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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21年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
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
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
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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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39956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38768
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
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
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
，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
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
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
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
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
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
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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