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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解读

茂名市统计局总统计师 陈寿才

2020 年茂名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

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经过全市 4 万多名普查工作人

员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完成了普查入户登记任务。普查结果表明，

十年来，茂名人口的基本情况及人口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

变化、新的特征。人口总量持续平稳增长，人口地域分布趋向平

衡，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调整变化，人口素质稳步提升，人口流

动更加活跃，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从人口总量上看，持续平稳增长，总量稳居全省第 6 位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茂名常住人口 617.41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比较，常住人口增加 35.63 万人，增长

6.12%，年平均增长率为 0.60%，比全国高 0.07 个百分点。常住

人口规模居全省第 6 位。

人口是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要适应人

口的趋势性变化，当前茂名外出人口呈现回流趋势，但人口净流

出数量依然较大。茂名常住人口排在全省第六位，占全省比重

4.90%，经济总量排全省第七位，占全省比重 2.96%，人均 GDP 水

平还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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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处于爬坡越坎的关键

时刻，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全力推动实现“十四五”时期的奋斗目标，使人口与经济、

社会、资源、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二、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域实现增长，分布趋向均衡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电白区常住人口最多，为 150.37 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 24.36%，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

0.58%；信宜市人口最少，为 101.46 万人，占 16.43%，增长 11.04%。

茂南区人口 103.54 万人，占 16.77%，增长 10.00%；高州市人口

132.87 万人，占 21.52%，增长 3.10%；化州市人口 129.17 万人，

占 20.92%，增长 9.57%。

县域人口均实现增长，人口占比最高与最低地区离差 7.93

个百分点，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 2.07 个百

分点。茂名人口分布趋向均衡，与县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不断

加强的关系密不可分。从构建“双中心四组团”城市格局，推

动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到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县城品质和县域

经济提升，做强县域城区、县域副中心和中心镇等，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带来经济人口互动变化的良性循环。

三、从性别构成上看，人口性别比升高，高于全国低于全省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322.88 万人，占 52.30%；女

性人口为 294.52 万人，占 47.70%。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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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8.23 上

升为 109.63，比全国总人口性别比高 4.56，比全省总人口性别

比低 3.45。

四、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劳动

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全市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167.11 万人，占 27.07%；

15-59 岁人口为 346.57 万人，占 56.13%；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03.73 万人，占 16.8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74.63 万人，

占 12.09%。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

比重提高 1.21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4.95 个百分

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 3.7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提高 2.63 个百分点。与全省各地市相比，全市 0-14 岁

人口占比全省最高，比全省高 8.22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占比

最低，比全省低 12.67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比全省高

4.45 个百分点。

全市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既反映了生育政策

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又凸显“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

进一步配套完善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公共资源，提高社会养育人

口服务体系水平；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但劳动力年龄人

口仍超过总人口的 50%，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

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劳动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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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量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

吸引更多人回流投身建设。

五、从人口素质上看，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

提升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为 49.85 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93.27

万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23.56 万人；拥有小学文化

程度的人口为 167.91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4268 人上升为 8074 人；拥

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2978 人上升为 15107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由 40022 人下降为 36209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29468

人下降为 27196 人。

全市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48 年，比 2010

年提高 0.62 年，位居粤东西北前列。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

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12.4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 5.47 万人，文盲率由 3.03%

下降为 2.02%，下降 1.01 个百分点。

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反映我市持

续发力抓教育成效显著，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将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这意味着，

人口红利下滑后，人才红利可期，有利于有效发挥人口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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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

续协调健康发展。

六、从城乡结构上看，人口流动更加活跃，城镇化水平持续

提高

全市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 101.47 万人，其中，市

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27.45 万人，流动人口为 74.03 万人。流

动人口中，外省流入茂名人口为9.24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64.79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61.05 万人，增长 151.03%；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22.78

万人，增长 487.79%；流动人口增加 42.47 万人，增长 134.61%。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交通条件更加方便快捷，人口迁移流动

将更加频繁活跃，人户分离人口规模会进一步扩大，相应也会增

加社会管理难度。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268.96 万人，占 43.56%；居住在乡村

的人口为 348.45 万人，占 56.44%。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65.00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29.34 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提高 8.50 个百分点，提高幅度比全省高 0.53 个百

分点。10 年间，城镇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上升，一方面是随着我

市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扩容提质，城镇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

人口由农村转到城镇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是流动人口主要是集

中在城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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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茂名人口的主要变化和特征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

用的客观规律影响的结果。但要清醒认识到人口问题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充分利用好人口普查的丰富资料做更深入的

分析研究，密切跟踪监测人口变动趋势，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

2021 年 5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