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的协调发展和统筹人口自身(数量 、素质 、结构

和分布)的协调发展 ”则是 “人口均衡 ”的直接推

动因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实现人口公共

服务的均衡发展 ,而 “两个统筹 ”无疑是人口均衡

发展的具体内容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口均衡的基本目标 ,而 “两

个统筹 ”则是实现人口均衡的两个重要方面。更

重要的是 ,随着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和 “资源

节约型社会建设 ”的相继提出 ,作为可持续发展

中的基础甚至核心要素 ,人口应与资源和环境形

成 “三位一体 ”社会建设格局
①
,因此 ,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 , “人口均衡型社会 ”应运而生 。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看 ,人口均衡理论是

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向人口学领域的有效拓展 ,是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是人口适度理

论的有效转型 ,更是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大胆创

新 ,对一直缺乏理论的人口学科的理论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从政策意义来看 ,人口均衡型社会不

仅丰富了社会建设的内涵 ,实现了由 “两型社会 ”

建设向 “三型社会 ”建设的过渡 ,而且对新形势下

我国人口管理服务尤其是综合改革进程的推进具

有重要意义 。此外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对有效

整合目前相对零散的与人口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二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理论和现实基石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理论发展的客观必然 ,是

跨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大体而言 ,与人口均衡

型社会相关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

等;二是涉及人口 、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可持

续发展理论;三是人口方面的理论 ,包括适度人口

理论 、人口安全观 、大人口观和 “两个统筹”思想;

四是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 ,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和

科学发展观(见图 1)。

图 1　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相关的跨学科理论框架

　　1.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是 1972年在斯德哥尔

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这

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 ,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

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 ,各国致力界定

“可持续发展 ”的含意 ,现时已拟出的定义已有几

百个之多 ,涵盖范围包括国际 、区域 、地方及特定

的层面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 1980年

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

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 、社会的 、生态的 、经济的

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 ,以确保全

球的可持续发展 。” 1981年 ,美国学者布朗出版

《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提出以控制人口

增长 、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

续发展 。 1987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

《我们共同的未来 》报告 ,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

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它系统阐述了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92年 6月 ,联合国在里约热

　　①“三位 ”是指人口均衡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 “一体 ”是指可持续发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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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卢召开的 “环境与发展大会” ,通过了以可持续

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21世纪

议程》等文件 。随后 ,中国政府编制了 《中国 21

世纪人口 、资源 、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首次把可

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

划 。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

定为我国 “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

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 、经济 、人口 、资

源 、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

展 ,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能

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 。可持续发展注重社

会 、经济 、文化 、资源 、环境 、生活等各方面协调

“发展” ,要求这些方面的各项指标组成的向量的

变化呈现单调增态势(强可持续性发展),至少其

总的变化趋势不是单调减态势(弱可持续性发

展)。

2.适度人口理论

适度人口的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坎南于 19

世纪末首先提出。他认为 ,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

都存在一个经济上的最大收益点 ,当劳动力超过

或少于这个量时 ,都会引起收益减少 。处于 “最

大收益点”的人口便是最适合的人口 。该理论在

世界上引起极大反响 ,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并

对它加以不断改善 、扩展和深化 。如瑞典经济学

家威克塞尔认为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应与它的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一致 ,最适合的人口应当

是一国的工业潜力所允许的最大规模生产所能容

纳的人口。道尔顿认为适度人口是能够提供最高

人均收入的人口 。英国人口学家桑德斯将适度人

口数量推广到 “适度密度 ”,即所谓使居民获得高

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 。费伦奇提出 “适度质量 ”,

主张用优生学的办法来调节人口素质 。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 ,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将此概念进一步扩

大到非经济领域 ,并将适度人口分为以获得最大

经济福利的 “经济适度人口 ”和以达到最大实力

的 “实力适度人口 ”。他还系统分析了 “静态适度

人口”和 “动态适度人口 ”,将适度人口理论推向

新的发展阶段 。适度人口的数量 ,除依赖于自然

条件外 ,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科学技

术的进步程度所决定 。

3.人口安全观

20世纪 80年代初 , 国际性研究机构 ———人

口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成立首次将人口与安全两个

概念联系起来 ,并从生物医学 、资源环境、经济 、政

治 、社会等方面开展人口要素变化对国家乃至全

球安全的影响研究。目前 ,尽管学术界对人口安

全的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 ,
[ 2-4]
但是 “人口安全是

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安全与区域可持

续发展存在必然联系 ,人口安全是事关经济安全、

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等基本论断已

达成共识。
[ 5]
更重要的是 ,人口安全概念引发了

各个国家对人口 、经济 、资源 、环境 、政治等关系的

广泛思考 ,这对人口均衡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

4.大人口观和 “两个统筹 ”思想

大人口观并非指人口发展的方向或状态是人

口数量的庞大 ,而是指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视野

和分析框架要求从更全面 、更综合 、多层次 、全方

位 、跨部门 、多学科的角度去综合把握 、分析和解

决人口问题 。 “大人口 ”观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

首先 ,大人口观要求人们解决人口问题站在全局

的 、多视角的高度去思考 ,要求我们把人口问题放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区审视和考察 ,不能仅仅局限

在人口再生产(生育),而是要从出生 、成长 、婚

姻 、衰老 、死亡多层面去思考人口的健康、长寿 、福

利 、快乐和幸福;其次 ,大人口观要求我们将人口

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去思考 ,将人口规模 、结构 、素

质和分布视为一个整体区统筹解决;第三 ,大人口

观要求我们将人口与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相互

协调的角度去审视人口问题。
[ 6]

“两个统筹 ”思想是大人口观的具体体现。

两个统筹分别是指统筹人口与经济 、社会 、资源 、

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统筹人口自身(数量 、素质 、结

构和分布)的协调发展 。两个统筹思想指明了人

口均衡发展的两大重要方面 ,即内部均衡和外部

均衡。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发展的五

个统筹 。
[ 7]
总之 ,统筹思想对人口均衡理论的完

善具有重要意义 。

5.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

和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2004

年中央将和谐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 ,首次提

出建设 “一种和睦 、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

社会状态 ”。随后 ,和谐成为我国政府的执政的

指导方针 , 2006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将 “和谐

社会”明确为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

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对人

口均衡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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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分为四个方面:一是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二是全面发展观 ,三是协调发

展观 ,四是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

务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 “五个统

筹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

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内涵极为丰富 ,对人口均

衡理论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6.一般均衡理论和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理论性的微观经济学的一个

分支 ,寻求在整体经济的框架内解释生产 、消费和

价格。一般均衡是指经济中存在着这样一套价格

系统 ,它能够使每个消费者都能在给定价格下提

供自己所拥有的投入要素 ,并在各自的预算约束

下购买产品来达到自己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每个

企业都会在给定价格下决定其产量和对投入的需

求 ,来达到其利润的最大化;每个市场(产品市场

和投入市场)都会在这套价格体系下达到总供给

与总需求的相等(均衡)。当经济具备上述这样

的条件时 ,就是一般均衡。这套价格就是一般均

衡价格 。一般均衡是经济学中局部均衡概念的扩

展 。在一个一般均衡的市场中 ,每个单独的市场

都是局部均衡的 。均衡理论后来被很多学者拓展

到非均衡理论 、弱平衡理论 、内外均衡理论和区域

均衡发展理论。

均衡发展理论主要认为经济是有比例相互制

约和支持发展的 。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区

域均衡理论的代表之一 ,是建立在自动平衡倾向

的新古典假设基础上的。因为根据该理论 ,市场

机制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 ”,人们普遍坚信 ,只要

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 ,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会

促使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包括列宾斯坦的临界最小

努力命题论 、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理论 、罗森斯

坦 ·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

理论和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 。区域均衡发展理

论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 、同步发展 ,

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 ,

即空间的均衡化。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 ,各

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

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 ,空间上均衡投资 ,各

产业均衡发展 ,齐头并进 ,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

衡发展 。

　　三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内涵思考

　　1.从 “均衡 ”概念谈起

“均”有 “平 , 匀 ”的意思 , “衡 ”有 “平 ,不倾

斜 ”的意思。可见 ,均衡的意思与 “平衡 、对称 、协

调 、均等 、平稳 、和谐 、平等 、公平 ”相近 ,与 “失调 、

失称 、断裂 、差异 、不均 ”相对。

不同学科对均衡有不同的内涵定义。哲学认

为 ,物质有追求均衡的本性 ,世间万物都是以相对

均衡的形式存在 ,都在不断追求客观造成的不均

衡的环境下的均衡;
[ 8]
经济学则认为市场追求等

价交换;社会学强调社会和谐需要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美学则认为对称就是美;法学追求 “量刑

平衡 、司法公正和公平 ”;行政管理学则视均衡为

决策工具以实现利益调节(见图 2)。

图 2　多学科视角下的均衡解读

不仅不同学科对均衡有不同的内涵 ,而且均

衡概念本身也是多维度的 。哲学家认为 ,均衡是

物质存在的方式。决策者认为 ,均衡是一种决策

模式和思维方式。经济学家认为 ,均衡是关于市

场经济交换的理论。当然 ,社会学家还认为 ,均衡

还是一种社会理想(见图 3)。

图 3　均衡概念的多维度特征

总之 ,均衡是与 “失衡 ”相对的概念 ,带有协

调 、均等 、和谐 、公平和正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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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均衡的内涵

具体到人口方面 ,均衡指的是人口的内部均衡

和外部均衡 ,其中内部均衡指的是人口的数量 、结

构 、素质和分布均衡:人口数量均衡是指适度的人

口密度 ,人口结构均衡重点指合理的人口年龄结

构 ,人口素质均衡主要指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人口质量 ,人口分布均衡重点是人口的有序流动

和合理分布;外部均衡指的是人口与经济、社会 、资

源 、环境 、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系统外的系统之

间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而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

外部均衡本质上是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外部均衡

的前提和基础 ,外部均衡是内部均衡的重要条件。

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共同构

成了人口的大均衡系统(见图 4)。

3.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内涵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种以人口均衡为特征的

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

体表现形式 ,不仅是人与人均衡的社会 ,也是人与

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均衡的社会 ,其核心内涵

是由于人口的再生产和消费而导致的人口数量 、

结构 、素质和分布的均衡以及人口与经济 、社会 、

资源和环境等系统的均衡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由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主体 、人口均衡型社会制度、

人口均衡型社会机制 、人口均衡型观念 、人口均衡

型社会公共政策和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目标等组

成 。

图 4　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框架

　　政府无疑是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主体 ,尽

管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是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从制度层面来看 ,人口均衡型社会

制度包括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以及社会

保障制度等。从机制层面来看 ,人口均衡型社会

建设需要一个能统筹和协调各个职能部门的大人

口工作机构 ,这个机构不仅要协调而且更需要监

管 。从观念层面来看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既包

括科学的人口均衡理论体系 ,而且需要构建人口

均衡型社会的价值观念 。从政策层面来看 ,一个

完备和整合的人口均衡的公共政策组合体系是实

现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 。当然 ,从当前与长远利

益上看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体系 。

4.人口均衡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 、资源节

约型社会的关系

人口 、资源和环境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

统工程。人口均衡型社会 、资源节约型社会 、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可储蓄的硬币来表

示(见图 5)。硬币代表可持续发展 ,硬币的两面

分别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间

则为人口均衡型社会。 “三型社会 ”共同构成了可

持续发展社会建设 ,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主体 ,在可持续发展中居于核

心地位。人口均衡型社会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社会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分内涵 ,而且人口均衡型

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紧密

相关和密切关联的 。人口均衡型社会与资源节约

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 “一体两面”的关系 ,而

与可持续发展则是 “三维一体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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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口均衡型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联系

　　四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面临的突出

挑战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不仅目

前各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内涵 、机制和概念框

架等理解不深刻 ,而且各级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人

口均衡型社会的认识也不统一 。此外 ,人口均衡

型社会目前尚停留在口号和理念层面 ,缺乏行动

计划 ,而且目前人口均衡目标体系尚不健全和清

晰 。更突出的是 ,当前我国人口失衡问题严重并

且难以短期解决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任重道远。

第一 ,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概念 、路径以及机

制理解不深刻 。由于人口均衡型社会刚刚提出 ,

目前学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概念框架 、理论框

架以及政策框架刚刚着手研究 ,对于什么是人口

均衡 ,什么是人口均衡型社会 ,如何建设人口均衡

型社会以及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什

么等问题的理解还是初步的 ,缺乏系统 、深刻的认

识和理解 ,由此导致各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

的制度建设 、政策建构和观念引导以及目标体系

等缺乏准备 。

第二 ,各级政府和部门对人口均衡型社会认

识不统一。在政府层面 ,目前人口均衡型社会只

有人口计生系统提出并着手构建。而人口均衡型

社会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大系统工程 。目前各个

部门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缺乏了解 ,有些部门

还根本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人口均衡型社会

建设的重要性 ,有些部门甚至对人口均衡型社会

建设不理解 ,而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对自身如何参

与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不甚了解 ,更何况目前人

口均衡型社会还只停留在口号层面 ,绝大部分地

方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知之甚少或者认识不清

楚 。此外 ,社会舆论也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不

是很了解 ,有些媒体甚至误读人口均衡型社会建

设的内涵。

第三 ,人口均衡发展行动计划明显缺位。目

前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主要停留在口号和理念层

面 ,缺乏行动计划 。不仅中央政府目前没有一个

全国统一的人口均衡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而且各

省市也缺乏一个统一行动方案 。尽管目前无论是

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都实施了一些着力于人

口局部均衡的行动计划 ,比如关于出生性别比均

衡的 “关爱女孩”行动等 ,但是这些局部均衡行动

计划目前非常零散 ,缺乏有效整合。

第四 ,人口均衡社会的目标体系尚不清晰。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就是目前对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体系不清晰 ,不知道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形态 ,有什

么特征和表现形式。或者说 ,对究竟什么是人口

均衡社会 ,怎么才算人口均衡社会等问题认识不

清 。目标认识不清 ,行动更无从谈起 。因此 ,当前

迫切任务就是弄清楚什么是人口均衡型社会 ,怎

样才算人口均衡型社会。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

人口均衡型社会目标体系 。

第五 ,人口失衡问题严重而且难以短期解决 ,

均衡型社会建设任重道远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提

出主要背景就是我国人口失衡问题突出。从我国

国情来看 ,人口失衡的突出问题是人口结构的不

均衡 ,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均衡、人口流动不均

衡和人口出生性别比不均衡。从人口出生性别比

来看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出生性别比一

直攀升 , 2000年以来全国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

120以上 , 2009年的出生性别比虽有下降 ,但也高

达 119.45。
[ 9]
此外 ,人口与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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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不均衡问题也很突出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就是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初期 ,而且全国发展

极不平衡 ,这也导致我国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并

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

　　五 、关于推进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

几点设想

　　第一 ,开启中国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的行动

方案。当前 ,应该从国家层面启动中国人口均衡

型社会发展的行动方案。一是要编制人口均衡型

社会目标和发展战略规划 ,制订人口均衡型社会

发展目标体系和各个局部均衡的具体 “均衡点 ”。

二是要开发人口均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三是定

期发布报告 ,各省市向中央汇报人口均衡型社会

建设的发展状况 。四是成立全国性人口均衡型社

会发展行动协调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

图 6　中国人口均衡发展行动计划

　　第二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构建人口均衡发展指标体系是人口均衡型社会发

展行动计划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因此 ,当前迫

切需要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发展指标体系。指

标体系应该包括内部均衡指数 、外部均衡指数和

区域均衡指数 。其中 ,内部均衡指数由人口出生

性别比均衡指数 、人口年龄结构均衡指数 、人口分

布均衡指数和人口健康均衡指数构成;外部均衡

指数由人口与经济均衡指数 、人口与社会均衡指

数 、人口与资源均衡指数、人口与环境均衡指数构

成;而区域均衡指数分为全国人口均衡指数(整

体指数)、区域人口均衡指数(区域指数)、省市人

口均衡指数(省市指数)和社区人口均衡指数(社

区指数)。通过指数区分出 “低级均衡和高级均

衡 ”或者 “极度不均衡 、不均衡 、极度均衡 、很均

衡 ”。

第三 ,加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前瞻理论研究。

当前应迫切加强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概念框

架 、理论框架和政策框架的前瞻性研究 ,加强对人

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主体 、制度 、机制 、观念 、政策和

目标的研究 ,加强对人口均衡理论体系的研究 ,加

强对中国古代人口均衡思想的梳理和对西方经典

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均衡思想的研究等等。此外 ,

还要加强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研究的课题规划 ,加

大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研究的投入。

图 7　建构人口均衡型公共政策组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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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促进人口均衡型的公共政策组合体系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是对当前分散的人口

政策进行整合的绝佳机会 。人口均衡问题的解决

牵涉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公共卫生 、健康和安全

政策 、户籍政策、人口迁移政策 、教育政策 、住房政

策 、社会保障政策 、交通政策等等。因此 ,当前需

要将这些政策进行整合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公

共政策组合体系(见图 7)。

第五 ,加大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宣传和培

训力度 。加大对各级各部门管理干部尤其是涉及

人口均衡问题解决的部门的培训力度 ,定期举办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培训班 。此外 ,政府也应加

强对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宣传力度 ,制定各种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相关标语 ,并通过各种途

径宣传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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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BuildingthePopulation-balancedSocietyinChina
LUJie-hua, HUANGKuang-shi

(DepartmentofSociologyofPeking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Buildingthepopulation-balancedsocietyistheinevitablechoiceofthetheoreticalresearchandpolicydevelopmentin

China.Thispaperarguesthatthepopulationbalancenotonlymeansthepopulation-balancedsystemitselfwithinthesize, struc-

ture, qualityanddistributionandotherelementsofpopulation, butalsoimpliesthebalanceamong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resource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andotherfactorsoutsideofthepopulationsystem.Theformeriscalledinter-

nalbalance, whilethelatterisnamedexternalbalance.Thepopulation-balancedsocietyisadevelopmentpatternofhumansocie-

tycharacterizedbythepopulationbalance, whichcompletethethreemaingoalsofthesustainablesocietytogetherwiththe

resource-savingsocietyand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Buildingthepopulation-balancedsocietyisfacingmanychallenges.

Thereisalongwaytogoforthepopulation-balancedsociety.Thereforethispapersuggestsstartingthepopulation-balancedac-

tioninChina, structuringthegoalindexofpopulationbalance, strengtheningthetheoreticalresearchofthepopulation-balanced

society, rebuildingthepublicpolicyportfoliobasedonthepopulationbalanceandintensifyingeffortsofthetrainingandpropaganda

aboutbuildingupthepopulation-balanced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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