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人口均衡发展面临挑战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全
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备受
社会关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大陆总
人口 140005 万人，60 周岁及以
上人口 25388 万人 ， 占比达
18.1%。

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截至
2019年末，我国 65周岁及以上人
口 17603万人，占比达 12.6%。

与此相对应的是 2000 年我
国大陆的人口状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0 年末， 我国大陆总人口为
126583万人，其中 65岁及以上人
口为 8811万人，占比为 6.96%。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达到 7%， 是进入老龄化社
会的一个标准。 因此，我国从那
时起步入老龄化社会。

20 年间，我国的老龄化步伐
日益加快。

今年 10 月底， 民政部举行
2020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会，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
邦华介绍了“十三五”期间我国
养老服务业发展成就以及“十四
五”养老服务规划编制情况。

李邦华还称， 根据相关预
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
口将突破 3 亿人，将从轻度老龄
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担忧之一
是人口抚养比问题。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近 30年来，我国老年人口
抚养比由不足 9%上升到 17.8%。

一个通俗的解释是，过去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抚养 9
名老年人，现在每 100 名劳动年
龄人口负担抚养 17.8 名老年人，
“1 名老年人需要约 6 个劳动年
龄人口来负担”。

与此相关的是，我国近几年
来的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 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

年至 2019 年， 全年出生人口分
别是 1786 万人、1723 万人、1523
万人、1465 万人。

另外，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也在减少。

在“2020 年中国城市百人论
坛年会”上，郑秉文称，“十三五”
期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每年减少数百万人，但在“十四
五”时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每年将以千万计减少。

这一问题已经在国务院
2016 年 12 月底印发的《国家人
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以
下简称《规划》）中有所体现。

《规划》 对我国 2016 年至
2030 年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的
判断是：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
弱，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 劳动
年龄人口波动下降，劳动力老化
程度加重；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少儿比重呈下降趋势。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
型阶段，人口自身的安全以及人
口与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
的平衡都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问
题和挑战。 ”《规划》称。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支振锋在接受《法治日报》
记者采访时称，我国人口老龄化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老年人数量
的增加，而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开始绝对减少，而且有愈加严峻
之势，国家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
安全面临挑战。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 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
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
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近日发布，其中涉及人口老
龄化的部分这样称。

郑秉文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家战

略，人口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还需要其他相关政策相
配合，包括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
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制度等。

人口发展出现重大转折
计划生育政策同步调整

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法律
主要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
2001 年 12 月由第九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自 200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在支振锋看来， 上世纪 80
年代， 为了应对人口快速膨胀、
人口与自然及社会其他方面矛
盾激化的问题，我国逐步建立起
以生育调节为核心的计划生育
制度。 这一制度以控制人口数
量、提高人口素质为目的，具体
实行的是抑制人口不合理增长
的节育措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以
来，对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
定低生育水平， 维护公民实行计
划生育的合法权益， 促进计划生
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
推动和保障作用。 ”支振锋称。

《规划》也认为，我国全面推
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过快增长
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
实现历史性转变，对资源环境的
压力有效缓解，有力促进了经济
发展、 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为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和
基础性支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2012 年， 我国 15 岁至 59 岁
劳动年龄人口 93727 万人，比上
年减少 345 万人。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
动力人口首次下降。

党中央对我国人口政策的
调整也随后开始。

2013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其中提出，“坚持计划
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
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同年 12 月， 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的意见》， 明确了生育政策调整
的总体思路。

2014 年初，各省陆续落地实
施新的生育政策。

2015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作出决定，坚持计划生
育基本国策， 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
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
口老龄化行动。

在郑秉文看来，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作出的相关决策，是为了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作出的相关决策，则是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实际行动。

支振锋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
律， 先后启动实施“单独二孩”和
“全面二孩”政策，积极应对我国人
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

根据中央决策，为确保立法
与改革决策相衔接，2015 年 12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决
定》， 其中规定，“国家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这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提供了法律遵循，积极稳妥地实
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
折。 ”支振锋称。

接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
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 对外发
布，提出改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对生育
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
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

但据郑秉文观察，从 2013 年
至今， 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总体
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仅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稍有反弹，
也就是说， 过去 7 年的生育政策
的实施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

“最终，中央下定决心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中央的决策调整非常及时、
非常符合实际， 与我国的人口发
展趋势紧密相连。 ”郑秉文说。

适时系统调整法律制度
着力解决群众现实困难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预测，今后
较长时期内世界人口将保持上升
趋势， 发展中国家人口占比继续
上升，中国人口占比持续下降。世
界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老龄
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
速度将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国务院在印发《规划》时认
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
转折期。 综合判断，人口众多的
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
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

系不会根本改变。
面对国家发展新阶段和人

口问题新形势，党中央在“十四
五”规划建议中已经作出“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决定。

郑秉文认为，全面放开“二
孩”以来，我国的婴儿出生率连
年下降， 所以放开生育迫在眉
睫，应该是“十四五”期间的一个
重要举措。

在支振锋看来，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人口发展也进入深度转型阶
段，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人口
与生育方面公共服务投入不充
分、不均等，不利于提高人民群
众生育意愿。 特别是现行生育制
度下以避孕节育为主的计生技
术服务体系，已经不适应当前的
人口发展形势，人民群众生儿育
女有诸多后顾之忧。

“人口的发展形势是动态的，
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处在结构性变
迁之中， 这就要求我们适时调整
法律制度，以促进人口与自然、社
会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 支振锋
称，特别是解决影响生育的因素，
比如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入园
入学等问题，解决群众在托育、住
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现实
困难，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支振锋建议，这就需要继续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更加
系统、综合、全面和根本性的修
改，制定人口与生育公共服务保
障法。

支振锋认为，制定人口与生
育公共服务保障法，核心内容是
建立和完善人口与生育公共服务
体系， 保障和促进公民行使生育
权， 促进人口长期高质量均衡发
展。这就需要设计一系列新机制，
使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
配套衔接， 尤其是使其他经济社
会政策配合生育政策的落地，具
体包括完善生育登记服务、 生育
补贴奖励、生育医疗保健、特别扶
助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婴幼儿照护一直是生育家
庭面临的难题。

对此，郑秉文的建议是，4 岁
至 6 岁的学龄前儿童教育应该
实施普惠性教育，降低青年夫妇
的抚养成本。

支振锋的考虑是，立法时可
以将家庭和育儿公共服务专设
一章，重视解决家庭育儿中的突
出问题，向社会提供普惠型育儿
公共服务，同时注意育儿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通过增强社会的育儿服务功
能，为家庭养育子女提供社会便
利，分担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

支振锋建议， 除此之外，考
虑到家庭生育养育子女的经济
成本和机会成本成为当前抑制
生育的显著因素，亟须建立家庭
生育一般社会保障制度和针对
职业女性生育养育子女的社会
支持制度，构建家庭生育友好型
工作环境和社会支持体系，解决
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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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
� � 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

人口将突破 3 亿人，将从轻度老龄化迈
入中度老龄化。 在民政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这样介
绍说。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迫在眉睫的举措
是改革我国生育政策，放开生育。 ”中国社科院世
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在近日举办的“2020 年中
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上呼吁。 年会由中国社科
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由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承办。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面对
国家发展新阶段和人口问题新形势，亟须改变我
国原来以抑制人口过度增长为目标的生育服务
及管理体制，构建生育引导型和家庭友好型社会
支持体系。

专家建议 ，在法律层面上 ，亟须对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进行更加系统、综合、全面和根本性修
改，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保障法，为我
国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法治化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