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解讀 做好應對能刺激生育潛力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人口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是，育齡婦女特別

是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持續下降，人們生育時間推遲，生育養育成本提高，
導致出生人口規模有所收緊。寧吉喆預計，今後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但人
口峰值的具體時間還有不確定性。當前生育率已經處於較低水平，主要受到
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和「二孩」效應逐步減弱的影響。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
願。不過，他引述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說，當前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
數為1.8，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揮出來。

學者分析 消費市場走向個性化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認為，家庭人口數量的變化對於消費的影響相對
有限，但人口的變化確實體現出中國的消費市場正向一個全面自由化、個性
化和深度化的市場轉變。
同樣，城鎮化的發展，個性化需求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小家庭一般會對
個性化定製的要求更高，這也是未來消費變化的趨勢之一，從以前大家庭的
相同的需求，轉向個性化的垂直領域發展。」

自娛性消費料增長
江瀚同時表示，小家庭模式的出現，也可以認為是單身經濟的盛行，這也

是「一人食」、「一人玩」等模式普及的原因。江瀚續指，中國整體市場消
費傾向遞增，未來自娛性消費很有可能會進一步提升，而由於單身人群的儲
蓄傾向要明顯低於非單身人群，並主要集中於白領和中產人群中，這部分人
除了精神上的消費顧慮較弱外，物質上還具備較強的消費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倪夢璟 北京、上海報道

��������
%��������"%

������
%�������"%

�������
%��������"%

��������
%��������"%

A4 ●責任編輯：謝宗興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212021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焦聚 第七次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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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十年間，

中國人口實現了從13億人到14億人的跨越。中國官方

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人口

共141,178萬人，約佔全球總人口的 18%，仍然是世

界第一人口大國。同時，人口受教育水平明顯提升，

學者分析認為，中國已步入人口質量紅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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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

2020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家庭規模續縮小

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 ，比2010年的3.10人2.62人 少0.48人

1.3

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

業界看法 養老產業碎片化待解決

「面臨不斷加深的老齡社會，醫養、康養等行業必須解決
碎片化的狀態。」深耕養老行業十餘年的瀋陽萬佳宜康養老

服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海林認為，行業要想滿
足未來的龐大需求，構建標準化、規範化

的養老產業體系迫在眉睫。
他以居家社區養老為例，「能夠解決

98%的養老需求，也是目前最普遍的方
式，但場地問題就是它的『最後一公
里』。往往是政策鼓勵『公建民營』或者
『民辦公助』，而驗收部門卻不了解養老
機構的使用特點，導致最後環節一拖再拖
甚至中斷。」
他直言，如此成本消耗是極為不必要

的，「所以歸根結底還在於標準化建
設。」今年3月，全國首個醫養結合服務
標準化試點項目落地瀋陽，已經開始邁出
探索體系建設的步伐。
此外，趙海林認為農村的養老問題則更

為突出與難解。他認為農村的問題還是支
付能力和服務能力的問題，而支付能力差
就不會有優質服務，「但養老產業又具有
公益性與市場性雙重屬性，所以解開問題
的鑰匙還在政府手中，我們也期待政府通
過購買第三方服務、推出長期護理保險等
方式，讓民營資本參與到共同推進老齡社
會健康發展的軌道中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官方解讀

內地老齡化四大特點

老年人口規模龐大

●60歲及以上人口有2.6億
人，比重達到18.7%。

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2010年至 2020年，60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幅度較上個十年提高了
2.51個百分點，65歲及
以上則提高了2.72個百
分點。

老齡化水平現城鄉差異

●鄉村60歲人口的比重較
城鎮高出 7.99 個百分
點，65歲及以上則高出
6.61個百分點。

老年人口學歷不斷提高

●60歲及以上人口中，擁
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有 3,669 萬人（佔比
13.9%），比2010年提
高4.98個百分點。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
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當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

會上表示，數據表明，我國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
增長態勢。
全國人口是指我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

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普查結果顯示，與2010年第

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人口增加7,206萬
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為0.53%，比2000年
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
分點。

勞動年齡人口達8.8億
值得關注的是，從總量上看，與2010年進行的普查

相比，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000多萬人。但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達8.8億人，人口
平均年齡38.8歲，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同時，人口受
教育水平明顯提高：與2010年比，中國每10萬人中具
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為15,467人，文盲率
由4.08%下降為2.67%。
「人口素質是經濟增長
的潛力所在，中國已步
入 人 口 質 量 紅 利 時
代。」中國人口學會副
會長楊成鋼認為，人口
質量紅利未來將繼續助
推中國經濟增長。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

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
任、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
曾玉平指出，隨着人口素
質提高，「人口紅利」逐
步向「人才紅利」轉變，
中國人口資源優勢將得到
有效發揮，會進一步促進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
結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

提高，推動人口
和經濟社會
持續協調、
健康發展。

官方解讀 人口南遷屬全球常見趨勢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
吉喆表示，東北處於高緯度地區，冬季相對漫長且寒冷，一些
東北人口向比較溫暖的南方遷移流動，這也是全球許多國家
人口遷移流動的趨勢性特徵，歐洲、美國都有這種現象。
此外，受生育觀念、生育行為等因素影響，東北地區的人
口自然增長率長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東北地區經濟正處
於結構調整的攻堅期，沿海一些經濟發達省市多樣化的發
展機會和就業前景，對其他地區包括東北地區的人口有較大
的吸引力。
不過，寧吉喆指出，東北經濟發展的韌性仍在，潛力很大，
東北地區實現振興發展具備很多有利條件。這裏有一批關係國民
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東北地區在科技人才、現代農
業、裝備製造、交通設施等方面基礎都比較好。東北地區受過高等教
育的人口有1,650萬人，糧食產量佔全國比重超過五分之一。
另外，東北擁有鞍鋼、瀋飛、一汽、哈電等一批國家骨幹企業，這些年又新成
長起來一批新興的高技術企業。國家重視東北振興發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舉
措。「新一輪振興計劃在着力調整結構的同時，也必將帶來人口發展的新變
化。」寧吉喆說。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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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開證券宏觀經濟學家羅志恒
對此表示，中國迎來「人口紅
利」到「人才紅利」。勞動年
齡人口佔比下降導致人口紅

利逐步消失，但 2.18
億擁有大專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人口將成為
新的人力資本紅利。
勞動力人口受教育程
度的提升可促進全要素

生產率的提升，勞動生產
效率及科技創新能力都將相應提升。
不過人均受教育水平提升後亦出現

就業結構失衡，「民工荒」與「大學生失業」矛盾顯著。羅志恒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產
業升級速度慢於人口結構變化的速度，人口老齡化及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導致基礎勞動力
短缺，同時部分基礎勞動力轉向工作強度較低、工資水平較高的服務業，從而導致「民工
荒」現象。產業升級推進進程慢於高端人才的輸出速度導致「大學生失業」。由此應加快
推進產業升級，提供更多的高端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平均受教育年限

2020年 與2010年相比

16至59歲 10.75年 1.08年

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情況

2020年 與2010年相比

高中及以上 43.79% 12.8個百分點

大專及以上 23.61% 11.27個百分點

老齡化成基本國情

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提高東北10年人口減千萬
學者解讀 可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