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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龄化
65岁及以上人口数全国第二

数据显示，2018年，全省65岁及以上人
口总1181.9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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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不只这一
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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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比全国高3.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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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原
因。一是四川是个人口大省，但长期以来人
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四川人
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历年低2个
千分点左右，四川的自然出生人口数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一点，出生人口少，自然老龄人口
就比较多。二是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大量
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量老年人留守家中。而
我们统计常住人口，是指在省内居住超半年
以上的人口，这也是导致四川老龄化程度较
高的重要原因。第三个比较特别的原因，就
是四川有很多地方，拥有得天独厚的宜居优
势，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老年人，特别是西
藏、青海、甘肃等西部省份的老年人到四川来
居住，这也推高了四川常住老龄人口的增量。

2018年四川户籍人口9121.8万人，常住人口为8341万

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 二孩比例首超一孩
19日，四川省统计局召开“2018年四川省人口统计公报”新闻发布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为8341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39万人，
总量居全国第4位，位次与去年保持不变，总量占全国人口的6%。其中，成都
新增常住人口28.53万，占全省常住人口增量的73%左右。

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智表示，12个县（市、区）常住人口达百万及
以上，经济总量合计超过6500亿元，占全省经济比重超过15%。12个县GDP
均超过200亿元，其中3个县（双流、金牛、武侯）经济总量超过千亿，占全省千
亿县数量的一半。

四川常住人口连续8年增加

数据显示，四川常住人口自2011年开
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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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常住人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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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会上陈智介绍，全省常住人口持
续平稳增长主要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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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吸引大
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脱贫致
富；四是四川得天独厚的宜居宜游环境和
开放共享的包容性，吸引省外人口入川定
居。

另外，2018年，四川省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52.29%，比2017年增加1.5个百分点，
增幅居全国第3位。

四川省公安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末全省户籍人口9121.8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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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人口大县经济总量超6500亿
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达百万及

以上的县（市、区）有12个，分别是：武侯
区、双流区、金牛区、仁寿县、资中县、渠
县、安岳县、中江县、简阳市、三台县、达川
区、宣汉县。

这12个县（区）经济形势发展态势良
好：从经济总量看，12个县（市、区）经济总
量合计超过6500亿元，占全省经济比重超
过15%。12个县GDP均超过200亿元，其
中3个县（双流、金牛、武侯）经济总量超过
千亿，占全省千亿县数量的一半。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四川人口流动
呈现新趋势。一是人口流动更为频繁。
2018年全省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

1310.4万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增加136.4万人，反映出全省各地
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地区间经济联系更加
紧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更加活跃；二是流出省外人员减少。2018
年流出省外人员995万人，继2017年首次
降到1000万人以内再次减少。三是省外
流入人员增加。2018年省外流入130.4万
人呈逐年增多趋势，比上年增加2.4万人，
比2010年平均每年增加2.2万人。总体来
讲，反映出我省经济较快发展，营商环境
进一步改善，为返乡人员、来川兴业人员
创造了较好的发展平台和创业就业空间，
对人口吸纳能力增强。

关于两孩
二孩比例首次超过一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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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2016年—2018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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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省出生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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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国水平相比，2018年全省的
出生率比国家高0.11个千分点（国家为
1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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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智表示，这些数据都说明：“全
面两孩”政策对促进四川生育水平起
到了积极作用，二孩出生数量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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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婷婷）

四川常住人口全国第四

总量居全国第 位

201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为8341万人

比2017年末增加39万人

4204.1万人
50.4%

4136.9万人
49.6%

男性 女性

常住人口：
8341.0万人

户籍人口：
9121.8万人

15-59岁 5201万人
占62.35%

0-14岁1378万人
占16.52%

60岁及以上
1762万人
占21.13%

年龄结构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846万人，占10.14%

高中（含中专）程度
1156万人，占13.86%

初中程度
2712万人，占32.51%

小学程度
2603万人，占31.21%

文盲
423.35万人，占6.08%

2018年各市州人口统计

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 市辖区城镇人口
成都市 1478.1 1633 917.5

自贡市 322.4 292 100.8

攀枝花市 108.3 123.6 65.6

泸州市 509.7 432.4 110

德阳市 386.8 354.5 63.8

绵阳市 536 485.7 123.2

广元市 300.5 266.7 54

遂宁市 365.4 320.2 76.6

内江市 411.8 369.9 72.8

乐山市 350.5 326.7 79.5

南充市 728.7 644 116.9

眉山市 344.4 298.4 65.7

宜宾市 552.3 455.6 117.7

广安市 462.2 324.1 41.2

达州市 665.8 572 102.5

雅安市 153.3 154 33.7

巴中市 368.3 332.2 62.7

资阳市 346.1 251.2 48.3

阿坝州 90.3 94.4

甘孜州 110.1 119.6

凉山州 530.8 490.8 单位：万人

常住人口百万人及
以上的县（市、区）
武侯区 186.9万人
双流区 146.5万人
金牛区 121.7万人
仁寿县 120.1万人
资中县 115.7万人
渠县 111.6万人
安岳县 109.5万人
中江县 107.7万人
简阳市 106.5万人
三台县 105.8万人
达川区 104.6万人
宣汉县 102.2万人

户籍人口百万人及以上
的县（市、区）（前10名）

安岳县 157.5万人

仁寿县 154.0万人

简阳市 150.7万人

三台县 141.4万人

中江县 139.5万人

渠县 134.4万人

双流区 131.7万人

宣汉县 129.5万人

武侯区 129.3万人

南部县 124.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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