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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将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意味着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后， 我国将进

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在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方面也将面临新

的问题、 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唯有认真总结过去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改革， 认真

分析目前民生方面还存在哪些短板， 才能进一步明确民生建设有哪些主要任务， 以

及社会政策的发展面临哪些重要的议题。

一、 我国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 其中

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现实条件， 制定和实施了不同的社会

政策， 取得了相应的成效， 积累了中国特色民生建设的经验。

（一） 第一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发展最初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下开始的。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民生保障制度体系。 其中

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制度和农产品分配制度、 农村基础教育和合作

医疗制度、 农村五保户制度等。 在城市中则有居民基本生活资料定量配给制度、 政

府分配就业制度、 依托城市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劳动保险 （退休金、 免费医疗和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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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等）、 住房分配制度及其他社会福利供给、 城市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体系、 针

对少数 “三无人员” 的社会救济制度等。 过去的这套民生保障制度体系较为完善，

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有效地保障了城乡居民最基本的生存。 但是，

当时这套民生保障体系所依存的计划经济经济体制效率比较低下， 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普遍比较低， 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激发活力， 推动经济发展。 为此，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而经济体制改革在破除过去僵化经济体

制的同时， 也削弱或破除了过去民生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 迫使政府不得不对民生

保障制度加以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民生保障制度改革最初在农村开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过去集体劳动和农产品分配制度， 大大削弱了集体经济的保

障功能， 进而以分散的土地保障替代了集体保障。 在此过程中各地保留了农村基础

教育与五保户制度 （李运华、 魏毅娜， ２０１６）， 但合作医疗基本解体了 （刘洪清、

赵婷婷， ２０１９）。 此阶段中， 在政府的推动下， 许多农村地区试行农村养老保险

（古钺， ２０１９）， 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和机制不适应等原因， 没有获得成功。

在城市中，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由于大量知青回城而带来严重的就业难和住房

难问题， 迫使城市政府不得不对劳动就业制度和住房制度加以改革， 开始引入市场

机制去扩大就业机会和住房供给 （李志明， ２０１９； 李宏、 闫坤如， ２０１９）。 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前期， 全民所有制增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带来了企业之间劳动保险负担不

均的问题， 不得不采取 “统筹” 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何文炯， ２０１８）。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合同制的施行， 引发了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

改革的议题， 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新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失业 （待业） 保险制度

（胡晓义， ２０１９）。 概括起来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民生保障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应

对当时严重的福利供给不足问题， 以及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不得不进行的社会

政策制度调整。 这些改革在当时是被动的和临时应对性的， 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

问题而采取的技术性调整， 总体福利水平变化不大。

（二） 第二阶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２１ 世纪初）

进入 ９０ 年代以后， 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民生保障制度的改革

也进入了全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政策体系阶段。 在此阶段中， 可以

从三个角度来看待社会政策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方向。 一是从民生保障供给主体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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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其原有的民生保障功能大幅度下滑， 但政府并没有将国有

企业下滑的民生保障责任承接过去， 而是希望通过社会福利社会化和社会服务市场

化的方式去解决企业民生保障供给下滑而出现的福利缺口。 二是从民生保障对象的

角度来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民生保障明显地呈现出从普惠型向选择型模式的转变，

普惠性福利大幅度下降， 选择性福利有所上升。 三是从福利水平上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总体福利水平相对下降。

更具体地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城市社会政策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第一， 社

会保险从过去的劳动保险转变到了职工社会保险制度， 建立了新型的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并在后来陆续建立和完善了新型的工伤保险、 失业

保险和生育保险。 第二， 社会救助将过去的城市社会救济制度转变为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 第三， 医疗卫生制度进行了改革， 加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四，

劳动就业制度完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第五， 住房制度完成了从福利性分房到房

地产市场的改革。 可以看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农村社会政策严重缺失， 这成为当时

严重 “三农问题” 的重要内容。

总体上看， ９０ 年代我国民生保障制度的改革受到 “市场主义” 的影响， 在民生

保障中强调尽可能采用市场机制， 并辅之以社会力量， 政府缺位现象比较明显 （徐

道稳， ２０１８）。 这种改革方向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影响， 同时

也是受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局限： 为了促进经济竞

争力而不得不约束劳动力成本， 进而不得不控制企业和政府的社会支出。 这种改革

对当时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支撑和促进的作用， 并且市场机制的应用也扩大了医

疗、 教育、 就业、 住房等方面的服务供给。 但是， 在总体福利水平相对降低的情况

下， 这些方面供给的可及性就出现扭曲。 大量的中低收入者面临看病贵、 看病难、

上学难、 就业难、 住房难的困境， 进而引发较多的社会矛盾， 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

的改革来解决。

（三）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党的十六大以后， 面对较为严峻的社会化问题压力和新的发展需求， 中央提出

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思路，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更加重视保

障和改善民生。 在此基础上， 我国社会政策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 五项社会保险体系得以建立。 社会保险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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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得以扩展到农村和城市居民，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

制度实现了全覆盖， 医疗保险接近全覆盖。 并且， 社会保险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包括优化管理体制和建立适用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 社会保险法制化

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２０１０）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

人保险法》 （２０１２） 出台。

二是社会救助体系逐渐完善。 在前一阶段建立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

基础上， 城乡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就业救助制度、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逐步建立，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改革并加强， 自然灾害制度得到完善， 城市住房救助制度得到强

化等， 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 在保障困难群众各方面基本生活中， 社会

救助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医疗卫生政策的再改革。 鉴于前一阶段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看病难、 看病贵

的问题， 医疗卫生政策在这一阶段进行改革。 新医改以增大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为其

主要特征， 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大幅度增加，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

到较大的加强， 城市社区卫生获得新的发展， 农村新农合全面建立， 并且农村三级

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四是教育社会政策快速发展。 总体上看， 公共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明显增大，

民众受教育机会增多、 教育公平有所提高。 具体来看， 在农村开展了 “两免一补”

和营养午餐等项目， 对提高农村， 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具有重要

作用， 有力促进了义务教育的普及。 在此阶段中高等教育大发展， 新一代青年人获

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度提高。

五是住房政策有新的发展。 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开展， 在此基础上建立城

市公租房制度， 城市居民住房难问题有效缓解。 尤其是廉租房与公租房和城市住房

租金补贴制度的建立， 有效缓和了城市贫困与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 同时， 通

过城市危房改造工程改善了城市居民的住房质量， 通过农村危房改造补贴缓解了农

村贫困家庭的住房困难。

六是就业政策的发展。 首先， 《就业促进法》 （２００７） 的出台促使较为完善的就

业促进政策得以形成， 这加强了就业培训、 就业服务、 就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力度。

其次， 通过 《劳动合同法》 （２００７） 和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２００７） 有效提高

了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 最后， 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 各地积极开展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劳动关系的行动，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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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总体福利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在此阶段中， 各级政府在民生保障方面

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提高， 全国公共财政在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与就业、 住房

保障和扶贫开发方面的预算支出占当年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５ ６６％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５３％ 。①

概括起来看，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快速恢复性发展， 总体福利水平明显提高，

尤其是农村社会政策发展较快， 保障和改善民生成果显著 （郁建兴、 何子英， ２０１０）。

（四）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３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民生保障建设和相关社会政策继续稳步发展， 并取得

新的成就。

第一， 医疗卫生方面继续发展， 政府的相关政策视角从过去的 “医疗卫生政

策” 向更加全面的健康政策转型， 设立了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 国务院印发了 《国务院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９〕 １３ 号） 和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１９）， 推动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行动体系。

第二， 社会保险进一步扩大， 居民大病保险 （２０１５） 全面实施， 长期护理保险

的试点 （２０１６） 广泛设立。

第三， 社会救助继续扩展并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 国务院颁布了 《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 将过去较为分散的社会救助项目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中， 加强了社会救助项目间的制度协调。 临时救助制度得以建立， 社会救助制度的

救急难功能进一步得到加强。

第四， 教育政策继续扩展， 各类各级教育都有新的发展， 尤其是高等教育持续

发展。

第五， 脱贫攻坚全面开展并取得重大成就， 全国农村贫人口数量从 ２０１３ 年的接

近 １ 亿降到了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５１ 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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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适度普惠性社会福利有新的发展， 针对老年人、 残疾人和儿童等的社会

政策有进一步提高。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３）， 民政部发布了 《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

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７）， 积极推动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在残疾人事业方

面， 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 （２０１５） 全面实施。 国务院发布了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

复条例》 （２０１７）， 加强了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工作。 在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福利

方面也有较多的发展： 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６）， 加强了对困境儿童的保护工作； 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２０１８）； 民政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９）。 在此期间各级政府还加强了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行动： 国

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６）， 民政部

发布了 《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７） 和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２０１９）， 积极推动了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

第七， 社会政策得到进一步的整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

现了城乡一体化， 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 将其纳入城

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并且各地积极推动社会救助制度的城乡一体化， 努力提

高社会政策的公平性。

第八， 多个社会政策领域继续进行制度优化。 在社会保险领域积极推动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 研究灵活退休和推迟退休年龄的制度， 推动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

营， 并实施了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运行。 在住房保障领域实现了公共租赁住房

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

第九， 在此时期我国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继续稳定提高， 全国公共财政在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与就业、 住房保障和扶贫开发方面的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２００３ 的 ８ ６６％进一步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９ ３０％ 。①

总而言之， 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阶段中， 我国在民生保障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

在市场机制和社会政策的相互配合下， 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做好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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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消除生存性贫困， 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尤其是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的近 ２０

年时间里， 我国不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和制度建设， 满足民众在就业、 教

育、 健康、 住房等方面不断提高的需要， 在民生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 当前我国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中还存在的不足

尽管过去近 ２０ 年来我国在民生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目前在民生方面还

存在不足。 面向未来发展， 首先应该认真分析目前我国民生建设中存在的短板。

（一） 民生建设各个领域存在的短板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城乡

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群众在就业、 教育、 医疗、 居住、 养老等方面

面临不少难题”。 概括来看， 目前我国民生建设各个方面还存在以下一些短板。

一是在就业方面的短板。 尽管我国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全体劳动者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 就业岗位供需总体保持平衡， 并且我国采取积极的就业促进和就业

保障措施， 帮助就业困难群众获得就业岗位， 但是在就业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短板。

其中一方面是就业稳定性的短板， 还有大量劳动者的就业不稳定， 主要是城市中的

灵活就业人员。 尤其是遇到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引发经济波动的情况下， 部分劳动

者就业困难问题还很突出。 另一方面是许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还不够高， 包括工资

低下， 劳动条件不佳， 以及在就业充分、 就业稳定、 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 因此还需要继续改善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课题组等， ２０２０）。

二是在教育方面的短板。 尽管经过长期的努力， 目前我国适龄青少年的入学难

问题大部分已基本解决， 但在教育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 一方面是非义务教育阶

段入学难问题仍然部分存在， 尤其是学前教育的供给不足和价格偏高问题还比较严

重。 另一方面是教育服务质量总体不高、 不均衡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尤其是在部分

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十分低下。 高等教育质量不均衡问题也很突出 （余秀兰，

２０１９）。

三是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短板。 尽管过去十多年里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水平有所提

高， 医疗供给也进一步提高， 但目前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仍然不均衡， 健康不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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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仍然较为突出 （杨磊， ２０２０）。 优质医疗资源分部不均衡的问题仍很突出 （赵雪

雁等， ２０２０）， 大多数集中在中心城市， 广大农村地区，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农村地

区的医疗服务质量还相对较差， 导致广大民众利用优质医疗资源存在困难， 形成新

的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同时，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早期疫情控制中出现的问题也暴露

出疾病控制系统中存在的漏洞。 另外， “健康中国” 建设也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许

多新的议题。

四是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短板。 首先， 在养老保险方面还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水平偏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行和风险防范问题， 延迟退休年龄的制度

尚未出台、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还在路上， 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还未形成， 补充

性商业保险发展缓慢等问题。 其次， 在医疗保险方面还存在报销比例偏低， 难以有

效满足大病医疗需要的问题， 尤其是居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偏低问题更加突出。 医

疗保险还存在与相关的医药、 照护等服务供给机制协调性不够的问题 （何文炯，

２０１８）。 此外，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构刚刚开始， 离制度成熟还有较大距离。

五是在住房保障方面的短板。 总体上看， 城市住房保障覆盖的范围还不够， 有

些低收入家庭还难以获得住房保障， 尤其是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还比较突出。

城市住房保障目前还仅限于保障租房， 还没有延伸到帮助有需要的人购房。 农村危

房改造补贴的覆盖面也还比较窄， 许多低收入家庭还难以享受到必要的保障 （王

晶、 江治强， ２０１９）。

六是在养老服务方面的短板。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 养老服务的需求正

在快速提升。 但我国在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方面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 面向即将来临

的老龄化高峰时的服务需要， 目前的养老服务资源储备、 技术发展和制度建构都还

存在短板。 尤其是面临未来长期照料服务需要快速提升， 目前的准备还很不够。 此

外， 针对普通老年人健康、 学习、 娱乐、 等各项社会服务， 包括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的供给还存在不足。

七是在儿童服务方面的短板。 迄今为止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福利方面都

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还不够严密； 儿童和青少年发展中还存

在很多经济、 社会、 心理等方面的不利因素； 儿童健康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仍然存在；

普惠性儿童福利还较落后， 社区儿童服务普遍不足， 儿童早期照料服务供给不足

（郑功成， ２０１９）。 同时， 校园社会环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校园暴力时有发生。 困

境儿童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仍在路上； 儿童社会工作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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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能力建设。

八是在残疾人事业方面的短板。 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利和就业权利保障还存在一

些漏洞， 并且总体上看保障水平还不够高。 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还较

低， 反映出他们的总体教育质量不够高； 残疾人的就业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残疾人在贫困者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无障碍设计建设

与管理水平还很低下。 残疾人康复服务、 辅具生产与配置水平也还很低 （陈功等，

２０２０）。

九是在贫困治理方面的短板。 尽管我国已完成现阶段的脱贫攻坚， 基本上消除

了生存性贫困， 但贫困问题还不会在我国消失， 贫困治理任务仍然艰巨。 在近期还

要面临严峻的农村返贫风险， 防止返贫的任务还很艰巨。 从长期看， 相对贫困问题

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 相对贫困治理将是我国未来长期面临的任务， 而我们在此方

面的经验和政策准备都相对不足。

（二） 在总体福利水平和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民生保障的总体福利水平和制度体系建设还存在不足。 一

是各级政府在民生保障方面投入的资源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国际比较看， 目前

我国社会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从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

系上看， 民生保障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适应， 仍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从满足

民众基本需要的角度看， 目前民众在健康、 教育、 养老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困难， 尤其

是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群众的实际生活还很困难， 需要进一步加大民生

保障的力度。 因此， 尽管我们目前可以说已经超越了 “低福利国家” 的水平， 但与本

国民众的实际需要和与国际高水平相比， 我们的总体福利水平仍然偏低。

二是我国社会政策的公平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尽管过去十多年来在中央关于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要求下， 我国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公平性已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但目前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城乡差别、 地区差别和人群之间的差别。 所

不同的是， 过去的差别是有和无之间的差别， 而目前的差别是质量和水平方面的差

别。 也就是说， 尽管各地和各类人群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 医疗、 就业机会、 住房、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和服务， 但所享受到的质量仍有明显的差距， 因此还需要

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来逐步弥补， 继续提高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公平性。

三是我国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主体发展的不均衡， 多元主体格局还未有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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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是社会力量的参与还很弱。 以慈善事业为例， ２０１９ 年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

入仅 ８７３ ２ 亿元， 比上年还下降了 ５ １％ ，① 占当年 ＧＤＰ 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 再

观志愿服务， 其服务总量也很微弱。 ２０１９ 年全年共有 １６６４ ２ 万人次在民政领域提

供了 ４３２６ ９ 万小时志愿服务。② 在民政领域提供志愿服务的人数占我国成年人的比

例大约不到 ５％ ， 并且提供了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在一年中平均仅提供了 ２ ６ 小时的

服务。 如此来看， 即使这些志愿服务时间全部都提供给城乡低保对象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 那每个贫困者在一年中平均获得的服务也不足一小时。 如此弱小的慈善事业

和志愿服务在民生建设中很难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制度化建设还存在不足。 在社会政策的多个领域中

至今尚未有国家法律规范， 有些领域连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都还没有 （如社会工作领

域）。 民生建设的一些领域在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也

不够。 许多领域， 尤其是面向居民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还停留在以

零散的项目制方式提供服务， 许多地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财政预算体系也还未稳定

地建立起来， 因此很难支撑广泛、 均衡和可持续的社会服务体系。 还有一些领域虽

然已经确定了发展方向 （如延迟退休年龄， 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发展医养结合的

养老服务等）， 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制度。 同时， 在具体的制度建设层面上还未能形

成统一的民生建设行动体系，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尚未有统一负责社会政策制定和实

施的领导机构， 因而导致在各项制度建设的协调存在一定难度。

概括起来看， 目前我国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中存在质量、 水平、 均衡和制度建

设方面的短板。 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应当集中予以解决。

三、 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民生建设与社会政策的主要议题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下一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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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目标， 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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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在

“十四五” 期间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目标。 其中， 进一步加强民生建设

是新征程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结合十九大报告， 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五中全会

文件的精神， 面向未来的发展， 我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

（一） 清楚把握社会政策的基本方向

面向未来发展， 首先要清楚把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

政策的基本方向。 十九大报告中要求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再次强调

“坚持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中央的这些要求为今后我国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 其基

本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 通过加强民生建设和优化社会政策而将改

革和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 并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也就是说， 未来

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将不只局限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而是要在保障基本生活

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人民的福祉， 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推动实现更加公平

和平等的社会。 为此，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 我国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不仅不应削弱， 还应进一步加强， 在新征程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 稳步提高民生建设水平和优化社会政策

为了适应新征程的要求， 应当提高民生建设水平。 但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制定

和实施是长期性的任务， 在 “新征程” 中加强民生建设和优化社会政策更应该注重

其长期稳定性。 为此， 十九大以来中央在多个重要文件中一再重申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尽力而为， 又量力而行” 的原则要求。 这一要求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稳妥的社

会政策发展道路， 即在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一方面， 我们要积极推动民生建设， 逐步提高民生建设水平， 不断优化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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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这是由社会政策在新征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 也是由于目前我国在

民生建设方面还存在的短板所决定的。 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提高保障改善

民生水平” 的要求， 本着尽力而为的原则， 逐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在此方向上，

首先应该把握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适应的原则， 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

提高民生建设水平。 其次， 鉴于目前我国政府的社会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偏低， 总体

福利水平仍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 未来仍具有逐步提高总体福利水平的

空间。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中， 社会支出的增长比例仍可略高于 ＧＤＰ 增长幅度。

再次， 积极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应该将重点放到提高民生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方面，

尤其是要着重加强目前在教育、 健康、 就业等方面还存在的质量短板， 以及社会保

障等方面还存在的水平不足的短板。 最后， 积极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要更加注重

民生建设的公平性， 推动各方面社会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逐步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的

民生建设资源不均衡分布的问题， 重点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民生建设质量， 使

民生建设总体上朝向既更高质量、 又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 要稳妥地推动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发展。 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牵涉

到千家万户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而且关乎老百姓的

基本生活。 一旦民生保障出现波动， 对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当

代社会中个人和社会都会面临各种风险， 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但一套

稳定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政策体系可以帮助老百姓在风险和波动中维持其日常开支、

教育、 医疗、 住房等方面的稳定。 民生保障系统是应对经济波动的重要制度基础，

因此其本身应该在经济波动中保持稳定。 但是， 民生保障和社会政策与经济运行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必须通过专门的制度设计才能保证其在经济波动中的相对稳定。

从历史发展和国际经验看， 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常常会在经济波动中受到较大的冲击。

这会导致社会政策的波动， 对民众的生活带来影响， 严重时还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和

冲突， 从而将经济波动扩及到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因此， 在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

发展中要高度重视其稳定发展的一面。 要按照 “量力而行” 的要求， 采用稳妥的步

伐逐步推动民生建设， 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弹性， 避免为了解决眼前社会难题或获

得眼前的政治利益而不合理地扩大福利供给。

（三） 加强多方位发展的民生建设体系

当代社会中的民生建设是一个多目标的行动体系， 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建设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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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制度体系。 其中各类制度和行动分别面向不同的需要和解决不同的问题， 加

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由多维目标、 多主体、 多种机制构成的综合性民生保障体系。

因此， 应该认真分析各类群体在各个方面的不同需要， 认真设计和建构民生保障的

制度体系。 在此方面，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要 “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 的要求。 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民

生建设并不是三类互不相干的民生建设制度， 而是民生建设中的三种不同的原则和

目标。 其中， 普惠性民生建设着眼于通过增大公共服务而满足广大群众的共同需要，

如面向全体民众的普惠性教育服务、 健康、 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服务， 面向全体老

年人、 残疾人或儿童的相关社会福利服务等。 普惠性的民生建设能够产生广泛的社

会效益， 对提高民众各个方面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是未来我国社会政策发

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加强基础性民生建设的含义是要将社会政策的重点放到满足民

众基本需要方面。 当代民生建设在很多领域都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需要的程度， 在

更高的层次上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但是， 保障基本民生， 满足人民群众在各个方

面的基本需要仍然应该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任务。 为此， 政府在民生建设方面的重点

应该放到基础性民生建设层次， 让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在较高层次的民生保障方面

发挥更多的作用。 加强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是要求各级政府在民生保障方面切实承

担起兜底的责任。 民生建设是一个多主体的行动体系， 但其中政府应该承担兜底的

责任。 在其他行动主体 （社会力量、 市场主体等） 发挥作用不利的领域中， 应该由

政府承担起大部或全部的责任 （如针对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等）。 在多

主体合作运行的领域中， 如果因各种原因而导致其他主体暂时失效而退却时， 政府

不能退， 应坚决承担起兜底保障的责任。 同时， 政府兜底性民生保障还要求各类民

生保障都要达到社会所认可的水平， 帮助有需要的人达到基本的生活质量， 并推动

缩小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以上三个方面是在新征程上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发展面临的主要宏观议题。 在

此之下还有大量需要逐步解决和推动发展的具体议题， 包括如何具体确定适宜的总

体福利水平， 如何调整社会政策的资源供给方式而增大民生保障的公平性， 如何调

动和激励社会力量在民生建设中的参与， 如何实现福利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以提高社会政策运行效率， 如何通过更加合理的制度建设来增强民生保障运行中的

福利弹性， 以协调福利发展与福利稳定之间的关系， 等等。 这些问题既存在于民生

２４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２０ ４



建设和社会政策的总体制度建构中， 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社会政策各个领域之中，

它们都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而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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