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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上年末提高1.
01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998万
人，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3.34‰。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9]2.80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

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247万人，占全国
就业人员比重为57.1%，比上年末上升1.1个百分点。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
52万人，比上年少增9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3.6%。全国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增长0.8%。其中，外
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增长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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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下降20.5%。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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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43.1%；商品零售47936亿元，下降17.6%。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呈
现增长态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和中西药品类商品分
别增长9.7%、3.1%和0.2%。1-2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13712亿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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