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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3月19日下午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很
多重大改革已经进入推进落实的关键时
期，改革任务越是繁重，越要把稳方向、
突出实效、全力攻坚，通过改革有效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继续把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突
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
革举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

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
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
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
《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实施意
见》、《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的意见》、《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
意见》。

会议指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要围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更加注

重抓好大保护，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
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要更加注重
抓好大开放，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引领
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
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
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要更加注重推动高质
量发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会议强调，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
力量。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强化成果导向，精简科研项目管理

流程，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
机制，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自主权。
要坚持国家目标导向，自觉服从服务于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分类改革，精准施策，加
强监管。

会议指出，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
特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
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不同行
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创新成果应用转化
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
体制，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整顿软弱涣
散的村党组织，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带头
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挥农民在乡村
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
统文化。

会议指出，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
合共享，要坚持应进必进、统一规范、公开
透明、服务高效原则，加快推进平台交易全
覆盖，完善分类统一的交易制度规则、技术
标准、数据规范，创新交易监管体制，推动
公共资源阳光交易，着力提高公共资源配
置效率和公平性。 （下转03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强调

把稳方向突出实效全力攻坚
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

常住人口连续8年增长
201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8341万人，比上年增

加3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361.5万人，乡村人口
3979.5万人，城镇化率52.29%。全省常住人口数排
前十位的市（州）分别是：成都市、南充市、达州市、凉
山州、绵阳市、宜宾市、泸州市、内江市、德阳市、巴中
市。10个市（州）常住人口之和占全省常住人口总
量的比重为69.2%。

“201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为8341万人，总量占
全国人口的6%，总量居全国第4位。从2011年开
始，四川常住人口已经连续8年实现增长，从2010
年的8041.8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8341万人，平均
每年增加37.4万人。”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智表示。

陈智介绍，全省常住人口持续平稳增长主要有四
个原因。一是四川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2011
年以后持续增加，尤其是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后，四川出生人口增加较多、死亡人口保持平稳，这
是全省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四川经济稳定增
长和提质增效，吸引各类人才来川就业创业。三是四
川大力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就业创业。四
是四川宜居宜游环境吸引省外人口入川定居。

全省常住人口8341万
已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 二孩比例首次超一孩

“二孩出生数量的明显增加在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
的影响，有利于增加人口数量、改善
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陈智说，2016年初四川“全面两孩”
政策落地，2016年、2017年、2018年
我省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有较大幅度
提高，出生人口分别为 86.1 万人、
93.5 万人、92 万人；出生率分别为
10.48‰、11.26‰、11.05‰。虽然

2018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比2017
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单独两孩”和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水平，出生
人口比常年多出生10万以上，出生
率也比政策前高1个多千分点。

从生育孩次看，2018年人口变
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一孩比例为
45.15%，比上年下降1.98个百分点；
二 孩 比 例 首 次 超 过 一 孩 ，达 到
47.05%，比上年上升0.16个百分点。

百万人口县（市、区）达20个
人口第一大县是安岳

你以为四川百万人口大县只有眉山仁寿县和资
阳安岳县吗？远不止！

人口统计公报显示，四川常住人口超百万的县市
区有12个，分别是：成都市武侯区、成都市双流区、成
都市金牛区、仁寿县、资中县、渠县、安岳县、中江县、
简阳市、三台县、达州市达川区、宣汉县。

而从户籍来看，数量更多，全省户籍人口百万人
及以上的县（市、区）有20个。
其中，前10个分别是：安岳县、
仁寿县、简阳市、三台县、中江
县、渠县、双流区、宣汉县、武侯
区、南部县。其中，安岳县
157.5 万、仁寿县 154.0 万、简
阳市150.7万，均突破了150万
大关。

2018年四川省人口统计公报发布

家乡有俏货 书记来代言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启动“四川扶贫 书记代言”大型公益活动

四川全省有多少人口？人口第一大县是安
岳还是仁寿？四川老龄化水平如何？这些
疑问备受外界关注。3月19日，省统计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18年四川省人口统计公
报”，权威回答了这些疑问。

数据显示，2018年末，四川全省户籍人口9121.8
万。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762.5万人，占人口总量的
21.13%。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181.9万人，占人口总
量14.17%，这意味着四川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时代。

户籍人口9121.8万人
省公安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省户籍

人口9121.8万人，这意味着，四川户籍人口距离过
亿仅一步之遥。其中城镇人口3271.5万人，乡村人
口5850.3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87%。

全省户籍人口数排前十位的市（州）分别是：成
都市、南充市、达州市、宜宾市、绵阳市、凉山州、泸州
市、广安市、内江市、德阳市。10个市（州）户籍人口
之和占全省户籍人口总量的比重为75.1%。

焦点解读

“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但是
四川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依然
存在。”陈智说，从我国认定的劳动年
龄看（国内统计口径），2018年全省
15-59岁人口5201万人，占人口总
量的 62.35%，比 2017年增加 33万
人，比重增加0.1个百分点。

从国际认定的劳动年龄看（国际
统计口径），2018年全省15-64岁人
口 5781 万 人 ，占 人 口 总 量 的
69.31%，比2017年增加19万人。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统计口径，
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超过5000
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仍达4800多万
人，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在一
定时期内依然存在。”

陈智进一步解释，人口红利是
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
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人口
总抚养比”是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
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表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
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当总抚养
比小于或等于50%，就称为人口红
利期。

“2016年至 2018年，四川总抚
养 比 分 别 为 43.069% 、44.08% 、
44.29%，不足50%，说明当前四川仍
处于人口红利期。”陈智说。
本组稿件采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秀江

公报显示，2018年，四川全省60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762.5万人，占人
口总量的 21.13%，比 2017 年提高
0.04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4.8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
点。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181.9万
人，占人口总量 14.17%，比全国高
2.23个百分点。

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除西
藏外，其余30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
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均超过7%。我

省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仅次于山
东，位于全国第二；占人口总量的比
重的14.17%，仅次于辽宁、上海和山
东，位于全国第四。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
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
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
入超老龄化社会。”陈智表示，“2018
年，四川省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给经
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2018年出生人口92万
二孩比例首次超过一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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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中国法学会第八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1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
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到会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
琨受党中央委托，发表了题为《在全面依法治国
新征程中实现新担当新作为》的致词。郭声琨首
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法学

法律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第七届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主持会议，并

代表第七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总结中国法学会过去五年工作，研究部署
今后五年工作，选举产生中国法学会新一届理事
会和领导机构。

中国法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到会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