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正在中国全面推进。 700 多万名普查人员在普查一线逐户逐人进行登记，各地居民也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普查员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作为居民，参加普查是怎样一种体验？“七普”目前有哪些进展？“七普”数据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正有序开展，将于 12 月 10 日完成登记

“大国点名”，你喊“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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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马然云（身份证 :412924196408203924）在双

铺农产品批发市场认购住房 5 排 25 号的收据（收
据编号: 9124751；金额:50000元）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医圣祠街怡康健康生活馆（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411302198506140821）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夜百合丝绸家纺店开户许可
证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中
心 支 行 账 号 ：941000010023410005 （核 准 号 ：
J51300044044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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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使用本报分类信息
请供求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
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李怡璇，女，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
证编号 C410014245，声明作废。

●张军（身份证：412901197412165510）
不慎遗失南阳市中州路“中州雅苑”2 号楼
2 单元 1203 户购房认购协议书及收据，收
据 编 号 为 ：1000280、1000281、3010874、
1000270； 金额分别为：14183 元、2241 元、
283463 元、3098 元，现声明以上全部作废。

●南阳瑞风运输有限公司豫 RW827 挂
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十几亿人口参与“点名”
“普查员每天在公寓一层大厅等待大

家，如果居民行动不便就上门调查。 ”在深圳
工作的北京小伙张轩接受普查后，感到效率
很高。

上海白领杨沛也有相同感受：“我平时
工作忙，普查员约了我有空的时间段，专门
来家给我填了纸质版的短表。 ”

此次“大国点名”， 已有不少人喊了
“到”。 是谁在负责“点名”？

普查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数以百万计的
一线普查员，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红
联村社区的路旭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一名
社区工作者，经过街道人普办选聘，考试合
格后成为一名普查员。 ”路旭说。

据了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
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主要调查人口
和住户的基本情况， 包括姓名、 公民身份号
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
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
普查对象是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
居的中国公民、 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国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介绍，普查
指导员和普查员将佩戴统一的证件开展工
作，普查员上门时，住户可以先验明普查员身
份，然后请普查员进入家中进行登记。

数据质量和信息安全有保障
“七普” 在数据采集和信息安

全保障上， 相比以往历次全国人
口普查都有较大进步。 采集效率
高，数据质量高，信息安全性强，
是此次普查工作的显著特征。

普查采取了电子化方式开展
登记，有利于减少中间环节，提高
数据质量。 李晓超介绍，普查短表
首次采用普查对象自主填报方
式，开发了自主填报程序，允许使
用移动终端扫描二维码联网的方
式自行申报个人和家庭信息。

“自主填报比一问一记要快，
两三分钟就完成了， 小区的普查
员也很贴心， 和我们预约晚上或
周末入户，让上班族很省心。 ”北
京市海淀区居民吕楠几天前刚参

加了人口普查， 还向记者展示了
调查结束后普查员给他发放的电
子版“荣誉勋章”和小礼物———一
个帆布袋。

为提高数据质量，“七普”将首
次采集身份证号码， 信息安全怎
样保障？

据了解，国家统计局将对身
份证号信息进行保密处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
人口普查条例》 的有关规定，全
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
护。“电子设备和数据联网增加
了便捷性，自主填报保证了私密
性， 这些都受到居民们欢迎，也
有效防止了信息泄露情况的发
生。 ”路旭说。

在高质量数据基础上，“七
普” 将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人口变
化态势。陆杰华表示，此次普查的
人口学背景有四大变化：“一是数
量转向，中国人口已于 2019 年突
破 14 亿大关，虽仍处于缓慢增长
中，但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
很快将进入下降轨道。 二是年龄
结构变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劳动力人口于‘六普’
后的第 2 年即 2011 年开始波动
下降，人口红利有所减退。三是人
口空间分布变化， 城镇化进程加
速。四是受教育水平变化，人口素
质显著提升， 人力资本存量稳步
提升。 ”陆杰华预计，上述变化都
将直观反映在“七普”数据中。

为决策施策提供数据支撑
11 月 1 日起， 全国 700 万普

查人员已开始对 14 亿多普查对象
进行登记。 12 月，普查将进入下一
阶段， 即为期 2 年的数据汇总和
发布阶段，开展数据处理、评估、
汇总，发布主要数据公报，普查资
料开发利用等。

此前，各地普查员已完成了摸
底工作。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要求， 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
工作者要认真总结前期普查摸底

经验， 妥善应对普查工作中可能
出现的诸多困难和挑战， 确保高
质量完成各项普查工作， 为党中
央、国务院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
供坚实普查数据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进行 6 次
全国人口普查，约 10 年进行一次。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及时
开展人口普查，全面查清中国人口
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最新情
况， 既是制定和完善未来收入、消

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
障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也为教育和
医疗机构布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
设施建设、 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
城乡道路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
“对公民来讲， 人口普查也能为政
府确定社区养老、 教育设施的分
布、 配给提供重要基础性信息，所
以人口普查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
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
华说。 （据新华网）

繁华地段美容院出租，
设施设备齐全， 接手可经
营，只出房租即可，位置文
化路与红庙路交叉口，联系
电话:15637707728

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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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普查进展如何
此次普查分三个阶段， 即准备阶段、普

查登记阶段、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 此前准
备阶段工作已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完成。“前期，社区已经通过开展宣传让居
民知晓‘七普’的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并对
普查员进行了培训。 摸底阶段，我们通过入
户走访，结合居民信息台账，对各小区进行
摸底登记， 同时宣传倡导居民进行自主填
报。 ”路旭说。

路旭介绍，眼下普查正处于登记阶段，这
一阶段将开展普查员入户登记， 进行比对复
查和数据质量抽查等工作， 还将随机抽取
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表。 这是整个普查工
作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也是工作量最大、动员
力量最多、 直接决定普查数据质量的重要阶
段，整个登记工作将持续到 12月 10 日结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六普’到‘七普’的
10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本次普查应用技术更先
进，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面向公民的政策
宣传更到位，预计‘七普’有关工作将会顺利
完成。 ”陆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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