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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9）》发布

我国社会组织中女性占比较低

女性参与社会保障人数
大幅增加

最近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保
障水平大幅提升。 在城镇职工各
种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扩
大的同时，我国通过全面推进社
会统筹，建立了城乡居民的基本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制度，实
现了对目标人群的全覆盖。

2018 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的女性人数均有大幅
增加，但女性参与比重均低于男
性，其中女性参与工伤保险的比
重最低，仅为 39%。

通过建立面向城乡居民的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覆盖面
超过了 10 亿人口， 加上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
了 95%以上，已经基本实现了
全民医保。在养老保障方面，经
过长期努力， 基本实现了制度
全覆盖。 女性享受各种社会保
障的程度大幅提高， 但在参保
人数中的占比低于男性， 这与
总人口中女性比重较小是相
一致的。

具体来看， 在养老保险方
面，2010 年至 2018 年，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中女性参保人数
增长了 7465 万人， 所占比例从
43.6%提升至 44.6%。 2018 年，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女性参
保人数 24244 万人，占比 46.4%。
在医疗保险方面，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中女性占比在逐年提
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女
性占比提升尤为突出，2011 至
2018 年， 性别构成由 34.1%上升
至 43,8%。 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
险方面，女性占比均达到 40%以
上，而工伤保险方面虽然占比较
低，2018 年仅为 39% ， 但相比
2010 年 35.3%的占比仍实现了较
大的增长。

此外，我国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2018 年，
全国城镇享有“低保” 的居民
1007 万人， 女性与男性分别占
44.8%和 55.2%； 农村享有“低
保”的居民有 3519 万人，女性与
男性分别占42%和 58% 。 在城
乡低保中女性所占比重均低
于男性。

教育性别差异进一步缩小

中国积极促进教育公平，坚
持贯彻性别平等原则， 努力保障
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
会。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妇女受教
育水平。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男性
和女性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

首先，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
比重提高。 2018 年女童所占比重
为 46.7%， 比 2010 年提高 1.4 个
百分点。 2000 年以来，中国小学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一直稳定在
99%以上， 到了 2005 年左右，我
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经
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近年来女
童净入学率还略高于男童。 2018
年，女童和男童的净入学率均无
限接近 100%，目前中国在小学教
育阶段已基本实现性别平等。

其次，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
贯彻落实，全国免费义务教育基
本实现。 国家还推出专项政策，
免除或补助农村住宿学生的生
活费用，制定针对贫困地区和民
族地区女童教育的专门政策措
施，制定保障农村流动儿童接受
义务教育的专门政策，保障适龄
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至 2006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
距已基本消除。 到 2010 年底，普
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已经
在全部 2856 个县实现。

同时，中高等教育中女性占
比明显提高。 2018 年，全国高中
阶段教育在校学生中女生占到
47.4%， 比 2010 年提高 0.3 个百
分点；其中普通高中在校学生中
的女生比重已超过半数 ，为
50.8%。 2018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
中女研究生人数占全部研究生
的 49.6%， 比 2010 年提高 1.8 个
百分点；普通本专科女生占在校
学生的 52.5%， 提高 4.7 个百分
点；成人本专科女生占 59.4%，提
高 6.2 个百分点。2018 年，高中阶
段教育毛入学率由 2010 年的
82.5%提高到了 88.8%， 提高 6.3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8.1%，提高 21.6 个百分点。

高中阶段教育的性别差距
逐年缩小的同时，不同类别学校
中在校学生的性别构成却有着显
著的差别。 普通高中女生多于男
生， 而职业教育男生明显多于女
生，差别最大的是技工学校，女生
仅占 3成。除高等教育（普通本专
科和成人本专科）外，其他各教育
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中女性所占比
重均少于男性，这主要是人口性
别结构的原因所致。

此外，妇女的终身教育水平
得到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性
别差异进一步缩小。 2017 年，我
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
女性为 7.3%，男性为 2.4%，分别
比 2010 年下降了 1.6 和 0.1 个百
分点。 6 岁及以上女性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8.4 年

提高到 2015 年的 9.0 年，与男性
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社会参与、就业等
仍存在不足

除了教育与社会保障外，报
告还对妇女社会参与、 就业、法
律援助、卫生健康等方面进行了
关注。

妇女社会参与方面，根据报
告统计的民政部相关数据，2018
年社会组织单位成员中，女性占
比较低。 具体来看，社会组织成
员中女性占比为 21.9%， 基金会
成员中女性占比为 17.1%， 民办
非企业中女性占比相对较高，为
43.2%。

就业方面，我国劳动参与率
高，女性劳动力就业情况总体较
好 。 2018 年我国有就业人员
77586 万人， 其中女性就业人员
占 43.7%。 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
员 6430 万人， 比 2010 年增加
1748 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的比重为 37.2%。

尽管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
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利作出了
明确规定，国家还动员和组织社
会力量拓宽吸纳女性劳动力就
业的渠道，同时各级妇联组织也
充分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妇女就
业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尤其是招
聘中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屡有发
生，对妇女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法律援助方面，2018 年，全
国共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府法
律援助机构 3389 个。 2010-2018
年，获得法律援助的妇女人数超
过 281 万人，妇女的合法权益得
到了更好的维护。 但获得法律援
助的人员中，女性人数和所占比
重依然少于男性。 报告推测可能
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律援
助最多的案件是农民工维权，其
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另一个原因
是很多家庭或群体维权案件是
男性成员出面。

卫生与健康方面，中国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2015 年
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76.3 岁，其中女性的平均预期寿
命达 79.4 岁， 比 1990 年延长了
近 9 岁。 同时，孕产妇死亡率明显
降低。 2018 年孕产妇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88.8/10 万降至 18.3/10
万，下降了 79.4%。 2018年，妇女常
见病筛查率 75.5%，比 2010年提高
了 14.3个百分点。在全国普及了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2017 年目
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 91.7%。

除此之外，报告还对女性在
婚姻、家庭、科技、体育等方面的
参与情况与权益保障情况进行
了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到，随着相
关法律政策的完善、 保障措施的
不断落实以及社会观念的不断进
步， 女性权益正得到更加全面的
保障。 未来， 男女平等将继续推
进，女性权益将更加得到保障，从
而推进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发展。

� �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国策，也是我国宪法
的重要原则。 自 1954 年男
女平等第一次写入宪法以
来 ， 我国不断完善法律法
规 ，制定公共政策 ，编制发
展规划，持续推进性别平等
与妇女发展。

根据妇女事业发展的
要 求 ， 中 国 政 府 先 后 于
1995 年、2001 年和 2011 年
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有针对性地提出妇女发展
的阶段性目标。 《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
实施期间，中国妇女事业发
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
的妇女发展还面临诸多新
情况新问题，推进性别平等
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

近日，国家统计局社会
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发
布了《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
男 人———事 实 和 数 据
（2019）》， 对中国社会中女
人和男人的生活情景、近年
中国妇女发展的巨大成就，
以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男
女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呈现。

报告统计的民政部相
关数据显示 ，2018 年社会
组织单位成员中，女性占比
较低。 具体来看，社会组织
成员中女性占比为 21.9%，
基金会成员中女性占比为
17.1%， 民办非企业中女性
占比相对较高，为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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