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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破千万≠超

大城市
——北京和上海出现人口增速

放缓甚至负增长，临沂和南阳城镇

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到今年一季度，全国人口规模突破千万
的城市共有15座，分别为北上广深四大一线
城市，天津、重庆、成都、武汉、苏州、郑
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石家庄和哈尔滨 2
座省会城市以及南阳和临沂。此外，杭州也
有望于今年实现常住人口破千万。

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
体现。

先看常住人口总量。2018 年末，重庆
3101.79 万人，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北京、上海常住人口超2000万人；郑州1014
万人，西安 1000.37 万人，均为 2018 年首次
加入“千万人口俱乐部”的新成员。

再看人口流动态势。北京、上海等城
市，虽然常住人口始终保持在千万级别，但
近年来在人口疏解的政策背景下，出现了人
口规模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的趋势。数据显
示，2018 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 2154.2 万
人，比上年末下降 0.8%；上海常住人口为
2415.27万人，比上年减少3万人以上。

这两座城市对未来的规划也是把重点放
在“控制”而非“增长”。《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 （2016年—2035年）》要求到2020年常住
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
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中计划到2035年，上海市
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破千万并不代
表这些城市就已经成为超大城市。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
的为小城市；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为中等
城市；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为大城市；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1000
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

武汉、临沂、石家庄等几座城市虽然总
人口破千万，但实际上城镇化率并不高。例
如，武汉全市下辖13个市辖区，包含了大片
农村。石家庄一共8区13县 （市），大量人口
分布在辖下县市。临沂和南阳更是如此，城
镇化率分别为 57.4%和 46.23%，甚至低于全
国 59.58%的平均水平。这些城市距离成为真
正的大城市、超大城市还有较长的路。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城
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家庭分析，
人口向大城市、超大城市聚集将会是一个长
期趋势。未来，大城市膨胀、小城市收缩的
城市两级分化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北上广深不再是唯一

选择
——经济发展好、就业空间

大、“抢人大战”、公共设施完善，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人们为什么喜欢向这些城市聚集？
在某银行工作的小方自大学毕业便选择

到杭州定居，并于去年在杭州买了房。“选择
杭州定居，一是因为工作机会好，二是杭州
环境好，而且各类生活设施都很完善。更重
要的是，杭州这几年发展速度很快，几家大

的互联网公司总部都在这里，各种新业态迅
速崛起，我很看好这座城市的发展。”

选择一座城市，首先看经济条件。
与“千万人口俱乐部”齐名的还有“万

亿俱乐部”，即 GDP 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城
市，而两大“俱乐部”名单重合率颇高。北
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 2018 年 GDP 之和高达
11 万亿元，无疑是中国创造财富最多的 4 座
城市。除此之外，天津、苏州、重庆、武
汉、成都、杭州、郑州等城市，既属于“千
万人口俱乐部”，也属于“万亿俱乐部”。良
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很多人选择一座城市
最基本的考量。

就业空间。王家庭表示，收入高、就业
机会多的城市自然而然具有人才吸引力。去
年毕业的小林，就是冲着某科技公司开出的
40 万元年薪选择了杭州，放弃了北京户口。

“比起户口，我更看重职业发展空间，杭州那
边不仅给的工资高，未来发展空间也更为广
阔。”小林说。

政策引导。“抢人大战”近年来愈演愈
烈，新一线城市中的武汉、长沙、西安等提
出百万青年人才计划；二三线城市实行“零
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给
予住房补贴或提供人才公寓等福利性政策。

“落户政策的放松，相当于降低了人口的准入
门槛，短期内自然会吸引大量人口涌入。”王
家庭说。

公共设施。医疗水平、教育资源、交通
设施等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也是吸引并留
住人才的重要因素。王家庭表示，“娱乐设施
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学毕业生来说，
在5G时代，是否有完善的互联网公共服务十
分重要。因此，杭州、成都等‘网红城市’

对年轻人吸引力更大。”
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小陈表示，

今年北京落户格外难，能给北京户口的单位
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高。“先在北京干着
吧，或许过两年就回老家或者去别的新一线
城市发展。”

北京、上海户籍政策的收紧、其他新一
线城市户籍限制的放宽，以及公共设施、福
利条件等因素，令更多人把目光从北上广深
转向了新一线城市。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和选
择，正在慢慢转变。

一味“抢人”不是好

办法
——保障设施跟不上，人口快

速聚集易造成就医难、入学难等问

题，要把城市能提供的和人们所需

要的结合好

人口规模的增长，给城市带来了哪些新
变化？

家门口通了 7 号线地铁，沿江景观越来
越漂亮，一条条新路陆续修好……这是武汉

“土著”万先生近年生活中最可喜的变化。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感觉苏州整个城

市的气质也变了，从以前的江南小城变成了
保留了原本特色的新都市。例如俗称‘大秋
裤’的东方之门、正在建设的江苏第一高楼
金融中心、新地标太湖新区等，苏州的城市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州生活了
近10年的小刘表示。

房价上涨，也是这些城市加入“千万人
口俱乐部”后的共同变化。以西安为例，

“西安市场这两年房价上涨力度的确较大，
其原因在于西安在人才导入等方面政策力度
较大，而人才引入加大了市场购房需求。此
外，西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快，尤其是轨道
交 通 建 设 过 程 中 ， 相 关 楼 盘 价 格 上 涨 明
显。”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分析。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王家庭分析，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容

易在一定时期内降低这些城市的人均公共服
务、社会福利水平，对当地居民生活可能造
成一定的不便。

小刘对此深有感触：“虽然苏州医院数量
不少，但是还不足以满足1000多万人口的就
医需求，各大医院排大队的现象很常见。学
区房的价格近年来更是飞涨，甚至出现了单
价突破10万元的学区房。交通也变得越来越
拥堵，路上跑的私家车数量明显多了。地铁
以前只有早晚高峰会略为拥挤，现在平峰期
的客流量也很大。”

旅游城市杭州更是如此，每到节假日都
会因为人多而上热搜。小方说：“周末想去商
场逛街、去西湖散散心，只要一想到拥堵的
城市交通和巨大的人流量就不想出门了。”

各地通过“抢人大战”抢到了人才，如
何留住人才却成了难题。

王家庭分析，地方政府要对城市资源承
载力有一个科学的评估。不能盲目“抢人”，
要考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因素能否支撑
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此外，各地政府在进行

“抢人大战”时，应更加关注人的素质。不同
城市需要的人才类型不同，有的需要劳动型
人才，有的则需要研发型人才。“城市能提供
的和人们所需要的，两者要结合好，才能促
进城市发展。”

“人口，是社会发展基础性因素，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未来。”王家庭说，各地
的“抢人大战”不太可能停下来，面对短期
内涌入大量人口，各地应提前做好预案，做
好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继西安、郑州常住人口接连突破千万之后，今年上半年杭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006万人，有望成

为中国第16座千万人口城市——

“千万人口俱乐部”究竟有啥吸引力？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又有一座城市即将加入全国
“千万人口俱乐部”！近日杭州市统
计局发布2019年 5月份月报显示，
杭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
1006万人。杭州，成为中国第 16
座千万人口城市指日可待。

人口规模破千万对一个城市意
味着什么？这些城市有哪些共同
点？为什么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

★经济条件：多为“万亿俱乐部”成员

★就业空间：收入高、职业发展前景好

★政策引导：各地纷纷上演“抢人大战”

★公共设施：医疗、教育、交通

为什么选择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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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贺勇） 哪些政府信息应当公开、通
过什么形式公开、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必须公开……这些
曾经模糊的问题如今在北京有了“标准答案”。记者从北
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获悉，7月23日，北京市49个市级部
门主动公开信息全清单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向社会公
开发布，共涵盖 5116 种业务事项、8638 条政府信息、
30696项内容标准，列明应主动公开的全部政府信息和全
部公开要素。此类主动公开信息全清单在国内尚属首例，
标志着北京市已完成政务公开地方性标准建设，进入“精
准公开、贴心服务”的新发展时期。

全清单实现了“一单”到边，信息全覆盖。目前
各 地 编 制 出 台 的 信 息 公 开 清 单 基 本 是 以 重 大 建 设 项
目、公共资源配置、财政预决算等重点领域为主，尚

无涵盖全部政府信息的清单标准。而此次北京市发布
的主动公开信息全清单，是在市属全部行政机关、对照
全部工作职责、梳理全部业务事项、列明全部政府信息的
基础上，将应主动公开的全部政府信息全都纳入清单，并
注明内容标准、公开方式、公开时限等全部公开要素，以
摸清政府信息“底数”，消除公开“模糊地带”，制定公开
查询“字典”，提供检索信息“指南”，实现权力运行全覆
盖、管理服务全覆盖、清单类别全覆盖、公开标准全
覆盖。

据了解，9月底前，北京市各区政府、333个街乡镇也
将通过本单位门户网站发布主动公开信息“全清单”，形
成市、区、街道 （乡镇） 三级公开规范，让外界看得到、
听得懂、易获取、能监督、好参与。

本报乌鲁木齐电 （记者李亚楠） 近日，2019 年
“母亲微笑行动”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在新医大五附院
正式启动，110多名唇腭裂患儿接受筛查后，最终符合
手术指征的患儿将接受免费矫形手术和相关治疗。

活动发起人韩凯介绍，今年是“母亲微笑行动”
第十二次走进新疆，第八次走进乌鲁木齐，过去五年
在新医大五附院共为811名各族唇腭裂患者实施了矫正
手术和相关治疗。

当天，121 名医疗志愿者以及社会志愿者对陆续
前来的患儿做筛查。五附院专门开辟三个病区，腾
出 3 间手术室，并抽调百余名医护人员全天候为患儿
及其家属提供帮助和服务。除常规手术注意事项之
外，五附院护理人员还将解决语言不通、患儿普遍

低龄、营养差、病情变化快等困难，按病员情况及
护理人员能力合理排班，夜班护士均由擅长双语且
工作经验丰富的护士承担，保证夜间病情监测准
确，治疗按时顺利进行，能及时做好突发应急情况
处理。

据悉，“母亲微笑行动”前身是中国“微笑行
动”，作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品牌项目，专门为贫困
家庭的唇腭裂及面部畸形的患儿提供免费救助治疗的
公益慈善组织。“由于贫困，基层不少已经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的唇腭裂患者，因面容产生自卑、自闭心理，
难以融入社会。‘母亲微笑行动’不仅帮助他们重新回
归社会，还避免了贫困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
境。”韩凯说。

为符合指征的唇腭裂患儿免费进行矫形手术和治疗——

“母亲微笑行动”第12次走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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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主动公开信息全清单编制出台——

北京政务公开有了快查“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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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都有谁？成员都有谁？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新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武汉、

苏州、郑州、西安

★省会城市：石家庄、哈尔滨

★其他：南阳、临沂、杭州（有望成为第16座）

▲图①：夜幕中的江苏苏
州工业园区国际金融中心和东
方之门。

阙明芬摄 （人民视觉）

◀图②：市民在武汉地铁7
号线三阳路站搭乘地铁。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图③：7月14日，杭州迎
来暑期旅游高峰，西湖景区游
人如织，断桥成“人桥”。

（人民视觉）

“千万人口俱乐部”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