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常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11月1日零时我市常住人口[2]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为 5278121 人，与 2010 年我市第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的 4592431 人 相 比 ，十 年 共 增 加
685690人，增长14.93%，年平均增长率为1.40%。

二、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3]1942531 户，集体户 117078 户，

家庭户人口为 4879468 人，集体户人口为 398653 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1人，比2010年我市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71人减少0.2人。

三、性别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2711786 人，占

51.38%；女性人口为2566335人，占48.62%。总人口性
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 2010年我
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3.99上升为105.67。

四、年龄构成[4]

全市常住人口中，0-14 岁[5]人口为 699862 人，占
13.26%；15-59 岁人口为 3522325 人，占 66.73%；60岁
及以上人口为 1055934 人，占 20.01%，其中 65 岁及以
上人口为 785494 人，占 14.88%。与 2010 年我市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74个
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1个百分点，60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96 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上升5.11个百分点。

表1 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人、%

五、受教育程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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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040 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
度的人口为 860634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93475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996015人（以
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
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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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1 人增加
为 20690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6990 人减少为
16306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41800 人减少为
36656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20995 人减少为
18871人。

与 2010年我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常
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6]由 9.57

年上升至10.57年。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

人）为84427人，与2010年我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文盲人口减少 66489 人，文盲率[7]由 3.29%下降为
1.60%，下降1.69个百分点。

六、城乡[8]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4067856

人，占 77.0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210265 人，占
22.93%。与2010年我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
镇人口增加1166886人，乡村人口减少481196人，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13.90个百分点。

七、地区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的地区分布如下：

表2 各地区人口[9]

单位：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

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
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
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
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5]0- 15 岁 人 口 为 739687 人 ，16- 59 岁 人 口 为
3482500 人。

[6]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
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
=6 年，初中=9 年，高中=12 年，大专及以上=16 年。

[7]文盲率是指常住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
所占比例。

[8]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
规定》划分的。

[9]各地区人口是根据区划调整测算的初步汇总
数据。

[10]指各辖市（区）、常州经开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
常住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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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总计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数

5278121
699862
3522325
1055934
785494

比重

100
13.26
66.73
20.01
14.88

地区

全 市
溧阳市
金坛区

武进区（不含常州经开区）
新北区
天宁区
钟楼区

常州经开区

人口数

5278121
785092
585081
1277487
883125
668906
658537
419893

比重[10]

100
14.87
11.09
24.20
16.73
12.67
12.48
7.96

本报讯 5月18日，记者从市文广
旅局了解到，“老城厢复兴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州
文庙大成殿现状整修、保养工程顺利完
工。包括文庙大成殿在内，目前我市老

城厢范围有9处文保单位修缮保护工作
得到有序推进。

常州文庙大成殿位于常州市工人文
化宫内，原为清常州府武进、阳湖两县文
庙的主体建筑。始建于宋咸淳元年

（1265年），历代均有修建。现存建筑
大成殿为清同治六年（1867年）重建，
规模高大，梁柱粗硕，为单檐歇山顶。
大成殿面阔五间，气势庄严，庄重古
朴。2011年12月19日，常州文庙大

成殿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常州文庙大成殿屋面漏雨严
重，部分构件朽损，亟待修缮。为此，市工
人文化宫筹集资金，启动修缮工程。市文
物保护管理中心全程监理。

参与修缮设计工作的常州市规划设计
院产业化建筑所高级工程师胡金告诉记
者，工程自2020年8月15日开工，历时8
个多月，对屋面、牌科、局部大木构件、门
窗、墙面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复。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文化娱乐发展部副
部长邹力介绍，大成殿整修工程10月将接
受省文物局验收，预计明年以全新面貌对
市民开放。

据记者昨天从有关方面了解，修缮后
的文庙大成殿将派什么用场，目前还没有
最后确定。（郑雨露 常文广旅/文 朱臻/摄）

明年将开放；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派何用场

常州文庙大成殿修缮工程完工

本报讯 19 日上午，我市召开
2021年全市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入学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年的招生政
策，继续坚持“免试入学”“公民同招”“公
平规范”原则。

幼儿园招生以相对就近、方便家长
为入园原则。任何幼儿园不得将入园资
格与是否接受本园早期保育教育（亲子
教育）挂钩。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
遵守《义务教育法》，实施免试入学。

全面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
生。所有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
录取、同步注册学籍，不得提前招生和

“掐尖”招生。
公办学校采取户籍、居住地对口和

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等方式入学。先
安排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一致的适龄
儿童按学区就近入学，再在区域内统筹
安排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不一致的适
龄儿童少年入学。

随迁子女入学，需提供4项材料：儿
童少年及其监护人户口簿、在现居住地连
续居住且不少于一年的居住证、一年以上
的社保凭证、与常州用工单位签订一年以
上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凡符合
政策规定的随迁子女，原则上在公办学校
就近安排入学；公办学校无法就近接收
的，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教育部门强调：严禁违反规定招生时
序提前招生；严禁通过笔试、面试（谈）、

评测等方式招生；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
培训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
据；严禁以培训班、校园开放日、冬夏令营
等形式选拔生源；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
为违规招收的学生办理学籍注册转接；
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
助学款”；严禁公布、宣传、炒作学校成绩
排名，进行虚假宣传；严禁与校外培训机
构合作违规招生。 （尤佳 毛翠娥）

所有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今年招生政策发布

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考级证明作为招生依据
民办学校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核准的招生方案实施招生。招生
范围按规定审批后确定，原则上不
得跨设区市招生。民办学校报名
人数超过其招生计划数的，实施电
脑派位随机录取；报名人数未超过
其招生计划数的，一次性全部录
取。原则上，用于电脑随机派位的
招生计划不少于去年。民办九年一
贯制学校可单列本校免试直升招生
计划，免试直升必须尊重学生意愿
应收尽收。

今年，教育部门进一步完善“摇
号”办法，要求民办学校在招生简章
中明确，家长为双胞胎（多胞胎）子

女报名时，可自愿申请“双胞胎（多
胞胎）绑定”参加电脑随机派位。若
绑定电脑派位，双胞胎（多胞胎）将
作为一个号，同时派中或同时派不
中。若家长不申请，双胞胎（多胞
胎）将与其他普通学生一样可分别
参加电脑派位。双胞胎（多胞胎）报
名时，申请“双胞胎（多胞胎）绑定”
的，学校要在公布报名名单时，同时
公布双胞胎（多胞胎）绑定名单。

今年，民办学校电脑随机派位办
法与去年基本相同，接受社会监督。
整个过程大致分为“摇前、摇中、摇
后”三个阶段，共15项流程。

毛翠娥 尤佳

双胞胎（多胞胎）可作为一个号，也可不作为一个号

民办学校“摇号”
招生计划不少于去年

本报讯 为严打严防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识骗
防骗意识和能力，市公安局新闻宣
传中心日前在“常州公安微警务”平
台设计开发了“龙城反诈超市”模
块，建立“全民反诈”宣传产品库，实
时提供相关行业部门、基层公安机
关和民警共享使用，通过长期宣传、
全面宣传、反复宣传、精准宣传，覆
盖各类人群，形成规模效应，构建

“全警反诈、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

新格局。
据介绍，龙城反诈超市是部署

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反诈宣传产品服
务平台。通过创作、征集、筛选多渠
道优质的反诈宣传产品，分类整理
上架，为全社会开展精准反诈宣传
提供有力支撑。目前，“龙城反诈超
市”设有资讯区、攻略区、图片区、标
语区及视频区五大栏目，进行典型
案例曝光，提供预警防范提示和反
诈宣传手册等。 (芮伟芬 顾燕)

“龙城反诈超市”上线

本报讯 我市住建部门日前出台
加强住宅小区电梯管理和消防安全工
作的有关通知，要求全市物业服务企
业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

通知要求，一是严禁电动自行
车上楼充电。全市物业服务企业要
引导小区居民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
和充电，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
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充电
等行为应当及时劝阻。对劝阻无效
的，向消防救援机构或者公安部门
报告。有条件的小区，可以通过程
序加装梯控阻车系统，并做好相关

解释工作。
二是积极增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

场所和充电设施。各地物业管理主管部
门要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小
区增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
设施，会同街道社区采取“一区一策、一
幢一案”的方法，协助物业服务企业破解

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
施增设工作难题。

三要加强电梯安全管理。
四要加大电梯管控宣传工作。
五要认真开展防火门安全使用专项

治理工作。
（杨皓 姜小莉）

我市出台通知

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

本报讯 5月18日，第13届阳
湖果品节暨阳湖水蜜桃推介系列活
动在武进区启动。

“阳湖果品节”是武进区最重要
的农业推介活动之一，至今已举办
12届。目前，“阳湖”果品中共拥有
绿色食品43个、无公害果品23个，
建立省级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果
品企业25家，“阳湖”果品品牌价值
近10亿元。

作为阳湖果品中的“当家品
种”，2005年武进水蜜桃成功注册

“阳湖”水蜜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8年“阳湖”水蜜桃成为全国首
家通过森林认证的桃类产品，也成
为阳湖果品产业一张响亮的名片。

以阳湖果品品牌战略规划为引
领，武进区计划3年投入1000万元
财政资金，用于支持水蜜桃产业发
展，重点围绕生产、营销、品牌，打造
核心基地、优化品种结构、建立标准
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
值，实现阳湖水蜜桃产业提质跃升。

本届阳湖水蜜桃推介活动共有
10大系列活动，包括阳湖水蜜桃宣
传语及短视频征集、示范基地及经
纪人评选、上海专场推介会、门店展
销等。

活动现场，武进区果品协会与
顺丰速运、寻优农与前黄农合联、鲜
丰水果与武进区果品协会分别签订
合作协议。 （王可人 徐梦超）

武进举办第13届阳湖果品节

本报讯 5月19日是《徐霞客游
记》开篇日，2011年国家旅游局将每
年此日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今年中
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绿色发展·美
好生活”。5月 19日至 5月 25日期
间，我市10多个主要景区推出半价惠
民活动。

中华恐龙园：5月19日—25日，
双人优惠票398元；

天目湖旅游公司：5月20日—23
日，通过携程平台购买天目湖山水园景
区、南山竹海景区、御水温泉景区半价；

曹山火车来斯和汽车来斯公园：
5月19日，门票半价优惠；

花谷奇缘：5月19日—25日，针
对常州市民实行窗口购票成人半价优
惠，购票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暂住
证；

茅山金牛洞：5月19日—25日，
门票优惠价35元，买一送一；

茅山宝盛园：5月19日，门票买
一送一；

一号农场：5月19日—25日，园
区场馆免费，松林探险、自行车骑行项
目半价；

环球动漫嬉戏谷：5月20日—23
日举办“520 烟花大会”，门票原价
230元/人，优惠价白天39.9元/人起，
夜公园29.9元/人起；

骐骥庄园：5月19日—25日，门

票免费，英式马术课程体验288元/30
分钟/人（原价：550元），体验课赠马匹
互动、马术知识讲解；

龙凤谷：5月19日—25日，门票、门
票+漂流联票均半价；

嬉乐湾：5月19日—25日，线下门
票半价；

天宁寺、天宁宝塔：5月19日—25

日，门票半价；
古运河水上游：5月19日—25日，

游线半价，其中日航从东坡公园至同安
桥往返惠民价20元/人，夜航（周五—周
日）从运河五号至东坡公园往返惠民价
30元/人，东坡公园至篦箕巷往返惠民
价30元/人。

（周洁）

5月19日—25日：

我市10多个景点推出半价惠民

全省13个市每一个市布置一座帐篷，帐篷内展示各市旅游项目。朱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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