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时代 ：
特征 、 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陆杰华
提

要： 本文客观地梳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发展脉络的三

个阶段历程，在总结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概念剖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负增长概念做了进
一步的界定，勾画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预判了人口
负增长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并前瞻性地提出应对人口负增长时
代的主要思路与应对策略，即尽快建立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和超前预案、加强人口
老龄化监测预防和适时放开生育政策、重视超低 “生育率陷阱” 与人口发展理念转
变、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及其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来开发人口红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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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纵观全球人口发展变动的历程，人类发展历史历来是见证世界人口绝对数量日
益增加的历史，区别仅是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不同而已 。自 18 世纪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粮食生产供给的增加、 卫
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营养生活水平的提高 ， 在欧美和一些工业化的先发国家率先
经历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 即这些国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从以往高
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 与此同时， 伴随着全球工业化、 城镇
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全球总人口规模也由 19 世纪初的 10 亿人口上升到 20 世纪中叶
的 25 亿人口。至此，全球人口增长进入了有史以来的快车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再加上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普及与提高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人口迅猛增长 ，尤其是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也是在这一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还被冠以 “人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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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的时代象征，70 年代之后国际上开始关注人口控制 ，其中一个主要的预期目标
是人口零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部分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趋势发生重大转向，
一些国家开始人口负增长 （ Lutz et al. ，2003） 。21 世纪以来全球人口发展发生了重
大转向，波兰、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人口逐渐呈现负增长态势 。纵观 21 世纪的人
口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发展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同性逐步凸显 。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完成人口转变 ， 人口
素质不断提升，人口迁徙流动日益活跃，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为我国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多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
的严格执行，也是促进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关键性动力。 生育率转变
完成后，我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 ，此后 21 世纪以来的生育水平下降幅度
更为明显。尽管多年来我国官方没有公布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数据， 但据有关学者
预测，现阶段我国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1. 6 左右 （ 翟振武等，2015； 陈卫、 杨胜慧，
2014） ，可见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之列 。 生育率转变及长期低生育率极
大地放缓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逐步凸显， 近年来长期
维持在 5‰以内，每年出生人口总量也在不断下降，而 2018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3. 81‰。毋庸置疑，每年人口增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增长一亿人的周期被延长了 14
年，预计 2029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4. 42 亿人的峰值，人口峰值被大幅削减， 从而推
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更早到来 （ 张车伟，2018） 。2019 年之后， 伴随育龄妇女规模
的持续缩小、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 预计中国人口拐
点即将到来，我国或将在 2020—2030 年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问题始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 、 全局性和战略性
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已经发生重大转向 。未来一
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加速减少， 人口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将
逐步提升，人口发展面临从以往人口数量压力到人口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 ， 人
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并持续处于偏低水平 、 人口面临负增长危机等人口发展的结构性
挑战势必日益突出。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 但人口增长动力都在不断消耗， 持续性的低
生育率和人口正增长力量的不断削弱 ， 很大程度上会加速人口负增长动力。 未来我
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空前水平， 届时我国人口规模
的缩小趋势不会因生育水平的提升和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抑制 。 回顾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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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历程，梳理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脉络， 剖析总结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
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潜在风险， 有利于明确未来应对人口
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进而提出有效应对的战略构想。

二、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界定
（ 一） 发展脉络
事实上，我国人口负增长惯性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出现了， 之后随着生育率
水平的持续下降，人口发展开始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
国人口负增长大体上经历了初期萌芽 、逐步推进和潜在加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 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期萌芽时期 （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末 ） 。 这
一阶段，中国人口发展快速完成了由高出生率、 低死亡率、 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 、
低死亡率 、 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 中国人口负增长现象在上海 、 沈阳 、 延边州
等地陆续出现 。1993 年上海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市 ， 常住户籍人
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值 ， 但后期由于人口流入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负增长的
消极影响 ， 对上海市人口发展未造成较大影响 。 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更多是低
生育率下处于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大幅度减少 ， 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持
续性 。 在全国人口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 上海市人口负增长成为未来全国人口
由低增长到负增长转变的一个典型缩影 。
第二阶段： 人口负增长趋势逐步推进时期 （ 2000—2012 年 ） 。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生育水平的转变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稳步推进 ， 全国有多个省区市的更多城
市开始产生人口负增长惯性，区域内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趋势。 在这一阶段， 我国
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 ，我国人口正增长的惯性大幅下降， 而人口负增
长的惯性正在潜在积累，人口正负增长惯性的转折点在逐步前移 。
第三阶段： 人口负增长趋于潜在加速发展时期 （ 2013 年之后 ） 。 这一阶段， 我
国生育政策迎来 “单独两孩” 和 “全面两孩” 政策的双重调整， 生育政策不断被完
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台并未如预期那样有效促进生育率的大
幅回升，相反人口负增长趋势日益显著。根据各省份公布的人口数据，2017 年， 全
国共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 吉林六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进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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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区间，另有 5 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在 10 万人以下。2018 年全年出生人口
仅为 1523 万人，比 2017 年减少了 200 万人。 未来一段时期内， 预计我国将会有更
多的省区市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有更多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维持超低水平， 人口负
增长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增强。

（ 二） 内涵界定
人口负增长概念伴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率先被人口学界所提出 。 不考虑
人口迁移因素，如果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 人口总量便会下降， 这在人口学上被
称为人口负增长。事实上，“人口负增长 ” 并非新词， 人口的负增长也并不意味着
一个社会人口问题的终结， 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 （ 顾宝昌，1994） 。 如前文
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到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国大陆人口进入加速增长区间 ，从 6 亿人增加到 7 亿人经历 10 年，而从 7 亿
人增加到 8 亿人乃至增加到 9 亿人均仅用 5 年， 意味着平均每年净增长 2000 万人
口；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我国每增加一亿人所用的时间逐渐被延长 ， 预测 2019 年
左右我国人口突破 14 亿人大关， 则从 13 亿人增长到 14 亿人大约需要 14 年左右
（ 详见表 1） 。

表1

中国大陆人口每增长一亿人的时间节点

中国人口达到

年份

中国人口达到

年份

6亿

1954

10 亿

1981

7亿

1964

11 亿

1988

8亿

1969

12 亿

1995

9亿

1974

13 亿

2005

14 亿

预测 2019 之后

注： 根据 2017 年末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及每年人口增量推算 2019 年有可能突破 14 亿人。
资料来源： 整理汇总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等官方公布数据得来。

当人口内在增长率降至零以下后， 便会形成人口负增长惯性， 这种惯性的强度
受到人口内在负增长率大小和负增长持续时间的影响 ， 持续低生育率和负增长率会
加速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 （ 王丰等，2008） 。 当然， 人口负增长的实现， 最重要的
是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人口结构老化密切相关 。 因此， 根据以往学者的相关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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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阐释，本研究将人口负增长界定为人口再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 ，即在一定时期内，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偏低水平且人口老龄化 、 高龄化加速， 每年新增出生总
量低于死亡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加剧老化，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负增长状态 。
人口负增长惯性越强，越会加速推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

三、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是大势所趋， 人口总量下降的形势不可改变。 未来一
段时期，我们不能忽视对人口负增长前景的担忧， 而应重视人口负增长时代下生育
率变化、人口增长趋势、老龄化加剧程度等人口发展重大转折时期的主要特征 。
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 、 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重大转向和人口
结构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数量呈负增长趋势，但规模高峰与负增长的时间节点不同。 人口负
增长时代下，人口数量规模较之前有显著下降， 但并不是人口数量规模达到高峰后
就快速转变为负增长趋势，也就是说人口总量下降并不意味着人口负增长。 根据联
合国人口署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2017 年 （ 修订版 ） 对中国人口规模 “中方案 ”
的预测，人口将在 2029 年前后达到 14. 42 亿人的峰值， 从 2030 年开始进入持续的
负增长时代。另外，基于总和生育率 1. 6 的推算， 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这个水平，
我国将在 2027 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 张车伟，2018） 。 基于总和生育率高 （ 1. 8） 、 中
（ 1. 6） 和低 （ 1. 47） 三种方案中，我国人口将分别于 2030 年、2026 年和 2023 年达
到 14. 41 亿人、13. 82 亿人和 13. 50 亿人的峰值 （ 王丰等，2008） ，而后随着新增人
口数量的下降，我国会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
第二，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粗死亡率超过粗出生率。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
生产类型模式演变的最后阶段，推动着人口转变的减退态势， 人口正增长惯性遭到
有效抑制，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有研究表明，2010 年我国已经趋近人口惯性的
正负转折点，“十三五” 末期将成为我国人口惯性转为负增长的拐点， 人口负增长
惯性会逐渐被强化 （ 茅倬彦等，2018） 。 人口负增长时代下， 我国人口总体粗死亡
率超过粗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负值区间。
第三，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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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少儿人口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而老年人口比例则呈现
快速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据 《2007 年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2007—2017 年，我国少年人口 （ 0 ～ 14 岁 ） 比例由 19. 4% 下降到
17. 8% ①，老年人口 （ 60 岁 + ） 比例由 11. 6% 上升到 17. 3% 。2018 年， 我国 60 岁
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已达 17. 9% 。 伴随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卫生技术的改
善，我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由 1981 年的 67. 77 岁提高到 2017 年的 76. 7 岁，
平均每年提升 0. 25 岁，未来平均预期寿命将会继续提升 ，人口老龄化将越发突出高
龄长寿的鲜明特征。现阶段，我国家庭结构日益趋于少子化和空巢化 ，据 2016 年第
二轮家庭追踪调查结果， 超过一半的家庭为 2 ～ 3 人的家庭， 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3. 28 人，老年家庭中近四成为空巢家庭。
第四，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老化加剧。21 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力无限
供给时代逐步被终结，我国经济已经到达 “刘易斯转折点 ”， 劳动年龄人口 （ 16 ～
59 岁） 数量从 2011 年开始比上一年减少，其中 2017 年劳动年龄人口 （ 16 ～ 59 岁 ）
数量同比减少 548 万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呈现持
续下降趋势。现阶段，我国劳动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 由于当前执行的退
休年龄仍为 60 岁，意味着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队列将在 2020 年前全部退休完毕，
我国劳动力很可能在 2018 或 2019 年左右出现负增长 （ 张车伟，2018） 。伴随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
势，劳动力老化现象日益加剧，劳动人口红利也在逐步缩小。
综上所述，形成人口负增长主要特征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
首先，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现阶段生育率长期偏低。 长期偏低的生育率
成为促使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原因 。早在 1992 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
率便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生育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梳理 2000 年以来测算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多项研究表明 2000—2010 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在
1. 5 ～ 1. 6，部分研究证明生育率甚至在 1. 5 以下， 但这些结果均表明我国已经长期
处在低生育率水平 （ 详见表 2） 。未来，我国妇女生育率在大概率上仍会持续走低，
甚至有可能进入 “低生育率陷阱 ”。 长期偏低的生育率增强了人口负增长惯性， 如
果生育率持续走低，将会加速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提前到来 。

①

26

2017 年少年人口比例的统计范围为 0 ～ 15 周岁，因此 0 ～ 14 岁人口比例小于 17. 8% 。

·马克思主义学习与研究专栏·
表2

人口负增长时代： 特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2000—201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测算汇总

研究人员

运用数据

郝娟、邱长溶
（ 2011）

统计 年 鉴、 普 查、 抽 样
数据

采用数据直接计算

未超 政 策 生 育 率 1. 47， 在
1. 22 ～ 1. 47 波动

六普、2005 年抽样数据

根据数据直接展示，未进行统
计调整

长期处于 1. 5 以下，部分年
份低于 1. 4

朱勤 （ 2012）

2010 年 0 ～ 9 岁人口数

年龄移算方程、存活倒推法

2000—2009 年 历 年 加 总 平
均值为 1. 48

李汉东、李流
（ 2012）

普查、教育统计数据

人口预测模型反复模拟、历年
1. 57 左右
调整比对、考虑低龄组漏报

历年人口变动抽样数据

直接根据数据推算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数据对比、低龄组漏报回 填、 2001—2010 年 生 育 率 估 计
值为 1. 5 ～ 1. 6
考虑育龄妇女重报

杨凡、赵梦晗
（ 2013）

普查、教育、户籍数据

多种方法评估和比对，考虑方
1. 6 ～ 1. 7
法的低估因素

陈卫、杨胜慧
（ 2014）

普查、教育、公安数据

队列分析、回归分析、布拉斯
劳杰特转换、按照存活率推算

普查、生育分布模式

变量 r 方 法、 考 察 女 性 人 口
1. 6
漏报

郭志刚 （ 2011）

崔红艳等 （ 2013）
王金营、戈艳霞
（ 2013）

赵梦晗 （ 2015）

测算方法

测算结果

1. 50 ～ 1. 64

前期低至 1. 5，后期回升接
近 1. 7

资料来源： 整理相关研究的测算估计结果。

其次，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近年来育龄人群总量和比例显著降低。 在 “全面
二孩” 政策放开之前，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 40 多年， 受政策影响， 我国育
龄妇女年龄结构逐渐呈现 “老龄化” 趋势。并且，据原国家卫计委官方发布， 我国
育龄妇女的总量已经在 2011 年达到 3. 8 亿人的峰值，近年来在逐步减少。 此外， 根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此后每一年将新满 50 岁女性人数剔除掉并加入新满
15 岁的女性人数，2011 年育龄妇女人数达到峰值 3. 82 亿人， 此后逐年降低， 到
2018 年减少至 3. 46 亿人 （ 定军、王雅靖，2018） 。妇女育龄总量的降低， 伴随着我
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其在总人口的比例也会快速下降， 这不仅使低迷生育水平 “雪
上加霜”，并逐渐积累人口负增长的风险。
最后，社会经济发展带动生育观念转变， 人口迁移流动出现拐点。 改革开放尤
其是 21 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社会经济长期在 “快车道 ” 发展，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
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生育观念由 “多生 ” 到 “少生 ” 甚至 “不生 ” 的转变。 尽
管 2016 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二孩生育意愿较之前有所提升 ，但总体上我
国已婚夫妇的生育意愿还处在偏低水平 ， 低水平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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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并会对人口负增长产生潜在影响 。此外，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报告 2018》，我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已在 2015 年迎来拐点，从 2015 年起开始
由长期快速增长进入缓慢下降的调整期，2016 年、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分别同比
减少 171 万人、82 万人，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将会继续走低。但人口迁移流动的趋缓，
并不能抑制中小城市常住人口的净流出，因此也会对本地人口的增长产生影响。

四、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潜在风险分析
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负增长现象具有隐蔽性、 渐进性、 累积性、 爆发性和长
期性的特点。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配置要素， 现阶段我国部分区
域人口的负增长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隐性的 ， 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和财政
收入产生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投入来对经济总量和不同产业劳动力资源
的配置产生影响，人口负增长将会加剧劳动力紧缺程度， 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提升，
国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活力。人口负增长的渐进性与累积性会对我国未来社会发
展和文化环境带来一些潜在的挑战 ，如养老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社会劳动力成本提
升，政策兜底人群规模扩大，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不生育思想观念不断被崇尚等。
当然，人口负增长现象在某些方面也会产生爆发性的影响 ， 在快速缓解劳动力就业
压力的同时，也能直接引发 “用工荒” “人才荒” 问题，危及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减缓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能加剧少子老龄化困境， 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
的人口负担。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将是长期伴随着 21 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
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多重的，不仅会有隐蔽性的影响， 还有渐进累积性、 爆发
性的影响； 不仅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也会对文化、 科技、 地缘政治等方面产生
影响； 不仅有短期的显在影响，也会有长期的潜在风险。 尽管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对
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 对冲劳动力就业的持续压力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口负增长更大程度上也会带来较强的潜在风险 。
第一，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将会对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机制带来强大
冲击。由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迁移流动人数具有一定的
不可控性，人口负增长时代很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如果不适时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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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体制机制，继续依靠鼓励二孩生育、 提高平均预期寿命、 降低死亡率等传统
方式来缓解人口负增长压力，可能于事无补。 当前， 我国在迎接人口负增长时代方
面，尚未做好充分的预案，包括出台相关的应对策略与缓解措施、 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及相关配套政策等。
第二，人口是国家稳定的重要要素， 人口负增长趋势必然会对国家总体安全和
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近 30 年来， 我国长期保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尤其是 21
世纪来长期处于偏低的生育水平 ，而低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 当人
口负增长惯性日益增强时，人口负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会引发人口发展的长期不稳
定和不确定性，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无法想象， 这会严重影响到国家和国防安全， 不
利于社会的整合稳定，同时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第三，人口负增长趋势会引发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化动力机制的突变， 加速我
国的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趋势，人口的潜在支持比会不断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面临
更大的养老负担 （ 左学金，2012） ， 对人口年龄结构带来巨大的人口风险问题， 非
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比例加快上升，人口抚养比也会随之提升。同时，也会
影响家庭结构，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未来会衍生出更多的少子家庭甚至无子女家庭，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家庭照料人力的紧缺，会增加纯老年家庭的比例，青年劳动力
的养老负担和社会化养老压力会加重。此外，人口负增长会加快老龄化动力机制由依
靠老年人口增加到高龄、长寿的转变，会进一步加剧少子老龄化、独子空巢化和无后
高龄化等多重养老挑战，未来我国很有可能进入高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社会。
第四，人口负增长压力的存在，将会冲击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 劳动力总
量决定社会总供给，人口总量决定社会总需求， 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决定经济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人口负增长趋势，导致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甚至于快速转入负增长， 直
接引发的便是社会劳动力紧缺问题 ，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并且会降低中青年群体
和老年群体之间代际社会福利的平衡度 ， 社会中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程度会逐步被拉
大，同时也会放大不同区域内社会保障内容的差异 ，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五、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
人口负增长反映未来人口漫长发展的历史趋势 ，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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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现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生育观念转变、 社会现代化的象征， 但人口负增长
会更多地引发社会经济问题，对国家和社会来说， 其负面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当前
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但中国多年来的低生育率已经形成并将继续积累未来
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早在 2008 年就有学者提出： “如果等到中国人口已经开始
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来提高生育率 ，则为时太晚。” （ 王丰等，2008） 因此， 鉴于人口
负增长是未来我国人口转变无法规避的趋势及其严峻性 ， 需要尽快研究出台和制定
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 。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应基于更加完善 、
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一是要突出对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宏观把握和预防， 明确中长
期人口发展规划和重大发展任务 ； 二是明确重点和优先解决议题， 积极采取措施推
动人口有序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良性运行 ； 三是重视人口结构思维方式， 转变控制
人口观念； 四是积极研究借鉴，吸取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针对当前人口负增长现象及其可能的潜在风险 ， 从以下几方面总结未来应对人口负
增长时代的战略抉择。

（ 一） 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建立人口负增长超前预案
面临未来人口负增长的长期趋势 ，综合性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是有效应
对这一趋势的战略路径。现阶段，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未来人口转变形势 ，
先于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应尽快研究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 统筹协调与
人口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动态监测全国各地区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老龄人
口、劳动力人口、少儿人口等各类人口的变化， 积极营造服务人口、 尊重人口发展
的政策支持性环境。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负增长趋势， 可积极谋划应对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超前预案，明确预案的重大议题与具体举措， 有效缓解和降低人
口负增长带来的消极风险。

（ 二） 建构人口老龄化监测预防制度，适时推动人口政策适时调整
人口负增长趋势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 老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将会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在现阶段， 建构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监测和预防
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要针对即将面临的 “银发浪潮 ” 严峻形势， 探索建
立人口老龄化监测机制，切实掌握老龄人口的变动情况， 采取多方面的举措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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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深度老龄化，如进一步加强社会化养老保障、 支持多种养老方式来强化老年医
疗保健、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等； 另一方面，为预防人口负增长时代过早到来 ，
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 ，
还育龄夫妇自主生育的权利，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 三） 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转变人口发展理念
人口数量的变动会影响到人口年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 穆光宗，2013） 。 为此，
必须要重视 “超低生育率陷阱” 的潜在风险，正视人口负增长惯性积累的现实， 切
忌因表面的人口增长而忽视人口内在缩减的趋势 ， 采取措施及时提升妇女生育率，
避免中国陷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 。 同时， 还要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
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 促进家庭生育意愿的稳
定可持续。

（ 四） 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稳定我国劳动力资源
针对未来全国劳动人口逐步减少的现实 ， 可以通过弹性适时延迟退休政策等途
径，来稳定我国未来的劳动力资源。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部分身体健康、 热
衷所从事职业、有继续就业需求的老年人不愿过早退休， 国家可以综合考虑老年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岗位情况等实施弹性化可浮动的退休年龄制度， 充分
发挥部分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再工作动力 。 此外， 在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
应加强对再工作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工作照顾 ， 可以考虑避免安排劳动量较大的工
作或者缩短老年人工作时间。

（ 五） 完善配套政策内容，开发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
目前我国可能面临生育率丧失弹性 、人口负增长惯性进一步强化而陷入 “低生
育率陷阱” 的双重危机， “十三五 ” 期间将是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战略窗口期， 应尽
快构建鼓励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体系 ， 增强生育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衔接程
度，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 茅倬彦等，2018） 。 应对人口负增长， 应该着力完
善与生育政策配套的就业政策、 教育政策、 老龄政策、 托幼政策等经济社会政策 ，
尤其是在面临劳动力人口紧缺 、 老龄人口增长压力的驱使下 ， 注重劳动参与人口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 ， 促进更多的劳动人口适应新时代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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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的人力要求 ， 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 ， 从而创造一定的人
口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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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UDIES FOＲ MAＲXISM
Viewpoint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a’s Population”
Population Situation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Trend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Wang Guangzhou ＆ Wang Jun 1

Abstract： Based on census data and sample survey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test population situation
and demograph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article finds that，firstly，China’s TFP in recent
ten years is between 1. 3 to 1. 6，except 2016 and 2017 which the levels are both around 1. 6． Secondly，
it is impossible that China’s population has a negative growth in 2018． China’s population size will not
be less than 1. 32 billion，but rather may above 1. 36 billion． Thirdly，the population peak would not
exceed 1. 43 billion in the future no matter eliminating birth control or not． It estimates there will be a
population decrease，approximately starting from 2026 or 2027． By 2050，the newly-born population will
decrease to 11 million，which is more than one-third less than it is today．

The Era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Characteristics，Ｒisks and Strategies
…………………………………………………………………………… Lu Jiehua 21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I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based on analyzing previous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outlin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causes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t then predicts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on China’s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To manage the risk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ain ideas and strategies as follows，establishing medium and long-term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advancing plans as soon as possible，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of population ageing，timely liberalizing the fertility policy，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ultra-low fertility trap
and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concept，flexibly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delayed retirement an
further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to extend the demographic bonus，etc．

A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Agglomerations in Eastern China

………… Wang Guixin ＆ Hu Jian 33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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