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图：2020年 7月 7日， 天津市西青区
精武镇付村富家湾小区的居民在凉亭休息。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如何应对加速的老龄化？
2.6亿———这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揭晓的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比重为 18.70%，与 2010 年相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
快，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如何看待不可回避的人口结构改变？
我国老龄化将面临怎样的发展趋势？

进程明显加快

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达到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达到 13.50%。 国务院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有
四大特点：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2.6 亿 60 岁
及以上人口中，65 岁及以上有 1.9 亿人。

二是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 年至
202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了 4.63 个百分点。与上个 10 年相比，上升
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 和 2.72个百分点。

三是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
国看， 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
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
出 7.99、6.61 个百分点。

四是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 60岁及

以上人口中， 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有 3669 万人， 比 2010 年增加了 2085 万
人；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
13.90%，比 10年前提高了 4.98个百分点。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除了 “老去”，还
有“少生”。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
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已经处于较低水
平，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1.3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到了超低生育
率的临界值，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
最低的国家之一。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说，生
育率降低、出生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进程
会进一步加快。

是机遇也是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是挑战也存在机遇。

从挑战方面看， 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
动力供给数量、 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银发
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

而且，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60
至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 “这
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
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
用的潜力较大。 ”宁吉喆说。

在原新看来，新的人口形势下，老年
人力资源价值亟待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
结合自身健康状况，身体力行地参与家庭
活动和社会活动，有助于挖掘第二次人口
红利。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

“人口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社会财
富最主要的创造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 人也是经济社会中的主要消费者，促
进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产业、技术、产品
和服务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具体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教授赵忠说。

宁吉喆表示，既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和经验， 更要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
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
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
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 、统筹兼顾等原
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建议，
延迟退休可以延缓人口红利期、 有利于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 应充分利用现在低龄老
人较多这一优势条件，逐步推进延迟退休。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魏玉坤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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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
1.戴 清，男，汉族，1931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六安市

霍邱县科技局离休干部。
2.俞细文，男，汉族，1985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技师、三级士官。
二、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
3.陈 陆，男，汉族，1984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

合肥市庐江县消防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
4.闻国庆，男，汉族，1951 年 10 月生，池州市第二中学

退休教师。
三、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5.余 静，女，汉族，1983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六安

市金寨县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6.严明友，男，汉族，1929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滁州

市定远县朱湾中学退休教师。
四、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7.刘双燕，女，汉族，1975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亳州市

利辛县朱集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8.李 夏，男，汉族，1986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

宣城市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荆
州乡监察专员。

9.苏保信，男，汉族，1980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铜陵市
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
室主任。

五、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
10.蒋荷芝，女，汉族，1970 年 11 月生，淮南市楚源工

贸有限公司职工。

安徽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
� � 根据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6 部门《关于评选表彰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通知》要求，在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公
众广泛推荐的基础上， 安徽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活动组委会确定戴清等 10 人为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 按照评选表彰工作程序，现将安徽省拟推荐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名单面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群众
和社会监督。

公示从即日起到 2021 年 5 月 20 日止，对推荐候选人如有意见，请在截止日期前向安徽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推荐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反映。

通讯地址：合肥市中山路 1 号省行政中心 1 号楼东 481 室；联系电话：0551—62609946；传真 0551—62607337；
电子邮件：wmbzhc@126.com；邮编：230091。

安徽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4 日

安徽省拟推荐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名单

今日关注··大国人口““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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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 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
炉， 生育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 年我国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初步汇
总的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
实问题。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养得起几个娃？
在北京打拼 8 年多的吴一，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

刚生完二胎半年。半年来，一家 6 口挤在 60 多平方米
的出租屋里， 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让
她身心俱疲。

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吴一每天中午要赶回家给
二宝喂奶，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打开支付宝账单，
满满都是尿不湿、婴儿衣服、身体乳、爽身粉等等的购
买记录。 吴一说，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
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 吴一也
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前程无忧发布的 《2021 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
报告》显示，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
来源。 45.2%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的一至三成，36.2%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
至五成。 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职场妈妈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
家庭，其“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湖南常德的陈晓明
今年 27 岁，有个两岁的儿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
常吃穿用的花销在 5000 元左右； 在西北县城工作的
一位父亲称，每月给孩子的花费至少 1000 元左右，而
他的月工资只有 3000 元。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以前多
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
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谁来帮看娃？
“没人帮忙带孩子”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

因。 她生活在辽宁鞍山，孩子已经 7 岁。 她说，身边有
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都是在事
业上很优秀的女性，但没办法，孩子没人照顾。 ”

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多年轻夫妻共同的焦虑。 目前很多城市，尤其
是大城市，托育机构供应明显不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
国 0 至 3 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 5%左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家
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来在某教育机构上班，一开始选择请保姆看孩子，但最
终没能扛下来。 “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一月 6000 元。 我反复考虑，
辞退了保姆，也辞掉了工作，全职带孩子。 ”李楠无奈地说。天津一位家政业业
内人士坦言，我国家政服务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百
姓满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无奈地为第三代牺牲了清闲、独立的退休生活。

在原新看来， 不仅是城市， 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有多重原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
员黄文政说，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
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影，35 岁时成了新手妈妈。 她之所以

选择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老公工作调动频繁，我身边提前生
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晋升受影响严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晚育。 ”

直到两年前，考虑到身体原因，王影才下定决心要孩子。 即便在工作中
一直是女强人，但生育后重返职场，王影的感受明显不同。“年轻同事们冲劲
十足，而我三天两头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没法完全放在工作上。 ”
王影说，为了工作，不敢考虑二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杨婷说：“生育二孩， 女性还
会考虑带来的健康风险。 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生育可能带来加速衰老、高
血压、育后血栓等并发疾病风险增大。 ”

另外， 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 还包括时间成
本、社会成本。黄文政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生
育意愿不断下降，生育时间不断推迟。

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

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毛锦凰认为， 国家应尽快完善

幼儿阶段和学前阶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切实减轻家
庭育儿负担。 同时，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补贴、生
育女性医疗补贴、延长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筹完善。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国生育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
也在随之变化。原新认为，当下，这些环境应该被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
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

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 张文静 刘芳洲 （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12 日电）

读懂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账本””
11 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 ， 全国人口共 141178 万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
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
率为 0.53%。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
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这
次普查结果显示出哪些新变化、 新特征、
新趋势？ 蕴含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几升几降 ”折射人口
发展态势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副组长、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面详实地反
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及 10 年间
人口的发展变化：

———从人口总量上看，人口总量增速
放缓，但仍然保持平稳增长。 2020 年，全
国人口达到 14.1 亿人， 约占全球总人口
的 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过去
10 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 0.53%，略低
于上一个 10 年 0.57%的平均增长率。

———从人口质量上看，人口受教育水
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 15 岁及
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16 岁至 59 岁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 9.67
年提高至 10.75 年， 文盲率从 2010 年的
4.08%下降为 2.67%。 我国具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人口超过 2.18 亿人。

———从性别构成上看， 出生人口性别
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到改善。 总人口性
别比为 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 从出生人
口看，出生人口性别比 2020 年为 111.3，较
2010年降低了 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数量
增加，比重上升。 0 岁至 14 岁少儿人口的
数量比 2010 年增加了 3092 万人，比重上
升了 1.35 个百分点。

———从人口迁徙流动情况看，人口流
动依然活跃， 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2020 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 4.93 亿人，
约占总人口的 35%。 其中，流动人口 3.76
亿人，10 年间增长了将近 70%。

———从人口城乡结构看， 城镇常住人
口持续增加，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
高。 10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指
出，一方面，总人口继续增长 ，流动人口
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不断提升 ；另一方
面，性别比降低，家庭户规模下降 。 “几
升几降” 折射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
人口仍处于具有较强活力和较大回旋
余地的阶段。

人口红利持续释放支

撑高质量发展

人口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人口普查的主要结果看，2010 年至 2020
年间我国人口增长出现放缓趋势，这是否意
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时代”就要结束？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16 岁至 59 岁劳
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
仍然充沛，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 岁，人口
红利继续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
部研究员冯文猛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改善支撑
型的人口红利作用更重要。我国现有相当
大规模的劳动人口，通过提升国民教育水
平和全民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人才红利的新优势正逐步显现。

事实上，过去 10年间我国人口增加了
7206万人， 增长规模与前一个 10 年增加
7390万人相比，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

宁吉喆说，目前我国育龄妇女 3 亿多
人， 每年能够保持 1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
规模；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随着“单独
二孩”“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生人口
数量快速回升； 近 10 年我国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
生条件大幅改善等积极因素将支撑人口
总量保持增长。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面是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
国情没有改变， 一面是人口增长放缓，需
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面
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一面是劳动年龄
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
需要调整适应； 一面是人口素质不断提
高，一面是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少儿人口和老年人
口比重双双上升，凸显“一老一小”问题重
要性； 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
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出新的要求……

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0 岁至
14 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 25338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 3092 万人，比重上升 1.35
个百分点。

宁吉喆说，我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占
比由 2013 年的 30%左右上升到 2017 年
的 50%左右，但总和生育率下降，2020 年
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 已经处
于较低水平。

陈功建议，如何为生育、养育、教育创

造更加友好的环境，让“生而无忧”，是下
一步需要各方切实解决的问题。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达到 18.70%，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
口比重达到 13.50%。2010年至 2020年，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 4.63个百分点。

宁吉喆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
力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也会促进“银发经
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
于推动技术进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
全局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长期的
制度安排和有力的政策落实，与此同时，充分
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
内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形成积极应对、全民
行动的良好态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说。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安蓓 邹多为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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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片①：2020年12月25日，浙
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洪桥镇中心幼

儿园的孩子参加拔河游戏。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 � � �图片②：2020 年 11 月 24 日， 在上海
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健康驿站， 脑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的居民通过“讲故事”项目进行
语言能力训练。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 � � �图片③：2019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市
妇幼保健院，为二胎宝宝领取新版出生医
学证明的顾先生一家四口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