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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

成果文件

主题：促进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和实现非洲人口红利

2018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

中国广州

前言

1. 第二届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学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共同主办，由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和中国南方医科大学承办，旨在加强共识，深化中国和非洲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

南南合作。

2. 100 多名代表出席本届会议，分别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研究机构、智库以及联合国人

口基金会，与会代表交流了中国和其他地方人口红利的经验与教训，并讨论如何通过

跨领域战略和完善政策，促进非洲更好地实现人口红利。

3. 第二届会议重申了 2017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所举行的第一届中非

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决议——第一届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由肯尼亚政府人口与发展

理事会主办——确定了非洲实现持续人口红利的政策优先议题、共同目标和能力提升

活动，并采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所述的路线图，以更

全面地反映“我们希望的非洲”的愿景。

4. 内罗毕会议后，中国政府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启动了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卓越中

心，以促进数据收集、分析与传播方面的能力建设，并提出了若干人口与发展、性和

生殖健康以及妇幼保健领域中非合作的建议。

5.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了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部长级战略对话，在会上通过

了《北京行动纲领》。受到这一文件的启发，广州会议旨在解决当前人口与发展领域

跨领域的问题，包括性和生殖健康、生殖权利、两性平等、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联盟以投资于青少年实现人口红利的《2063 年议程》和路线图。

6. 人口转变是人口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转变为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过程。随着经济

和社会发展，现代医疗保健、教育、用水与环境卫生、技术、电力与交通的改善，婴

儿和儿童死亡率呈下降趋势，最终促使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

重大变化。当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进入 15 岁至 64 岁的劳动年龄时，带来了劳动年

龄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抚养比较低。由于这些人口最终将退出劳动年龄，劳动年龄

人口的增加因国家不同一般会持续 30-40 年，这就是实现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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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口红利并不会因为人口的变动而自动生成，而是向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人赋权、提

供教育和就业的结果。如果社会能够积极吸纳进入劳动市场的大量青年，就可以促进

经济增长；因为此时需要抚养的人口相对较少，各国有能力增加对经济和人力资本的

投资，从而形成人口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8. 实现由绝对和相对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形成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是各国实现“第二

次人口红利”或者说长寿红利的最佳路径之一。第二次人口红利伴随着物质和人力资

本的积累、生产率增长、以及实现积极与健康老龄化。

9. 人口红利实现需要多部门参与和投资。最基本的要求是提高劳动人口的技术和能力，

保障其权利和自由，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年轻人需要获得适当的、高质量的教育、技

能和经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就业市场上取得成功，而这需要更多知识、技巧、

技能和技术专长。如果不能同时创造体面就业的机会、实现有效管理、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和建立有利的商业环境，将大大阻碍人口红利的实现。

10.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让所有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女孩和男孩享有尊严和人权，提高

他们的能力，保障生殖健康和权利，获得体面工作并促进包容性和公平的经济增长，

则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制定政策与投资时，需要各国政府系统收集、监测、

分析和使用人口与社会经济数据，进行规划与预测，特别是记录过去、现在和未来人

口的年龄分布与结构变化。

11.投资于人与人力资本是关键，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就业与创业能力，同时进行实体经

济的生产性投资，出台旨在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并创造工作机会。

这两项条件必须获得满足，才能有助于各国实现人口红利，加速社会和经济发展。

非洲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12.非洲联盟在《2063 年议程》中将“我们希望的非洲”的愿景阐述为“支持一体化、繁

荣、以人为本与和平的非洲”——不让任何人掉队，尤其反映了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发挥非洲人民（特别是妇女与青年）潜力，关爱儿童；使

非洲作为一个强大、团结、坚韧、有影响力的全球参与者和合作伙伴。

13.非洲是全球人口第二大洲，有着多样化的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在非洲国家

中，只有毛里求斯已完成生育率转变，其他 56 个国家中有 5 个国家正在快速临近人

口转变，但没有实现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在经历人口转变，但少

数冲突与冲突后国家则面临复杂而又不确定的局势。

14.根据联合国 2017 年全球人口展望修订版，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超过 2%，

到 2050 年，人口数量将近翻番。在过去十年中，儿童死亡率迅速下降，计划生育需

求增加以及女童入学率提高，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非洲各国可能迅速出现人口转变。

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包括普遍贫穷、妇女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大家庭文化

传统，非洲生育率仍然居高不下，区域间差异明显。特别是在东部与南部非洲区域，

一些国家通过投资于计划生育，已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尽管在过去

十年中，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但在贫富差距、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不平

等仍然是需要严重关切的问题。在许多非洲国家，宗教和文化信仰继续对夫妇的生育

决定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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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非洲青年人口比例较大，3/4 以上的人口不满 25 岁。但绝大多数青年人口的教育水

平低下，缺少技术和处于失业状态，这给家庭和国家资源带来巨大压力。要成功实现

和保持人口红利，必然要实施综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金融部门，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投资，实现善治，保持社会稳定，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开发，创

造高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以及创新和竞争的机会。

16. 战略性、适合非洲情况的实现人口红利的方法是加大计划生育、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投

资，降低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从而加速人口转变。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减少教育中

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预防儿童早婚和强迫婚姻、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以及使年轻妇

女有机会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适当投资，可以

形成有技能和健康的劳动人口，以便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17. 非洲正面临着重大的人口与发展挑战。人口预测显示，到 2050 年，一半以上的非洲

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迄今为止，非洲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缺少规划。快速城

市化推动了大规模的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移，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这些人中多数是

缺乏技能和专业的年轻人。气候和环境条件变化也进一步推动人们（特别是农民）从

农村前往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非洲城市的青年失业率很高，给家庭带来了进一步

的压力。

18. 另一方面，近年由于疟疾和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所导致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

预期寿命延长，非洲老年人的绝对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埃博拉病毒疫情等的出现以及

慢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沉重负担使局势更加恶化，增加了不确定性。非洲潜在“第二

次人口红利”的前景将取决于人均收入增加、储蓄增加、疾病负担减少以及积极和健

康的老龄化。

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19. 中国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的经验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同，在规模、改革和治理方

面独一无二。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截止

到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 10%，人口年均增长率约 0.56%。中国经验

清楚表明，人口转变所创造的机会窗口，只有与相应的经济改革、投资、社会发展政

策、保持稳定相结合，才能转变为人口红利，才能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

20. 自 1949 年成立以来，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中国人口呈现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制定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鼓励晚婚，延

长生育间隔与少生，降低高速的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1979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

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期开始改革开放，引进外资，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和经营。

与此同时，基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地区间的差异，不同省份、不同民族以及城乡实

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

21.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是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

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入改革逐步实施，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不

断落实，特别是创造就业机会、投资人力资本、建立经济特区、提高劳动生产率、妇

女赋权及外资引入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红利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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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呈现橄榄状，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庞大，处于两端的儿童和老年人规模较小。劳动年龄人口稳定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对

较低，从而创造了有利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红利机会窗口。

23.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已成功地将生育率降低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中国计划

生育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严格的治理措施、基层公共卫生宣传运动、高

效协同、提供优质避孕节育服务与随访、教育和人的发展、经济与社会同步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省/县/乡级自上而下的行政改革、法制健全和数据监测。

24. 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承诺。

中国采用统筹与分步走的策略，开展规划和治理，特别是监测和控制人口增长、推进

城市化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实现快速的经济增

长。

建议的决议和行动

25. 作为第二届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的与会者，我们建议采取系统性、战略性和包容性的

方法，促进中非开展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优先国家级的能力建设、投资和技

术合作，推动高质量、细分人口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研究和传播。

26. 我们确认并尊重各国在利用人口红利不同阶段的需要和要求的多样性。我们建议，伙

伴关系模式应以如下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为指导：那些成功促进人口转变，通过有针对

性地投资于人口和经济以实现人口红利，并已建立机制，可确保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国家。并无可以解决人口和发展问题的“通用”模式。有坚定政治承诺的国家可

以率先启动这一进程，记录经验并与其他伙伴国家分享。

27. 我们将合作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确保男女在没有任何形式偏见和歧视的情况下享有

平等机会和权利。

28. 我们建议，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卓越中心积极建立知识交换

（虚拟）平台，与非洲国家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政策智库建立联系，交流人口和发

展相关的经验和知识，系统记录进展和最佳实践，包括介绍中国人口红利经验的创新

之处、可因地制宜以及可移植到其他国家的政策解决方案。

29. 我们赞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作为中立机构依据互惠、平等和其他南南合作原则，在促

进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卓越中心与非洲有关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的重要

纽带作用。我们期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继续在各个阶段合作中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例如伙伴关系建立、计划执行、分享经验教训，以鼓励更多合作。

30. 我们建议，将人口放在国家发展规划的中心，重点关注青年与整个生命周期的性别问

题，并充分利用资源和技术手段，协助各国获取决策依据。这可能包括一系列短期和

中期投资计划，整合并运用人口动态与社会经济数据来制定政策和规划，尤其关注在

青年、流动人口与老年人。

31. 我们致力于联合相关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实现人口红利，这些措施包括分析人口趋势

及其影响，交流知识和经验教训，参与政策对话，制定战略、政策和干预措施，最后



第二届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
中国广州

2018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

第 5 页，共 5 页

开展监测和评估行动。为此，我们将提升各个机构的专业能力，号召关键伙伴参与，

确保向各国提供一致和综合的支持。

32. 除多边机构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外，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领导下，我们将与联合国人

口司、联合国统计司、非洲联盟等伙伴机构合作，加强联系，尽最大可能申请资金，

包括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管理下的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以及其他国

际发展援助基金。我们关注创新、跨学科的国际研究、评估、宣传和政策对话、知识

分享和能力建设等活动，鼓励多国合作，重视政策影响。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与联合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等伙伴机构合作，提供重要工具、规范、质量保证和技术支持。

33. 我们重申将通过促进双边、多边和多部门合作交流、能力建设活动、志愿和实习工作、

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高相关机构的能力，实现我们共同目标。

34. 我们将确保对各种人口应用软件程序提供使用渠道、培训和技术支持，例如用 PADIS-

INT 人口预测软件来进行人口预测，采用最先进的在线数据收集技术，并用其他适宜

的统计软件积极开展卫生、人口、计划生育和发展指标的小区域估计。

35. 我们明确承诺在非洲和中国培养人口和发展领域的下一代领导人，为此我们将寻求多

方协作与资金，促进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高校、智囊机构之间的学习交流。

广州

2018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