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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报告

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使得我国面临着危及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两大密切相关人口安全重大问题：(1)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快速
老化但基本养老保障和老龄健康服务薄弱,而家庭小型化和结构变化
导致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削弱;(2)出生性别比偏高，重男轻女传统陋习
和性别选择流产女婴的非法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另外，家庭小型化产

生的家庭户数快速增长，使得能源消费显著增加。

人口快速老化且缺乏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使得农民养儿防老
现实需求仍然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但是

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重大人口安全问题却由卫计委与老龄委分而治之，

与科学发展观理念相背离。例如，我们曾到山东、四川、海南、江苏、

江西、河北、湖南、广西等地调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亲身体验

到了卫计委与老龄委完全分离使得两个部门难以协调配合，形成两驾

马车分道而驰的局面,很难提高服务效率。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委并
非具有行政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极不利于老龄工作的有效开展。同

时，卫计委主要职能是全民健康、计划生育和家庭发展，而家庭发展

必须包括养老保障及服务。显然，我国目前卫计委与老龄委分离的管

理体制无法有效发动群众、整合资源，对提供基本养老和全民健康公

1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71110107025, 71233001,
7149073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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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扭转出生性别比偏高危险趋势，实现亿万家庭幸福和社会长
治久安非常不利。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大人口大健康”战略来应对相互密切
关联的两大人口安全严峻挑战，尽快将老龄工作纳入卫计委的职能，

并将老龄工作系统并入卫计委系统，承担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障组织动

员工作，全面组织发动所有农村和城镇居民从年轻时就积极参加由政

府配套支持保底的新型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险。当然，养老保险基

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仍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交有关金融机构承

担。我们建议尽快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健康与
家庭福祉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全民健康、计划生育、医疗康复养
老结合的老龄服务、家庭发展，“四位一体”，这也符合国家大部制改
革方向。这一卫计委名称改革实际上将“计划生育”扩展深化为包括
计划生育和老龄服务等的“家庭福祉”，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
国家为他们从出生、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到老年整个生命周期的

个人健康与家庭福祉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导向，在生育率很低和人口

老化压力加剧的新常态下，实现亿万家庭的和谐发展和福祉改善。其

实，这并不是一项开先河之举，例如，印度、孟加拉中央政府早就有

了“健康与家庭福祉部”。在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马耳他等国
也设有以家庭福祉和老龄服务为主要职能的部。

我们建议，借鉴新加坡政府对于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或近邻居
住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在购买和租用政府补贴住房，适当减免个

人所得税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优惠的成功经验，在高度重视与大力发展

社会养老服务的同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家庭养老优良传统，尽快出

台具体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住或近邻居住，既有利

于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在生病时得到适当家庭照料，还可以在不生病

时向子女孙子女提供帮助，促成老人和晚辈“双赢”。另外，为了充
分发挥女儿照料老年父母的优势 ,并避免相对比较可能发生的婆媳
矛盾，我们建议鼓励支持即使儿女双全的老年父母与女儿、女婿同住

或近邻居住，逐步改变我国“外嫁女儿”的传统旧习。简而言之，鼓
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住或近邻居住既有利于应对人口老化严峻

挑战和改善家庭福祉，又可以减少因小家庭户数大幅增加而导致的能

源消费较快膨胀，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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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面临着两大密切相关的人口安全问题

我国面临着危及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两大密切相关的人口安
全问题：一是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快速老化，然而基本养老保障薄
弱。二是出生性别比大幅度偏高。

1．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快速老化，而基本养老保障薄弱

我国 65岁及以上老人将从  2010年的  1.19亿(占总人口   8.87%)增
加到 2050年的  3.6亿（占总人口  25.6%），最需照料的 80岁及以上高
龄老人将从 2010年的   2000万迅猛增加到  2050年的  1.2亿（曾毅，
2015）。我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是西方大国的 2倍以上。而且，
先进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与推广将使更多患病老人被“救”，继续生
存而延长寿命。但是，如果增速迅猛、规模庞大的老年人群基本养老

保障和健康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生活质量下降

和社会不稳定性上升。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型，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

不算高的情况下，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2035年后甚至面临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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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如美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见图 1)。

图1.中国和美国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2015）。

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迁移流向城镇，现在与今后几十年农村
人口老化程度大大高于城镇。2010年农村与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占
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1%与6.7%。在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预测方案
下，如果假定 2010年普查得到的农村向城镇迁移人口绝大部分是年
轻人的年龄结构分布不变，2050年农村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
比例将高达 46.4%，等于城镇的 2.1倍(Zeng and Wang, 2014)。我
们的家庭人口预测还表明，如果假定当前的农村人口迁移年龄结构保

持不变，2050年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空巢”老人占农村总人口比
例将高达26.1%，等于城镇的2.9倍(Zeng  and Wang, 2014)。

自九十年代初开始，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司在全国各地陆续
开展储备积累式社会养老保障试点，发展势头本来很不错，但是上世

纪末和本世纪前期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处于停顿倒退，除了当时领

导不重视与管理上的问题外，另一最主要原因是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

保障司于1998年并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没有与
计生、民政系统类似的农村基层工作网络，致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

组织发动工作面临较大困难。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新型农村养老保障”试点和实施条例
草案，要求当年在10%的农村县开展由国家保底、地方政府和个人共
同缴费参保的“新农村养老保障”试点，2012年底已基本实现全面覆
盖。然而，负责组织动员“新农村养老保障”参保工作的劳动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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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缺乏农村基层工作网络，致使农村养老保障工作面临较大困难
的状况仍然存在。

2.出生性别比偏高

全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在没有婴儿性别选择情况下的正常出生性
别比是105-10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五、六、七
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属正常范围，八十年代初开始偏高，且持续快速

上升，从1981年的108.5上升到1989年的113.8、2000年的120.0，
2010年的117.7与2014年的115.9。我国出生性别比2000年以来有
所下降，但仍然比正常水平高出近11个百分点(国家卫计委，2015)，
仍然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UnitedNations，2015）。相
关研究一致认为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是我国九十年代后半期出生性别

比大幅度升高的最主要原因（曾毅等，   1993;乔晓春，    2004;  Chu,
2001）。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
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发现，养育女儿在老年得到的回报比养
儿子要高得多；主要表现为：与成年儿子相比，女儿孝敬父母的指数

高18%、与老年父母情感关系好的比例高44%。儿女双全但生活不能
自理老年父母对于女儿女婿照料的满意度要比儿子儿媳高67%(Zeng
et al. 2016a)；平时与女儿/女婿交谈最多的老人三年后认知功能显
著下降风险比平时与儿子/儿媳交谈最多老人低16％，死亡率低
7%(Zeng et al. 2016b)。以上养育女儿在老年得到的回报优于儿子
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而且养育女儿回报率更高这一现象，在农村比

在城镇更明显，在高龄老人人群比低龄老人人群更明显(Zeng et al.
2016a; 2016b)。

如何解释这些与农村重男轻女仍然流行（不少人非法性别鉴定流
产女婴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似乎矛盾的研究结果？我们的调查

数据分析提供了答案：农村老年父母从儿子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显

著比从女儿大得多，而农民没有完善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以及所谓

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和“女儿外嫁”封建习俗，导致农民重男轻女并流
女保男。同时，老人与儿媳在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纠葛的可能性相对女

儿大得多(Zeng et al. 2016a; 2016b)。

二、家庭户小型化与结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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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育率大幅下降，离婚率快速上升，结婚率却呈下降趋势，
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大量迁移，许多年轻人远离父母异地就业，传统的

三代同堂模式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而逐渐削弱。这些人口要素变动导

致了在人口增长大大减缓同时，家庭户平均规模持续减小而家庭户数

量迅速上升的发展趋势。如图2所示，中国在1990-2010年和
2010-2030年人口增长幅度分别为 17.9%和7.9%。但是，这两个时期
家庭户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45.1%和27.7%。 2050年我国总人口比
2030年减少4.4%，但是家庭户数继续增长7.7%。

图 2.1990-2050年中国家户数相对增长%与人口规模相对增长%
的比较

数据来源：2010年和1990年数据取自第六和第四次人口普查。2030
和2050年家庭人口预测数据取自Zeng  and Wang (2014).

在人口增长大大减缓、甚至在2029年以后逆转为负增长后（曾
毅，2015），为何我国家庭户数继续较快增长？原因在于家庭户的小
型化，即传统的三代家庭分化，而一人户、一对夫妇户、三人户等小

家庭快速增长。如图3所示，中国的一人户从1990年占家庭户总数
的6.5%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14.5%，翻了2.2倍；而按中方案预测，
2050年我国一人户占家庭户总数比例将高达24.0%。从2030年左右
开始，一人户家庭将取代一对夫妇户而成为仅次于二代户的第二大家

庭户类型。同时，我国三代家庭户比例在1982-2000年间基本持平
（19-20%左右），而2000年以后萎缩，从2000年的20.9%下降到2010
年的17.7%，随后持续大幅度下降到2050年的7.6%。

图4进一步揭示了1990-2050年一人户数及其年龄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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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以前，65岁及以上一人户将从2010年大约1.5千万户迅速增
长到2025年的2.8千万户，而15-64岁年轻一人户增速显著快于老
年一人户，由2010年的4.4千万户增长到2025年的    9.2千万户。
2025年以后，年轻一人户数基本保持在9千万户左右，但是2050年
我国老年独居一人户群体将持续快速增长到4.6千万户，等于2010
年的3.1倍。

图3.1982-2050年中国不同家户类型占家庭户总数的百分比分
布变化

数据来源：Zeng and Wang (2014)

7



 

图4. 1990-2050年中国一人户总数，15-64岁一人户数和≥65
岁老年一人户数变化

数据来源：Zeng and Wang (2014)

三、家庭户小型化对人口老化、能源消费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图2-4和上面概述的我国未来几十年家庭户小型化和结构变化
趋势将对我国人口老化、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我们

认为，至少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影响必须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

注，并需要深入研究对策，弃弊扬利，科学应对挑战。

家庭户小型化和结构的变化与人口老化密切相关。独居及其他情
况下的缺乏家庭成员照料的老人，其健康状况恶化可能性显著增大，

而与子女同住或近邻居住的老人更有可能保持和改善健康状况。例

如，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中国
疾控中心合作组织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大样本数据
的实证研究发现，控制相关协变量后，与空巢老人相比，和子女同住

或近邻居住的老人认知功能显著改善40%，自评健康良好可能性明显
升高32.4%，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大幅提高54.8%。其解释是：在多代同
堂家庭中，子女与老人互动交流，为老人提供更多新鲜讯息，有效延

缓老人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功能性衰退，并避免老人因孤

独空虚引发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而显著改善心理和生理健康（沈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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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国，2012）。国外学者对芬兰、意大利和荷兰老年人的研究亦有相
似的发现（van Gelder et al. 2006)。“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
调查”数据分析还表明，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残障老人的居家人均照
料现金支出比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残障老人显著高出67.8% (曾毅、陈
华帅、王正联，2012)。当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下降或不存在时，养
老托老公寓机构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保健服务需求则大大上升。在

早已步入老龄社会、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非常薄弱的西方发达国家用

于老年人的医疗、社会服务等开支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
而我国的老年社会照料开支占GDP比例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家庭户
小型化而快速大幅增加。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分析还发现，相对于与
父母分隔较远居住的女性，与父母一起居住或近邻居住女性的家务时

间每周明显减少近10个小时，就业可能性增加23.1%，女性就业者每
周工作时间增长9.4小时，男性就业者每周工作时间增加6.2小时；与
父母同住（或近邻）女性自评健康良好可能性上升19.8%（沈可等，
2012）。显然，三代同堂或近邻居住模式有效增强了父母对子女的家
务协助，从而促进子女的就业和工作时数，可实现老年父母与儿女互

助“双赢”（沈可等，2012）。而恰恰相反，西方“个人独立至上”
思潮导致的中华尊老爱幼三代同堂或近邻居住模式的持续弱化将带

来老年父母与儿女“双损”。显然，家庭户小型化和结构变化带来的
家庭养老功能削弱使人口老化挑战更加严峻。

众所周知，能源（比如水、电、做饭取暖燃料）和家用汽车等是
以家庭户（而非个人）为单位进行购买和消费（Gu et al., 2015）。
小规模家庭数的快速增加导致家用能源消费显著增多。例如，如果一

个三代户分化为二、三个1、2、3人的小家庭户，厨房、取暖空调等
耗能设施将由一个增加为二、三个，虽然平均每户能耗可能有所降低，

但是作为能源消费单元的家庭户数快速增长，即使人口增长大大减缓

甚至转变为负增长，也将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大幅增加(Keilman,
2003)，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Liu et al.,
2003)。欧盟国家虽然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增长大幅降低，但是
家庭户能源消费总量却不断显著上升(Lapillonne, Pollier, & Sebi,
2013)。在1999-2007年期间，我国家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年均增长率
达到22%(王勤花等，2013)。其原因除了人口城镇化与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及生活方式改变外，家庭户数快速增加也是主因之一。

我国家庭户能源消耗主要基于电力和煤炭，而这两者都是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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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来源 (冯玲等，2011)。从1992年到2007年，我国来自家庭的
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占基本能源碳排放的40%以上 (Liu et al. 2011)。
根据预测，家庭能源消耗将成为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城市

家庭能源消耗将占未来中国碳排放的至少一半 (Guan et al. 2008)。
由此可见,家庭能源消耗的增加将直接产生环境污染影响。因此，虽
然我国人口增长率已大大降低,十多年后将来成为负增长，但家庭小
型化导致的家庭户数快速增加将使能源消费显著增多，不利于资源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四、整合卫生、计划生育与老龄工作，促进亿万家庭福祉

前面阐述的我国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快速老化和出生性别
比大幅偏高的两大人口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然而，目前这两大问题却

由卫计委与老龄委分而治之，与科学发展观理念相背离。例如，我们

曾到山东、四川、海南、江苏、江西、河北、湖南、广西等地调查农

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亲身体验到了卫计委与老龄委完全分离使得两

个部门很难相互配合，形成了两驾马车分道而驰的局面。更为严重的

是,老龄委并非具有行政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这极不利于老龄工作
的有效开展。目前这种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发动群众、整合资源，对提

供基本的养老公共服务,扭转出生性别比偏高危险趋势，实现亿万家
庭幸福和社会长治久安非常不利。因此，卫计委和老龄委的整合迫在

眉睫，势在必行。

我们建议：采取“大人口大健康”战略来应对相互密切关联的
两大人口安全严峻挑战，尽快将老龄工作纳入卫计委的职能，并将老

龄工作系统并入卫计委系统，承担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障组织动员工

作，全面组织发动并帮助所有农民和城镇居民从年轻时就积极参加由

政府配套支持保底的新型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险。当然，养老保障

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仍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交有关金融机构

承担。我们建议尽快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健康
与家庭福祉委员会”，全面负责抓好全民健康、计划生育、医疗康复
养老结合的老龄服务和促进家庭福祉等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工作。这一机构改革将使广大人民群众感觉到国家为他们
2

2 其实，建议将国家卫计委改名为“国家健康与家庭福祉委员会”并不是一项开先河之举。例
如，印度和孟加拉共和国中央政府设有“健康与家庭福祉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马耳他等）中央政府设有以
家庭福祉和老龄服务为主要职能的部，例如，德国设有“家庭福祉、老年人、妇女和儿童部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罗马尼亚设有“劳
工、家庭、社会保护和老年人部（Minister of Labour, Family, Social Protection and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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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成年到老年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与家庭幸福提供服务和政策
导向，在生育率很低和人口老化压力加剧的新常态下，实现亿万家庭

的和谐发展和福祉改善(胡鞍钢、鄢一龙等,2016)。另外，实行普遍
允许生育二孩政策以后，原来计划生育系统承担的管控二孩生育指标

分配、申请、审批，对一孩夫妇避孕监控，对违规怀孕二孩动员人工

流产，对违规生育二孩夫妇收取罚款与处分等大量日常工作不复存

在，而卫计委扩展为健康与家庭福祉委员会正可以使以前负责这些不

复存在日常工作的计生干部们为我国应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与幸福

家庭发展的新的重任大展身手。

卫计委与老龄委系统整合为“国家健康与家庭福祉委员会”，在
继续全面负责抓好全民健康和计划生育工作同时，将大大有利于发展

与健全包括农民在内的城乡一体化全民养老保障制度，既能有效应对

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又能够通过解除养儿防老后顾之忧，逐步铲除

重男轻女传统陋习，扭转出生性别比不断上升的危险倾向，从而一揽

子解决两大人口安全问题，以实现亿万家庭的福祉改善，一举多得，

何乐不为？

从应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实现家庭幸福并减少家用能源消费
降低资源环境压力的角度，我们建议，借鉴新加坡政府对于三代同堂

和近邻居住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并在购买和租用政府补贴住房，

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优惠的成功经验     (梁燕君，
2014)，在高度重视与大力发展社会养老的同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
家庭养老优良传统，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住或近邻居住 (如复
式单元公寓房)，一方面老人与子女同住或近邻居住既有利于老人享
受天伦之乐，在生病时得到适当家庭照料，还可以在不生病时向子女

孙子女提供帮助，促成老人和儿孙晚辈“双赢”。另外，为了充分发挥
女儿照料老年父母的优势（Zeng et al., 2016a; 2016b）,并避免相对比
较可能发生的婆媳矛盾，我们建议鼓励支持即使儿女双全的老年父母

与女儿、女婿一起或近邻居住，逐步改变我国“外嫁女儿”的传统旧
习。简而言之，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住或近邻居住既有利于应

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和改善家庭福祉，又可以减少因小家庭户数大幅

增加而导致的能源消费较快膨胀，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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