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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多力量大到人口危機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這和

曾經出現的嬰兒潮有關。人口的

增多帶來了人口紅利，初期中國

經濟的發展和人口有較大關係。

但是，隨著計畫生育政策的實施

和後續放開管制，中國人口被行

政手段控制脫離正常狀態，人口

紅利逐漸消失的同時，人口危機

正在不斷逼近。 1949 年之後，中

國先後出現過 3 次嬰兒潮。

第一次嬰兒潮出現在 1949 年

後不久，為全球二戰後嬰兒潮的

組成部分之一，當時中央政府實行

鼓勵生育政策，人口增長率將近

300%。 1953 年，中國進行了歷

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截止到 1953 年 6 月 30 日，中國

人口總計 5.4167 億人。

1958 年春，一些地方進行了

超社界、鄉界甚至縣界的生產協

作。毛澤東 3 月在成都召開的中

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此表示讚

賞。 1958 年 4 月 15 日，毛澤東

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提出

「人多力量大」的觀點：「人多議論

多，熱氣高，幹勁大。」

由於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

導致全國性大飢荒，第二次嬰兒潮

出現在 1962 年後，高峰在 1965
年，持續至 1979 年，當時由於中

國經濟情況稍微好轉，補償性生育

來勢很猛，人口出生率在 30% ～

40% 之間，平均達到 33%，10 年

全國共出生 2.5 億人。是中國歷史

上出生人口最多，對後來經濟影響

最大的主力嬰兒潮。

第三次嬰兒潮出現在 1986 年

至 1991 年，是因為第二次嬰兒潮

出生的人們開始成家立業，進入生

育年齡而產生，這也稱作回聲嬰兒

潮。其中 1990 年是這 6 年中出生

人口最多的一年。由於計畫生育政

策，此次嬰兒潮出生人口總量雖不

及第二次嬰兒潮，但也有1.3億人。

在經濟學上，人口紅利是指

因為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

升，所導致的經濟成長效應。一個

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

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

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

的局面。

「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

務」是相對應的。 2013 年 1 月，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2012 年中國 15 ～ 59 歲勞動年齡

人口在相當長時期裡第一次出現了

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 345 萬人，

這意味著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同時

人口撫養比也在逐漸增高。人口撫

養比也稱人口負擔係數，是指人口

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

齡人口數之比。它表明，從整個社

會來看，每 100 名勞動年齡人口負

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

中國人口規模的長期變化趨

勢，一定程度上受到計畫生育政

策的變遷的影響。 20 世紀 70 年

代以來中國開始實行計畫生育政

策，1980 年開始進一步嚴格生育

調節，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

央發文「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

孩子」。短短 10 年內，中國育齡

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 1970 ～ 1975
年間的 4.8 降至 1980 ～ 1985 年

間的 2.6。 1990 ～ 1995 年間已經

中國人口被行政手段控制，脫離正常狀態。（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70
年彈指一揮間，世界處於大變革時

期，中國經濟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針對一些企業加速向東南亞轉移的

情況，中共發改委 10 月 21 日表

示，這是正常的市場現象，而在此

前其另有說法。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民營企業

也正在隨著外企撤離的步伐轉移其

業務。

10 月 21 日，中共發改委發言

人袁達在發改委例行發布會上稱，

企業加速向東南亞轉移的情況是正

常的市場現象；中國企業在進行境

外投資時，面臨投資所在國用地、

用工、政策不穩定和文化、法律差

異等困難風險。

但是，此前發改委是另一種

說法。據發改委 7 月 16 日表示，

近期在媒體上出現了有關中國企

業特別是製造業外遷的報導，「對

此，我們應該有一個客觀理性的分

美商務部認定從中國的  
鋁電線電纜存在傾銷

【看中國訊】美國商務部 10
月 22 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

鋁電線和電纜進行的反傾銷和反

補貼稅調查做出肯定性的最終裁

定，認定中國的出口商以低於公

平價格在美國出售了這些產品。

此外，商務部確定，中國出

口商獲得了 33.44% 至 165.63%
的補貼。商務部在今年 6 月做出

肯定性的初步裁定。

商務部說，美國 2018 年從

中國進口了估計價值為 1 億 1
千 5 百萬美元的鋁線和電纜。

商務部在一份聲明中說，美

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計畫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左右做出最終損害

決定。

中國豬肉出廠價格週平均值

同比上漲145.4%
【看中國訊】根據中國農業農

村部信息中心和山東卓創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聯合監測，2019 年

第 42 週（即 10 月 14 日 ～ 10
月 18 日），16 省（直轄市）瘦

肉型白條豬肉出廠價格總指數的

週平均值為每公斤 46.72 元人民

幣，環比漲 5.6%，同比大幅上

漲 145.4%。

下游市場對大體重生豬需

求量增加，而生豬存欄量維持低

位，供應緊張，促使生豬和豬

肉價格均上漲。此前在 10 月 17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舉行例行發

布會，介紹三季度重點農產品市

場運行情況，表示在中國新年前

豬肉價格將高位運行。

析……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中

國製造業外遷的規模並不大……總

體可控。」 
下一步，抓緊推進重大項目開

工建設，加強項目資金保障，防範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當時《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

新元分析認為，外企因中國的經營

環境惡化而撤離，中共各級政府用

行政手段拖延時間、為難外企，發

改委說的中國企業撤離「可控」應

該比對付外企的手段更惡劣。

另外，發改委的表態意味著下

一步又要回到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

長的老路上。

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下滑、

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影響，外企在加

快撤離中國的腳步。

隨著外企撤離中國將生產線轉

移到其他國家，中國的企業，尤其

是民營企業也隨著外企撤離的步伐

轉移其業務。

財經分析人士蔡慎坤認為，民

營企業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現在出

手顯然已經晚了。

這幾年的國進民退，嚴重破壞

了市場規律，動搖了千千萬萬民營

企業的信心，也給未來大規模的失

業潮埋下了隱患，希望能看到實質

性的拯救措施。

企業加速撤離 發改委又有新說法 財經簡訊

（Adobe Stock）

府的關稅行動只是推遲，並沒有取

消，已實施的關稅行動對中國就業

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顯現。」于春海

強調，現有根據各行業銷售利潤率

進行的測算表明，加徵關稅的幅度

如果達到 21 至 24%，對就業的負

面衝擊將會迅速顯露。

他表示，如果關稅進一步提

高，通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

器材製造業、橡膠和塑膠製品及金

屬製品等行業可能會出現較大規模

的失業，廣東、浙江、江蘇和山東

等，對美出口行業較為集中的省分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

略研究院 21 日發布報告認為，

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壓力並沒有消

失，未來一段時間，中美貿易戰

演變可能嚴重衝擊中國就業。

這份名為〈宏觀經濟月度數據

分析報告（2019 年 10 月）〉的報

告指出，當前中國面臨的結構分

化問題，如製造業和服務業分化

加劇，製造業和服務業內部結構

升級趨勢放緩等。人民大學經濟

學院教授于春海在報告發布會上

說：「中美經貿關係暫時緩和，但

相關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美國政

【看中國訊】北京一面與美

國談判承諾降低市場准入障礙，

一面以提供龐大市場為條件，要

求全球主要藥廠提供巨大折扣、

大降新藥價格。全球製藥業龍頭

輝瑞（Pfizer）、羅氏（Roche）
等已經屈服於北京的空前壓力，

同意在新藥方面打三折換取市場

准入。

據《自由時報》引述彭博社

報導，北京政府面臨不斷增加中

產階級、人口老化等壓力，為了

迅速建立一套價格低廉、質量佳

的醫療體系，並控制國家預算成

本，直接要求全球大製藥公司大

幅降價，以換取獲得中國龐大的

病患資源。

據悉，在北京強勢的干預

下，全球大藥廠輝瑞、羅氏等已

經同意在「新藥」方面，削減藥

價最高達 70%。

據報導，中國國家醫保局將

啟動新一輪醫保藥物准入談判，

包括：多款癌症標靶藥物、類風

濕藥物、罕見病藥品在內，已敲

定 128 個擬談判藥品，均為臨

床價值較高、價格昂貴的獨家產

品。彭博指出，在非專利藥方

面，北京透過「藥品帶量採購」

的大量購買計畫，硬是使「學名

藥」價格平均壓低了 52%。北

京利用第二大經濟體的市場准

入，採行此空前介入斡旋的做法

及結果，不僅影響中國病患，也

衝擊全球醫療產業的未來。

中共政府過去屢透過「反壟

斷法」來干預市場運作，主要鎖

定外國品牌廠商定價，涵蓋製

藥、嬰幼兒配方奶粉、汽車等，

有時甚至祭出鉅額罰款。

可能會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

此外，報告指出，今年前 8 個

月高科技產品和機電產品累計進口

增速的下降幅度，明顯高於整體進

口的增速降幅；而在國家分類上，

中國對美國貿易出現更大程度下

滑，反映出中美貿易緊張狀況不利

於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的進一步

優化，也會對其國內製造業結構升

級產生不利影響。

10 月 22 日，中國工業和信

息化部新聞發言人黃利斌說：「以

開放的心態看待中美之間的貿易

摩擦。」並繼續對外資擴大行業開

放，包括：電信、網絡、信息技

術、汽車等。黃利斌在記者會上保

證說：「我們不會盲目強調『自主

可控』，不會與國際產業的發展脫

鉤。」北京當局此前反覆強調中國

核心技術要「自主可控」。行業參

與者認為，這個立場實際上就是支

持本國的供應商，歧視外國企業。

貿易戰損傷就業 北京忙承諾 中國要求外國製藥公司
降價以換取市場准入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中

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發布報告認為，美國加徵關稅的幅

度若達到21至24%，貿易戰對中國
經濟及就業負面影響迅速顯現。10
月22日，北京再做出承諾。

（Getty Images）

下降到更替水平 2.1 以下，此後一

直處在低生育水平，2010 ～ 2015
年估計為 1.6，位於世界低生育率

國家行列。

為了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官方於 2014 年開始實施「單獨兩

孩」政策，允許夫妻雙方或一方

為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兩個子女；

2015 年底進一步實施「全面兩孩」

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

女。 2017 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

12.4%，比 1980 年下降了 32%。

2017 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

5.3%，還不到 1980 年的一半。

近日，一些城市陸續公布了

2019 年上半年出生人口的相關數

據，呈現總體下降趨勢。

從全國數據來看，2018年中國

出生人口為 1523 萬人，較上年減

少約 200 萬，是連續第二年下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

所教授李建民 2019 年 8 月 5 日對

媒體表示：「政策調整效應在今年

應該消失了，因為補償性生育在過

去 3 年中已經完成了。如果生育率

不能回升，出生人口就會持續減少

下去。」中國人口的變化，完全在

政府的管制當中，從鼓勵生育到控

制生育，再到鼓勵生育，這種行政

手段管制人口的行為世間罕有，對

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2013 年 11 月 11 日，中國國

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宣傳司

司長毛群安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自

20世紀 70年代以來的 40多年，我

國由於計畫生育累計少生了 4 億多

人。」「我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解

決人口與發展問題做出了表率，樹

立了負責任人口大國的良好形象。」  

中國經濟
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