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也

在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是否还有机会逆转？若人口总量持续下降，是

否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适应和动态均衡的过程，我国已经进入了

人口“零增长区间”，可能仍会有小幅波动，但确实在负增长通道中。

贺丹表示，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人口竞争主要是素质竞争而不是数

量竞争，未来10年到20年之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还会持续增长。

北青报：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终身无

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已接近10%。在生育意愿低迷的情况下，

低生育率还有机会逆转吗？

贺丹：低生育率是一个大趋势，可能会有波动，但很难逆转。

人口学中有一个生育更替水平的概念。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也就是每

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以保证人口整体数量不下

降。北欧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有过波动，曾经有段时间在1.8左右，现在也下降

了。

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目前处于极低水平，生育意愿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以目前

的情况，低生育率在中国也不太可能实现逆转，可以有一定的修复回升，以后回升

的天花板不可能超过理想子女数。

北青报：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有说法认为，长期来看，

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您怎么看？

贺丹：人口负增长其实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一个结果，这是人口变动的

自然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也不太可能逆转。我之前提出过人口“零增长区

间”的概念，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负100万，就是“零增长区间”。按照这个概

念，从2019年开始，我国就已经进入到了“零增长区间”。在这个区间范围内，人口

可能会有小幅波动，但确实是在负增长的通道中。

北青报：人口负增长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或者人口红利窗口期已经关

闭？

贺丹：我也听到过很多人担忧说，是不是人口负增长，中国经济就不发展了？实际

上不是这样的。人口的变动都是中性的，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影响因

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生育意愿持续下降，我国的低生育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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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适应和动态均衡的过程。促进人口和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人口红利窗口期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较丰富且被抚养人口比较少的人口转变阶段，

在人口学概念中，一般认为，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我们测算

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还没有关闭，可以持续到2030年前后。我们说人力资

源不仅仅是人口数量，还包括人口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素质、文化素质等方方面

面，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可以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未来人口竞争主要是素质竞争而不是数量竞争。虽然人口总量在下降通道，但我国

人力资源总量还在持续增长。

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潜力取决于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随着新增劳动

力素质快速提升，人均劳动力素质也在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也一直在持续提

升。综合多个机构的测算结果来看，未来10年到20年之间，人力资源总量还会持续

增长。

我们不要太担心人口数量，更要关心人的发展，包括受教育水平、职业发展、就业

状况、收入状况等，这些都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最大潜能和动力所在。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道路上，我们有信心能够利用好我们的人口资源，用好我们14亿人口的磅礴之

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促进家庭的健康。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鑫

举报/反馈

大家都在搜

中国生育意愿低 中国人生育意愿低 为什么生育意愿下降 中国农村生育意愿低

生育率继续下降 未来生育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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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取决于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财富分配，人口不是决定性原因。未来是素质竞争不是数
量竞争。所以提高全民身心健康和文化教育素养很有必要。

未来是素质竞争不是数量竞争。所以提高全民身心健康和文化教育素养很有必要。

科举文化

素质是筛选出来的。

发表

家山大博

03-05 07:25 广西 回复 345

努力活的人

03-04 21:08 浙江 回复 246

烦死我go

03-05 12:59 广东 回复 3

编号397739687

百度一下 百度首页 登录

https://baidu.com/s?word=%E4%B8%AD%E5%9B%BD%E7%94%9F%E8%82%B2%E6%84%8F%E6%84%BF%E4%BD%8E&rsv_dl=feed_landingpage_rs&from=1020853i&rsf=
https://baidu.com/s?word=%E4%B8%AD%E5%9B%BD%E4%BA%BA%E7%94%9F%E8%82%B2%E6%84%8F%E6%84%BF%E4%BD%8E&rsv_dl=feed_landingpage_rs&from=1020853i&rsf=
https://baidu.com/s?word=%E4%B8%BA%E4%BB%80%E4%B9%88%E7%94%9F%E8%82%B2%E6%84%8F%E6%84%BF%E4%B8%8B%E9%99%8D&rsv_dl=feed_landingpage_rs&from=1020853i&rsf=
https://baidu.com/s?word=%E4%B8%AD%E5%9B%BD%E5%86%9C%E6%9D%91%E7%94%9F%E8%82%B2%E6%84%8F%E6%84%BF%E4%BD%8E&rsv_dl=feed_landingpage_rs&from=1020853i&rsf=
https://baidu.com/s?word=%E7%94%9F%E8%82%B2%E7%8E%87%E7%BB%A7%E7%BB%AD%E4%B8%8B%E9%99%8D&rsv_dl=feed_landingpage_rs&from=1020853i&rsf=
https://baidu.com/s?word=%E6%9C%AA%E6%9D%A5%E7%94%9F%E8%82%B2%E7%8E%87%E4%B8%8B%E9%99%8D&rsv_dl=feed_landingpage_rs&from=1020853i&rsf=
https://www.baidu.com/
https://www.baidu.com/
https://passport.baidu.com/v2/?login&tpl=mn&u=https%3A%2F%2Fbaijiahao.baidu.com%2Fs%3Fid%3D1759432514072728143%26wfr%3Dspider%26for%3Dpc


全部6条回复 

这是个真专家   

的确是！

生与不生，看自家条件。

国家要加快发展步伐，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带动个人收入增高，收入高了愁娶媳妇吗，愁养孩子
吗

根本不是收入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以前那么穷，不也愿意结婚生娃？你收入增加了，
别人增加的更多，比较起立，你仍然会过得很艰难。

收入和物价是正比的，你收入高10块，物价贵10倍··············

全部3条回复 

正常压力太大

生孩子后家庭收入降低，生活质量下降，孩子养育成本高，这才是不生孩子主要原因

还有孩子的建康问题，现在年轻人都看到结婚后的家长逼成了老师，给家长增加了负
担。

996不是为了钱和生活吗？

全部3条回复 

不是育龄妇女的问题，二是男的普遍没钱，养不起！

不是男的没钱，是男的普遍找不到女朋友。30岁没谈过恋爱的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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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事必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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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陆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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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啊，养男人，生娃，中国女人世界第一

全部9条回复 

原因错综复杂！至少有一样结婚彩礼越要越高也是原因之一！

根本原因是男的普遍没女朋友。特别是工科专业。俗称工科男，一直是男女相亲中最受
歧视的群体！

古代男人百分之四十的光棍率

全部16条回复 

女人太难了，管了孩子上不了班，上了班管不了孩子，太累

我们这都是早中晚三托儿，早上可以去家里接孩子吃饭然后送上学，中午接吃饭睡午
觉，晚上可以吃饭加看着写作业到8点，晚上你要下班早可以早早接走，下班晚点接也
没事，周六周日也可以托管

我婆婆就不支持生二胎，不是她不爱带孩子，而是她三个儿子因为家穷差点没娶上媳妇。  

现在女人找男的 还要考虑是不是独子家庭的，优势就不用说了吧

哈哈哈哈

全部13条回复 

去年生了二胎，没有强大的心理准备和家人帮助及经济支撑，风险真的好大。从备孕到现在孩子
半岁，经历了媳妇辞职没收入开始，备孕期间的检查和保胎药费用，因羊水破住院保胎，每天只
能平躺输液那种折磨，医生确不紧不慢，几天后开的上午门诊到床前检查，结果下午才来，一查
羊水已经没有了，几天保胎花了钱最终还是早产，上手术前充5千，手术中又充钱，孩子出生后
状态差直接抱到儿科。媳妇出手术室在产科恢复期每天想孩就哭，儿科那边每天就是充钱接电话
需要什么立马送，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两边家人边工作，边轮流做饭、送饭、陪护。二十多天
后孩子出院。结账时，缴了那么多年生育险只能报几百。一切经历后好在孩子健康欣慰。生育风
险真的好大。

怀孕年龄越大风险越大,与身体素质也有很大关系.祝您夫人身体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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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真实

如果我以后有机会有孩子，那么第一胎如女孩就可以生二胎，第一胎如果是男孩就不升二胎了

我的同事两胎都是女儿，已经不准备再生了

这样做，女性的出生比例反而会高

全部8条回复 

大部分都生一个孩子，有的丁克，少部分生二胎，极少部分三胎

那么问题来了，是潇洒一辈子，最后惨几年好呢？还是受苦受累一辈子，换来最后几年
有人照顾好？

有孩子就不凄凉，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不也是人才啊

全部9条回复 

一部分是网店导致很多人失业，收入下滑。另一部分是每天老师喊家长买这样那样，做这样那
样，就像家长可以不赚钱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一样。这就是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和精力。  

网店创造的就业比实体多多了，

我亲戚家的几个妹妹都20多岁了，私下问过他们找对象的事，都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得长的
帅，身材要好，脾气要好，还得有钱 

现在女的就是养得太好，不容易被骗。所以好了，到40-50岁还没被人”骗走“。

感觉挺符合我，长得不差，健身肌肉男，性格温和，年薪十几万。。。

专家说的没问题，未来人口竞争主要是素质竞争而不是数量竞争 支持国家恢复一胎政策   

楚仲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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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带娃导致没收入甚至永久失业问题，和孩子花销未来房子问题。。。不然还是喜
欢多要几个的。

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才能做到幸福：①不结婚②不买房③不生孩子，但凡你少做一样都比现在幸
福。

这几样我全占了，我是不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你真是一个明白人，给你   

我在苏州有6套拆迁房,置换后变成1套工业园区学区房,1套拆迁房,1套门面房,1套生活便利的商品
房......生了一个女儿,我也不想再生了,太麻烦......感觉像是第2次读书......

现在房价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资产将来会急剧贬值。

怎么提高生育率，要多听听育龄女性的诉求

听啥也是跟家庭条件有关，想多生育，必须家庭条件够用，如果，家庭负担太多，他咋
多生啊。养孩子成本也高，一个都维持，怎么多养？

钱、钱、钱。不工作就来钱，最好高攀金枝，一辈子不用干家务，岁月静好。大部分育
龄女性也就这点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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