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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
时代下人口研究的
定位、
支撑及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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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治理是“中国之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顺应国家宏观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人口研究是进行新时代人口治理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须突出功
能、思路、战略的三重定位。
“ 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究的支撑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夯实、理论话语体
系创新、研究数据支撑、跨学科通力协作、政产学研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共振六个方面。
“ 中国之
治”时代下的人口研究重要议题包括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人口与健康、家庭形态转变、人口与
技术等。人口研究重要使命在于从人口治理理念、新型智库建设、基层实践创新、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化
水平提升五个方面推进人口科学融合发展，努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治理新需求
的人口研究综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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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届

人口研究综合体系是推进人口研究学科建设、促进

四中全会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

社会经济发展和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章，在民族复兴与大国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

代化的必然要求。

重要意义。站在“中国之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
人口研究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需

一、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方位

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如何构建

（一）
“中国之治”的历史表征与时代内涵

更高水平与更契合时代发展的人口研究作为治理基

“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中

础？本文认为，
明晰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定位、
支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历

撑条件、重要议题是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推进

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治理体系和

人口治理的重要前提条件，构建适应“中国之治”的

大国治理道路[1]。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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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

下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变。根据联合国《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有关数

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涵。党的十九

据，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将不断减少，老年抚养比

届四中全会全面和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

最终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人口红利”进入下行通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

道。从 2020—2050 年，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人口

点任务，赋予了“中国之治”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了
“中国之治”新篇章与新境界。
人口研究是大国之治的一项重要基础。人口
治理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
体共同推动人口均衡持续发展，确保人口经济社
会协调运行及超前应对人口风险与问题的过程与

老龄化进程将伴随着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全过程。2020 年之后，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
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并预计于 2035 年前后迈入超

老龄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达
到历史顶峰，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预计突破 1 亿规
模，长寿社会终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形态[3]。

机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

在此期间人口负增长趋势开始显现。在保持

性、战略性挑战。人口治理是“中国之治”与国家

当前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在 2025—2030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治理内容。积极应对新

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人口

时代人口新问题，妥善处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之

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且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便

间的新矛盾，全面协调人口、经济、社会、技术等之

会持续加速[4]。与此同时，适婚人群的婚恋心态也

间的新型关系，始终是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需要

在发生变化，结婚率将持续走低，低生育意愿逐渐

密切关注的重大社会议题。在“中国之治”背景

常态化、稳定化。受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

下，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口治理面临的新挑

平衡的影响，人口向超大城市持续集聚，大城市病

战，转变中国人口研究传统思路，构建新时代人口

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区域间人口发展不

治理新体系，开拓新时期人口研究新格局，推动中

均衡现象仍然突出。综合来看，在“中国之治”的

国人口研究新进程，既是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发

进程中，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口风险与治理挑

展新趋势，也是“中国之治”的现实要求。

战，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创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动态趋势和阶段特征
回顾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把握人口转变阶段特
征，是准确定位“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历史方

新以往人口治理思路与治理理念。
（三）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与基本经验
人口研究不同于人口学研究，人口研究以多学

位的前提条件。综合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科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为基础、以现实关怀和理论

中国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

创新为导向，具有跨学科、综合性、开放性、时代性

1970 年左右是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重

的鲜明特点。在过去 40 多年，
面对人口转变过程中

和工业化产生较大压力，马寅初于此期间提出“新

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理念，秉承综合

[2]
人口论”
。从 1970 年左右至 2000 年是以生育率下

治理的人口发展原则，突出与时俱进的本土化人口

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关键阶段。此时期最具标志

方案是中国人口治理与人口研究最宝贵的经验。

性的事件是 1982 年
“计划生育”
被确立为基本国策。

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以往一味人口规模管控到关注

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国家经济建设

重大的人口风险问题，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

2000 年后是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

人口质量提升、从“一孩”政策到“单独二孩”“
、全面

长率为鲜明特征的人口转变完成阶段，社会经济因

二孩”政策、优化生育政策和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

素成为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因素。

升为国家战略都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

在保持低人口增长率的态势下，新时代背景

口治理新思路和重大的人口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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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过去及未来共计 100 多年间的中国人口

优势也为人口治理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他国的治理

转变阶段特征、动态发展趋势以及改革开放 40 多

新路径。毋庸置疑，大国的人口问题根本性解决

年来中国人口治理基本经验，
“ 中国之治”背景下

不可能完全求助于西方方案，必须提出本土化的

的人口研究基本定位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人口治理新思路和新方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

战略定位，转变传统人口治理思维，直面重大社会

人口研究理论话语体系。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导

治理问题，重构新时代中国人口治理与人口研究

向，也是大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中国

综合体系。二是思路定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

之治”下的时代需求将会为不断创新与拓展适宜

发展理念，着眼动态思维、加强现实关怀和体现人

本土化的理论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支撑条件。

文理念。三是功能定位，推动理论体系构建，预判

（三）研究数据支撑

未来治理风险，提供科学智库支持。

“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需要更高质量、

二、“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
究的条件支撑
“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究的条件支撑，

可开放、即时性数据的长期支持。近 20 多年来，社

会科学数据的大量丰富对人口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支
撑。除了国家的人口普查及相关政府部门开放的数
据外，由高校或研究机构实施的微观调查数据逐渐

也是对人口治理的重要支撑，从一个侧面昭示着

丰富。其中包括侧重于老龄问题研究的中国老年人

新时代人口研究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

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一）基础研究夯实

查，侧重于劳动力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以

“中国之治”对基础研究形成了鲜明有力的支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代表的综合性调查等。但从现

撑条件。基础研究是人口研究学科体系的源头，

实来看，
数据开放存在一定困难、
统计调查口径差异

应用研究水平的提升和人口治理能力的增强需要

较大，
同时在人口大数据拓展、
部门间信息共享及数

更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构建新时代人口研

据整合工作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在
“中国之治”
背

究体系离不开长期积累型基础研究的发展和创

景下，
人口经济社会治理矛盾向纵深处发展，
治理形

新。但现实是仍存在理论建构滞后、研究方法创

势日渐趋于复杂化，面向现实的中国人口研究迫切

新不足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应用性研

需要更高质量与更加丰富的研究数据作为支撑。

究方向模糊不清的后果[5]。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第

（四）跨学科通力协作

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意味人口研究将面临着更加

人口学是关于人口的科学，以研究静态人口和

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口学者需要系统加强与

动态人口特征为研究对象，探究出生、死亡、迁移及

人口发展相关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研究议题

其人口变动过程的一门学科[7]。而人口研究则是对

的积累[6],全面夯实基础研究水平，以适应“中国之

人口数量和其他变量关系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社

治”的新时代下人口研究发展需要。

会科学及其相互交叉渗透的科学理论方法为基础，

（二）理论话语体系创新

以由人口因素引起的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治、社

“中国之治”对创新理论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

会、文化、技术、健康等问题为研究取向[8]。
“ 中国之

更迫切的需求。中国人口研究理论发展在过去主

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将不局限于规范人口学中生

要以学习西方为主。但中国作为有 14 亿多人口的

育、死亡与流动等传统研究议题，而是与政治、经

大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人口治理中已经逐渐

济、医疗、技术等多领域不同学科实现相互融合，力

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收集了丰富人口研究数

争在研究取向上更具现实关怀，研究方法上具备多

据和培养了坚实的人才队伍。同时，中国在政治

学科特点，
研究问题上更具现实指导价值。

体制、文化观念、经济形态等方面独特的举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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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产学研相结合

未来 30 年，我国在后小康时代的国家治理体

究。在人口负增长渐行渐近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系现代化建设进入了至为关键阶段，破解改革发展

快背景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不仅会导致人口红

深层矛盾，面对转型期可能的社会重大风险问题及

利的消失，影响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对产业结构

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艰巨性前所未有。在上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学者相继提出了“第二

述宏观背景下的智库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

次人口红利说”[9]、
“ 人才红利说”[10]；但在后人口红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不可分。继续完善和推动中

利时代，对于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要素研

国特色的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加快推进政产学

究仍需结合新时代的国情系统开展探究。同样重

研相结合，这对于预判和防范社会重大风险问题、

要的另一个议题是人口老龄化对私人转移和公共

推进人口问题科学决策、高效实施人口相关政策、

转移的影响研究。现有育儿成本较高和养老保障

合理优化人口决策机制和实现科研成果落地转换

水平较低，即使在假设经济需求是可协调的前提

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中国

下，社会抚养负担构成的变化也会导致少儿抚育

特色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势在必行。

和老年照料负担成本进一步增加。抚育成本的增

（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共振

加不仅给家庭造成更大压力，而且对于整个社会

“中国之治”对人口研究和人口治理中顶层设

的养老金制度而言也存在收支失衡的风险，且由

计与基层实践提出了现实的新要求。高效的人口

于制度设计与人口流动共同作用，养老金收支也

研究顶层设计是人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面临着不同区域与省际之间失衡的风险。

程度的集中体现，能够为基层人口治理实践提供理

（二）新型城镇化

论指导与制度支撑。而基层的人口治理实践是顶

优化人口活动与空间分布，增强区域协调发

层设计的智慧来源与政策落地实施关键。面对的

展，促进社会融合，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高质量的

人口治理形势愈严峻，也就愈加需要深入基层治理

健康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是“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

实践，把握基层治理的现实新需求。只有顶层人口

研究的重要议题。

研究设计充分呼应基层人口治理实践，形成“顶层”

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与“基层”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才能切实提高中

还面临着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东部与西

国人口研究能力与人口治理水平。在“中国之治”

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空间失衡[11]。而我国经

背景下，需要着力加强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使

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人才成为驱动

人口研究更接地气、更贴近现实，从而推动人口研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新

究与人口治理的顶层设计向合理高效方向发展。

型动力。而人才在逐渐向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

三、“中国之治”与新时代人口研
究重要议题

聚集，这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平衡。
二是社会融合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
“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中国之治”下的人口研究重要议题主要集中

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

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人口与健康、家

“中国之治”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有新生代农民

庭形态转变、人口与技术五个方面。
（一）经济可持续增长

工、随迁老人、流动儿童三类群体的社会融合问
题。此外，社会信任机制发生转移，更广义上的社

协调人口经济社会关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增

会融合问题还涉及社会整合问题。三是城乡融合

长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进程的首要议题。新

发展研究。在快速的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已经

时代人口动态转变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首要议题

开始呈现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双重老化的局

是由劳动力人口减少所引发的人口红利的走向研

面，空心化态势明显[12]。面对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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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现实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 建立健全城

尤其是没有全面考虑到人口要素对该体系的重要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影响。当前的人口转变实质上已经深刻改变了传

农村现代化”。从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到新

统流行病动力学[18]，面向 21 世纪的国家公共卫生

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城乡在医疗保
险、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融合
发展都面临着现实新挑战。

防控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补齐公共卫生防控体系
中人口要素的研究短板。
（四）家庭形态转变

（三）人口与健康

关注家庭功能与结构转变，动态转换治理思

人口健康是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路，促进家国协调。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家

的直接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 人民健康是

庭形态转变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议题主要关注两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之治

个方面内容。

时代，该议题下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健康老龄
化、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及健康不平等方面。
过去 20 多年来老龄健康研究进展迅速，
研究成

家庭生育支持体系研究。持续低生育水平和
人口负增长趋势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在全面二孩
政策出台后，学界从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二孩生育

果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健康长寿的

意愿、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幼儿托育服务等不

影响因素、
老龄健康政策、
老龄健康理论、
长期照护、

同方面开展研究[19][20][21]。但相对于长久以来一直稳

社会参与、
医养结合、
临终关怀等方面 [13][14]。学界对

定于低生育率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能否发

老龄健康内涵本身也逐渐经历了从生物性到社会

挥文化与制度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世情的

性、结果性到过程性、个体性到结构性认识的转变。

家庭生育支持体系，最终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

在“中国之治”背景下，结合健康老龄化与全生命周

阱”，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

期等最新理论进展全力推进新时代老龄健康研究仍

研究，短期而言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

然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

来看关乎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

健康不平等是社会学与人口学传统交叉研究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

领域。在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因果论和健

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逐渐被社会养老所替代[22]。

康选择论。比如有学者通过对不同流动人口健康

但对于弱势老年人而言，仍面临着家庭养老能力

差异的系统探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

不足和社会化养老资源可及性的双重困境。农村

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近些

的研究发现目前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面临

年来，生命历程视角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研

着社会化养老起步晚、养老投入欠账多、家庭养老

究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发现早年不幸经历对成年后

功能弱化问题[23]。失独家庭研究表明失独老人不

的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15]，同时也发现了女性在各

仅承受丧子之痛,而且在医疗、养老、社会融入等方

个年龄阶段相对于男性都处于健康劣势[16]。健康公

面也面临困境[24]。同时，随着高龄、空巢及失能老

平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体现。
“中国之治”时代下仍

人日益增多,老年群体需求日益多元化,社会养老

亟需缩小不同年龄、性别、地区等之间的健康不平

服务体系存在着与新形势下社会及家庭养老需求

等。

不相适应的地方[25]。通过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在近期的疫情应对中，中国的抗疫举措被世

发展，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不仅与老年人口的

界卫生组织誉为“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而且是推动老

的防控”。但是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也暴

龄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内容。

露了中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
[17]

展、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等方面问题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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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口与技术
人口与技术关系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最具活

力的新兴人口研究领域之一，该领域最鲜明的特
点是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领域交融发展。在
中国之治时代，该议题下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

四、“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
使命思考

技术变迁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在

着力推进人口科学发展，从人口治理理念、新

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于人口增长。后得益

型智库建设、基层实践创新、研究方法探索、国际

于技术的进步与工业化的进程人类逐渐摆脱传统

化水平提升五个方面着手，努力构建起适应新时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英国率先在工业革命后摆脱
“马

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五位一体”

[26]

尔萨斯陷阱” 。卡斯特承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认

新型人口研究综合体系。

为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已经取代了传

第一，创新人口治理理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统工业社会中的机器作为最先进生产力技术的地

化。加强人口理论研究，创新人口治理理念,充分

位，
新技术促进了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

发挥人口理论与人口治理思维前瞻指导性作用，以

体变革，从而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信息社

人口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 中国之治”进程

[27]

会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

下对人口研究的理论体系创新有着更高的要求。

了更加深刻的变化，
技术力量愈加凸显，
传统人口与

一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直面重大社会治理问

资源关系正在被技术所改变，这亟需在新时代背景

题，在对中国国情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和对人口发展

下审视技术对人口、
资源与环境之间关系。

规律深刻洞悉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

智慧养老与信息社会公平问题。信息化和老

展趋势的本土化人口理论体系。二是密切追踪国

龄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

际前沿研究成果，关注全球重大社会治理问题，充

一。物联网、智能设备、云数据平台等技术有望在

分把握国际国内人口治理动态，推进中国人口研究

失能老人照护、居家养老、老年健康管理进行广泛

的基础理论建设。三是重视人口理论在人口研究

应用。智慧养老的发展被认为可以提升养老服务

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性作用，加大对人口理论研

效率与水平，并在促进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

究的人才、资金与学术资源的投入。

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力。但同时，在信息社会的建

第二，强化基层实践创新水平，综合提升人口

设中，老年人由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下降，在

治理能力。中国人口治理多样性决定了人口治理

入网能力和数字接入方面比其他群体都更低。老

既要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顶层设计，也要具有活

年人可能会因为数字鸿沟而成为信息社会的“数

力的基层实践创新的支撑。强化基层实践创新能

字难民”。这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信息获

力，提升人口治理水平，首要在于运用制度优势，推

得与网络参与，而且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进城乡基层人口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探索人

大数据技术与人口研究方法拓展。传统人口

口治理多元化新途径，创新人口治理新模式，把制

学方法擅长于对死亡和生育问题的研究，但在面

度优势更好地转换为人口治理效能。其次在于理

对大数据时代的风险社会治理时，传统研究方法

顺基层实践创新和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央

可能略显乏力。在近期的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

与地方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优化基层与顶层研究

术被运用于人口迁徙轨迹分析、潜在疫情风险定

的互动模式。与此同时，理顺人口治理多样性和综

位、社会舆论心态监测等方面。在数据获取方面

合提升人口治理能力，需要考虑到不同行动者、多

具有传统人口数据不具备的即时性、便捷性优点，

元治理结构及差异化社会主体之间关系，在不断探

为人口治理提供了精细与智能化的快速反应机

索、调试、实践与反思中创新顶层设计理念与明确

制，提高了对疫情的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这为

未来行动方向，
完善基层治理路径机制。

人口研究方法拓展提供新的可能发展路径。

第三，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建设人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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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新型智库。以应用型基础研究为根基，加快政

技术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适应数字时代社会风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着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

险新形势和社会治理新环境，从而在“中国之治”

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中国特色人口研究

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拓展人口研究新领域。

新型智库，以“人口之智”促进“中国之治”。在具

第五，提高学科国际化水平，增强研究国际话

体实施过程中，注重人口研究新型智库的发展定

语权。大国治理呼唤更具全球视野的中国人口研

位，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

究。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中国

乃至民间研究机构的多层次宽领域跨学科的新智

之治”时代下的大国人口治理不再仅仅是单一国家

库格局。转变传统人口研究智库的发展观念，坚

治理现代化进程，而是与全球治理形势密切相关。

持以公共利益为基准，直面现实社会问题，密切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层实践联系，努力提升研究的理论水平、现实意

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中国之治”时代下，

义与应用价值。着力完善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

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扩大人口研究

增强政策决策科学性，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

相关领域国际交流和合作，主办国际性人口研究重

第四，探索人口研究新方法，拓展人口研究新

大学术会议，加强对国内国际人口研究及人口治理

领域。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高质量强时效的人

舆论宣传，提升人口研究学者国际化学术素养。努

口数据资源获得的前提在于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口

力成为发挥国际塑造力作用的重要角色[28],积极参

研究调查与分析方法作为支撑。因此，提升人口

与全球性重大人口治理工作，全方位多层次提升中

研究数据质量首要任务是通过整合公安部门、医

国人口研究国际化水平，以“人口之治”促进“中国

疗卫生系统与教育部门等多部门数据，适时完善

之治”
。

人口普查方法，提升人口普查的质量与水平，最大

总体而言，
在
“中国之治”
背景下，
深刻把握人口

限度减少错报、漏报等问题。其次是着力整合研

发展规律、
特点及其动态趋势，
系统总结人口治理基

究机构科研院所相关人口资源数据，构建数据开

本经验，
准确定位人口研究历史方位，
全面明晰人口

放共享平台，避免同时段重复调查与资源浪费，综

研究条件支撑及其重要议题，从而努力构建起适应

合提高人口数据的管理效率与开发水平。最后，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五位一

大数据技术在多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

体”新型人口研究综合体系。这既为新时代人口治

当前人口研究中仍未形成较成熟的应用研究范

理提供了重要前提与基础条件，也将是持续推进国

式。因此，亟需创新人口研究新方法，探索大数据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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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entation, Support and Mission of Population Studies
Under the Era of China's Governance
LU Jiehua

WANG Bin

Abstract: Population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China's governance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Population governance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significant basis in the new era.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hould be built on three emphases:
function, thought and strategy. The support of popul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will be mainly reflected in six
following aspects: consolidation of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data support, cross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cooperation, top-level design and fundamental
practice. The core issues of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r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and health,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y, family transform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mission of population studies under the era of China's governance i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science. The way to achieve it mainly comes from five aspects: concept of population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practice of grass-roots of innovation, exploration of demographic
methods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It will be of great value to strive to build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population studies that meet the trend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demands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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