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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政策创新·　　主持人：岳经纶

［主持人语］作为一门学科，社会政策是关于人类福祉的研究，其目标是最大化人们拥有美好生活的机会。作为

政府的治理手段，社会政策的功能在于通过再分配手段，满足人类需要，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平。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也进入以增加人民福祉为依归的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社会

政策的创新，因为社会政策创新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手段。民生福祉的增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创

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都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有效创新。因此，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政策的创新，

不仅是一项事关人民福祉的重要实践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选载的四篇论文就

是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政策创新这一议题的回应。这些文章涉及到福利国家理论研究与我国社会政策创新的宏观

议题，社会风险变迁与中国社会政策调整的中观议题，以及我国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设计的微观议题。

福利国家：认识误区、
判断标准与对中国的区域对标研究

———以中国北京市为例

杨立雄

［摘　要］作者首先考察了福利国家发展历史，纠正了把高福利看作是建立福利国家的前提条件的
认识误区；然后，比较了福利国家判断标准，提出了判断福利国家建立的新标准，即平等的社会权

利、社会保险的深度和广度、去贫困化的公共福利和快速扩展的社会支出。最后，根据上述四个标

准，作者分析了中国北京市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福利体制的差距，认为北京市已基本达到福利国家体

制的标准，但在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出两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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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国宣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开始，“福利国家”一词便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自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学术界便开始介绍和研究福利国家，①但是 “福利国家”一词只在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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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被认知。９０年代，国内学术界开始系统地研究福利国家，② “福利国家”一词逐渐走入公
众视野。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各界对福利国家仍然存在某种认识偏差：国内学者在研究福利

国家时多持批判性态度 （如：杨建德，１９９２；胡宁，１９９４；刘玉安，１９９６；周弘，２００１），尤其
是２００８年欧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对福利国家的反思和批判成为主流思潮 （如：熊跃根，２０１０；
刘丽伟，２０１０；郑秉文，２０１１；李昕，２０１４；赵聚军，２０１４）；社会大众则把福利国家看成是高
不可攀的乌托邦社会，认为中国当前还没有能力建成福利国家。

那么，福利国家会因此远离我们而去吗？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纠正对福利国家的认

识误区，然后提出衡量福利国家的标准，最后以中国北京市为例，分析福利国家离我们有多远。

一、高福利是建立福利国家的前提条件吗？

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谈及福利国家，就会想到发达国家、高收入和高福利，而对于学者来

说，在社会运动的推动和福利刚性的作用下，福利水平日趋提升，福利国家将会变得非常昂贵

（ＡｄｅｍａａｎｄＬａｄａｉｑｕｅ，２００９）。
考察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就会发现福利国家的建立并非基于高福利而是社会权利 （ｓｏ

ｃｉａｌｒｉｇｈｔ）。虽然第一个福利国家诞生至今不过７０多年，但是迈向福利国家的进程可以追溯到
１００多年前的工业化时代 （Ｂｒｉｇｇｓ，１９６１），而福利国家思想则可以追溯到前资本主义 （ｐｒｅ－ｃａｐ
ｉｔａｌｉｓｔ）时期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当时新兴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自由市场的规则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人的天性，他们对国家的福利责任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国家只应对值得救助的人负有最小责

任。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自由市场的理念受到挑战。在重商主义者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ｔｓ）看来，国
家在提升社会财富中起着关键作用，并对贫困工人负有相应的责任 （因为他们是国家财富的创

造者）。１９世纪英国对旧济贫法的修正被看成是政府福利态度的调整 （ＷｅｂｂａｎｄＷｅｂｂ，１９２７；
Ｆｒａｓｅｒ，１９７６），随后英国加强了对工厂的管制，改善了住房条件，保障公众健康，提供公共教
育，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并实施强制性的工伤赔偿制度。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著称的美国也于

１９世纪开始实施公共教育，并对部分残疾人提供健康保障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在德国，为缓减劳
资之间的冲突，以工人为保障对象的现代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后逐步演变成俾斯麦福利

模式 （Ｂｒｉｇｇｓ，１９６１）。进入２０世纪以后，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展以及自由市场遭遇的危机，使得
国家干预主义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实施新政所取得的成功，使得人们对收入分配和国家干

预有了更高的期望，１９３６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保障公众健康、收入、就
业和住房方面的责任 （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４），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基础，形成了美国准福利国家
（Ｓｅｍｉ－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模式 （Ａｘｉｎｎ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１９７５；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７；Ｋａｔｚ，１９８６）。而英国则在二
战结束后直接宣布建立福利国家，并迅速成为被仿效的对象。④所以，在现代国家发展史上，福

利国家的关键特征在于，福利国家通过社会权利影响国家与市民的关系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６３），由此
社会权利成为福利国家的核心基础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

高福利并非随福利国家与生俱来，而是福利国家逐步发展的结果。事实上，贝弗里奇报告提

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保险和再分配摆脱当时触目惊心的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问题

（贝弗里奇，２００４：３－６）；英国建立福利国家时的目标是建立普遍性的社会安全网，使人们免
于匮乏的自由，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和摆脱贫困 （Ｂｒｉｇｇｓ，１９６１）；美国则注重实现 “免于

匮乏的自由”，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联邦政府只提供失业保险计划、针对特定群体 （贫困失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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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盲人和老年人）的社会救助计划和养老保险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ａｎｄＭｃｑｕａｉｄ，１９８０）。但是由于确立
了社会权利，福利国家在社会支出方面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并由此导致部分福利国家出现高

福利的特征。不过，福利国家体制具有多样性，最小福利国家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只针
对有需要的或者潜在需要的社会成员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社会支持 （Ｎｏｚｉｃｋ，１９７４）；而自由主
义型福利国家中多数仍然以反贫困作为国家的主要责任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

考察福利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建立之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

（见表１），甚至有些国家以现行标准衡量还未达到经济起飞的阶段。但幸运的是，二战后西方国
家经济快速复苏，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些福利国家经历了近３０年的黄金发展时期，
国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劳动者充分就业，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以主要国家为例，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年期间，加拿大ＧＤＰ平均增速为４０％，法国为４５％，德国为７８％，意大利为５８％，日本为
１０９％，英国为２３％，美国为３３％；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期间，加拿大 ＧＤＰ平均增速度为５６％，
法国为５６％，德国为４５％，意大利为５２％，日本为１０４％，英国为３１％，美国为４２％；
而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只有２８％；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整
个ＯＥＣＤ国家ＧＤＰ的年平均增长接近５％，但是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４％以下。⑤同时，福利国
家在健康、教育、福利、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投资，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真正实现了经济和

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说，经济发展是支持福利国家走得更远的物质基础，但它并不是福利国家

建立的前提条件。

表１　部分福利国家建成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单位：美元

国家 建成福利国家的大致年份 人均ＧＤＰ（名义）

英国 １９４８年 ９３８

美国 １９６２年 （以 《公共福利修正案》的颁布为标志） ３２４３

日本 １９７３年 ３８２２

德国 １９４９年 （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颁布为标志） ４８６

瑞典 １９５５年 １５１３

法国 １９５１年 ８４８

澳大利亚 １９６５年 ２３５０

加拿大 １９７０年 ３８８０

挪威 １９７８年 １１４６２

荷兰 １９７８年 ７６１６

　　注：１．除英国、日本有明确的建成福利国家的时间，其他各国均无确切时间。根据大部分文献的表述均应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但在针对不同国家的文献中，又都标注了具有标志性的时间或文件，因此根据标志性事件

确定其福利国家建成时间。

２．人均ＧＤＰ数据来源于各国统计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趋于融合，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将福利国家

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出现了所谓的 “欠发达福利国家” （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简称ＬＤＣ福利国家）（Ａｖｅｌｉｎｏ，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Ｈｕｎｔｅｒ，２００５；Ｃｅｒｎｙ，１９９５；Ｇ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１；Ｗｉｂ
ｂｅｌｓ，２００６；Ｒｕｄｒａ，２００２）。有学者甚至割断福利国家与工业主义之间的联系，重点关注分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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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将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制度划分为生产型福利国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保护型福利国家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和混合型福利国家 （ｄｕ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 （Ｒｕｄｒａ，２００７）。这表明，福利
国家的建立并不需要高度发达的经济作为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福利国家制度。

二、何以判断福利国家的建立？

尽管 “福利国家”一词已被公众广为认知，但是至今未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福利国家定义。

布利格斯 （ＡｓａＢｒｉｇｇｓ）对 “福利国家”的定义是：国家运用权力 （通过政治或行政）有目的地

改变市场造成的后果，包括：保障每个个体和家庭获得最低收入，建立社会安全网缓解可能导致

个人灾难的社会风险，保障所有人均等地获得社会公认的社会服务 （Ｂｒｉｇｇｓ，１９６１）。艾斯平 －
安德森 （Ｇｓｔａ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认为福利国家是国家对其人民承担保障人民基本和适度的福
利责任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巴尔 （２００３：７）对福利国家的定义是政府提供现金津贴、
卫生保健、教育和食品、住房和其他一些福利服务。周弘 （２００１）认为福利国家是一种突出地
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的国家形态，即提供全民最低收入保障，面向国民实行大规模的收入

再分配。丁开杰和林义 （２００４：３）将福利国家定义为三种形态，即：国家为其国民提供综合而
普遍福利的供给模式、国家或政府提供的福利以及国家、社会和个人提供社会保护的一种状态。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最低福利标准 （Ｍｉｓｈｒａ，１９９０；Ｈａｒｏｌｄ，１９７５）、全民就业 （Ｍｉｓｈｒａ，１９９０）、
市场分配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３；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等角度对福利国家进行定义。

对福利国家的不同定义也导致对福利国家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在马歇尔 （ＴｈｏｍａｓＨ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看来，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是福利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形态的关键因素，
正是确定了社会权利，才导致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增长和福利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平等 （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１９４９），因此社会权利是衡量福利国家的重要指标。基于马歇尔的理论，艾斯平—安德森
采用非商品化 （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测算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并由此作为判断福利国家类型
的依据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而福利国家史学家皮尔逊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ｉｅｒｓｏｎ）在考察了福
利国家的发展历史后提出了判断福利国家建立的三个标准，即：社会保险制度的首次建立，福利

制度的扩展和去贫困化 （ｄｅｐａｕｐ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公共福利，社会支出的增长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相较
于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体制和福利国家分类的判断标准，皮尔逊的方法更合适于判断向福
利国家的转型。

但是，社会保险制度已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以首次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作为衡量福利国家的

标准会导致门槛过低，而且皮尔逊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社会权利在衡量福利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忽

略了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结合马歇尔的权利理论和皮尔逊理论，本文提出判断建立福利国家的

四个标准，即平等的社会权利、快速扩展的社会保险、去贫困化的公共福利和快速增长的社会支

出。

平等的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基础。福利国家建立后，社会权利成为一种绝对权利，人民获

得福利的资格不涉及性别、民族、地域、阶级、工作状态等因素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１９９２：
８）。至今，在国际性公约 （如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欧洲社

会宪章》等）马歇尔的社会权利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福利国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波折，

一些学者也尝试着进行理论的突破和创新，⑥但是至今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仍然主导着福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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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发展。因此将平等的社会权利作为建立福利国家的核心指标充分体现了福利国家的本质特

征。

社会保险是福利国家的核心制度。社会保险的建立与工业革命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工业革

命使个人和家庭风险变成一种社会风险，为此需要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加以解决。现代社会保险

制度起源于德国，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德国最早建立工伤保险、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随后瑞士、
奥地利、意大利、丹麦、法国先后建立了上述社会保险制度。１９０５年法国最先建立了失业保险
制度，随后挪威、丹麦也建立了此项制度 （Ｂｒｉｇｇｓ，１９６１）。目前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多数国
家都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项目中覆盖人群最广的项目，也是保障水平

最高的项目，成为多数福利国家的关键性福利制度安排。社会保险将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紧

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重构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福利国家类型。艾斯平－
安德森将社会保险纳入到 “去商品化”中分析了福利国家的类型，并认为社会保险构成了保守

主义型福利国家的核心基础，这类国家的社会权利与保险精算相关，取决于一个人的工作和参保

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之间的关联程度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
去贫困化的公共福利标志着向现代福利模式的转型。考察英国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从１６

世纪开始，贫困一直是英国政府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为此各地开始立法救济穷人。１６０１年，
伊丽莎白政府颁布适用于全国的 《济贫法》，并开始征收济贫税。１８３４年，新济贫法通过后，对
穷人的救济条件变得更加严格，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被迫工作，接受救济的人数越来越少。１９０６
年，自由党上台，英国开始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开始褪去济贫色彩。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在学校
实施免费午餐计划和在校生医疗检查制度；１９０８年实施养老金法案，年龄达到７０岁的老年人均
可领取养老金 （尽管当时的平均寿命只有４８岁）；１９１１年建立国民保险和失业保险。１９４５年工
党上台后，建立了全民性的福利制度框架，包括：实施家庭津贴法案，修改国民保险法案，实施

国民保险 （工伤）法案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实施全国救助法案，通过儿童法案和住房法案。

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表明，在福利国家出现前后，福利项目快速增加，覆盖人群大幅扩张 （Ｐｉｅｒ
ｓｏｎ，２００６）。西方福利国家的去贫困化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由劳动人群向非劳动人群，首先建
立工伤保险制度、健康或失能保险制度、养老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然后建立生育保障制度和

儿童保护制度；二是从重要产业工人尤其是高危产业的工人 （如矿工）向所有产业工人和农业

工人扩展，最后将上述人员家属纳入保障范围；三是从正规就业人群向自雇人群扩展，最后将所

有国民纳入保障范围之内。去贫困化的公共福利表明国家在公共福利的设置上超越了济贫传统和

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更加关注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及时回应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同时，

在消除标签化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开始迈向全民福利。

快速增长的社会支出是福利国家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受社会运动之推

动，福利国家成立后便步入社会支出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期
间，主要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平均增长幅度不到１个百分点，但是到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上升了３４
个百分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主要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占 ＧＮＰ的比重在１０％ ～２０％之间，但是到
７０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２５％～３３％ （Ｆｌｏｒａ，１９８６）。而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间，３４个 ＯＥＣＤ国
家平均公共社会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 １５６％ 增加到 １９２％ （Ａｄｅｍａ，Ｆｒｏｎ，ａｎｄＬａｄａｉｑｕｅ，
２０１１）。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自２００９年以来社会支出保持小幅度增长，到２０１６年，３５
个ＯＥＣＤ国家平均公共社会支出为２１％。⑦社会支出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不仅用于测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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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利国家建立过程中的责任程度，也是衡量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福利国家并不存在一

个社会支出的最低门槛。事实上，福利国家之间的社会支出水平相差甚远。皮尔逊在分析福利国

家的起源时，采用了两个标准，即社会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３％作为福利国家的起源，但是为了
比较的需要，皮尔逊采用了５％这一指标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

三、中国北京与福利国家体制的距离有多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国家还存在较

大差距。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平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也超过了东部发达省份。以北京为例，《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５》表明，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的人均ＧＤＰ达到９９９９５元 （人民币），在全国３２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天津 （１０５２０２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１５倍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２０１６》表明，北京
人类发展指数以０８６９位列全国第一，其中人口预期寿命为８０１８岁 （排在全国第二位），平均

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１５年 （排在全国第一位）⑨ （见图１）。所以，如果将中国北京与全球其他地
区的福利国家体制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ｇｉｍｅ）相比，那么福利国家体制也许离我们并不远。

图１　中国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

　　首先，比较北京与３５个ＯＥＣＤ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⑩从人均ＧＤＰ和人均ＧＮＩ看，
２０１６年北京人均ＧＤＰ和２０１４年人均ＧＮＩ瑏瑡均处于第２７位，其中人均 ＧＤＰ高于爱沙尼亚、斯洛
伐克、拉脱维亚、智利、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和墨西哥，人均 ＧＮＩ高于爱沙尼亚、希腊、波
兰、匈牙利、土耳其、拉脱维亚、智利和墨西哥。再看人类发展指数，北京市的排名更高 （在

３６个地区体当中排名第２２名），超过捷克、爱沙尼亚、意大利、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希
腊、西班牙、拉脱维亚、智利、葡萄牙、土耳其和墨西哥，接近芬兰和斯洛文尼亚瑏瑢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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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京与ＯＥＣＤ经济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

其次，比较北京与３５个ＯＥＣＤ经济体的社会福利状况。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基于救助的福利
体系 （王君南，２００３），目标群体主要瞄准贫困人群。进入２０世纪初，社会福利等制度开始得
到建立和发展 （刘继同，２０１７），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引入中国 （郑尚元，２０１３），但是中国福利
制度的济贫性没有发生根本改变。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在城镇建立了劳动保
险制度，瑏瑣但是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仍然较低，瑏瑤针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灾

民穷人等特定人群的社会救济水平较低，受益人数较少。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市社会福利制度模

式经历了快速解体和重构的过程：劳动保险制度向社会保险制度转型，单位福利转向社会福利，

而传统济贫人数快速收缩。瑏瑥至今，北京市民的社会福利已大大扩展，编织了覆盖全民的社会安

全网，且保障标准处于全国最高；社会保险已做到全覆盖，无论是参保率还是受益水平，均处于

全国前列；社会服务项目日渐丰富，且向全体居民转向。与福利国家体制相比，北京市民的社会

福利范围基本相当 （见表２），但是考察社会权利的平等享有方面，北京还存在一定差距。基于
户籍制度，北京市构建了 “有差异的福利圈”：具有北京市正式户籍人群处于圆环中心地带，享

有完全的社会福利；常住人口 （包括积分落户人员、所谓持 “北京绿卡”人员）处于第二圆环，

享有不完全的福利；流动人口和其他人员处于最外环，基本不能享有北京市正式户籍人群所享有

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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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北京市与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比较

国家 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 社会服务

美国

劳动所得税扣抵制度、儿童保育和儿童发展计

划、老年和残障收入补充保障、教育津贴、住

房津贴、医疗救助、能源和公用事业救助

养老金制度

健康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儿童、家庭和教育

服务医疗及公共卫

生服务，精神健康

和药物戒除服务

英国

工作税收抵免、儿童税收抵免、就业支持津贴、

收入补助、住房补贴、产假津贴、残疾人生活

补助、监护人补助

养老金制度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德国
儿童津贴、儿童免税抵扣额、教育津贴、产假

津贴、住房租金补贴、购建房抵押贷款补贴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老年人服务

残疾人服务

儿童日间看护服务

家庭护理服务

职业培训

医疗服务

法国

幼儿补助、上学补助、收养孩子补助、住房补

助、单身补助、最低生活保障金、成年人残疾

补助、疾病补助

养老金制度

疾病和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老年护理

托幼服务

残疾人服务

康复服务

瑞典

子女抚养津贴、病孩补助津贴、儿童津贴、跨

国领养费、老年津贴、残疾人津贴、培训津贴、

残疾抚恤金、遗孀抚恤金、住房津贴

年金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老年护理服务

临终关怀服务

儿童福利服务

家庭财产安全服务

免费教育服务

芬兰

儿童津贴、特殊儿童照顾津贴、产妇津贴、老

年人看护补贴、残疾人养恤金、特殊养老金津

贴、住房津贴

养老保险

疾病和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居家养老服务

残疾人服务

免费教育服务

北京

高龄老年津贴、困难孕产妇补助、特困人员供

养、居家养老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住房救助、老年福利金、

教育救助

养老保险

疾病和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

养老服务

残疾人服务

困境儿童服务

　　说明：由作者整理而成。

第三，分析北京市社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瑏瑦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北京市建立了劳动保险制

度，社会保险对象仅为城镇工人职工。瑏瑧到了８０年代，为配合国有企业改制，劳动保险制度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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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保险制度转型，社会保险对象逐步扩展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和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项目也逐步定型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１９９８年颁布的 《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

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２号）规定被保险人的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
劳动关系的城镇劳动者；２００６年，《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８３号）
发布，被保险人的范围大幅度扩展，包括：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本市及外埠非农业户籍的

城镇职工；具有本市非农业户籍，依法经核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弹性工

作等形式灵活就业的人员。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北京市出台了 《北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

法》，将全体农民纳入 “新农保”制度。２００９年１月，北京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
与之合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对象包括具有本市户籍，男年满１６周岁未满６０周岁、女年满
１６周岁未满５５周岁 （不含在校生），未纳入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或不符合参加本市基本养老

保险条件的城乡居民。除此之外，医疗保险制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路径。目前，北京市社会保

险已做到全覆盖。其次，比较北京市社会保险深度。基于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北京

市养老保险深度为３８６％，与３５个ＯＥＣＤ经济体进行比较，排在第３１位，高于智利、韩国、冰
岛和墨西哥瑏瑨 （见图３）；北京市的老龄化率低于智利、韩国和冰岛，但是人均养老金支出高于
这些国家 （图４）。

第四，考察北京市公共福利的扩展程度。老龄化是推动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北京市是我国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瑏瑩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社会福利社会
化理念的指导下，北京市扩大养老服务服务对象，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颁布

全国首部居家养老地方法规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出台实施养老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建设、养老助餐服务、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社区和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公办

养老机构改革等配套政策，初步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格局 （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７）。在全国率先建立 ９５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补
助医疗制度，老年医疗保障、社会救助、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补贴、老年优待等制度日益完

善，在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基础上，逐步惠及全体老年人，让所有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在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方面，北京市逐步摆脱家庭主义理念，以弃婴孤儿保障制度为基础，

逐渐延展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浪儿童以及打拐解救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适度普惠的儿童

福利制度已见雏形 （叶晓彦，２０１７）。至今，北京市初步构建包括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困境儿童
医疗康复、残疾儿童护理补贴和困境家庭婴幼儿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等福利制度在内的困

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２０１７”表
明，北京市儿童政策进步指数位居全国首位，儿童福利机构覆盖率领跑全国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２０１７）。在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方面，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困难残疾人
群体生活补贴福利的全覆盖，每月补贴标准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了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

政策，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改造无障碍设施 （金可，２０１６）。经过多年的发展，北京市社会福
利制度走在全国前列，服务对象正在从贫困对象向全民转向，保障项目逐步完善，保障水平逐步

提高，基本接近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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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北京与ＯＥＣＤ经济体养老保险深度－人均ＧＤＰ比较

图４　北京与ＯＥＣＤ经济体养老保险深度－老龄化比较

表３　北京市福利政策一览表

福利类型 福利项目

老年人福利

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社区和家庭适老化设施改造，为失智老年人配备防走失手环，免费建立健康档案，

福利养老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奖励金，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扶助金，高龄津贴，特困人员供养，健康管理

服务，９５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医疗补贴，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社会福利机构补助，老

年人社会优待，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养老驿站，老年餐桌，养老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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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

单独立户纳入低保，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残疾人家庭

生活水／电／气／暖补贴，残疾人社会保险参保补贴，重度精神病人免费用药，困难残疾人家庭住房改造补

贴，残疾人就业创业优惠和补贴，残疾儿童少年康复服务补贴，高中阶段残疾人免费教育，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个性化改造，残疾人入住社会福利机构补贴，残疾人社会优待，残疾人购买辅助器具补贴，残疾人辅

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残疾人职业培训补贴，肢体一二级残疾人乘坐无障碍

出租车补贴，残疾人专用车辆免费停车，残疾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养老助

残服务券

儿童福利

向贫困家庭重病、大病儿童提供医疗救助，面向全体儿童的福利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困境儿童分类

保障，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孤儿生活、教育、康复、医疗和就业保障，孤儿养育服务，

儿童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贫困孕产妇社会救助

　说明：由作者整理而成。

最后，比较社会支出水平。社会支出不仅是判断福利国家类型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向福利

国家转型的关键性指标。但是计算社会支出时存在一个困难，即各个国家的社会支出统计内容和

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没有社会支出这一统计科目，因此需要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处理。瑐瑠经

过处理和转换，计算得到２０１６年北京市社会支出为３０５１２亿元，瑐瑡占北京市总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１１８９％，人均社会支出占人均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２２４％。与 ＯＥＣＤ经济体相比较，社会支出比重
在３６个经济体中排３２位，仅高于智利、韩国和墨西哥。瑐瑢而人均 ＧＤＰ低于北京的经济体中，有
多个经济体的人均社会支出远高于北京 （见图５）。这也表明了北京市具有生产主义型福利体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Ｗｅｌｆａｒｅ）（Ｋｗｏｎ，１９９７；Ｈｏｌｌｉｄａｙ，２０００）或儒家福利体制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ｓ）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３）的基本特征，即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社会支出倾向于特定群体。

四、结语

自１９４８年英国宣布建立福利国家后，欧洲、美洲等国家纷纷仿效英国宣布建立福利国家或
以福利国家为目标改革社会政策，至今福利国家被发达国家广泛承认，并改变了现代国家的发展

进程，而因此福利国家和全球化也被认为是２０世纪取得的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但是，自福利国
家建立以来，对其批评从来没有间断过，反对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论点是高福利所造成的贫困陷

阱和对经济发展的拖累，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石油危机期间和２００８年欧债危机发生期间，
对福利国家高福利的批评达到顶峰。这些批评强化了公众的认知误区，即福利国家等同于高福

利，而高福利又导致了经济危机。考察福利国家的发展和起源，发现福利国家的建立并不必然以

高福利和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条件，福利国家的建立是对人民社会权利的强调。事实上，以现

今标准衡量，５０～６０年代的福利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现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已经超过了当时这些国家。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福利国家的建立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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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京与ＯＥＣＤ经济体社会支出比较

说明：１．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２０１８，ＯＥＣＤＤＡＴＥ，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ｏｃｉａ

ｌｅｘｐ／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ｈｔｍ．

２．社会支出占人均ＧＤＰ指标当中新西兰、加拿大、智利为２０１５年数据，土耳其为２０１４年数据，日本为

２０１３年数据，墨西哥为２０１２年数据。

但是，困难在于如何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已建成福利国家。为此，马歇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６３）、艾斯平－安德森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皮尔逊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等学者各自构建
了判断福利国家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均基于发达国家，应用于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

障碍。为此，本文提出了四个标准，即平等共享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的深度和广度、去贫困化

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支出，并以此标准，比较中国北京市和福利国家体制的差距，发现北京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水平接近ＯＥＣＤ经济体，具备了建立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条件。北京市在福利制度的
结构、社会保险的深度和广度、去贫困化的公共福利等方面已接近或超过现有实施福利国家制度

的较低水平经济体，但是在平等共享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支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然，福利国家体制具有多样性，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并不需要完全参照欧洲的标准，而应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殊国情，走出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福利发展之路。

①１９５８年，《世界经济文汇》发表了苏联学者布列格

里的文章，首次谈到了福利国家。参见：布列格里、

苑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 “混合经济”理论》，

上海：《世界经济文汇》，１９５８年第１１期，第３８～４３

页。

②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陈晓律的 《英国福利制度的

由来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和

周弘的 《福利的解析》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

③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建立福利国家或者中国是否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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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福利国家，少数学者持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

中国正在向福利国家转型 （如：Ｇａｏ，Ｙａｎｇ，ａｎｄＬｉ，

２０１３），未来必然会走向福利国家之路 （岳经纶和刘

璐，２０１６），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低

福利国家 （王绍光，２０１３）。

④ 如法国和爱尔兰加大了社会支出，步入福利国家行

列。５０年代以后，福利国家成为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追

求的目标，纷纷宣布建立福利国家 （参见：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⑤ 数据来源：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ｉｅｒ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１８８０－１９７５，”ｉｎＣ．Ｐｉｅｒｓｏｎ，

ｅｄ，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９９－

１６６．

⑥ 吉登斯提出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国家理论进行修

正，但是社会权利理论的地位仍然未能撼动 （参见：

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Ｃｏｏｔｅ，１９９２）。

⑦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ＯＥＣＤＤＡ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ｈｔｍ．

⑧ 王保安等：《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１页。

⑨ 贡森、葛延风：《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译

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７～１０２页。

⑩ ＯＥＣＤ国家绝大多数为福利国家，为行文方便，本

文将ＯＥＣＤ国家等同于福利国家。

瑏瑡 ２０１６年世界银行开始采用人均 ＧＮＩ来对各个国家

的发展程度进行分类，将人均 ＧＮＩ在１２２３６美元及以

上的经济体定义为高收入经济体。参考文献：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２０１８，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ｈｅｌｐ

ｄｅｓ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９０６５１９．

瑏瑢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

ｐｏｒｔ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ｈｔｔｐ：／／ｈｄｒ．

ｕｎｄｐ．ｏｒｇ／ｅ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ＨＤＩ；ＯＥＣＤ，Ｇ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ｃｏｍ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２０１８，ＯＥＣＤＤＡＴＥ，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ｏｒｇ／ｎａｔｉｎｃｏｍｅ／ｇ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ｈｔｍ；北

京市卫生计生委：《２０１５年北京市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２０１６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ｘｘｚｘ． ｂｊｃｈｆｐ． ｇｏｖ． ｃｎ／ｔｏｎｊｉｘｉｎｘｉ／ｗｅｉｓｈｅｎｇ

ｔｏｎｇｊｉｇｏｎｇｂａｏ／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２５＿１３４３４２．ｈｔｍ．北京

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北京市样本

的 数 据 计 算 得 出，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
３
经济指数预期寿命指数槡 教育指数，由于数据限

制，本文的教育发展指数只考虑平均受教育年限而没

有考虑预期受教育年限，因此在算法上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有所不同。

瑏瑣１９５１年２月政务院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规定职工在患病、伤残、生育、年老及死亡

可获得物质帮助，同时规定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也可

享受一定的社会保险待遇，实施范围包括城镇机关、

事业单位之外的所有企业和职工。１９５２年政务院颁布

《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

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和 《关

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患病期间待遇暂行办法》。

１９５５年国务院颁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

办法》、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和

《关于女工作人员生育假期的通知》等，建立了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疾病、死亡、生育等社会

保险项目。

瑏瑤即使到 １９８９年，全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只有

５７１０万人。（李小超、严建辉 编：《新中国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６页。）

瑏瑥如全国城市传统救济总人数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３６万人

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 ２３万人；农村社会救济总人数从

１９７９年的６８４７６万人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８２１万人。

数据来源：李冲 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瑏瑦以首次建立社会保险作为衡量指标存在明显的不

足，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人口和灵活就业

人员，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窄，为此本文借鉴亚洲

开发银行在社会保护方面提出的两个指标进行修正，

即社会保险广度和深度，社会保险广度类似于社会保

险的覆盖面，社会保险深度类似于社会保险的受益水

平。社会保险深度的计算公式为：Ｄ＝ΣＥ／ΣＡＢＺ ，社会

保险广度的计算公式为：Ｂ＝ΣＡＢ
ΣＰＢ
。其中：Ｄ表示社会

保险深度，Ｂ表示社会保险广度，Ｅ表示社会保险支

出，ＡＢ表示社会保险实际受益人数，Ｚ表示人均

ＧＤＰ，ＰＢ表示潜在的社会保险受益人数。参见：Ａｓｉ

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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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Ａｓｉ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ｓｉ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ｄｂ．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

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９６６／ｓｐｉ－ａｓｉａ－２０１６．ｐｄｆ．

瑏瑧１９５１年颁布、１９５３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保险条例》第１条规定：“为了保护工人职工的健

康，减轻其生活困难，特依据当前经济条件，制定本

条例。”（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１９５１年）

瑏瑨ＯＥＣＤ，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２０１８，ＯＥＣＤ

Ｄ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ｐ／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ｈｔｍ．（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缺失，因此墨西哥

为２０１１年数据，波兰和希腊为２０１２年数据）；北京统

计局：《北京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北京市统计

局网站，ｈｔｔｐ：／／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ｎｊ／ｍａｉｎ／２０１７－

ｔｊｎｊ／ｚ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

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４／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瑏瑩１９８２年北京市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５６％。到１９８７年，２％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

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１０３６％，老龄化程度

仅次于上海、江苏和浙江。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北京市６０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 ３１３３万，占总人口的

２３４％，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 （参见：《当代中国

的北京》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５页）。

瑐瑠根据中国福利制度的构成，将社会支出划分为三个

部分，即社会救助支出、社会保险支出和社会福利支

出，但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并没有这些项目的支

出，而只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故将上述三项列为社会支

出，另外再加上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就构成了总的社

会支出。

瑐瑡数据来源：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２０１６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２０１７年预算 （草案）》，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政

府信息公开专栏，ｈｔｔｐ：／／ｚｆｘｘｇｋ．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

１１００１１／ｃｚｙｊｓｘｘ５２／２０１７ － ０１／２５／７８２６５６／ｆｉｌｅｓ／

６６６９ｂ６８４２ａｆｃ４０ｂ２９８４ｆｂｅｃｅ６ａｃ７ｄ８７２．ｐｄｆ。

瑐瑢ＯＥＣ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２０１８，ＯＥＣＤ

Ｄ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ｏｒｇ／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ｐ／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ｈｔｍ（社会支出占人均 ＧＤＰ指标当中新西

兰、加拿大、智利为２０１５年数据，土耳其为２０１４年

数据，日本为２０１３年数据，墨西哥为２０１２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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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Ｊｏｎｅｓ，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１９９３．“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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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ｓ．”Ｐｐ．１９８－２１７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Ｃａｔｈ

ｅｒｉｎｅＪｏｎ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４３］Ｋａｔｚ，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１９８６．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

ｈｏｕｓｅ：Ａ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４４］Ｋｗｏｎ，Ｈｕｃｋ－ｊｕ．１９９７．“Ｂｅｙｏ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ｅｌ

ｆａｒ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２６：４６７
"

８４．

［４５］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１９４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６］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１９６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ｔ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Ｌｏｎｄｏｎ：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４７］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ａｎｄＴＢ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１９９２．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Ｐｒｅｓｓ

［４８］Ｍｉｓｈｒａ，Ｒ．１９９０．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

［４９］Ｎｏｚｉｃｋ，Ｒ．１９７４．Ａｎａｒｃｈ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５０］Ｐｉｅｒｓｏｎ，Ｃ．２００６．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Ｗｅｌｆａｒｅ（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５１］Ｒｕｄｒａ，Ｎ．２００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

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５６（２）：４１１
"

４４５．

［５２］Ｒｕｄｒａ，Ｎ．２００７．“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Ｕｎｉｑｕｅ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６９（２）：３７８
"

３９６．

［５３］Ｓｋｏｃｐｏｌ，Ｔｈｅｄａ．１９８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Ｐｐ．３５
"

５８ｉｎ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ｎｅｗａｌ

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Ｍ．Ｒｅｉｎ，Ｇ．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

ｅｎ，ａｎｄＬ．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５４］Ｗａｌｋｅｒ，Ａｌａｎ．１９８３．“Ｌａｂｏｕ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ｌａｎｓ：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３（３）：

４５
"

６３．

［５５］Ｗｅｂｂ，Ｓ．，ａｎｄＢ．Ｗｅｂｂ．１９２７．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ｏｏｒ－Ｌａ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

［５６］Ｗｉｂｂｅｌｓ，Ｅ．２００６．“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６０

（２）：４３３
"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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