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性人口 70414 万人 女性
人口 67048 万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末中
国大陆总人口（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
华侨人数）137462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680 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 1655 万人，人口
出生率为 12.07‰， 死亡人口 975 万人，人
口死亡率为 7.11‰，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96‰，比上年下降 0.25 个千分点。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 70414 万人，
女性人口 67048 万人， 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2（以女性为 100），出生人口性别比
为 113.51。 从年龄构成看，16 周岁以上至
60 周岁以下（不含 60 周岁）的劳动年龄
人口 91096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487 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6.3%；60 周岁及以上
人口 222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1%；65 周
岁及以上人口 14386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0.5%。

从城乡结构看， 城镇常住人口 7711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200 万人，乡村常住
人口 60346 万人，减少 1520 万人，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56.1%。 全国居住地和
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
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
人口）2.94 亿人，比上年末减少 377 万人，
其中流动人口 2.47 亿人， 比上年末减少
568 万人。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51 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0410 万人。

3000余万男性人口将面临
打光棍的局面

记者通过计算， 我国男女人口差在
2015年已经达到 3366 万，这意味着有 3000
余万的男性人口面临打光棍的局面。 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异常的性别比失衡呢？ 一般
来说， 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
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
由于移民比例很小， 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
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正常的自然情况下， 出生性别比一般
介于 103 和 107 之间， 也就是说， 每出生
100个女婴，相应有 103 至 107 个男婴。 中
国的出生性别比在 1980 年之前基本正常，
在 1982 年为 107， 之后迅速攀升，1990 年
达到 111.3，2000 年升至 116.9，到 2004 年
更高达 121.18。尽管自 2008 年以来出生性
别比有所下降， 但仍然徘徊在 117 左右的

高位。
国家卫计委在 2015 年初的出生人口

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表示，目前
中国出生性别比整体水平依然偏高，其后
果已经显现，风险进一步聚集和扩大。 过
去 20 年来， 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
115， 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
的国家。

“婚姻挤出” 很形象地显示了性别比
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原本相对稳定平
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
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
成为光棍。

从 1980 年到 2014 年， 中国一共出生
了 6.75 亿人，平均性别比是 114.7。按性别
比正常值推算，男性比女性多出了 3000 多
万。 2014 年末， 中国大陆男性人口 70079
万人， 比女性多 3376 万。 到了 2015 年，
3366万的男女人口差仅仅是比 2014 年减
少 10 万而已，我国“光棍危机”的局面严
重程度仍不减。

放开二胎政策是否能缓解
“光棍危机”？

我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旨在控制国家人口，

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但也导致了我国人口
加速老龄化、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以及独生
子女“娇生惯养”的社会问题。 十八届五
中全会闭幕后，引起最大反响的政策变动
是宣布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政策。 有媒体解读说，这不仅能解决
生育率低、人口急剧老化的问题，而且能
够缓解目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危机。 然
而是否能真正做到缓解 “光棍危机”，我
们仍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 我国男丁情结较严重，和
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有重男轻女和传
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这加剧了人口性别比
例失衡的问题。 其次，由于我国社会养老
机制尚不健全，靠儿养老的传统家庭模式
占据一定的社会主流。 这两个问题的先行
关键是，是否愿意生育。

放开二胎后， 由于养孩子成本太贵，
很多中国家庭不计划生第二胎， 有专家
测算， 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估计最高有
500 万人至 600 万人， 加上目前 1600 万
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年出生人口峰值在
2200 万人左右。 而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
研究成果，中国父母把孩子带大到 16 岁
的抚养总成本平均已达 25 万元，平均每
年的花费就是 1.6 万元。生了二胎后便要
面临各种的经济压力和家庭矛盾。 尤其
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 生育二胎的成本
远比想象的要高得多。

所以，放开二胎政策是否能缓解“光
棍危机”，还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促进
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依然任重道远。

我们仍应看到几个关键的数字，2015
年，男女人口差比 2014 年减少 10 万，出生
人口性别比 113.51， 比 2014 年的 115.88
出现下降。 据记者了解，这实现了自 2009
年以来连续第七次下降。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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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数 开奖号

排列 3 16020 6 9 3
排列 5 16020 6 9 3 6 5

大乐透 16009 05 08 10 17 20
02 12

体彩中奖公告

“热烈祝贺果洛州彩民喜中超级大乐透第 15141 期 1049 万元巨奖！ ”

96369��8457123

玩体彩高频 11 选 5 的很多彩民
也许很了解玩法，对一些技巧也是烂
熟于心，但是自己投注时却时常不中
奖。 这可能是走入了思维的死胡同
了，以为根据技巧和观察走势图就可
以精准选号，这样是不全面的，技巧
很重要，经验和感觉也很重要，今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向思维选号法。

体彩高频 11 选 5 中逆向思维是
指把别人都看好的号杀掉，也许站在
少数人的一边你的号反而会被开出，
为什么呢？ 这个跟追冷、追最大遗漏
是一个道理，大家都在买的号如果你
想开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中奖？

最开始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
选择简单和易中的前一和任选八玩
法，选号是参考走势图，比较喜欢用
概率选号法，认为热久必冷、冷久必
热，可事与愿违，任选八怎么买都是

经常错一个号，前一呢，追冷号追到
几十期都不出，一天几百上千的就进
去了。

有的人会认为任选八复式不管你
选 9 码、10 码中了都只有 1 注， 奖金
9 元，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任选八
选 9 码可拆分成 9 注单式， 成本 18
元，中了就有 4 注，奖金为 36 元。 18
元成本换 36 元，1 倍就赚 18 元，1 倍
不中下期 2 倍， 再不中 4 倍……如果
杀 3 码还有疑虑的话，杀 2 码的难度
应该就是大大地降低了。

不只在生活上需要逆向思维，其
实买彩票我们也可以把生活中的东
西都运用上来，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
收获哦！

以上仅供彩民参考 购彩有风险
请理性购彩

19日，2015 青海体彩超级大乐透 “金
秋送豪礼”幸运大抽奖终极大奖交车仪式
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金岛斯柯达 4S 店
内举行。 省体彩中心主任郭大忠与青海金
岛集团副总沈文生共同为幸运儿杨先生
颁发终极大奖汽车钥匙，斯柯达轿车被杨
先生幸运领回家。

“金秋送豪礼” 幸运大抽奖活动自
2015 年 10 月 31 日开展以来， 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 更是深受彩民的欢
迎。 活动共为彩民送去苹果手机 20 部、

捷安特自行车 40 辆、顶呱刮即开型体育
彩票 400 套以及终极大奖斯柯达全新明
锐轿车一辆，总价值 42 万余元。 作为此
次交车仪式的合作单位，青海金岛集团
长期支持环湖赛等我省体育事业和社会
公益事业，获得良好的口碑 ，更是给予
本次活动大力支持。

获得终极大奖的杨先生更是激动表
示：“完全没想到会中大奖，除了吃惊就只
有兴奋了， 感谢省体彩中心心系彩民，不
断推出各类促销活动让我们从中受益，以

后还会继续支持体育彩票事业，支持超级
大乐透。 ”

据了解， 青海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始
终秉承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发行宗旨，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体
育彩票的公益性质，树立中国体育彩票的
良好形象，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为更多
民众带去实惠，让中国体育彩票公益形象
深入人心。

（张丽丽）

2015青海体彩超级大乐透幸运大抽奖终极大奖

斯柯达小轿车被领走啦！

体彩高频 11 选 5：提高中奖率之逆向选号法

“超级大乐透”是一个大盘彩票玩法，投
注这种彩票， 首先需要您有一个快乐而平和
的心态，那就是中奖不喜，不中也不悲。 这里
为大家介绍几种选号方法，供彩民在购买“超
级大乐透”号码时作为参考：

1.排除法：把 1 至 35 个号码出现的频率
排列出来，排除再次出现的号码。 如果一个号
码在前几期中多次出现，高达 4 次以上，那么
下一期再出现的概率就很小，应在排除之列。
而一个号码长期没有出现，冷寂下去，同样也
可以排除掉，如目前的 21 这个号码。

2.伴侣号码法：伴侣号码就是连在一起的
号。 比如 07 和 08、15 和 16 等等，两个伴侣码
出现的概率是 80%左右，偶尔还出现三连码、
四连码。 如果准确判断出伴侣码出现的时机，
那么中奖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 因此需要注
意 10、11，30、31 等。

3.重复码法：重复码就是这期出来了，下
期又再出现的号码，甚至连续几期还有它。 如
07001 期的 24；07002 期的 22、31、35 都是重
复出现的号码，把握住了这些重复号码，就是
把握住了 1/7 的号码甚至 3/7 的号码，离大奖
就更近了。

超级大乐透投注技巧
———巧用伴侣号码法擒大奖

我国男女人口比例连降 7 年

3000 多万男性面临光棍危机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大

陆总人口 137462 万人，男性人口 70414 万人，女性
人口 67048 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2（以女性
为 100），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3.51。 男女人口相
差 3366 万。这意味着有 3000 余万的男性人口将面
临打光棍的局面，我国光棍危机风险仍旧严重。 此
外，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 2009 年以来实现了连
续第七次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