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报告建议立即放开全面二孩
中国人口报告上递决策层，生育政策短期内或发生变化

本报讯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

道，“十三五”期间，生育政策作为

最受关注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可能

发生的变化值得各方期待。记者独

家获悉，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

告（下称“人口报告”）已经上递到

决策层，该报告提出了立即放开全

面二孩政策的建议。

生育政策或发生变化

上递的人口报告至少分别来

自2～3家单位，可能包括中国社会

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以及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报告基于历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对当前总和生

育率水平、人口总量未来变化、人

口峰值大小和出现时间等作出预

测。提出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

是其中一份报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

人士表示，这些报告是应决策层要

求上递的，显示了决策层对人口这

个重大公共政策的关切，也传达出

一个信号，生育政策有可能在一个

很近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

“‘十三五’对中国来说非常关

键，人口又是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个

重要按钮，跟消费、就业、养老密切

相关。人口政策的重大转折必然要

发生，而且是越早越好，我认为中

央已经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严

峻性。”上述知情人士说。

中国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直

到2013年底，才实现了从双独二孩

到单独二孩的转变。根据国家统计

局历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国自上

个世纪9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

平，到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 . 4
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生育

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 . 4个孩

子。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

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单独

二孩政策。有关方面本来预计每

年会增加200万左右出生人口，但

没想到遇冷，2014年仅增加出生

人口47万。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

计，截止到 2 0 1 5 年 5 月底，全国

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45万申请

再生育。

这些信息已经引起决策层的

注意。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

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

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

人达到1 . 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0 . 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

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

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

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

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

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

更是加速推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

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

严重的国家。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

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

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

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一路走低，从1982年的33 . 6%下降

到2010年的16 . 6%。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

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即

为“严重少子化”。青少年人口减

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

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的负面

影响。

另一个正在敲响的警钟是劳

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根据统计，

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连续三年以每年数百万的幅度净

减少。与此同时，现存的劳动年龄

人口内部也出现老化现象。这对长

期以来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

是个巨大的冲击。劳动力供应不再

充裕得“取之不竭”，支撑中国经济

创造奇迹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

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与少

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叠加劳动年

龄人口净减少，直接给未来养老带

来挑战。统计学者姚美雄认为，未

来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会增大，

家庭和社会也面临养老风险的冲

击。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四二一”

家庭结构将使大批中青年人口陷

入养老困局。

“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用工

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

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

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

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是最直

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

说。

新闻观察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

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

预警信号。除了2012年出现的劳

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

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

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

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86年
到1990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

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

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

儿潮。再加上2013年底开始放开

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

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

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

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

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

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

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

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

降至1 . 18的水平。考虑到漏报因

素，这个数据没有被官方采信。

但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

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 . 4左右，远

远低于2 . 1的世代更替水平。

由多位人口学、心理学博士

联合完成的《中国人口生育意愿

变迁：1980～2011》表明，1980年
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

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目前基本

稳定在1 . 6至1 . 8之间。

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

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学者郑真真曾经参与对江苏

省群众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踪调

查。结果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

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终生

育了二孩，有一部分声称要生二

孩的，后来并没有生二孩。

郑真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曾表示，总和生育率走低并不奇

怪，因为遏制生育意愿的三个因

素在现代人群中非常明显，包括

进度效应（越推越晚就不生了）、

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在事业和

生育的竞争中选择前者）。

由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

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

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

人口学者黄文政称，低生育的前

几十年是享受人口红利，后面可

能上百年要还债，拖累经济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

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

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

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

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

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

进而使经济下行。

“单独二孩消息是在十八届

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全面二孩的

政策变化，会不会在这次五中全

会上有新的突破？我看即使今年

不放开，最迟明年初也应该放开

了。”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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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98元，深圳美容店精油按滴算
两市民进店“免费”洗脸，结果被收了1600元

本报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38元一只虾在深圳有了复刻版。深

圳市民李先生称，其到龙华新区一家

美容店免费试用精油，随后却被收取

了1600元，其中招牌上显示一滴精油

98元。李先生报警后，经过协商，店

家退了800元。门店老板解释称，980
元是一瓶精油的价格，每次使用时用

吸管吸一滴大约为一毫升。

顾客称活动为“免费”试用

家住深圳龙华新区观澜办事

处的市民李先生反映，10月12日上

午10时许，他和弟弟一起去吉盛酒

店附近办理业务，路过旁边一家纤

美皇宫SPA馆时，有些工作人员拿

着小旗子挥舞，说是搞活动，拿了

一些产品让拿回去试用一下帮忙

推销。李先生表示，“看到他们拿着

旗子，很热情的样子，”他被对方说

动了，随后跟随对方进入了店里，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赠送产品，却

开始免费做试用，往脸上抹了一些

黑色的东西，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

问题。”

李先生介绍，准备离开的时

候，店里表示其使用了精油，一滴

是98元，他和弟弟每个人使用了10
滴，每个人就是980元，不过两个人

一起的话打折，只需要支付1600元
就够了，见状，李先生兄弟俩无奈

支付了1600元后离开。由于不能接

受对方的做法，李先生随后前往辖

区派出所报警，民警到场后，要求

双方协商解决，李先生介绍，随后

对方退还了自己800元，但还是收

下了800元，并不肯退还。

门店大门紧锁休业3天

纤美皇宫SPA馆位于龙华新

区观澜办事处吉盛酒店一楼。15日
下午，记者在店门口发现，商店门

口悬挂着巨大的红色幕帘，商店大

门紧闭，门口被一把红色的U形大

锁锁住，透过玻璃门看到，房间内

部一片昏黑，没有任何人员存在。

玻璃门上张贴了一张通知，上书：

本店因公司内部培训需休业3天，

为此给客户带来的不便请谅解。如

有急事请致电，落款日期为2015年
10月15日。

记者随后以顾客身份拨通上

面留的电话，一名男子在电话中表

示，公司内部整顿，需要停业3天时

间，过几天再来消费就可以。至于

停业原因，其表示是公司内部对员

工进行培训。该商铺是一间独门独

户的店面，旁边并没有任何其他商

户，附近执勤的保安介绍，该商店

开业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两三个

月，每天上门的顾客也不算多，至

于何时关门的，并没有注意到。吉

盛酒店的一位管理人员介绍，酒店

是在大约3个月前出租给这家店

的，对方主要从事美容，其他方面

都很正常，并没有听到有什么异常

的情况出现。该负责人表示，至于

乘客投诉的情况，他们已经了解到

了，此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上门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

也配合介绍了相关的情况，目前具

体的事情正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调查。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该门店

的文姓负责人，对方在电话里表

示，事发时自己并不在店里，当

时人在外地。

文老板表示，一瓶精油的进

货价格就是400多元，一瓶精油

约10毫升。每次使用的时候就拿

吸管吸，大概就是一毫升的样

子，一滴指的就是一吸管。文老

板表示，目前事情正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其相信会给

出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

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李先生称活动为“免费”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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