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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分析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

江苏省人口性别比基本情况。

通过政府官方网站以及计生委获取

城乡差异显著；生
江苏省出生性别比偏高；
员猿 市之间存在差异；

不利于家庭的和睦稳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

育政策影响出生性别比。

定，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宁，
不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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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江苏省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
府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工作的总体部署袁从自身省情出发袁建立完善了考核
评估尧宣传教育尧利益导向尧孕期服务尧打击野两非冶五
位一体的工作机制袁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袁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3冤0源原圆愿怨原园园源

南京和镇江袁分别是 员园愿援猿缘尧员园远援缘圆 和 员园缘援员怨袁仅无
锡市就超过了正常值上限渊员园苑冤袁属于轻度失衡曰宿

迁 渊员园员援苑源冤尧 徐 州 渊员园园援苑愿冤尧 盐 城 渊员园园援远猿冤尧 淮 安
渊怨怨援缘员冤尧泰州渊怨怨援猿愿冤尧扬州渊怨苑援圆怨冤尧南通渊怨园援苑猿冤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低于正常值下限渊员园猿冤曰南京尧镇

出生人口性别比呈逐年下降趋势遥 本文分析了近年

江尧苏州渊员园源援员园冤尧连云港渊员园猿援怨源冤尧常州渊员园猿援愿员冤在

来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趋势袁为有效地开

正常值范围之内遥 由此可见袁即使在同一个省袁出生

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提供政策建议遥

人口性别比的差异也较大袁 性别比最高的无锡市与

一尧资料来源和方法
通过政府官方网站以及计生委获取江苏省人口
性别比基本情况袁包括不同年龄段出生人口性别比袁
员猿 个地级市城市和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遥

二尧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
圆园员园 年 江 苏 省 园 耀员缘 岁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为

最低的南通市两者相差近 员愿遥 从不同地区来看袁苏
南地区的性别比较高袁 均值为 员园缘援缘怨曰 苏中地区较
低袁均值为 怨缘援愿园曰苏北地区居中袁均值为 员园员援猿圆袁苏

南在正常值范围之内袁苏北接近正常值的下限袁苏中
低于正常值范围遥
渊三冤全省城乡之间差异显著
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城市低于农村袁 出生人
口性别比失衡首先发生在农村地区遥 员怨愿圆 年全国第

三次人口普查时袁 江苏全省和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

120袁高于正常值域渊员园猿耀员园苑冤袁也高 于全 国的 整体

均处于正常水平袁 而江苏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达

容乐观袁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袁使出生人口性别比

时袁江苏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了 员员园袁偏离了正常值袁

水平渊118冤遥 这说明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不
回归到正常值范围内遥
渊二冤全省 员猿 个市之间存在差异
圆园员员 年江苏省整体上 园耀猿 岁出生人口性别比

在正常值范围内袁但各市比例不同袁存在明显的地区
差异遥 全省 园耀猿 岁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的是无锡尧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人口发展研究 圆园员圆 年度课题

员园苑援愿袁偏离了正常值曰员怨怨园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其中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 员圆园袁比城市高出了 愿援愿
个百分点曰圆园园园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袁
江苏省全省尧城市尧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降低袁
但都超过了 员员园袁此时袁城市的比值是 员员员援愿员袁农村是
员员愿援缘圆袁农村依然高于城市远 个百分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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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员 的数据可以看出袁圆园员员 年江苏省不同地

区城市和农村 园耀猿 岁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低于正常

值上限 员园苑袁除苏中地区以外袁苏北和苏南农村 园耀猿
岁出生人口性别比均是农村高于城市袁尤其是苏北

地区袁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成为全省出生人口性
别比失衡的主要因素遥 因此袁在治理江苏省出生人
口性别比失衡时袁一定要注意城市和农村出生人口

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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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与后果
渊一冤个人方面要要
要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

性别比变动趋势的差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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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失调袁直接导致多出的这部分人渊男性冤
员园缘援员远
员园猿援园远

怨猿援苑源

怨苑援圆苑

苏北

成年后无法婚配组建家庭遥不少媒体称袁中国男女比
怨远援远源 怨远援愿猿

城市
农村

例出现严重失衡袁到 圆园圆园 年袁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

人数将比女性多出 猿 园园园 万到 源 园园园 万袁 这意味着
平均 缘 个男性中将有 员 个找不到配偶袁 将有数千万
的男子无妻可娶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野光棍冶咱源暂遥 在重

苏中

苏南

圆园员员 年江苏省不同地区城市和农村 园耀猿 岁出生人口
性别比

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袁 不仅女孩在成长过程中身心
健康容易受到伤害袁 而且那些出生贫困家庭的青年
女性袁易于在婚姻买卖中被作为交易品 咱缘暂遥

渊二冤家庭方面要要
要不利于家庭的和睦稳定

渊四冤出生人口性别比随着政策而变动

单身汉增多袁势必冲击既成家庭袁谋求与已婚育

计划生育政策常常被人理解为一孩生育政策袁

龄妇女重新组合袁导致部分家庭解体袁离婚率上升袁

真正的全国统一的一孩生育政策在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

残损家庭增多袁男性单身家庭增加 咱远暂遥 将会严重冲击

育政策逐步调整完善为以城市地区的一孩生育政策

等不道德行为将难以遏制遥

代初开始执行遥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中期以后袁我国的生

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袁偷情尧嫖娼尧共妻尧乱伦

和农村地区的一孩半生育政策为主的多样化政策袁是

渊三冤社会方面要要
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宁

一孩尧二孩和多孩调控结合的政策体系遥 而实际上袁我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袁家庭不稳袁社会不宁遥 单身

国的政策生育率被划分为 源 个范围袁分别是院员援园耀员援猿袁

族的壮大袁必将导致性犯罪尧拐卖妇女尧骗婚尧情杀尧

也就是政策上规定的独生子女政策曰员援猿耀员援缘 是指独

仇杀案等现象层出不穷遥男女结婚的婚龄差将增大袁

生子女政策以及独女的家庭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能

野大男小女冶或野大女小男冶的状况会日益普遍遥 地域

生育二孩曰员援缘耀圆援园 所包括的范围是独女能生二孩以

间的婚姻流动将以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女性嫁至城市

及完全允许生二孩的政策曰圆援园 以上的则是允许生

和发达地区为主袁因而袁边远贫困区农村的男性将难

育 圆 个以上孩子政策的地区

找配偶袁甚至会出现野光棍村冶等现象袁将严重影响社

遥 因此各个省的生育

咱员鄄圆暂

政策也在整个国家生育政策变动的前提下有所调
整遥江苏省具体到每个地区袁其生育政策也不完全相

同 遥 在大部分的城市里袁都是严格执行一孩生育政
咱猿暂

会的和谐安宁咱苑暂遥

渊四冤其他方面要要
要不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
表面 上看 袁 男 多 女 少 袁 婚 姻 率 降 低 袁出 生 率 也

策袁出生人口 性别比相对较低遥 而在农 村袁出于对

应随之降低遥 实际上袁由于人们的生理尧生活和心

农业人口和农村耕种以及根深蒂固的野养儿防老尧

理需要袁野剩男冶 们租妻生子尧 借腹怀胎尧 贩卖儿

传宗接代冶思想等特殊情况的考虑袁实行有独女的

童尧非法抱养等现象有可能随之大量出现曰一些见

家庭可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生育二孩遥 在实行一

异思迁尧见钱眼开的女性亦将频繁重组家庭尧频繁

孩生育政策的城市中袁 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农村

怀 孕 生 子 袁而 手 段 将 转 为 更 加 隐 蔽化尧游击化袁导

地区袁尤其是在第二胎中体现更明显渊表 1冤遥 由于
农村为了达成生育男孩的愿望袁 在第一孩是女孩
的情况下袁 一般都会选择继续生育第二胎和第三
胎袁 从而导致二孩和三孩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性
别比都要高于城市袁 可见出生人口性别比会随着
政策生育率的不同而不同遥

致生育尧节育政策难以贯彻落实 咱愿暂袁计划生育工作将
处于混乱状态遥

四尧 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袁 对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
趋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遥

第 源 期 总第 缘苑 期
20员3 年 愿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渊一冤经济方面

窑圆怨员窑

和落实出生人口统计报告制度遥
渊四冤传统观念方面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袁从江苏省来看袁苏北农村经
济发展相对落后袁对应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对偏

开展关爱女孩的活动袁 提高妇女和女童的社会

高遥 因此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

地位遥 江苏省作为 员员 个试点省份之一袁在野关爱女

伐袁丰富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袁提高农村人口素质袁

孩行动冶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曰江苏省的经济实力

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袁才能不断弱化农村地区男性

还不足以让每个家庭和每个老人没有后顾之忧袁因

偏好的经济根源遥 同时袁坚持正确利益导向袁逐步形

此要强化家庭社会保障的作用遥

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激励机制遥 目前袁南通市
投入经费 员 圆园园 万元袁为 苑圆愿 户渊员 圆圆圆 人冤独 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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