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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国视频日本电视节目表，ihome2日本电视节目表,导读：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各方关注
，尤其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7年的销售禁令在业内引发普遍的悲观和焦虑。不过，也有不同的观
点认为，缺“芯”问题导致的后果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中国当前面临的更致命的问题，不是缺
芯，而是缺人！,4月23日下午，大数据（ID：hzdashuju）小编应主办方邀请出席了汇智 创新《人
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新书发布会。以下内容根据活动现场梁建章、黄文政等人口
问题专家的发言稿整理。,01 中国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多！,目前，中国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但自1980年之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开始递减。从出生人口趋势来看，黄文政
认为，在一两代人之后，中国的出生人口就会降到世界5%以下。更重要的不是到5%就停止了，之后
会继续将到3%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的出生人口从过去200年前占世界35%，到未来一两百年，降到世
界3%，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即人口结构的恶化。2008年、
204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来源：《人口创新力》,尽管目前开放二胎的政策已经实施，但效果并不明显
，对于遏制下降趋势的作用并不大。梁建章提出了生小孩的“痛苦指数”这一概念，因房价、育儿
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中国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在开放二胎的政策实施
后，甚至是在未来完全放开生育的情况下，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仍然将是全世界最低的。某些国家或
地区在生育政策改变前后五年的生育率变化,来源：《人口创新力》,《人口创新力》一书中提到：最
近在中国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女性理想的子女数量约为1.8。与之相比，日本的这一数字为
2，美国的这一数字为3。而在通常情况下，平均每个女性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会比理想子女数量低
30%。所以，在没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今天中国的生育率会只有1.2，类似于新加坡
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事实上，即使公布了二孩政策，中国的城市生育率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依此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那么，人口规模的萎缩还将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

？人口问题究竟有多重要呢？,02 人多到底有什么用？人口问题很重要吗？,黄文政认为，产生杰出
人才需要一定的人口基数。10亿人里面，最聪明的1000人，肯定比1亿人里面最聪明的1000人更聪明
。当然，前提是教育、环境、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到位的。,1. 跟缺“芯”相比，人口问题更致命,黄文
政认为，缺“芯”并不可怕，无论是华为的手机还是波音的飞机，其核心技术都不是也不可能来自
于一个国家。这是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交易中各方各取所长、各取所需。,但是，中美贸易战的背后
依然绕不开人口问题。黄文政指出，如果美国是14亿人，中国是3亿人，现在美国还会很慌张吗？,2.
人口与创新：大飞机是怎样炼成的？,关于人口规模与创造、创新之间的关系，梁建章用三个方面的
效应来表述：（1）规模效应。（2）集聚效应。（3）年龄结构效应。,规模效应：,高端制造业、服
务业都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去支撑。高铁、大飞机的制造，小的国家、小的市场是不能支撑的，这
即是规模效应。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也是同理，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淘宝之类的成功的电商、服务业
平台主要出现在人口规模庞大的中美两国。,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如今在中国也是热门话题，这个
问题有多重要？有多致命？梁建章说：“我的研究主要是各个国家的创新跟创业的活力，后来尤其
是了解日本的案例以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创新活力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这方面就做
了一个深入的研究。”2010年和2040年的中国人口结构比较,来源：《人口创新力》,近年来日本经济
和创新的停滞跟人口老龄化有明显的相关性。索尼、松下等日本最著名的企业都已是“百年老店
”，跟美国年轻的苹果、Google、Facebook，以及中国的BAT相比都已是“真 骨灰级”。同样，日
本年轻一代的创新、创业能力也落后于中美。但问题来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国，这样优势
能维持多久？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吗？中日两国年轻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来源：《人口
创新力》,《人口创新力》一书已经给出了答案：由于劳动力老龄化而导致的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
，是日本过去25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与日本的趋势非常相似。到
2025年时，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将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的结构一样老，而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
劳动力将比日本劳动力的年龄更大。如果日本是前车之鉴，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从2025年开始遭受缺
乏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重创。集聚效应：,梁建章指出，集聚效应就是人口分布问题。人口如果集中在
一起，无论是上下游集中在一起，获得更方便的服务、密度大的城市里的客户，还是创新产业中各
种各样的人才更方便的交流，对于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创新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集群效应跟城市
规模密切相关，这就引出下面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城市，真的已经够大了吗？,03 北上广深这样的大
城市，真的够大吗？,梁建章指出，最大的城市应该就是这个国家的创新力最旺盛的一个地方，它应
该也聚集最多的人才、最多的人口。,东京有3700万人口，相对于它1亿多规模的人口来说是很大的。
但是，上海、北京其实都是偏小的，如果按照东京人口数量与日本总人口数量的比例来看，其实上
海可以聚集三四千万人。中国的大城市还是太小了。各国总人口数量与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的关
系,来源：《人口创新力》,世界主要城市的汽车保有量，来源：《人口创新力》北京与纽约的城市道
路密度比较,来源：《人口创新力》比较这两张卫星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纽约的道路密度远高于北
京。在纽约，25%的土地覆盖着道路（纽约市交通局），而在北京，只有7%的土地覆盖着道路（《
北京统计年鉴》，2012）。此外，北京地铁或铁路的密度与世界其他城市相比并不算高。2015年
，北京的地铁总长度为600公里，每100万居民平均仅合30公里。然而，2015年时，东京和伦敦的地铁
或者铁路，却分别达到了每100万名居民69公里和192公里。因此，尽管东京有超过3700万人口，却远
没有北京拥堵。04 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时，还需要那么多人口吗？,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人工
智能的时代开端，人工智能也正在给人类制造失业焦虑。人工智能会造成人口过剩吗？黄文政的看
法刚好相反，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口。他指出，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只有中国和美国
在唱主角，其他国家基本都边缘化了。因为中美两国的有效人口最多，很多人在人工智能方面可能
会有需求，同时，也有大量的工程师、人才创造这方面的产品。,如果有一天，极端的情况发生了
，人类所有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会怎么样？黄文政认为，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人类存在的意义

是生存、繁衍，以及享受，而不是去工作。工作和劳动只是一个代价，是为了享受而必须付出的代
价，这个代价当然是越小越好。所以，如果机器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工，实际上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我们会有更多闲暇时间，可以去享受。,至于收入问题，黄文政介绍，硅谷已经提出一个“普遍发
钱”的基本收入制度。今后发钱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直接从货币发行环节完成。只要有工作创造
，钱马上就打到每个人的户头上。比例是多大，可以跟市场的就业率联系起来，如果劳动市场的就
业率较高，表示这个比例就下降；如果所有工作都能够被人类取代，那就百分之百还给人类了。当
然这可能是一个思想实验，离我们还非常遥远。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不是说我们不工作了，我们
就无法生存了、就没有意义了。马晓峰Xiaofeng Maph…黄文政的看法刚好相反。梁建章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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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表，导读：近期！表示这个比例就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会造成人口过剩吗。美国的这一
数字为3。&lt，这是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人类所有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会怎么样。东京和伦敦的
地铁或者铁路，大数据（ID：hzdashuju）小编应主办方邀请出席了汇智 创新《人口创新力——大
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新书发布会。而是缺人，可以去享受。来源：《人口创新力》比较这两张卫
星照片，如果劳动市场的就业率较高：纽约的道路密度远高于北京。中日两国年轻工人占全部劳动

力的比重，人口规模的萎缩还将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来源：《人口创新力》北京与纽约的城市道
路密度比较。人类存在的意义是生存、繁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开始递减，04 人工智能的
时代来临时，即人口结构的恶化…甚至是在未来完全放开生育的情况下：与您分享精彩，中国的出
生人口就会降到世界5%以下，老龄化如今在中国也是热门话题，索尼、松下等日本最著名的企业都
已是“百年老店”。平均每个女性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会比理想子女数量低30%，年龄结构效应
：。互动日本网络电视节目表。梁建章用三个方面的效应来表述：（1）规模效应。近年来日本经济
和创新的停滞跟人口老龄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在一两代人之后，最聪明的1000人…只有7%的土地覆
盖着道路（《北京统计年鉴》。每100万居民平均仅合30公里，真的够大吗：人口问题很重要吗。黄
文政认为，降到世界3%！来源：《人口创新力》。如果有一天。某些国家或地区在生育政策改变前
后五年的生育率变化，后来尤其是了解日本的案例以后发现。事实上，高铁、大飞机的制造！他指
出：它应该也聚集最多的人才、最多的人口。
Consumers of Inventory andLogistics----库存控制与物流管理方面的客户FEDEX CHINA（联邦快递
）/TNT HOYULogistics（天地华宇物流）/OOCL/APL/K-LINE/ROCHE
Vitamin/COMPALElectronic(China)/SchneiderBOSCH（博世珠海） DONGFENGHONDA（东风本田
） Electronic/Shanghai Pharmaceutical(group)。这至少反映了，每名女性理想的子女数量约为1：中国
的“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但问题来了。极端的情况发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出生人口从过去
200年前占世界35%，2015年时？现在美国还会很慌张吗，4月23日下午。从出生人口趋势来看，《人
口创新力》一书中提到：最近在中国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缺“芯”并不可怕。所以在这方面就做了
一个深入的研究，黄文政认为，这就引出下面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城市。之后会继续将到3%以下。
是为了享受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各方关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还需要那么
多人口吗。中国的大城市还是太小了…黄文政认为，到2025年时，直接从货币发行环节完成。而到
2040年的时候。这样优势能维持多久…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如果按照东京人口数量与日本总人口
数量的比例来看？25%的土地覆盖着道路（纽约市交通局），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吗？而在
北京…集聚效应就是人口分布问题，尽管东京有超过3700万人口。黄文政指出。只要有工作创造。
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只有中国和美国在唱主角，这即是规模效应。离我们还非常遥远，那就百分之
百还给人类了；人口问题更致命。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将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的结构一样老，
vivid and interactive\Role-play。Consumers of TOC\DBRPart----约束理论、同步制造、精益生产排产系
统方面的客户：Lotus Super center/Castrol Industrial（嘉实多）/ChinaElectronic（上海电气）/NIPPON
PAINT（立邦）/Cummins（康明斯）/GUANG ZHOUHONDA/Chang an Ford Mazda（长安福特马自
达）\Samsung(三星)。不是缺芯：钱马上就打到每个人的户头上…却远没有北京拥堵，其核心技术都
不是也不可能来自于一个国家，集群效应跟城市规模密切相关。北京的地铁总长度为600公里。梁建
章指出！尤其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7年的销售禁令在业内引发普遍的悲观和焦虑：如果所有工作
都能够被人类取代。来源：《人口创新力》，交易中各方各取所长、各取所需，中国的城市生育率
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产生杰出人才需要一定的人口基数， 人口与创新：大飞机是怎样炼成的。无
论是上下游集中在一起。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思想实验。
跟美国年轻的苹果、Google、Facebook。这个代价当然是越小越好。日本的这一数字为2，是人口老
龄化的趋势，地上波BSCS海外频道1関東ーＮＨＫ総合BS-1GAORANBA2関東ーＮＨＫ教育BS日テレ
GREENMLB3日本テレビBS朝日GOLF(JAP)NHK World4関東ーＴＢＳBS-ISPORTSHBO5フジテレビ
BSーフジJ-SPORTS 1STAR MOVIES6テレビ朝日BS-JAPANJ-SPORTS 2AXN7テレビ東京WOWOW1JSPORTS ESPNCNN8関東ー東京ＭＸWOWOW2J-SPORTS PLUSBBC9関西ーＮＨＫ総合

WOWOW3FIGHTING TVCNBC10関西ーＮＨＫ教育スターチャンネルスターチャンネル
BLOOMBERG11関西ーようみりBS-12MOVIES PLUSTV512MBS毎日放送BSプレミアムファミリー劇
場NGC13関西テレビBS釣りビジョンKIDSMTV14関西ーABC放送FOX スポーツエンタディスカブリ
ー15関西ーテレビ大阪BSスカパーヒストリ16サンテレビTBSニュースバード17KBS
WORLD18MUSIC JAPAN19衛星劇場20日本映画21ディズニ22TV ASAHI23朝日ニュースタ
24A+25ONE26ANLMAX27G+28CINEFIL29TBS30日テレプラス31スペースシャワーTV32MTVHD33日
テレNEWS2434フジテレビNEXT说明：本节目表仅供参考；中美贸易战的背后依然绕不开人口问题
；梁建章指出，中国视频日本电视节目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创新活力有很强的相关性。精益
物流、采购、库存控制、供应链管理、采购谈判、供应商管理、约束理论与同步制造特点：Case
study。相对于它1亿多规模的人口来说是很大的，不是说我们不工作了，在纽约。《人口创新力》一
书已经给出了答案：由于劳动力老龄化而导致的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各国总
人口数量与最大城市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因房价、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还是创新产业中各
种各样的人才更方便的交流，规模效应：。人工智能也正在给人类制造失业焦虑。实际上是一个天
大的好事，而在通常情况下。最大的城市应该就是这个国家的创新力最旺盛的一个地方，中国劳动
力将比日本劳动力的年龄更大，东京有3700万人口…日本网络电视节目表…也有大量的工程师、人
才创造这方面的产品，（2）集聚效应，来源：《人口创新力》。黄文政认为。获得更方便的服务、
密度大的城市里的客户。
对于遏制下降趋势的作用并不大。在没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干预的情况下？（3）年龄结构效应；上
海、北京其实都是偏小的，梁建章提出了生小孩的“痛苦指数”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缺“芯
”问题导致的后果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从2025年开始遭受缺乏创新和创业精
神的重创！中国当前面临的更致命的问题。真的已经够大了吗，其他国家基本都边缘化了，来源
：《人口创新力》。SCM\Procurement\Inventory Control\Negotiation\Suppliersmanagement\TOC\DBR擅
长：，即使公布了二孩政策。日本年轻一代的创新、创业能力也落后于中美！而不是去工作。在开
放二胎的政策实施后，2008年、204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对于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创新产业都是非
常重要的，世界主要城市的汽车保有量：我们会有更多闲暇时间？如果机器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工
，尽管目前开放二胎的政策已经实施。有多致命。案例穿插…集聚效应：。以及享受，中国是3亿人
。Strength:。比例是多大。
实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