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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快速城

镇化过程中的学龄人口变化更加复杂，给

义务教育资源均衡供给和合理配置带来

新的挑战。为适应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厦门市义务教育设

施布局，本文在空间规划和人口社会学跨

学科合作研究基础上，从预测思路、数据

收集的精细化和方法模型前沿性等方面

入手，力图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对厦门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规模和变
化趋势进行可靠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生育新政下义务教育设施规划的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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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厦门市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近年来人口

持续流入,义务教育阶段学位压力持续增长。“全面二孩”

政策施行对生育水平的提升又进一步加剧了义务教育设

施供给面临的挑战。合理预测学龄人口是教育专项规划

的重点，尤其在生育新政实施背景下，积极探讨教育专项

规划应对策略显得迫切和必要。

1 研究方法

教育人口预测需要精确的分年龄人口变化趋势，本

文采用人口要素模型作为学龄人口预测的基本框架。该

模型不仅可以在基线人口金字塔的基础上输出分年龄分

性别的预测结果，还可以考虑生育和迁移等人口现象随

政策和土地利用情况的变化。相比基于历史趋势外推的

时间序列预测模型而言，人口要素法预测更符合厦门这

样城市加速发展、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

1.1 预测思路

厦门岛内外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在加快推进“岛内大

提升、岛外大发展”城市建设导向下，未来岛内外义务教

育设施布局规划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次预测的特点

是从居住空间考虑了各区人口容量的上限，根据各区人

口容量的上限对未来人口增长的趋势进行不同的设定。

并且在分析中基于地区间人口增长趋势差异采取了对岛

内和岛外两个主体分别进行学龄人口预测。

1.2 预测方法

采用人口要素法进行学龄人口预测要求先对生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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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两种人口变化趋势先行预测。

1.2.1 生育预测

从“四普”到“六普”的数据显示，厦门户籍和非

厦门户籍群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育群体。非户籍

群体年轻且育龄妇女比例较高，但由于未婚率高和

生活不稳定，生育水平远低于户籍群体。随着市民

化政策的凑效和年龄增长，非户籍群体近年来的生

育水平显著提升。而户籍群体的生育水平则随着老

龄化程度的加深持续走低。在卫健委的数据支持

下，对生育水平和模式的预测采用了先分户籍预测

再综合的策略。其中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采用奇异

值分解法进行预测[1]。户籍人口生育情况则基于历

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概率标度模型进行预测[2]。

1.2.2 迁移预测

迁移预测同时兼顾厦门市常住人口增长的历

史信息和未来人口增长的空间限制。实现的基本逻

辑是根据 2010- 2018 年厦门市常住人口增长的规

律进行趋势推演时，以规划居住空间容纳人口作为

人口增长极限。操作中采用冈巴兹和逻辑特曲线先

对岛内外常住人口增长趋势拟合[3]。所以，最终进入

人口要素预测的岛内外的人口迁移模式是不同的。

2 预测结果

将生育和迁移的水平与模式代入人口要素模

型预测的结果显示，厦门市的人口发展趋势呈现以

下新特点。

2.1 人口增长的动能转换加快

厦门市的人口迁入趋弱，出生人口的增长对人

口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强。机械增长向自然增长转变

的动力源于厦门市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和人员流

动率的下降。近期更加直接的原因是 2016 年底居

住证制度施行和 2017 年金砖会议的人口梳理改

变了厦门迁入人口的结构，以及 2016 年“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加速了自然增长的速度。同时，过去几

年厦门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力度加大，入学政策更加

宽松也改善了学龄段人口结构。

2.2 岛内外人口分布格局转变，人口结构差异

2018 年厦门市统计局公布岛外常住人口总量

首次超过岛内人口，预测结果显示这一趋势还将继

续保持。从建设用地的利用情况来看，目前岛内的建

设用地几乎用尽，在人口稠密的城中村改造完成后

岛内人口密度还将略有下降。而岛外则由于城市开

发建设尚未完成，未来的人口增长空间比较大。预测

至 2035 年岛外人口将 2 倍于岛内，岛内外发展差

距进一步缩小。

未来岛内人口年龄结构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过

渡，至 2035 年老龄人口和高龄劳动力比重大大增

加，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而岛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

与初始金字塔形状相似，但金字塔塔身越来越粗，是

扩大的增长型金字塔。至 2035 年，岛外老龄人口比

重有所增加，但老龄化趋势不明显（如图 1）。

2.3 学龄人口波动大，小学初中峰值依次传导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 2017 年出生高峰可

以直接推测出 2023 年的小学入学高峰，此后小学学

龄人口规模短暂降低后在中远期稳定上升（如图 2）。

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随着结婚率和生活的稳

定，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生育水平会从低于正常水平

至少恢复到正常水平以上；二是在“两为主”政策实

施背景下，入学门槛对入学需求的抑制效应会随落

户门槛的下降逐渐消失，未来小学入学需求规模预

期保持持续增长，至 2033 年前后达到顶峰。但从占

比上看，中远期 6- 11 岁学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稳定在一定水平。

小学和初中学龄人口峰值具有依次传导的特

征。初中学位需求规模在近期持续上涨至 2026

年，随后短暂降低后从 2031 年开始回升（如图 3）。

第一次高峰出现是 2012 年龙年的出生小高潮的

后果；第二次高峰是 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后的出

生人口逐渐进入初中段的后果。从小学学龄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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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期基本企稳的趋势可以判断，初中学龄人口占

比和数量在 2035 年后基本稳定。

2.4 岛内外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不同

受人口老龄化影响，岛内小学学龄人口规模在

2032 年左右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峰值年数值约

是 2018 年学龄人口数的 1.3 倍。而岛外小学学龄

人口数在近期略有回落后持续快速增长，峰值年数

值约是 2018 年学龄人口数的 1.8 倍（如图 4）。

岛内外初中学龄人口规模在预测期内均整体

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如图 5）。岛内初中学龄人口峰

值年数值约是 2018 年学龄人口数的 1.6 倍，岛外

初中学龄人口峰值年数值约是 2018 年学龄人口

数的 2.1 倍。

3 规划应对

3.1 差异化指标调节供需，结合生活圈均

衡布局

千人学生数是学龄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能

有效指导学位配置数量，是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不可

缺少的指标依据。但同质的千人学生数指标配置忽

略了不同区域之间的需求差异，特别是对于厦门这

样一个岛内外发展差异明显、人口结构迥异的城

市，采用统一的千人学生数指标配置明显不能适应

未来义务教育发展需求。因此，考虑到地区间发展

特征、人口结构差异，厦门义务教育阶段采用岛内

外差异化千人学生数指标来调节供需关系。按照

“以空间定房、以房定人、以人定学位”的原则，以居

住空间容纳人口为基础，在“15 分钟生活圈”内按

差异化千人学生数指标布局学校，满足学生就近入

学需求。

3.2 科学判断需求时序变化，明确各时期

建设重点

生育政策和户籍政策改变对学龄人口的影响

最先在学前和小学教育阶段体现，现状“入园难、入

学难”突出。近年来厦门新建学校类型也集中在幼

岛外 2018 年人口金字塔

岛内 2035 年人口金字塔

图 1 岛内外人口金字塔对比

岛内 2018 年人口金字塔

岛外 2035 年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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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和小学。但从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近期学位需求重心前移，初中学

位供给压力增大。学校建设需要时间，学

位供给具有延后性，不能在学位缺口暴

露后才开始进行学校建设。未来厦门义

务教育设施供给应充分考虑岛内外学龄

人口不同的发展趋势，从人口结构变化

的角度，科学判定学位需求的时序性变

化。明确岛内外不同时期学校建设重点，

将有限的财政投入到能真正发挥效用的

建设项目中，精准增加学位供给。

3.3 调整学校办学结构，适应学

位需求结构变化

厦门市小学和初中学位需求高峰呈

现依次传导的状态。通过统一小学与初

中教室建设标准，规划布局中提高九年

一贯制学校的比例，方便教育部门根据

学位需求变化调整学校办学结构，利用

不同学段设施间的错峰转化来应对人口

变化，充分发挥设施供给能力。

3.4 强化近期建设规划，推行年度

建设计划

目前教育专项规划多采取“蓝图式”

的表达方式，以规划人口和千人学生数

指标确定学校规模和布局，缺少分阶段

学位需求预测，对决定学校建设时序指

导性不强。在公安人口数据、教育部门学

校数据、规划部门住房数据等信息支持

下，可对评价单元内学校资源、学龄人口

变化、现状居住用地、出让计划及其他规

图 2 2019- 2035 年厦门市 6- 11 岁学龄人口数及占比 图 3 2019- 2035 年厦门市 12- 14 岁学龄人口数及占比

图 4 2019- 2035 年岛内外 6- 11 岁学龄人口数及占比 图 5 2019- 2035 年岛内外 12- 14 岁学龄人口数及占比

86



学术交流

划居住用地进行系统盘整，分析片区内现状学

位供需情况以及近期需求缺口。根据分析结

果，制定年度建设计划，以各区政府主要领导

认定、市规委会审议监督的形式给予明确，确

保学校按计划建设，及时投入使用。

4 实施策略

4.1 建立基础性信息平台，为教育资

源精准配置提供支撑

以行政区为单位，建立动态更新的基础信

息平台，构建学位供给与人口增长变化的评估

模型，提前统筹安排片区内各项城市发展计

划，增强需求与供给的时空匹配度。通过部门

协同和反馈机制的建立，实现规划从设施布局

向精细化供给管理转变。

4.2 缩小办学条件差异，实现资源配置

均衡

教育专项规划结合各级社区生活圈要求

优化学校布局，解决了总量问题和设施布局均

衡化，但不能等同于教育服务供给的均衡化。

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影响市民定居尤其是有就

学儿童家庭的重要因素，造成学位结构性紧

张。教育资源不均衡使得均衡布局的教育设施

难以发挥最大效用，进一步加剧了局部区域学

位供需矛盾。可见在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

化发展中，仅仅依靠空间规划手段是远远不

够的，还需从教育政策、财政投入等方面入

手，缩小校际、区际差异，实现义务教育资源

配置均衡。

5 结语

本文在空间规划和人口社会学跨学科合

作研究基础上，从预测思路、数据收集的精

细化和方法模型前沿性等方面入手，采用人

口要素模型对 2019- 2035 年厦门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龄人口进行可靠预测。提出义务教育

设施学位供给应统筹考虑区域差异以及各时

期小学段和初中段学位需求差异。在应对生

育新政给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的挑战，需

要规划人员借助大数据方法，不断提高规划

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加强制度设

计和政策引导积极应对人口变化的不确定

性，实现教育设施供给与需求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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