ 5000 926 31.48 633 33.62 
“单独夫妻”占 27% ，“双独夫妻”占 5001 ~ 8000 766 26.04 490 26.02 

63% 。 把匹配样本划分为丈夫为初 8001~ 10000 291 9.89 193 10.25 

婚、妻子为初婚、双方均初婚、双方 10000 元以上 509 17.30 286 15.19 

①考虑到打算生育 3 个及以上的比例很小，缩尾处理后对平均生育数量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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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夫妻E配样本的特征属性 % 

本地户口夫妻 两地户口夫妻 合计

独生属性

丈夫为独生子 8.81 7.24 16.05 

妻子为独生女 8.31 2.88 11.19 

双独夫妻 58.27 4.94 63.21 

双非夫妻 4.77 4.77 9.55 

是否初婚

丈夫初婚 2.52 1.36 3.89 

妻子初婚 3.14 3.07 6.20 

双方均为初婚 55.15 24.20 79.35 

双方非初婚 7.23 3.34 10.57 

住房状况

商品房 46.24 18.92 65.16 

动迁房或经适房 16.26 5.40 21.65 

廉租房、公租房 1.02 1.23 2.25 

租用房（不含廉租房或公租房） 1.91 4.58 6.49 

单位宿舍 0.34 0.48 0.82 

其他 1.84 1.78 3.62 

注：表中数字为该特征属性在全部样本中的占比情况。

表 3 生育意愿与独生属性的交叉分析 % 

独生属性
生育数量

不生育生 l 个孩子生 2个孩子生 3个及以上

丈夫为独生子（N=385) 1.82 59.74 37.14 1.30 

妻子为独生女（N=272 ) 4.41 52.94 42.28 0.37 

双独夫妻（N=l533 ) 2.22 58.58 37.38 1.83 

双非夫妻（N=232) 6.03 58.19 33.19 2.59 

合计 2.77 58.09 37.49 l.65 

均非初婚四类，夫妻双方

均为初婚的样本占绝大

部分，接近 80% 。 除了工

作收入状况之外，婚后的

住房产权状况也是家庭收

人水平的体现，也是涉及

生育计划的重要物质基

础 。 与有房才结婚的预期

一致，夫妻住房为商品房 、

动迁房或经济适用房的

比例较高，合计接近87% 。

（二）交叉分析与相

关性分析

1. 生育意思与独生属

性的相关性

在现行生育政策下，

夫妻独生属性可能会影响

生育意愿。 表 3 显示，在不

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夫妻平均的生育意愿在四

类不同的独生属性家庭之

间存在统计差异。 单独夫

妻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较

高，尤以妻子为独生女的

注：表中数字是包括妻子和丈夫在内的平均的生育意愿， ch泣（ 9)= 单独夫妻打算生育 2 个孩
23 .365, P=0 . 005 。 子的比例最高，为 42 .28% 。

尽管如此，丈夫为独生子 、

妻子为独生女、夫妻为双独和夫妻为双非的四类家庭平均生育意愿分别为 1.38 、 1.39 、 1.39

和 1.32个，几乎不存在差异。

对分性别子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只有妻子的生育意愿与独生属性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丈夫的生育意愿与夫妻独生属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妻子的生育意愿在四类家庭之间存在差

异（显著水平为 10% ），主要表现在妻子是独生女的单独家庭，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最

高（为 44.12% ） 。 四类家庭中的丈夫在生育 1 个孩子的分布上大致相当，均为 569毛左右。 尽

管双非夫妻中丈夫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略低，但在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家庭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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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夫妻和双独夫妻，丈夫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非常接近，统计上的差异不显著。

2. 生育意愿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

由于女性在从怀孕到婴幼儿时期的哺育过程中 ，承担更多的生理、心理 ， 以及时间精力

上的成本和负担，其生育意愿可能与男性存在差异。 表 4 的数据显示，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 P=0.002 ），丈夫打算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略高于妻子。 但数量上没有显著

差异，男性和女性平均的生育意愿分别为 1.42 个和 1.36 个 。 从表 4 还可以看出 ，生育意愿

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P=0 .000 ） 。 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打算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

的比例最低，而硕士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打算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最高 。 受教育程度

从低到高的 5 个分组，其打算生育孩子的数量分别为 1.13 、 1.30 、 1.29 、 1.43 和 1.57 。 这一

结果显示，在超低生育意愿的前提下，特大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可能不

是一种简单的负向关系 。 在较大的经济压力下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且收入也较高的家庭才

有能力承担生育二孩带来的额外成本。

虽然生育意愿与工资收入密切相关（ P=0.000 ） ，但生育意愿与收人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

线性关系 ，而似乎是“U 形”关系 。 其中 ， 月 工资收入最高的一组 （ 10 000 元以上）打算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最高，

但月工资收入最低的一组
表 4 生育意愿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 % 

( 2 000 元及以下 ），打算生育
生育数量

不生育生 1 个 生 2个生 3个及以上

2 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也相 性别

对较高。 低收入群体生育意 丈夫（N=1482 ) 2.63 55.06 39.74 2.56 

愿也较高 ，可能是由于生育
妻子（N=1485 ) 3.03 58.92 37.10 0.94 

受教育程度
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而收 初中及以下（N=76 ) 13.16 63.16 21.05 2.63 

人较低的主要是女性①，但 高中、中专或职校（N=312 ) 4.81 61.86 31.41 1.92 

其丈夫收入可能较高 ， 其 大学专科（N=820 ) 3.17 65.73 30.00 1.10 

家庭收入并不低， 因而也有
大学本科（N=l229 ) 1.79 55.00 41.33 1.87 

硕士及以上（ N=449 ) 2.00 41.20 54.57 2.23 
能力养育较多孩子。 月收入（元）

通过上述交叉分析，在 2000 元及以下（N=l64 ) 4.27 48.17 42.07 5.49 

没有控制其他影响 因素的 2001~ 3000(N=285 ) 4.91 64.91 28.07 2.11 

3001~ 5000(N=922 ) 2.49 64.97 31.56 0.98 
情况下 ，符合生育政策的预

5001~ 8000(N=764 ) 2.36 56.81 39.40 1.44 

期 ，生育意愿似乎在不同独 8001~ 10000(N=290 ) 3.45 52.07 43.45 1.03 

生属性的夫妻之间存在差 10000 元以上（N=508 ) 2.17 43.31 51.77 2.76 

① 月收入 2 000 元及以下的 164 个样本中，女性有 105 位，占 64.02% 。 其中部分人是由于暂时没有就

业或不想就业而基本没有收入，这些人有可能就是近期准备生育的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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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数量非常接近，且有可能是其他因素的影响 。 同时，生育意愿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和

工资收入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 。

三、生育意愿的影晌因素分析

（一）分析方法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分类变量，需要采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该模型可以直观地体现

生育 2 个孩子等不同选项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生育意愿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通过独生属性考察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

关系外，本文还控制生育重要性的认知 、性别 、年龄、户籍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因素与经

济收入，以及家庭住房状况等。 其中，生育重要性的认知由问题“您认为孩子对增强婚姻稳

定性有多大作用”得到，回答“作用很大”的为 l（生育很重要），其余（包括有一定作用、没有

作用和不好说）为 0。 职业类型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指标，同时也考虑到生育政策

对体制内人员的控制更加严格，因此本文定义职业为“党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领导和干

部”为 1 ，其他职业类型为例。

（二）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 5 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生育 1 个孩子为参考），夫妻独生属性与生育意愿

没有显著的关系 。 与“双非夫妻”相比，符合两孩生育政策的单独或双独家庭，其生育意愿并

没有显著提高。 相反，妻子为独生女的单独夫妻打算生育 3 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在 10%的

显著性水平上低于“双非夫妻”。 这与李琳等（2014）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之前的调查，发

现上海“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与“双非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差异的结论一致。

可见，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有限。 此外，职业对生育意愿也没有预期的影响，党

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和干部等受生育政策严格规制的对象，但其生育意愿与体

制外的其他职业群体不存在显著差异。

生育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认为生育对婚姻稳定性作用很大的样

本，选择不生育的概率显著降低，但对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没有显著影响。 在控制众多影响

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发现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不大。 与男性相比，女性选择生育 3 个及以上

孩子的概率较低，而在其他生育选项上没有显著差异。 回归结果还显示，年龄越大，不打算生

育的概率较高，且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概率显著下降。 这与石智雷、杨云彦（2014 ）基于湖北

省单独家庭的调查发现年龄越大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越低的结果类似。 由此可见，在

生理因素和机会成本的约束下，生育政策的放松难以产生所谓的“抢生”或生育堆积现象。

在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和家庭住房等因素方面，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

① 其他职业类型包括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与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个体

工商户 、商业服务业人员 、产业工人、 自由职业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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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总体样本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N=2290) 

不生育 生 2个 生 3 个及以上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丈夫为独生子 -0.166 0.547 0.140 0.193 -1.090 0.696 

妻子为独生女 0.710 0.488 0.260 0.203 -1.941 ' 1.099 

双独夫妻 0.396 0.463 0.190 0.173 -0.392 0.530 

认为生育很重要 -1.222”· 0.354 0.079 0.094 0.188 0.346 

女性 0.132 0.292 -0.097 0.096 -1.021 "' 0.396 

年龄 0.097川 0.028 -0.040"' 0.013 -0.043 0.050 

再婚 0.539 0.355 -0.101 0.149 0.066 0.544 

外地户口 0.284 0.444 0.038 0.163 0.047 0.649 

党政、事业单位与团体 0.269 0.414 0.206 0.134 -1.436 1.029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97" 0.651 -0.595 0.420 - 12.851 365.044 

高中、中专或职校 1.194阳 0.443 -0.177 0.169 -0.902 0.660 

大学专科 0.645' 0.351 -0.359'” 0.114 -0.840' 0.462 

硕士及以上 0.529 0.488 0.527"' 0.140 0.165 0.484 

月收入（元）

2000 元及以下 0.733 。.596 0.632阳 0.234 2.573”· 0.559 

2001~ 3000 0.620 0.428 -0.010 0.175 0.596 0.709 

5001 ~ 8000 0.355 0.384 0.365”· 0.122 0.048 0.571 

8001 ~ 10000 0.120 0.533 0.415” 0.166 0.273 0.828 

10000 元以上 0.038 0.495 0.723时 0.150 1.025' 0.547 

商品房 0.517' 0.313 0.298阳 0.100 0.279 0.384 

吊数项 -7.316"' 1.111 0.060 0.440 -1.845 1.634 

拟 R2 0.065 

注：模型以生育 l 个孩子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以频数最高的为参照组。 其中受教育程度

的参照组为大学本科，月收入的参照组为 3 001 ~ 5 000 元。 料、＜0.01, **p<0.05 , *p<O. l 。

有重要影响。 在生育意愿己较低的情况下，以往文献发现生育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

关系不再成立。相对于大学本科来说，大学专科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打算生育二孩的概

率较低且选择不生育的概率提高；具有硕士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二孩生育意愿

较高。这与上海市“80 后”生育意愿调查发现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群体预期生育子女数最多的

结果类似（彭希哲等， 2015 ） 。 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体现了经济实力，成为影响二孩生

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受上海市户籍政策的影响，高学历群体大部分是由外地迁人

的“新上海人”构成。 因此，所观察到的受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一

定程度上受潜在的文化或地域因素的影响。 与之相关，工资收入较高、住房产权为商品房的

夫妻，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概率增加。这一结果表明，基于低生育意愿的事实，家庭经济因

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是收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 但是，收入最低的一组（ 2 000 元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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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算生育 2 个甚至 3 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显著高于参照组（ 3 001 ~ 5 000 元） 。

表 6 女性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没有控制丈夫收人的模型中，生育意愿与收入存

在 U 形关系 。与月收入为 3 001 ~ 5 000 元的对照组相比，收入最低（2 000 元及以下）和收入

最高（ 10 000 元以上）的妻子，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概率较高。 但引人丈夫月收入变量后，自

身的收入状况对生育意愿影响程度下降（回归系数下降），而丈夫的收入状况对妻子的生育

意愿有显著作用。 与家庭拥有商品房类似，丈夫的收入越高，意味着收入较高的家庭有实力

养育更多的孩子，因此，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概率越高。 而丈夫收入较低（低于 3 000 元），

妻子不打算生育的概率提高。 总体来说，自己收入很低但丈夫收入高，或夫妻双方收入均较

高的两类家庭，妻子的生育意愿较高。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养育孩子的能

力（收入效应），在生育决策中都具有重要影响 。

从丈夫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看（见表 7），引人妻子的收入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变自身经

济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高、工资收人高的男性，生育意愿高。 在模型中纳入

妻子的收人变量后，丈夫生育意愿对其自身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改变，依然是收

入水平高于参照组的群体，打算生育 2个孩子的概率相对较高。 只有当妻子的收入足够低

(2 000 元及以下），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并提高了丈夫生育 2 个孩子的概率。 这一结果再

次印证丈夫收入高、妻子收入低的夫妻组合生育意愿较高。

夫妻独生属性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在妻子生育意愿模型和丈夫生育意愿

模型中保持稳健。 类似的，对生育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越高， 即认为生育孩子对婚姻稳定的作

用很大，妻子或丈夫不打算生育的概率越低。 年龄越大，打算生育 2 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也

越低。

综上所述，交叉分析和回归结果表明，夫妻独生属性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 高学

历、高收人、有商品房的家庭更倾向于生育 2 个孩子，而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低的被调查

者不愿意生育二孩。 由此推理，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有限，而经济因素则成为影

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与以往同类调查研究的结论类似①。 但本文利用夫妻匹配数据研

究发现，夫妻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家庭住房、丈夫的收入水平对妻子的生育意愿

有重要影响，而丈夫的生育意愿主要受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的影响。 总体来说，妻子

收入低 、丈夫收入高的家庭，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四、生育意愿的夫妻差异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晌

男性和女性平均生育意愿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不能排除夫妻之间生育意愿的差

①李琳等（20 1 4 ）的调查发现，没有老人帮助照料婴幼儿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较低。 在月嫂和保姆价

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老人提供照料协助，本质上是生育补贴，属于影响生育意愿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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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妻子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模型 l 模型 2

不生育 生 2个 生 3 个及以上 不生育 生 2个 生 3 个及以上

丈夫为独生子 一0.454 0.025 -0.954 -0.471 0.071 -0.805 

妻子为独生女 1.103· 0.327 -0.878 1.240' 0.368 -0.828 

双独夫妻 0.193 0.046 -0.382 0.228 0.128 -0.153 

认为生育很重要 一l 185” 0.011 0.294 -1.26。” -0.005 0.350 

年龄 o.17r 0.041" 0.127 0.164 ... -0.041 ' 0.132 

再婚 -0.260 0.162 -0.608 -0.290 -0.220 -0.644 

外地户口 0.036 0.021 -0.460 -0.060 -0.045 -0.300 

党政、事业单位与团体 0.215 0.235 -13.476 0.173 0.244 一14.051

初中及以下 0.335 -1.078' - 14.980 0.639 一0.905 15.530 

高中、中专或职校 1.670"' -0.166 -14.245 1.670'" 0.117 14.795 

大学专科 0.128 -0.55。”· -0.538 0.197 0.490"' 0.440 

硕士及以上 。.837 0.217 0.109 0.860 0.116 0.005 

妻子月收入（元）

2000 元及以下 0.593 0.809＂事 2.652” 0.475 0.725” 2.683" 

2001~ 3000 0.861 0.149 0.536 0.941 0.244 0.811 

5001~ 8000 0.743 0.318" 0.279 0.800 0.190 0.051 

8001~ 10000 0.861 0.319 0.524 0.894 0.105 0.216 

10000 元以上 0.387 0.632"” 1.152 0.368 0.427' 0.881 

商品房 0.407 0.386'” -0.417 0.503 0.365” -0.732 

丈夫月收入（元）

2000 元及以下 1.658' 0.706' 1.837 

2001~ 3000 1.330' 0.152 -13.125 

5001~ 8000 。.734 0.381 ” 1.570 

8001~ 10000 0.617 0.642"' 1.027 

10000 元以上 0.621 0.707阳 1.591 

常数项 -9.206 ' ” 0.193 -7.105” -9.712'" -0.177 8.306" 

样本量 1153 1147 

拟 R2 0.066 0.078 

注 ·模型以生育 1 个孩子为参照组，略去回归标准误，受教育程度和月 收入虚拟比例组都以频数高的

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的参照组为大学本科 ，月 收入的参照组为 3 001 ~ 5 000 元 。 ＊材p<0 . 01 , **p<0 .05 , 

*p<O . l 。

异 。 以单独夫妻为例，从表 8 可以看出，接近 30%的夫妻生育意愿不一致（非对角线数字之

和 ）①。 其中，在 13.77%的家庭中妻子的生育意愿高于丈夫（对角线右上角数字之和 ）， 而在

① 总样本情况类似，生育意愿不一致的夫妻占 30 .36 0串 。 其中，在 12 . 51 %的家庭中妻子的生育意愿高

于丈夫 ，而 17 . 85%的家庭中妻子的生育意愿低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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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丈夫生育意愿的影晌因素

模型 3 模型 4

不生育 生 2个 生 3个及以上 不生育 生 2个 生 3 个及以上

丈夫为独生子 0.319 0.308 -1.155 0.298 0.255 -1.111 

妻子为独生女 0.312 0.090 -15.130 0.230 0.048 -15.163 

双独夫妻 0.766 0.362 -0.369 0.768 0.322 -0.351 

认为生育很重要 -1.495"” 0.164 0.128 -1.478叫 0.136 0.065 

年龄 0.055 一0.035” -O.JJ6" 0.062 一0.033" -0.100 

再婚 1_339·- -0.053 0.396 1.218” -0.100 0.328 

外地户口 1.133 0.250 0.723 1.053 0.192 0.769 

党政、事业单位与团体 0.370 0.170 -1.028 0.396 0.204 一0.968

初中及以下 2.265"” 0.237 -17.051 2.189” 0.157 -17.382 

高中、中专或职校 0.646 -0.136 -0.543 0.655 -0.143 -0.661 

大学专科 1.244” 一0. 160 -0.926 1.252” -0.211 -1.018" 

硕士及以上 -13.485 0.880川 0.310 -13.440 0.866"” 0.380 

丈夫月收入（元）

2000 元及以下 1.277 0.234 2.640 ... 1.152 0.157 2.573由

2001~ 3000 。.609 -0.332 0.406 0.517 -0.414 0.224 

5001 ~ 8000 -0.119 0.445” -0.101 -0.162 0.402” -0.014 

8001 ~ 10000 -1 .388 0.499" -0.782 -1.419 0.436" -0.679 

10000元以上 -0.053 0.748'” 0.934 -0.080 0.731 ... 1.119 

商品房 0.945” 0.211 0.564 1.064” 0.199 0.564 

妻子月收入（元）

2000 元及以下 0.978 0.586" 0.818 

2001~ 3000 0.731 -0.180 0.074 

5001 ~ 8000 0.272 -0.042 -0.597 

8001~ 10000 0.851 0.047 -0.367 

10000元以上 0.150 -0.052 -0.570 

吊数项 -6.764山 -0.308 -0.019 -7.344'"" -0.266 -0.310 

样本量 1137 11 30 

拟 R2 0.094 0.100 

注：同表 6。

14.98%的家庭妻子的生育意愿低于丈夫（对角线右下角数字之和）。此时，只调查夫妻一方

（或女方）的生育意愿，往往会高估实际的家庭生育意愿。 例如，单独家庭中妻子和丈夫打算

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38.849毛和 40.06% ， 二孩生育意愿看似不低，但实际上，仅有

25.99%的夫妻双方一致打算生育 2 个孩子。 当然，夫妻一方打算生育 2 个孩子，另一方生育

意愿更高（打算生育 3 个及以上），可视为家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或在理论上可以生育 2

个孩子。 而一方打算生育 2 个孩子，另一生育意愿较低（打算不生育或生育 1 个孩子），是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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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二孩意愿则取决 表 8 生育意愿的夫妻差异

于双方的“博弈”和“谈
丈夫

妻子
合计

判”力量的相对大小。 不生育生 l 个孩子生 2个孩子生 3 个及以上

虽然夫妻差异会
不生育 1.53 0.92 0.00 0.00 2.45 

生 1 个孩子 0.61 43.12 12.23 0.31 56.27 
导致实际的生育行为 生 2个孩子 1.22 12.54 25.99 0.31 40.06 

低于平均的生育意愿， 生 3个及以上 0.00 0.61 0.61 0.00 1.22 

但本文的数据来自新 合计 3.36 57.19 38.84 0.61 100.00 

婚夫妻，可能因缺乏长 注：行表示丈夫的生育意愿，列表示妻子的生育意愿，对角线表示夫妻

期共同生活经历，还没
的生育意愿一致。

有对生育意愿进行讨论和协商，会高估夫妻生育意愿的不一致程度 。 但是，如果考虑到生育

意愿中“何时生育”这个维度，夫妻生育意愿的不一致也可能更严重。 相关问题还有待今后

进一步研究分析。

由于测量的问题，在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难以有效控制生育能力（包括

“生”的能力和“育”的能力）的影响 。 生育意愿的实现受生育能力的限制，且与生育能力可能

存在相互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围绝经期的妇女，逐渐意识到生育行为难以实现，也

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生育意愿。 若以 15～49 岁育龄期平均的生育意愿为测算依据，显然会高

估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 2014 年上海市申请再生育的 1.66 万例单独夫妻中，女方在 40

岁及以上的仅占 1.45%①。 从全国情况看，截至 2014 年底有 106.7 万对单独夫妇提出二孩

申请，其中 35 岁及以上的怀孕目标人群仅占全部怀孕目标人群的 15%（刘鸿雁 、黄匡时，

2015 ） 。 在养育能力方面，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生育的机会成本，

以及教育、住房等直接费用，都会限制生育意愿的实现。

相关调查研究为上述分析提供了证据支持。 例如，在江苏等地的追踪调查发现，明确打

算生育二孩的妇女在 3 年内实际生育的有 43%左右，确定不要二孩而实际生育的妇女仅

有 2%②（郑真真， 2014 ） 。 瑞典的调查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夫妻一致明确表示要再生育 1 个

孩子，两年内实际生育的比例为 44%；如果夫妻一方想要而另一方不想要，实际生育比例为

6%( Thomson 等， 1998 ） 。 这些结果充分表明，只要一方（女方）不愿意，生育行为就难以发生，

这为夫妻生育意愿不一致会抑制生育行为提供证据支持。 当然， 即使夫妻双方都有二孩生

① 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妻，女方平均年龄为 32 . 8 岁 。 其中， 30 岁以下占 18 . 27%; 30～ 34 岁占

55.95 %;35～39 岁占 24.33 %; 40～44 岁占 1.39 g毛， 45 岁及以上占 0.06% 。 具体参见《上海市单独两

孩政策实施情况》（ http: //www.wsjsw.gov . cn/wsj/ ） 。

②该调查还发现有二孩生育意愿但 3 年内没有生育的妇女， 3/4 的人生育意愿发生改变，不再具有明

确的二孩生育意愿。 只是无法确定生育意愿的改变是受配偶意愿的影响，还是对年龄增长，或经济、

社会环境变化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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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愿且付之行动，依然有可能受到生理、经济等种种因素的限制而不能实现生育行为。 比

如， 2005～2008 年上海市“双独两孩”申请家庭，最终只有 60%左右真正生育二孩（陈蓉 、顾

宝昌， 2014 ） 。

综上所述，在夫妻生育意愿存在错配或不一致的情况下，忽视生育行为的合作属性而

仅调查夫妻一方的生育意愿，可能会高估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同时，受生育能力等因

素的影响，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意愿不同，采用平均的生育意愿也会高估高龄妇女的生

育意愿。 后续研究可通过夫妻匹配调查，并采用年龄别生育意愿等方式，对实际生育意愿进

行合理评估和应用。 在预测模型中，采用生育意愿区间，或考虑生育意愿的随机性，甚至引

人生育意愿的转化系数，或许是可行的思路。 总之，生育意愿只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如果将

其视为必然发生的真实值或近似值，显然是不恰当的 。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要否定生育意愿

对生育行为的预测作用，只是需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否则就会误导社会和政策制定者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评估生育意愿新情况 、新变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采用

夫妻匹配数据，探析夫妻独生属性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以此评估“单独两孩”政策的效果，并

深化认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

交叉分析与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夫妻独生属性与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关系 。 “单

独两孩”政策背景下，“单独夫妻”、“双独夫妻”和“双非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没有明显差

异，平均的生育意愿均为 1.3 个左右。 由此推理，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有限，生

育意愿没有实质反弹，从这个意义上可说“单独两孩”政策“遇冷”。 高学历、高收入，有商品

房的家庭更倾向于生育 2 个孩子，而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低的被调查者则不愿意生育二

孩。 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联合视角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配偶的经济社会特

征，尤其是丈夫的经济收入会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 “妻子收入低、丈夫收入高”，即生育的

机会成本低且有能力养育更多孩子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这一结果为生育决策

中的机会成本和相对收入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

本文利用夫妻匹配数据发现夫妻生育意愿存在不一致，从而为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

提供新的解释。 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任意一方对生育行为都具

有否决权，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决策的本质特征。 在夫妻生育意愿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

以育龄女性、男性平均的生育意愿相同或近似为理由，使用夫妻一方（或女性）的生育意愿

作为家庭生育意愿的衡量指标，往往会高估夫妻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因此，在生育意愿研

究和政策应用中，不能忽视生育意愿或生育计划中的夫妻差异，否则会导致生育意愿与生

育行为的严重偏误。 此外，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也可能是没有控制生育能力的限制作用

而导致的 。 实际上，在生育愿意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受到生理上“生”的能力和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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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也许由于人们高估生育意愿及其影响而高估“单独两孩”政策的

预期效果，实际效果本来就没有那么大。

在超低生育水平、劳动力资源不断萎缩、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其初衷是希望生育率回到合理水平，从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唯一担心的是有意

愿且有能力生育的目标人群堆积太多，出生人口剧烈波动并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

产生冲击。 尽管本文数据来自特定区域，还需要更多支持和实践检验，但本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上海市被调查者生育意愿不仅很低，且在夫妻生育意愿不一致的情况下，实际的家庭

生育意愿可能比我们认识和想象的还要低。 从生育政策实际的规制效果来看，影响仅限于

城镇体制内人员，其他人员可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实现其生育意愿。 因此，有生育意

愿的堆积人口远没有预期的多。 由此可见，在人口转变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调整应从人口

数量控制转变为重视结构的平衡和人口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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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s Fer创ity Intention Difference across Only Child Families: Evidence from Matched-couple Survey 

in Shanghai Qing Shiso略 Ding Jinhong • 81 • 

Using unique matched couple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s 出e effect of "single permitted two- child" policy o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desired and actual fertility. The results reveal 由at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policy on fertili ty intention is very limited . 叽1ere are no statistically and quantita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intention across couples whose one partner is only child , both are only child and both are not only chil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spouses, especially husband’s income, have significantly effects on wife's fertility desires. 

Co叩les whose wife in low wage and husband in high wage have higher probability of wanting two children because of the low 

opportunity cost and the ability to raise more ch且dren.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cannot be a unilateral decision .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fertility intention, about 30% of the couples wi由 discordant preferences make the lower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gnore 由e fertility behaviours. Giving 由at fert山ty decisions naturally involve bo由 partners and in the 

event of spousal disagreement, actual fertility may markedly below the expectation based on a female perspectiv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fertility intention can be strongly improved if spousal views are considered in fertility research. 

City Size and the Individual Marring Probability of Marriageable-age Youths in Urban China 

Fem Hon伊hong Li M川.glicmg ·94· 

Based on the microcosmic data of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2002 and 2007， 由1s paper analyzes the im

pact of city size on the marring probability among marriageable- age youth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由at t.he expansion of city 

siz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marring probability of China’s maπiageable youth. Every 1 %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city leads the marring probab山ty to fall by 0. !05% in 2007 . The degree of this impact on the marring probability is greater for 

the male than for the female. The city size increased by I t元， 由e marring probability of marriageable women fell by 0.098%, 

while 由e marring probability of marriageable men fell by 0.146% in 2007. The degree of 由is impa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m缸

riage had a tendency to increase w1出 time.

Influence of Rural Mobility on the Divorce Rate Mo Weiqiao Shi ]inchu由1 • 104· 

Based on CHNS’ six survey periods of rural micro cross- section dat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ural mobility’s influence on 

the divorce rate in the 叮ew of叫arte mobility and joint mobility of the couple by using Probit and Logit me出ods . In the context 

of large- scal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rural mobili 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vorce rate. In the 

case of joint mobility， 出e migrant’s probability of re-marriage increases while the possibility of divorce r血se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separate mobility , the migrants face cost decreasing of re-marriage’s searching and benefits reducing of current mar

riage, which make the decline of marital stabi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robability of divor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由al

bo山 cas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divorce. It is thus obvious that, under the dual soci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not only is the migrant ’s m缸riage stab山ty worrying, but also 由1s phenomen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family and society. This issue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 by 出e whole society. 

A New Trend towards Urbanisation and Permanant Residence of Peasant Workers in Cities: From the 

Rural Survey in the Anhui Province Tcmg Zongli • 113 · 

Using data collected between 2009 and 2014 in Anhui rural are剧， this paper analyzes 出e new change of peasant workers’ 

behavior and attitude towards urban residence in urban areas, and those affecting factors in this new 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 

由al a large number of pe副ant workers have returned back in last five years. It has become a new trend 由at they are working in 

local cities and towns near 出eir living hometowns. Meanwhile， 出ey have shown less interest in permanent residence in urban 

areas. Both rural "pull" and urban ” push" factors identified by the stud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ituation. Since these factors 

are getting stronger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roles increasingly in 由e future, it would be hardly to achieve the urbanization goal 

出at peasants give up their rural residence and settle down in a city as expec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suggestions of 山is pa

per are t汰mg off benefits attached to ho山 rural and urban residence registration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a unitary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finally ending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extend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urbanis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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