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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5月2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我
们的共同家园。世界各国要
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共建
人和自然和谐的美丽家园。
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突破

成都
常住人口

万

人口总量方面，四川全省常住
人口共 8367.5 万人，全省常住人口
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占全国人口
比重 5.93％。数据表明，10 年来，我
省常住人口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
这与我省经济持续加快发展，保持
全国经济大省的地位密不可分。
21 个市（州）中，成都市的常住
人口突破 2000 万大关，达到 2093.8
万 人 。其 余 市（州）常 住 人 口 都 在
600 万人以下。五大经济区中，成都
平原经济区常住人口为 4193.5 万
人，占 50.12％。数据表明，十年间全
省人口进一步向首位城市成都聚

性别比降低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
性别构成方面，四川全省男性
人口为 4229 万人，占 50.54％；女性
人口为 4138.5 万人，
占 49.46％。
人口
性别比（以女性为100，
男性对女性的
比例）为 102.19，比全国低 2.88，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降
0.95。初步分析，全省人口性别比受
外出务工人员男性居多、
女性老龄人
口比重大以及四川“男女平等”
思想
进一步深入人心等因素影响较大。
年龄构成方面，四川全省 0-14
岁 人 口 为 1347.1 万 人 ，占 16.1％ ；

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加快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碳中和“先锋城市”

范锐平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
学习会暨全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会 张剡出席
■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率先实现碳达峰，
加快建设碳中和
“先锋城市”
。
■ 系统推进能源、
工业、
建筑、
交通等四大重点领域绿色低碳
转型，
重点提升低碳技术创新和生态碳汇两大能力。
■ 以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为统揽，
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城市。
■ 加快组建碳中和实验室，
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创新成果转化。
■ 持续扩大绿色产品服务供给，
积极鼓励绿色低碳出行，
增强
社会公众绿色低碳意识。

5 月 26 日上午，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四
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数据显示，四川全省常住人口共
8367.5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8041.8 万人相比，常住人
口增加 325.7 万人，增长 4.05％。成都市的常住人口首次突破 2000 万大
关，达到 2093.8 万人。
集。从市（州）数据来看，人口向中心
城区聚集的趋势较为明显。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当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幕，主
题为“发挥司法作用 促进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大会由最高人民法
院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
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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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七普数据发布 全省常住人口 8367.5 万人

全省常住人口总量
居全国第五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合作。中国持续深化环
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
验。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国
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

15-59 岁 人 口 为 5204 万 人 ，占
62.19％；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816.4
万人，占 21.71％（其中，65 岁及以上
人口为 1416.8 万人，占 16.93％）。与
2010 年相比，0-14 岁、15-59 岁、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下降 0.87
个百分点、下降 4.54 个百分点、上升
5.41 个百分点。数据表明，
“ 一老一
小”问题将对全省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带来挑战。
城乡人口方面，居住在城镇的
人口为 4746.6 万人，居住在乡村的
人 口 为 3620.9 万 人 。与 2010 年 相
比，城镇人口增加 1515.4 万人，乡村
人口减少 1189.7 万人，城镇人口比
重上升 16.55 个百分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培哲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华
王琳黎）5月26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
记范锐平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暨全市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推进会。
他强调，
“十四
五”
是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减污降碳
为重点、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
变到质变的关键期。
碳达峰碳中和与
公园城市示范区内涵相同、目标一
致，
两者互为支撑、
协同共进。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
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建设为统领，
以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为牵引，
推动能源清洁化、交
通智能化、
建筑低碳化、
空间集约化、
生活绿色化，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市政协主席张剡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领导
人气候峰会和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
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国
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

全国第四个！
全国第四个
！

成都迈进
“2000 万人口俱乐部”

主任白泉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构想的理论研究和产业转型的实践
路径”
作专题辅导。
谢瑞武、邓涛、巫
敏、刘玉泉、刘仆等市领导先后作交
流发言并部署相关工作。
范锐平指出，
把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
个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
充分彰显了引领全球“绿色发
展”
的大国担当。
我们要深刻认识碳
达峰、碳中和是顺应全球生态治理
变革趋势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的主动选择，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
要手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
其本质是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出
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高消耗高
排放发展方式“脱钩”。要切实增强
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政治自
觉与行动自觉，紧转02版

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成都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

范锐平在市委政法委调研座谈

2000 万

■ 自觉把维护政治安全和城市稳定作为首要任务，
把保一方
平安、
促一方发展作为根本目标，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政
法队伍高质量发展。
■ 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
切实推动政法系统顽瘴痼疾
整改到位，
锤炼打造忠诚、
干净、
担当的政法铁军。

进入全球城市序列的硬性指标？

近日各地陆续发布
的七普数据显示，
“ 千万
人口俱乐部”正在扩容，
但“2000 万人口俱乐部”
仍是极少数城市的圈子。
26 日发布的四川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
成都市常住人口
突 破 2000 万 大 关 ，达 到
2093.8 万 人 ，较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
加了约 581.9 万人。成都
也成为继重庆（3205 万）、
上 海（2487 万 ）、北 京
（2189 万）之后我国第四
个人口超 2000 万的城市。
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对成都的未来发展意
味着什么？日前，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
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邓智团，从国内外城市发
展经验深入解读成都
2000 万人口背后的城市
政治经济学。
邓智团认为，在全国
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的
大趋势下，成都常住人口
破 2000 万体现了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承载人口和
经济总量的巨大潜能。参
照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路
径，邓智团预判，未来成
都城市形态将由单中心
城市向多中心大都市区
发展，中心城区控制人口
密度、布局高端服务业、
提升生活品质，新区继续
集聚人口，发展相对完善
的城市功能。
城市作为有
机体将呈现空间合理、动
态弹性的特点。

在许多人看来，2000 万是中国城市
进入全球城市序列的一个硬性指标，哪
座城市先达标就意味着抢占先机。在邓
智团看来，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在城市
经济学里，特别是西方主流观点，衡量
一座城市是否有竞争力、是否繁荣最关
键的数据是人口是否增长。”
邓智团指出，城市发展的关键逻辑
点首先是人，这是城市发展最直观的表
征。城市发展是“人”的发展，是户籍人
口和外来人口的共同增长，或者是创新
人才、技能人才、产业工人、低端产业从
业人员及非劳动就业人口的协同增长。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区域发展实际
来看，由一个中心城市或多个中心城市
构成的城市群，成为承载一个国家或地
区经济和人口等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
形式，是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力量，在
同一个经济体中，这样的空间承载形式
里人口和经济总量几乎是呈正相关的。
如美国以纽约为中心城市的东海岸城
市群，以占美国 1.5%的土地承载了美国
约 2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日本以东京
为中心城市的首都圈，以占日本 6%的土
地承载了日本 30%的人口和更高比例的
经济总量；我国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

三角城市群以及以香港、广州和深圳为
中心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等亦是如此。
但“2000 万人口俱乐部”并非一个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指标，邓智团指出，
当市区人口超过 1000 万时就是我国定
义的“超大城市”，2000 万却少见专门研
究。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外城市相比，我
国的城市是城市-区域的概念，在讨论
一个城市人口规模总量时，事实上也包
括了大量居住在市域郊区区县城镇中
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导致城市人口
规模被人为放大。
“在这一意义上，应当结合城镇化
率、新增人口来源等数据，准确认识成
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以支撑城市规
划。”邓智团表示，对比前三个人口超
2000 万的城市，上海的人口结构比重庆
的人口结构更值得成都参考，其城市形
态也更值得成都学习。2000 万看似是一
个庞大的数据，但还要看成都中心城区
聚集人口数量，如果按照上海 89.3%的
城镇化率作参考，成都仍然处于城镇化
发展的攀升期。如果仅因 2000 万这一数
字就采取调控政策，将导致城市发展的
低效率，甚至导致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大
城市“补偿式”
发展现象的再次出现。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华） “十四五”重大战略任务，结合各自
5月26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工作汇报了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
平来到市委政法委调研，
与全市政法
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范锐平认
系统干部职工代表座谈交流。他强
真倾听记录，
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
调，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十四五”
开
范锐平指出，市第十三次党代
局之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会以来，全市政法系统坚决贯彻落
思想，
树牢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 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
讲
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
自觉
政治、敢亮剑，
讲大局、敢负责，
讲争
把维护政治安全和城市稳定作为首
先、敢担当，
讲奉献、敢牺牲，
从发展
要任务，
把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
变化的市情出发，持续推动市域治
作为根本目标，
把握政法队伍教育整
理现代化，形成了“党建引领、双线
顿重大契机，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融合”
治理新格局，
创造了一批全国
状态推动政法队伍高质量发展，
为庆
领先的行业经验，
涌现出了李建华、
祝建党100周年营造奋发向上的政治
李科、祝增巧等一批政法英模，
为成
氛围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都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会上，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
范锐平指出，成都作为国家的
守成，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平
战略腹地和门户枢纽，常住人口已
江，
市法院院长郭彦，
市检察院检察
突破2000万，各类市场主体近300万
长吕瑶作了工作汇报。
市国安局、市
户。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要保持高度
司法局等部门负责同志，聚焦成都
的政治清醒，紧转02版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内涵增长 构建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
奋力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城市两大战略空间

不能用单一政策来管理
那么，继续城镇化进程的成都，应
当以怎样的战略空间去承载人口？
“以
前把大城市当一个点，现在大都市区是
一个面，换句话说，城市应当从单中心
向多中心转变。
”邓智团表示。
他以伦敦为例，20 世纪中叶，为了
防止伦敦城无限制膨胀，英国制定《绿
带法》并在其外围规划布置了 9 座新城，
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
而且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经济带
的形成，
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上海的模式也相当具有参考性。它
的主城区明确定位为全球城市功能的
核心承载区，既链接全球网络又服务整

个市域，9 个主城副中心的定位则是面
向所在区域的公共活动中心，同时承担
面向市域或面向国际的特定职能。上海
在 660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或主城区之
外，布局了嘉定、松江、青浦、南桥、南汇
五个新城，上海最新的“十四五规划纲
要”
中，
这五个郊区新城将向
“新的城市”
转变。
也就是说，
虽然并非行政意义上的
城市，但这五个新城将在功能上具备相
对主城区的独立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
权责利的统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在更高水平上相对完整。更重要
的是，
它们不再依托主城区，
相反还将分
担城市的节点功能， 下转 03 版

王凤朝率队赴上海、苏州考察科技创新及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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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口结构“两降一升”

人口红利
是否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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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5月24日至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凤朝率队赴上海、苏州考察，
学习
两地在科技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构
建、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他指出，上海、苏州是我国开放
前沿、创新高地。
成都要坚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战略机遇，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以全
面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为契
机，
向先进城市学习、与优秀机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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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
坚持创新驱动，
强化内涵增
长，
坚定不移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
奋力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作为高水平创新基地，
上海张江
实验室全力打造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群，
面向生命健康科学、
集成电路
信息技术、
类脑智能等领域开展科技
创新。
王凤朝一行实地考察了上海光
源、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
张江人工智能岛等，
与相关负责同志、
科研团队深入交流，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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