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
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加快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

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
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
退休年龄，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层次养
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
系，发展老龄产业，推动各领域各
行业适老化转型升级，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切
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
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老龄
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
筹资机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提供必要保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
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
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
积极成效。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庞
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
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
禀赋优势。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
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
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
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
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
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
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
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
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

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
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
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
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
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
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
度和优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
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
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
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
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
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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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人口发展规律
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

问：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
展的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
家万户。当前，我国决定实施三孩生育
政策，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答：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
行计划生育，1982年将之写入宪法确定
为基本国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
全社会共同努力下，计划生育工作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过快
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
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
发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
势先后作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
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实践充
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在人口结构转
变的关键时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积
极回应社会期待，适时作出重大决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
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
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
略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
走低的风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
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政策调整
全国累计多生二孩1000多万

问：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作出
了几次调整，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
题，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
孩政策的重大决策，取得明显成效。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
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
16 . 6%提高到2020年的17 . 95%。近年
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
生二孩1000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
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近年
来的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13
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

出生人口下降
群众生育意愿有待释放

问：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
什么近年来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答：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生育水平
较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
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
社会保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
生育观念的主流。近年来，出生人口
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
龄推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
女规模不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
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
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
女减少。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
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
迟到26 .3岁和26 .9岁，20-34岁女性在
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
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从2013
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
对，减少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
2386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减少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
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

1 .66个，比“80后”低10%。2019年全国
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
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
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
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
抉择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
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
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
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
系。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
75 . 1%，“没人带孩子”的占51 . 3%，女
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
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多
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
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
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
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
或取消。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
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促进生育政策
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问：实施三孩政策，还需要哪些配
套措施？

答：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
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
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
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
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
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
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
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
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
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
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
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
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
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
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
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问：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改善人口
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

答：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
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
基本国情。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
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
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
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
30%)。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
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
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
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
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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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

国家近年来不断调
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
如何？此次调整将产生
哪些深远影响？国家卫
健委有关负责人5月31
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
访。

我国近年来
总和生育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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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
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

◎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

◎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中国2030年前
或达人口峰值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看，过去10年来，我国人
口总量持续增长，而且在2020
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 . 12亿
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
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现实问题是，虽然我国人
口仍在继续增长，但增速却在
放缓。与人口增速放缓相伴而
来的，是对中国未来人口的担
忧。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人
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
影响重大深远。”当人口总量
过了最高点，即人口峰值，人
口就会进入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通俗地说
就是人口减少，一般指一定时
间、空间范围内总人口规模的
绝对减少。最直观的观察方法
就是看人口数量增长量和人
口增长率。

中国人口何时达到峰值？
按照联合国方案预测，中国的
人口负增长将出现在2030年。
在华盛顿大学预测方案中，中
国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顶峰
(约14 . 3亿)，随即进入人口负
增长。

国内学者的预测也有不
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

“十四五”时期预计将是21世
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
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十五
五”时期，我们会迎来中国人
口总量的“拐点”。翟振武曾基
于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人口
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我国总
人口规模将于2029年左右迎
来峰值14 . 55亿人，之后将步
入人口负增长。

也有专家基于总和生育
率做出预测。总和生育率是反
映生育水平最直接的概念，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位育龄
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根
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
要达到2 . 1，才能达到世代更
替水平，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
上一代数量上持平。

就我国而言，2011年至
2015年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 .6，
2016年和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
则超过1 . 7，此后，随着“政策
红利”效应减弱，2018年总和
生育率迅速下降至1 .5，2019年
再次降至1 . 45左右，2020年更
是降低到了1 .3。

虽然不同的预测结果会
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
可能将在2030年以前迎来人
口增长的拐点。这也就意味
着，还有不到10年的时间，中
国或迎来人口负增长，中国人
口巨变就会到来。

据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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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数数据据来来源源：：《《中中国国经经济济周周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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