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社会经纬
责编：彭训文 邮箱：wanfenglin596@163.com责编：彭训文 邮箱：wanfenglin596@163.com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一年前痛下决心生下二孩的王林，如今越来越确
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孩生了以后，我的第一个
孩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变得懂担当、会
分享了，家里更热闹更温馨了。”

王林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周围朋友、
同事选择生二孩的不少。当然，很多人一开始还是比
较犹豫的，怕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怕孩子没人照
看、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
林看得很开：“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她健康
成长就行。”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并不像王林这样看得开，诸
多现实压力让他们打消了生二孩的想法。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陈静最近做了一个
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二孩。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
纪大了，照顾二孩比较吃力，也怕影响到家庭和睦；
再加上我身体不太好，属于高龄产妇，就放弃了。”

据她估计，周围很多准备生二孩的朋友，因为经
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精细了，养两个的
负担还是很重的”。

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
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和
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 1786 万人和 1723 万人，
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
生人数分别多出 142 万人和 79 万人。2017 年二孩出生
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
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
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
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
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
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
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
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此前
一孩生育率变化很小，但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
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

“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
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

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
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
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
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

“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 1.5 至 1.6 之间。

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
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
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
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
人口世代平稳更替。”王广州说。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
900万至 1000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 500万至 600万左
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万左右。2017年一孩出
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
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
何会大幅减少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
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
—49 岁育龄妇女人数比 2016 年减少 400 万人，其中 20
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
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
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
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
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
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
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
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
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
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

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
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
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
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
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
也不大了。”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
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
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
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
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
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

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

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
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
视起来。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多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生二孩与否主要看家庭
成员的意愿、经济能力和现实条件。养育成本、由谁
来带、职场压力……一连串问题使很多想生二孩的家
庭望而却步。

王林说，婴幼儿托管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目前，
由于我国婴幼儿托管行业发展滞后，在3岁上幼儿园之
前，很多孩子往往只能在家待着，由老人或家人专门
照看。

可见，只有解决了人们生育前后面临的诸多现实
问题，才能让更多人“敢生二孩”、“愿生二孩”。

为此，今年 6 月 25 日，辽宁省政府印发 《辽宁省
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生育
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包括完善生育
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
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

6 月 29 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 《陕西省 2017 年人
口发展报告》。该报告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
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同时积极完
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孕产医护水平、优化幼儿养育
环境。

8 月 2 日，湖北省咸宁市出台全面两孩配套政策，
鼓励将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同时报销费
用，试行弹性工作制等。

而 根 据 2016 年 底 发 布 的 《国 家 人 口 发 展 规 划
（2016—2030）》，2020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 1.8。
《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
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
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
育政策。

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
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
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
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
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
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
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
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
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
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要做好相关的
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再配置。”王广州说。

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
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
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
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
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

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
应调整。

“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
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
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
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
体系。”穆光宗说。

一到周末，看看各个
商场儿童游乐园里面的小
孩子，咿咿呀呀，蹦蹦跳
跳，虽然吵闹，但是看着
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散发
的朝气，心里总是暖融融
的。即使有再多的不快，
也会暂时一扫而光。孩子
是天使和开心果，是每个
家庭的掌上明珠。但是如
今生孩子却成了一件吸引
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上个世纪 80年代，计
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
国 策 ， 提 倡 “ 晚 婚 、 晚
育、少生、优生”。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
生了4亿人，有效缓解了人
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

201 3 年，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
二胎政策，即夫妇一方为
独 生 子 女 的 可 以 生 育 二
胎。201 5年，中共十八届
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
老龄化行动。

201 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 7
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 7年中国出
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 6年减少63万。人
口 出 生 率 为 12.43‰ ， 比 201 6 年 下 降 了
0.52‰。

为促进人们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在其
人口规划中透露要制定政策鼓励生育，社会
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
是，网友似乎不是很买账。尤其是在城市，
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出生到上学，经
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孩子在上
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
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
愿意要孩子。

但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
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
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
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
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
事。

为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有些省份
都表示要在鼓励生育上制定政策，这无可厚
非；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政策落到实
处，而不是画饼充饥。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
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

为此，应健全社会保障，让“不敢生”
变为“敢生”。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
为生不起，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点超过
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
医疗等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些方面建立
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
对于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
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
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
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
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
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017年12月3日，喜获二孩的安徽省合肥市的秦步洲、李远琴夫妇一家4口在家里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2017年12月3日，喜获二孩的安徽省合肥市的秦步洲、李远琴夫妇一家4口在家里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让人们敢生愿生“二孩”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二孩”渐成新出生人口主力群

体。受访专家表示，中国正在多措并举提升人们生育预期，保障人口

世代平稳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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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出生数量增加和一孩
出生数量减少，二者相抵，造成
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
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
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
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

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
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
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
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
历史因素，防范偏激的人口政
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林（化名）和妻子
一年前下定决心，生下第二个女儿。“生孩子前，我就跟爱人商定，二孩出
生后她就不要工作了，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王林坦言，在北京这样的大城
市，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决定是否生二孩的主要制约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来，虽然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但像王林这样
下定决心生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 6—2030）》指出，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
于更替水平以下，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
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作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愿意生二孩”，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

月底，辽宁省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
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多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随着调
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会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
度水平，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同时，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的
滞后性，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人口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保障
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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