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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国， 带来了政治、 经济、 社

会、 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发展半个多世纪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也受到冲击。

处在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福利制度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因此， 了解和把

握西方福利制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变化和调整对于加强中国福利制度的建设具有

重要的意义。 关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浩如烟海， 但鲜有从全球化的视角进

行专门探讨，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逻辑框架下通过比较研究来探讨西方福利国家的

走向。 因此， 研究全球化逻辑下福利国家改革发展， 研究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福利

政策的影响， 研究中国社会政策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一、 全球化逻辑下的福利国家和福利政策：
被动改变与抵抗改变

米什拉在概念化抽象化的 “理想 ／典型” 思路下， 提出全球化逻辑理论。 这个理

论的背景是由世界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驱动的全球化。 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华盛顿

共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① 的支持下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形式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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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认同市场可以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 因此在社会政策发展方向上支持建立

新自由主义的福利体制。 全球化逻辑指在一系列既定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即开

放的贸易和金融条件下， 全球化对福利国家产生的冲击； 它通过民族国家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机构为中介而间接发挥作用， 其中包括放松管制和市场导向， 并由此产

生各种各样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因素， 如抵制福利水平下调的社会运动。 全球化建立

起来的全球市场介入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中， 国家对全球化的开放接纳破坏了社会

福利的国家形式， 例如破坏了充分就业。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充分

就业政策和在日本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度都受到了冲击。 全球化逻辑也包含了全球化

价值和实践的矛盾， 在工业化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①， 劳动力流动、 利益集团、 政

党竞选和社会运动等涉及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领域， 都出现了与全球化新自由主

义冲击针锋相对的思想和行动。 一方面， 全球化支持开放， 强行推进私有化和市场

力量的发展使得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得以放松或解除。 这击退了国家的干预行动， 如

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政策和干预项目； 另一方面， 全球化使得国民经济处于更大

程度的变化和不稳定状态中， 制造了新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 国家和社会更需要

增加社会福利的保障。 米什拉认为上述全球化逻辑分析适合四种类型的国家， 即工

业化国家、 先进的半工业化国家、 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不过， 这四种类

型国家划分属于理想中的类型， 每个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和范围都是独特的， 经济和

政策发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也有路径的不同。 每个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矛盾和满足

社会福利需要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内置和外在因素 （米什拉，

２００７）。

经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有同有异。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

通过跨国经济、 国际组织等推动和实施， 较少服从国家控制。 经济可以是国际范围

的， 但主要经济单位仍然留在国家范畴内， 国际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延伸。 经济

全球化使独立的国民经济不复存在， 把它纳入国际程序和贸易体系中。 生产真正的

全球化， 跨国公司不再具有独立国家身份。 国际经济体制成为一个自主的体制， 只

接受国际标准的管制 （Ｈｉｒｓｔ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９６）。 经济全球化包含经济的国际化和

经济的跨国化。 从福利国家的视角来看，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福利国家具

有结构的独立性。 而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变化是金融全球化， 货币和资本可以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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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自由流通。 各种经济主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投资， 跨国公司在世界贸易

中的份额稳步增长。 上述变化带来的是福利国家为了确保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进

行的管理自主性不断下降。

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下， 充分就业无法通过单一国家管理得以实现， 国家无法独

立于其他国家坚持一种货币政策， 资本外流外逃十分容易实现。 全球化大大提高了

资本对政府和劳工的议价能力。 充分就业的终结同时也减弱了劳工组织的社会议价

权力和政策杠杆效应。 资本从市场获得的权力越大， 国家干预和三方管理的共识受

到的冲击就越大。 上述因素互动的结果是破坏了战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合作主义管理

国民经济的社会民生战略， 充分就业、 高水平公共消费、 累进税收政策等的传统社

会民主战略和政策选择权也被严重破坏， 国家丧失了寻找可替代新自由主义和货币

主义政策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需要重视的全球化力量是国际组织介入经济全球化过程。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①和世界银行②等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特别政策， 它们以提高或安排贷款为条

件来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性调整方案或其他经济—社会变革 （Ｄｅａｃ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经合组织一直批评欧洲国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体制限制了欧洲国家国

际竞争力的提升 （ＯＥＣＤ， １９９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多

的灵活性： 在福利救济、 福利期限和福利确认方面的失业保险限制较少， 社会保险

费用和其他非工资劳务费用较低， 等等 （ＩＭＦ， １９９４）， 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

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模式。 总而言之， 全球化是市场拉动的社会变迁之界定过于

简单， 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影响，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

策进行跨国导航， 引导其进入新自由主义的航道 （米什拉， ２００７）。

关于全球化逻辑带给福利国家的影响， 米什拉的全球化逻辑描述的是被动改变。

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斯垂克 （Ｓｔｒｙｋｅｒ， １９９８） 比较瑞典、 英国和美国的福利制度

变化、 墨西哥国家政策制定中的城市偏误以及以色列福利国家的发展， 结论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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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简称： ＩＭＦ） 是根据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华盛顿成立的。 与世界银行同时成立， 并列为世界两大

金融机构， 其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 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 “特别提款权” 就是该组织于 １９６９ 年创设的。
世界银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简称， 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世界银行成立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开始营业， 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金融公司、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



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有限， 但建议进一步研究经济全球

化的哪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福利政策。 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

的背景下， 福利国家削减福利开支并非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实施的全部，

因为公民坚守自己的福利需要， 使用投票权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斯枉科

（Ｓｗａｎｋ， ２００３） 通过对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８ 年欧洲 １６ 个国家选举的实证分析， 发现一个

全面、 慷慨和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福利体系可以减轻公民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安

全感， 进而削弱公民对极右翼政党政策的支持。 普惠福利制国家公民直接拉低了激

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票票数， 限制了资本流动和贸易开放。 福利国家公众形成

抵抗改变的力量。

洪特和库恩勒 （Ｈｏｒｔ ＆ Ｋｕｈｎｌｅ， ２０００） 认为全球化也意味着福利全球化， 这是

一个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 社会政策的范围正在扩大， 许多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不同于传统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革新。 在 ２１ 世纪， 随着

全球劳动力、 公民、 资本、 商品和服务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 全

球化浪潮中的社会政策可以被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 为了维持和发展世界不同地

区的国家福利， 可能越来越需要针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和协

调决策。 米什拉 （Ｍｉｓｈｒａ， ２０１０） 认为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方面

的自主性， 可以用全球化的社会标准取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权利 （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以社会标准为核心概念形成支持社会福利制度的福利理

论。 为了社会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适用性， 必须将社会标准概念化为与适当的经济水

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指标。 社会标准似乎在社会保障领域更容易建立， 一是

有缴费传统和标准， 二是覆盖人群类型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三是社会保障类型

有清楚的界定。 米科阔拉 （Ｍｉｋｋｏｌａ， ２０１０） 以 １９３５ 年美国 《社会保障法》 中的缴

费式社会保险计划为重点， 追溯了原方案中的缴费标准， 并再次确认社会保障作为

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核心支柱的重要性。 库达和玛丽亚 （Ｋｏｒｄａ ＆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３） 的

研究指出欧盟国家受到世界劳工组织和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各种国际社会保障标准的

约束， 非欧盟国家受到世界劳工组织的国际社会保障标准的约束， 正在向相同的标

准靠拢。 彭宁思 （Ｐｅｎ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主编的 《国际社会保障标准研究》 也讨论了同

样的议题。 这些研究中的超国家的社会保障标准和米什拉 （Ｍｉｓｈｒａ， ２０１０） 提出的

超国家的社会标准有重叠也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米什拉希望用超越国家的社会标

准理念替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公民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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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
建设融入改变的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后， 经济快速发展， 从欠发展国家迈向中等发展水平国家。 按

ＰＰＰ 法计算的中国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比美国同年 ＧＤＰ 多出 ９８０ 亿美元， 排在世界第一位，

且超过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和意大利五国 ＧＤＰ 合计， 占全球的比重为 １６ ４％ ，

与美国占全球的比重持平， 比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和意大利五国 ＧＤＰ 合计占全

球的比重多 １ ３ 个百分点 （许宪春， ２０２０）。 但中国人口多， 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３ ８６ 亿人，

占同年全球人口的 １９ ２％ ， 是美国的 ４ ３ 倍， 是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和意大利

五国人口总和的 ３ ４ 倍。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４１５０ 美元， 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

ＧＤＰ 的 ２３ ６％ ， 日本的 ３４ ７％ ， 德国的 ２６ ７％ ， 英国的 ３０ ８％ ， 法国的 ３１ ７％ ，

意大利的 ３３ ９％ ， ＯＥＣＤ 国家的 ３１ ７％ 。 如果把 ＯＥＣＤ 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作为发达国

家的平均水平的话， 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１ ／ ３， 属于中等发展水

平，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许宪春， ２０２０）。

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一是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组织。 １９９１ 年， 中

国正式加入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 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创建了 “上

海五国会议” 体制， 与日本、 韩国一起成为东盟对话国， 从而为推进亚太地区贸易

与投资自由化和亚太、 亚欧经济技术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０１ 年中国还成功地在

上海举办了 ＡＰＥＣ 领导人会议。 ２００１ 年 ＷＴＯ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的决定》，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 １４３ 个成员， 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 这都使中国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二是

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投资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投票权份额和治理改

革方案拖延多年后， 终于在 ２０１５ 年获得美国国会通过。 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增加。 根

据该方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增加一倍， 约 ６％ 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

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中国首次向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申报其外汇储备。 由此， 中国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 而印度、

俄罗斯和巴西也均进入前十位。 世界银行建立之初的目的是帮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在

二战后的重建， 此外它辅助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世界银行最开

始的贷款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如高速公路、 飞机场和发电厂等。 日本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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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 世界银行开始集中对发展中国家投资。 １９８０ 年， 中国

恢复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 次年接受了世行的第一笔贷款。 中国建立多个经济特

区， 外资不断增加， 中国对外贸易额也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社会政策嵌入全球化的过程与经济全球化并行， 国际组织的加入以及国际

条约的签订是中国社会政策全球化的路径之一。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１９４４ 年第 ２６ 届国际劳工大会在美国费城通过的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和宗旨

的宣言》 （即 《费城宣言》）， 重申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 主要包括： 劳动者

不是商品； 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 任何地方的贫困对一切地

方的繁荣构成威胁； 反对贫困的斗争需要各国在国内以坚持不懈的精力进行， 还需

要国际社会做持续一致的努力。 全人类不分种族、 信仰或性别， 在自由、 尊严、 经

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 为实现此目标而创造条件应

成为各国和国际政策的中心目标。 在全球化过程中， 世界劳工组织是全球社会政策

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 １９８３ 年以前， 中国未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中国

派出由劳动人事部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了第 ６９ 届国际劳工大会， 正式恢复了在国

际劳工组织的活动。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设立派出机构———国际劳工

组织北京局， 负责与中国有关政府机关、 工会组织、 企业团体、 学术单位等的联系，

以及执行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和合作项目。 中国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涉及最低就业年

龄、 最低工资、 工时与休息时间、 海员劳动条件、 男女同工同酬和残疾人就业等内

容。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中国共批准了 ２５ 项国际劳工公约， 大大提升了中国社会政策

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在 １９７１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

全球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商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和指标， 即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普及小学教育、 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 降低儿童死亡率、 改善产妇保健、

与艾滋病毒 ／艾滋病、 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全球合作促

进发展。 这些目标和指标是全球议程的核心， 统称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ＭＤＧｓ） （联合国， ２０２０）。 千年发展目标———在

２０１５ 年前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 遏止艾滋病毒 ／艾滋病的蔓延、 普及小学教

育———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发展机构共同展现的蓝图。 这些国家和机构

已全力以赴来满足全世界最贫困人群的需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下旬， 中国外交部与联合

国驻华系统共同发布了 《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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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２０１５）。 报告指出中国提前完成了多个千年发展目标， 得到联合国的肯定。

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 减少饥饿人口、 推进卫生、 教育、 妇女权利等方面有明显提

升， 但在减少环境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丧失、 艾滋病感染途等问题上仍存在挑战。 尽

管我国的扶贫开发行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仍然存在很多的困难。 首先， 农

村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影响了农村反贫困效果， 贫困问题长期难以解决。 其次， 在

部分已经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地区， 部分贫困人口在脱贫以后又出现返贫现象。

再次， 剩下的尚未脱贫的贫困地区大都处在资源严重贫乏和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的偏

僻地区。 最后， 如何将扶贫开发与社会救助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使其更好地发挥反贫困的作用等问题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

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 联合国 １９３ 个成员国包括中国

在峰会上正式通过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 在联合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续引导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的全球发展工作 （联合国， ２０１５）。 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３０ 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 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转向可持续发

展道路。 其中的社会福利目标包括： ＳＤＧｓ 第 １ 项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Ｎ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ＤＧｓ 第 ３ 项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ＤＧｓ 第 ４ 项确保包容、 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享有终

身学习机会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ＤＧｓ 第 ５ 项实现性别平等， 为所有妇女、 女童赋

权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ＤＧｓ 第 ８ 项促进持久、 包容、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现充分

和生产性就业， 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 （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ＤＧｓ 第

１０ 项：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ＤＧｓ 第 １１ 项建

设包容、 安全、 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区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中国制定的相关社会政策如下：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印发 《国务院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印发 《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发布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 等政策。

２００２ 年， 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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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 （韧性）” 概念引入城市建设与防灾减灾领域。 ２０１２ 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峰会上提出。 其认为一个有 “抗逆力

（韧性）” 的社区应当包含 ５ 个基本特质： 能够满足居民健康需要的服务、 能够使得

社区居民更团结地链接服务、 有保持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生计机会、 有完善的获得性

高的基本的服务设施、 有管理社区的信息与资源。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召开第三次人类居

住会议， 构建有抗逆力 （韧性） 的人类居住区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中

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相关会议和政策制定， 同时给世界贡献了中国在重大公共危机中

韧性社区建设的经验。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 而

是越挫越勇， 不断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 这就是中国的韧性 （习近平，

２０２０ａ）。 中国的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张淑虹， ２０２０）。 中国抗疫特征之一是以社区为单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应对

中， 社区作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天然合理性和防控有效性得到充分彰显。 以隔离为主

要手段的抗疫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果， 形成了社区坚守， 政府支持的

社区治理工作机制。 同时， 社区抗疫推动社区治理向数字化， 信息化发展。 通过抗

击疫情， 社区治理邻里共同体意识逐步强化， 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奠定了

基础 （杨龙， ２０２０）。 中国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在地抗疫后续工作的顶层设计， 继

续开展针对病患及各类人员的心理疏导、 情绪支持、 保障支持及其他实务， 勇于承

担抗疫行动的行政事务。 与此同时， 中国还开展了国际社区服务， 包括向韩国大邱

国际社区等提供的社区服务、 社会政策双语支持和国际课程培训督导支持。 中国韧

性社区抗疫模式站位高、 远视野， 比较中寻找发力点。 重大危机事件使我们重新理

解了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实质， 即要分析生物—社会混合危机中社会成员的需要， 寻

找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以及拓展寻找和获得这些资源的方法。 由此可见， 我们应当

将国际社区或更大的地域社区和社会组织视为人在情景中的场域， 设计在国际社区

场域中开展的社会工作项目并推动实施， 以达到解决社会问题、 满足社会需要、 提

升社会福祉的目的。 并且， 我们应当重新界定中国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和知识体系，

认识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在社会变革中的宏观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模式使用者、 社会行

政工作者、 宏观项目规划者和社会行动者等群体特征。

中国积极推动反贫困战略， 将 ＳＤＧｓ 第 １ 项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Ｎ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ＤＧｓ 第 ３ 项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促进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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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保障贫困者也能够进入小康社会。 中央对现阶

段的脱贫攻坚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布置， 形成脱贫攻坚的政策体系。 中共中央于

２０１５ 年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了在 “十三五” 期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 提出到 “十三五” 期末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专门做出了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进一步强调

了要在 ２０２０ 年让剩下的 ７０００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决定。 其总体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 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 不愁穿，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

障。 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

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确保我国在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此后，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印发了 《 “十三五”

脱贫攻坚规划》， 对 ２０２０ 年之前的脱贫攻坚任务做了详细的部署。 ２０１７ 年，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 中再次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报告指出，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

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 做到真脱贫。 ２０２０ 年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中预计今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面脱贫， “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可以如期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可以如期实现 （习近平， ２０２０ｂ）。 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 ５５７５ 万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同时， 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医疗保

险覆盖超过 １３ 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１０ 亿人， 有力支持了脱贫战略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２０２０）。 中国反贫困战略是典型的中国模式： 精

准脱贫原则， 多元脱贫方法， 扶贫扶志扶智并行手段， 跨地区协作机制， 为世界反

贫困行动提供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

中国是 《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 的签约国。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指出， 世

界各国都有生活在极端困难下的儿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联合国， １９８９）。 联合国 《儿童生存、 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 中提到， 世界上有无

数儿童面临危险、 因贫穷和经济危机遭受苦难， 各国应该给予残疾儿童和处境非常

困难的儿童更多的支持和照顾 （联合国， ２０１７）。 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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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儿童生存的世界》 也使用了多种表达来指代困境儿童： 特殊需要的儿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脆弱的儿童 （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生活在困

难处境中的儿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处于危境中的

儿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 ｒｉｓ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ｎｅｅｄ） 等 （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

２００２）。 参考联合国有关政策， 中国关于儿童的政策中对困境儿童的政策内容越来

越丰富， 儿童福利提供水平不断增加。 １９９２ 年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中将困境儿童界定为处于困难条件下的儿童，

主要包括农村的独生子女、 女童、 残疾儿童、 单亲家庭儿童、 流浪儿童、 经济欠发

达地区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７）。 随着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推进， 《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

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

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将首要保障人群分为孤儿 （包括福利机构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

孤儿）、 困境儿童 （包括残疾儿童、 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 困境家庭儿童 （包括父

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 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 父母一方死亡另

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贫困家庭的儿童）。 ２０１４ 年，

《民政部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将困境儿童 （即政策中

的 “困境未成年人”） 界定为 “包括因监护人服刑、 吸毒、 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

无人扶养的未成年人， 遭受家庭暴力、 虐待、 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 以及自身遭

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儿童福利发展的中国组合

式普惠儿童福利模式。 教育福利普惠到每一个儿童， 特殊福利提供给困境儿童， 如

生活在农村地区、 没有父母或者可靠照料人陪伴的留守儿童、 少数民族儿童， 因为

他们风险更大， 更容易陷入贫困。 在多维贫困的影响下， 这些儿童的权利无法充分

实现， 潜能无法充分发挥， 未来发展受到负面影响。 他们是中国扶贫政策的重点服

务对象， 确保最贫困的儿童也能够享受到国家发展红利。 针对多维度困境儿童， 应

当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制定困境儿童健康与医疗卫生救助政策； 困境

儿童的教育政策； 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机制。

中国还积极参与其他国际社会组织的活动， 参与全球化社会政策的制定， 推动

社会福利快速发展。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 （ ＩＡＳＳＷ）、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ＩＣＳＷ） 与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ＩＦＳＷ） 共同制定 《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

程》。 《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程》 是全球社会工作共同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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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为一个周期， 共制定五个主题， 每两年执行一个主题， 对于汇集各方社会工作

力量回应当下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

议程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初步确定社会团结和全球团结作为第一个主题， 此次会议主要对

第一个主题的适切性以其他四个主题的制定方向展开讨论， 强化中国参与构建全球

议程的积极力量， 在全球议程中体现中国声音、 体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组织了咨商会议， 并提出了未来社会工作的全球议题， 即全球治理与

全球团结， 社区团结和国家、 社会组织角色， 数字技术和知识的团结， 不同文化

（包括民族和种族） 的包容和团结， 尊重社区内的所有人、 提升其福祉。 中国社会

工作者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研究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为国际社会提供

服务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三、 结论与讨论： 全球化逻辑是否适用于中国？

米什拉的全球化逻辑主要分析了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面对新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和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 所形成的国

家福利提供以及国家干预的被动改变。 福利国家不仅因福利开支受到批评， 也因为

市场缺乏灵活性而受到批评。 在全球化经济的冲击下， 福利国家被动改变了原来的

福利政策和福利提供机制。 与此同时， 其他研究发现抵制改变的力量仍然存在。 福

利国家进退两难， 但公民社会力量通过投票和其他社会行动方式， 抵制新自由主义

右派削减福利的各种政策， 形成被动改变与抵制改变并存的格局。

米什拉的全球化逻辑理论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呢？ 结

论是米什拉的全球化逻辑理论对中国模式并未出现有说服力的解释。 首先， 中国的

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不在一个起点上， 福利水平和福利体制也不相

同。 在欧洲福利国家因为全球化出现被动改变时， 中国在借鉴和参与全球化社会政

策的过程中建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 形成融入全球化社会政策

的改变。 中国是在一个开放和发展的高起点上引入和建设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服务

制度。 其次，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是东亚四小龙奇迹之后的新奇迹。

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市场仍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建设

与福利国家经济危机和经济滞胀后的被动改变有不同的经济基础。 最后， 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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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虽然正在实施广覆盖， 但却是低水平的广覆盖。 中国仍然面对贫困问题、 儿童

问题、 老龄化问题、 流动人口问题等。 国家福利项目的干预有限， 并未达到福利国

家的水平。 在福利国家出现抵制改变的社会行动时， 中国并未出现抵制改变。 中国

是在一个更高的现代化水平上建设社会福利制度。 与东亚国家相似， 中国调整了社

会福利制度建立理念， 从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变， 但并未忽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

和降低福利提供水平。 中国一方面经济快速而强劲的增长， 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寻找

适合的社会保障提供方式和水平 （Ｈｏｒｔ ＆ Ｋｕｈｎｌｅ， ２０００； Ｓａｒｆａｔｉ， ２０１４）。

从联合国推动的全球发展政策目标以及实施来分析， 跨国社会组织已经把世界

各个国家整合为一体， 社会 （政策） 标准正在一步一步制定和实现过程中 （Ｍｉｓｈｒａ，

２０１０）。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已逐步积极地进入社会

政策全球化体系中， 通过国家干预实施社会福利的被动改变、 抵制改变和融入改变

三种模式并存， 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融入改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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