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淮北一条老街上 一位老人帮助拍婚纱照的女孩整理盖头。 六普 公布的数据表明，老年人口比例耍高于近年全国统计公报结果约1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事实上被低估。 

I研究I 

调整生育政策 
正当其时 
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 
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决策者需破除低生育率的迷思，及 

早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口郭志刚 I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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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 主要数据显示，前些年中国生育 
率被严重高估 ，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 

同时，人 口城镇化水平也被严重低估。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 

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 

否定。 

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 ， 

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这不能不引 

起高度警惕。 

为何少了 2000万人 

作为人 口学者，新的人 口普查结果 

出来后 ，一般会思考两点 ：首先 ，新的 





结果一直被否定和拒绝 。有关部门和一 

些人 口学同行坚持认为并试 图证明， 

人口调查的出生漏报率在30％左右。然 

而，这种判断从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明， 

主要仰赖于各式各样的间接估计。而这 

类间接估计或证明虽然层出不穷 ，但在 

推算方法或数据方面却往往存在十分明 

显的缺陷，很难经得起推敲。 

此次 “六普”公布 的漏登率 只有 

0．I2％，这样便没有理由再像以前那样 

对低龄人口数量做大幅度的统计调整， 

也就很难再否定这十年中全国生育率一 

直稳定在很低的水平上。所以，以往的 

规划 目标和普查数据的巨大反差证明， 

以往中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人口老龄化被低估 

过去3O年 ，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只设 

定了人 口总量峰值上限，但却从没确定 

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因而，在执 

行中，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 

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也没有 

明确由哪个部门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 

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 

“六普”公布的数据表明，老年人 

口比例要高于近年全国统计公报结果约1 

个百分点。其实，全国统计公报的水平， 

与人口计生委以往根据1．8的生育率推算 

的老龄化比重的预测结果很接近，只是 

略高一点。这说明，由于以往生育率被 

高估，人口老龄化事实上被低估了。 

当前，生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的变化 

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两大主因。预期寿 

命的提高会使人口金字塔的顶部相对加 

重，称为顶部老龄化；而低生育水平则 

使人 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对缩减 ，称为底 

部老龄化。从 “六普”结果来看 ，两种 

老龄化影响都存在，不过，过低生育率 

对老龄化的影响要 比预期寿命提高大得 

多。 

事实已很清楚，如果当前的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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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就已被明显低估，再推算到更远的 

未来，偏差必然更大。换句话说 ，以前 

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估计不足 ，其实是被 

严重高估的出生漏报给 “缓解”了。由 

于这些高估 的出生人数实际上并不存 

在，这种 “缓解”就好 比是画饼充饥 ， 

不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反而误导决 

策，贻误政策调整的时机。 

今天的少儿人 口就是 明天的劳动 

力 ，是支撑整个社会运行的人 。如果 

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太快，对整个社会 

就是很大的风险。此前这个风险并不被 

承认 ，或者即使承认了，也对其重视不 

够。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不能立即 

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中国未来的人口 

老龄化将更为严重 ，为此付出的代价将 

更为沉重。 

城镇化被严重低估 

此次 “六普”公布的城镇人 口比重 

为49．68％。此前五年，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公布的城镇化比重 ， 

年均提高不到1个百分点 。然 而 “六 

普”数据显示 ，中国2010年城镇人口比 

重比2009年底高了3个百分点。这不大 

可能，显然是以前城镇化水平被严重低 

估了。 

出现这种结果，很可能是以往人口 

调查中流动人 口严重漏报所致 。这次 

“六普”调查出的流动人 口数量非常巨 

大。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年轻力壮的劳动 

力。很多流动人口虽然户籍仍在农村， 

但已长时间生活在城镇。 

此前的人口调查都以常住人口为对 

象 ，很容易导致流动人 口的漏报。此次 

“六普”，为防止流动人口漏登，统计 

上做了重要改进，这就使人口城镇化水 

平 明显提高 。以往 ，提起人 口调查漏 

报 ，人们会习惯地想到出生或低龄人口 

的漏报 ，但却往往忽略了流动人 口的漏 

报。此次普查结果恰恰证明，流动人 口 

的漏报更值得重视。 

此前 ，提起流动人 口，人们就会想 

起 “超生游击队”，认为流动人口会多 

生孩子。事实上 ，从统计上看，这是一 

种过时的认识，人 口流动可能会抑制生 

育。这些流动人口，承担着城市生活的 

重担，反而是当前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 

原因。 

同时，年轻人离开农村，流动到城 

里来 ，老年父母 和留守子女生活在农 

村。尽管相关普查数字尚未公布，但可 

以肯定 ，分城乡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 

一 定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得多。这 

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1990年全国第 

四次普查时就是如此。 

2亿多劳动力人口进城，大大加剧 

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人们本来认为， 

老龄化跟低生育率相关，跟寿命的延长 

相关，城镇人口老龄化更值得关注。但 

是，中国当前农村年轻人口大量城镇化 

了。结果是 ，城镇人 口老龄化被缓解 

了，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反而加剧了。 

这是今后人口发展、城镇化发展面 

临的大问题。这种趋势如长期持续 ，城 

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破解低生育率迷思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低生育 

时期后 ，官方人口统计就陷入了一个怪 

圈，即 “见到低生育率调查结果—— 

归因于出生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 

续严格控制——再次见 到低生育率结 

果——再调高生育率——继续控制人口 

数量⋯⋯”。 

这一怪圈始于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 

查结果的强烈不信任 ，认为调查得到的 

很低生育率完全不可信。然后，统计部 

门和人 口主管部门就借助各种应运而生 

的出生漏报估计和生育率估计，把中国 

的总和生育率提高到决策者能够接受的 

水平。 



 

也正因此，中国的人 口统计长期陷 

入迷茫状态。人 口计生主管部门长期坚 

持1．8生育率 口径 ，与实际调查结果严 

重脱节。习惯成 自然，不少人对此 已经 

熟视无睹，根本不肯考虑历次人 口普查 

和抽样调查所获的很低生育率可能是真 

的，或大致反映了中国人 口发展的基本 

事实。 

其实，近年来人 口学界也有很多研 

究，一直在质疑上述1．8的生育率 口径。 

同时研究发现，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类 

似，中国也存在着导致低生育率的诸多 

因素 ，诸如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 ，婚 

育年龄的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 ，城镇 

化的加剧等。另外 ，导致出生性别 比失 

调的胎儿性别选择流产也是导致低生育 

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看 ，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主 

要数据能够揭示很多问题 ，而 “六普” 

数据的全面开发研究更能增强各方对中 

国人 口形势的把握。对本次普查的调查 

质量 ，当然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评价， 

但是千万不要再次陷入此前的人口统计 

怪圈 。 

在新的低生育率时期 ，人 口问题的 

很多传统理论、观点、经验等已经或正 

在变得过时。如再以这些认识和判断为 

准来做决策，很容易造成错误，甚至谬 

以千里。中国的低生育率之所以老是个 

谜 ，主要就是 因为对人 口发展的新现 

象、新问题研究不够，结果作茧 自缚。 

“六普”结果引发了各方面对中国 

人 口问题的更深入 的思考和热烈的讨 

论，这只不过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 

人 口发展和生育政 策的契机 。而人 口 

问题的正解 ，则靠决策者破解低生育率 

迷思后，积极主动地完善生育政策的实 

践。◎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全球人口新格局 
联合国人 口报告显示：从2025年开始 ，中国人 口将 

进入负增长轨道，N2 l 00年人 口总量将比现在减少4 

亿 ，届时中国还将成为一个 “银发世界” 

口 本刊记者 戴廉 l文 

blog．caing．com／dailian 

尽 管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已有 下降趋势
，但至少在 2100年之前， 

全球人 口仍将持续增长。 

联合国5月3日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 

望——2010年修订版》预测显示，如果 

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预期水平，全球人 

口将在今年l0月底达NTO4L，并于2100 

年达到lO14L。 

不过，在总体增长的趋势下，不同 

国家和地区面对的挑战迥异 ：对人 口增 

速最为强劲的非洲诸国而言，资源短缺 

或将加剧；对于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欧洲 

等国，需要应对老龄化的迫切压力。 

而中国，无疑会是变化最大的国家 

之一 ：2025年起，中国人口就将进入负 

增长轨道；到了2100年，人 口总量将比 

现在减少4亿 ；届时 ，中国还将成为一 

个银发世界 ，34．1％的人会超过60岁 ， 

1 1．4％的人超过80岁。 

生育率引擎减速 

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始 自1951年。 

自1966年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人口司两年出具一次预测数据 。与以往 

截至2050年的历次预测不同，本次预测 

首次将 目光放远至2100年。 

从1950年算起 ，世界人 口已从不足 

30亿 日益逼近7O亿关 口，60年来增长了 

40亿。但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是人 

口增幅放缓。根据现有预测 ，在未来9O 

年里，人口总量的增长为30亿。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人口变动 

趋势的指标有三个 ：生育率 、死亡率和 

移民数 。但是 ，对 于地球这个整体而 

言，起作用的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在 

联合国此次预测中，最重要的人口变化 

引擎是生育率。 

根据现有生育率 ，结合多种变量 ， 

联合国对各国201 1年至2100年的生育率 

进行了预测，并由此预测了人口总量。 

总的来说 ，全球的生育率将持续下降。 

事实上 ，如果各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 

2005—2010年的水平，世界人 口N2100 

年将达N27o亿 ，接近当前预测数据的3 

倍。 

相较于2008年，联合国对生育率的 

预测数据更低 。2008年时，联合 国预 

计 ，~2o5o年 ，会有1 1 1个国家的生育 

率在 1．85~12．1之间。而这一次 ，这样的 

2011．05．23新世纪周刊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