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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口监测，建设人口信息化平台

做好人口监测， 是科学研判人口形
势、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完善生育和
家庭发展政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人口监测工作的重点是基层。 吉林
省严格按照国家总的设计和方案， 结合
本省实际，构建上下联动、协同监测的工
作格局。 抚松县和柳河县是国家级人口
动态监测县， 已积累一定的好经验好做
法，在全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目前，吉林省已进行基层卫生信息系
统建设的试点工作，打造全民健康、妇幼
保健及社区卫生服务、 基层医院管理等
信息服务平台， 实现人口信息系统与人

口健康信息的相互关联。 开展全员人口
信息数据质量核查督导， 加强出生人口
数据信息比对。 2018 年末，辽源、白城、
吉林、 延边出生人口信息采集与出生医
学证明比对率分别达到了 94.89% 、
87.73%、86.71%、84.07%，数据质量明显
提升。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
生均等化稳步推进，完成国家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抽样调查，长春、吉林、梅河口、公
主岭等 13 个市、县（区）被国家评为优秀
单位，绿园区被国家评为流动人口基本公
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示范区。

深入研究人口问题，为完善生育政策提供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吉林省人口

发展也越来越呈现地域特点， 人口处于
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
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相关数据显示： 一是吉林省总人口
数量持续减少。 据统计公报，2015 年峰
值年份的人口数量为 2753.30 万，2018
年为 2704.06 万，3 年减少 49.24 万。 二
是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位运行， 并有进一
步走低趋势。 三是已婚育龄妇女逐年减
少，2011-2018 年已婚育龄妇女数平均
每年减少 21 万。 四是老年人口比重上
升，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我省 65 岁以
上人口 2018 年占比达到 15.96%， 比全
国高 4.06个百分点，人口老化速度快，老
化程度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五是劳
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 劳动适龄人口比

重从 2014 年的 78.9%下降到 2018 年的
75.25%。 六是人口分布不均衡。 据统计，
长春市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由 2010 年
的 27.67%， 上升到 2017 年的 28.64%，
而边境 10 个县(市、区)总人口不断缩减，
人口密度减小， 人口和边境安全问题比
较突出。

人口工作不仅是业务工作， 也是社
会问题、政治问题，是关联性特别强的重
大问题，通过数据对比研究，对人口发展
进行科学研判， 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提
供依据。

吉林省通过对人口负增长等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逐步构建符合我省实际的支
持生育的政策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地为家
庭生育养育子女提供支持，进一步释放生
育潜力，减缓人口增长下行的趋势。

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明显，人口形势趋向均衡发展
2016年 3月，《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 吉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 的决定》被通过，标志着全
省“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开始实施。

根据全员人口信息平台数据显示，
自 2016 年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全省
出生人口 38.98 万， 一孩出生 25.19 万，
二孩出生 12.60 万，多孩出生 1.89 万，二
孩占比 从 2015 年的 28.36%上升 到
2018 年的 34.42%， 上升了 6.06 个百分
点。 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明显。 2018年出

生人口性别比为 106，连续三年保持在正
常范围。 城镇生育水平与乡村生育水平
趋同，出生人口素质有效提高，生育政策
的调整提升了二孩生育水平， 平缓了出
生人口大幅波动， 促进了人口形势的均
衡发展。

2018 年 7 月，吉林省卫生健康委组
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学专家对
我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综合
评估，形成《吉林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
果评估报告》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

扶助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特殊家庭全面关怀

吉林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
则，妥善处理了社会抚养费征求的遗留
问题；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的原则，明确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衔
接政策，继续落实好计划生育家庭两项
扶助制度。

协调省财政等部门将独生子女伤
残家庭扶助金标准由人均每月 350 元
提高到 430 元， 失独家庭由人均每月
450 元提高到 560 元。开展两项制度资
格确认和数据清查专项督导，完成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35.4 万人和特别扶
助 5 万人的资格确认、 网上录入工作。
我省在全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绩效考评中连续两年获国家奖励，共
254 万元。

不断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关怀

关爱制度， 妥善帮助解决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2015-2018 年
三次提高扶助金标准；建立“二对一”
联系人帮扶工作制度， 实行领导包
片、干部包户，并将帮扶工作纳入干
部绩效考核；开展“生育关怀·天使计
划 ”项目，为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生育
成功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一次
性补助， 补助金额为每例 2 万元；强
化医疗保障，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成员
每年可自愿在户籍所在地基层医疗
机构免费体检一次，为持有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资金卡的人员提供优先挂
号、优先检查、优先入院便利的就医
条件。 截至目前，全省二级以上医院
均已开通特殊家庭就医绿色通道，全
省全覆盖。

持续改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满足群众生殖健康需求
围绕生育、节育、不育，为群众提供

科学备孕、避孕节育和不孕不育诊治等
精细化服务，更好满足新时期群众生殖
健康需求。

做好生育指导服务， 推动各地开设
生育咨询门诊，指导育龄夫妇做好计划
妊娠；做好节育技术服务，广泛普及科
学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避孕意识，全面
落实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做好不育
诊治服务， 指导各机构规范提供取环、
复通等恢复生育能力手术，为生育困难

的育龄夫妇提供不孕不育诊治等助孕
服务；改进药具管理服务，形成依托城
乡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机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计生服务室
开展药具发放与服务模式，进一步推进
药具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 在全省
推广免费避孕药具自助发放服务，全省
设置免费避孕药具发放网点 18593 个，
自助发放机网点 688 个， 较 2015 年增
加 98.2％。

创新服务、管理转型，百姓办事“只跑一次”

吉林省不断强化信息支撑和基层网
络建设，全面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和网上
办证服务制度，实现生育登记、出生医
学证明、 儿童预防接种等信息互联互
通，简化百姓办事流程，推进“只跑一
次” 服务管理改革。 目前全省 60 个县
（市、区）全部实现了生育登记服务网上
办事。

认真清理清查群众办事堵点问题，
建立计划生育各类服务事项监管督查机
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以“四不两直”的
方式在全省范围开展实地暗访抽查工
作， 并与各市州签订群众办理各类计划

生育服务堵点问题承诺书。 2018年办理
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 13.57 万件，仅
2018 年下半年在省卫生健康委网站上
以公文形式答复群众各类政策咨询等问
题 34件，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开展全省基层计划生育网络队伍
建设情况调研， 不断推进基层基础建
设。 扎实开展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考核工作，吉林市、通化市、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等 11 个地区和单位在 2018
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 二道区、
昌邑区、双辽市等 20 个县（市、区）被评
为业务考核综合先进县。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
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
本改变。

李克强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
系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关系亿万家庭幸福。

简言之，人口，要生，要长，但可控。 立足全民族，方有繁荣之势。
吉林省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专题研究人口发展形势，加

强人口战略研究和监测分析， 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
衔接，逐步构建支持生育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育龄群众生育意愿，
为决胜全面小康、 推进新时代吉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
供坚实的人口基础。

人口均衡
生有其荣

配套公共服务，构建百姓积极生育环境
谋划群众按政策生育环境，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
吉林省对 3135名育龄妇女阻碍再生

育的因素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阻碍再

生育的重要因素，第一位的是经济负担
重，第二位的是没有人帮带孩子，第三位
的是养育孩子太费心，还有另一因素选
择比较多的是年龄太大了。

为解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中的痛
点堵点，不断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
吉林省印发《实施意见》对“加强劳动
执法监督，保障女性教育、就业等合法
权益”进行规范；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好
产假、护理假和生育保险等政策；继续
推进生育服务和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
设，目前全省共建有母婴场所 291 个，
配置率为 56.40%；积极开展 0-3 岁婴

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和生育意愿社会调
查， 大力普及婴幼儿抚养和家庭教育
的科学知识； 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
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托儿所、幼
儿园等服务机构， 满足新增公共服务
需求；构建新型生育文化和人口文化，
提倡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建设文明幸
福家庭。 这都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营
造了良好环境。

吉林省完成了《吉林省人口形势研
判与对策分析报告》，为有效支持群众按
政策生育， 构建良好的生育环境提出对
策建议。

统筹：张福安 策划：史洪林 杜兆云 撰稿：杜兆云 通讯员：朱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