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

社会救助立法：

国际比较视野与本土构建思路

杨思斌

［摘  要］  社会救助法的发展经历了传统社会救济法的创立、社会救助法的确立与发展、社

会救助法的改革与调整等 3 个阶段。社会救助法具有明显的国别特征，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

规律。这些规律包括，立法是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前提和保障；立法理念经历了从人道到权利

的转变；社会救助法调整的救助项目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效的治理体制和明确的责任分担是社

会救助制度运行的关键；积极的社会救助成为社会救助法制发展的方向。新时代我国社会救助

立法需要加快进程，创设以权利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构建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社会救助

治理体制，明确社会救助资金的责任分担，实行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

［关键词］  社会救助立法；基本生活救助；社会救助权

a

社会救助是解除困难群众的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底线公平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和全面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救助立法开始提速。当今世界

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社会救助法律，确定政府的责任，保护公民权利，有效缓解了贫困

问题，并最终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研究社会救助立法的历史流变与发展，剖析主要国家社

会救助立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能够为我国新时代社会救助立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方主要国家社会救助立法的历史脉络

社会救助立法发端于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迁，其法律体系日臻成熟。纵观西方社

会救助立法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 3 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救济法的创立时期；二是现代社

会救助法的确定和发展时期；三是社会救助法的改革与调整时期。

（一）传统社会救济法的创立时期（17世纪初至 20 世纪 30 年代）

作为社会救助法发源地的英国，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之前，已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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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救济形态，如基督教的慈善施舍、同业行会的互助互济。但真正以立法来确立社会救济制度，

应该以 1601 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史称旧《济贫法》）为标志。《济贫法》规定建立教

区贫民监督官和济贫委员会，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劳动场所；贫民救济院收养资助老人、盲

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或者对他们施以院外救济；建立贫民教养院、贫民习艺所等救助机构，

组织穷人和孤儿习艺；从比较富裕的地区征税补贴贫困地区；提倡父母对子女的社会责任。

1722 年，英国颁布了《习艺所收容失业贫民法》，规定贫民只有进入习艺所才能给予救济。

1782 年，英国颁布《吉尔伯特法》，放松了对平民的惩罚和管制。1795 年，英国颁布了《斯

宾汉姆兰法》，把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确定与面包价格的涨落挂钩，是对过去片面强

调济贫院院内救济做法的矫正，开启了院外救济的先河。同时，该法还把济贫的范围扩大到有

人工作的贫穷家庭，使低收入者可以通过享受补贴的方式得到某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1834

年，英国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院内救济制度得以正式确立，救济对

象被限定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幼；建立了完备的济贫管理体系，在中央成立济贫委员会，

实行中央督导制。

英国《济贫法》的颁布及其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救助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分配正义的

现代概念隐含在前现代的济贫法中”a。济贫法确立的社会救济制度表明政府全面介入贫困者

的保护领域，承担国家责任。但是，济贫法时代的社会救济制度关注的是救助对象最低限度的

生活保障，往往以牺牲受助者的自尊、平等价值和丧失政治权利为代价，与现代社会救助尊重

受助者权利和自由的价值格格不入。

（二）社会救助法的确立和发展时期（20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了贫困观念的改变，贫困不再归因于个人和家庭，

而是归因于社会和制度。为了消除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了“新

政”，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由国家出面实施社会救助。1933年 5月，罗斯福签署了《联

邦紧急救助法》法案，成立联邦紧急救助署，作为全国性的社会救助机构。1935 年，美国《社

会保障法》颁布，美国国民的基础生活保障通过缴费型的社会保险和非缴费型的社会救助两大

制度得以构筑。1962 年，美国颁布《公共福利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救助的范围。1974

年，美国对《社会保障法》作了重大修改，将原由联邦政府补助各州办理的老人救助、盲人救助、

残疾人救助重新收回 , 由联邦政府统一办理，至此建立了美国式的社会救助制度。b

在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发布成为社会保障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该报告提出国家应对

于每个公民由生到死的一切生活与风险都给予保障。以贝弗里奇报告为理论依据，英国在

1944—1946 年，通过了《国民保险部法》《家庭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国民工伤保险法》

和《国民健康服务法》，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然而，未被社会保险制度覆盖的各种社会问题

a  赛谬尔·弗莱施哈克尔著，吴万伟译：《分配正义简史》，译林出版社，2010 年，第 68 页。

b  牛文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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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害者仍需要社会救助制度予以补充和兜底。1948 年英国通过《国民救助法》。依据该法，

国家建立为国民提供救助和帮助的专门机构——国民救助局，没有收入、收入太低以及没有缴

纳国民保险费的人，可以获得国民救济；救助资金由议会批准的拨款承担；国民救助在实施过

程中需要对申请者进行家庭收入状况调查。《国民救助法》的颁布标志着在英国实施了 350 多

年的《济贫法》退出历史舞台和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在英国的确立。这一时期，大陆法系的日本

于 1946 年制定了《生活保护法》，该法经过 1950 年的修改，成为新《生活保护法》；德国于

1961 年颁布了《联邦社会救助法》。

（三）社会救助法的改革与调整时期（20世纪 70 年代至今）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萧条笼罩着资本主义世界。过高的社会保

障待遇和充分的保障项目被认为是造成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福利被认为是一种“养

懒汉”的制度。在此背景下，英美德日等国纷纷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调整与完善。

1976 年，英国颁布《补充救助法》，取代了《国民救助法》。1986 年制定《社会保障法》，

对贫困救助制度作了较大改革，实现了资产调查方式的转变，提高并严格申请资格，削弱受助

者的权利，减少补助金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责任。1997 年，奉行“第三条道路”的布

莱尔总统提出了“第二代福利观”，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要求通过促进就业来提供更好的

社会保障，提高社会救助的资格条件。2012 年，英国颁布了《福利改革法案》，旨在形成一个

更加简化、公平的福利体系，并确保劳有所得，通过权利支持和激励措施使工作成为每个有劳

动能力人的志向，使公民彻底摆脱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

美国也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988 年，《家庭支持法案》颁布，该法案规定，通

过工作实现自立是社会救助待遇领取者的义务，政府继续提供收入给符合救助资格的家庭。1996

年公布《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以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取代了《社会保障法》中抚养

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项目，将接受临时援助与参加工作结合起来，并提供配套措施激励接受

援助者参加工作。2002 年，《为自立而工作法案》颁布，该法案倡导在通过就业自食其力，减

少福利依赖的基础上，着力强调改善家庭结构，强化健康的婚姻关系，减少非婚生子女等。

2003 年，德国社会救助立法进行了“哈茨方案”改革，对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分类管理，把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排除在救助之外。同时，加强了对贫困群体的职业培训与就业援助。2013

年，日本通过了《生活保护法》修正案和《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法》，削减生活保护开支、加

强对不正当领取生活保护费者的惩罚，着力提高劳动者就业积极性、推进支援贫困者自立，设

置福利事务所的地方自治体实施自立咨询支援事业，向因离职而失去住房的生活穷困者发放房

租补助金。a

总之，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救助改革主要是削减社会救助开支以适应经济发展，强

a  吕学静、王争亚等：《中日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15-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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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救助目标的“锁定”，倡导受助者个人责任和权利义务的对等，实施就业促进政策，主张实

施积极救助制度。

二、西方主要国家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点

社会救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各国（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执政理念、社会保障模

式特别是对贫困问题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规范社会救助的相关法律也具有明显的国别特点。

（一）英国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点

作为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社会救助立法对西方其他国家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判例是其法律的主要渊源，但是其在社会救助领域，一开始就采用了立

法机关制定成文法的立法模式。1948 年颁布《国民救助法》，废除了济贫制度，社会救助制度

正式建立。1976 年颁布的《补充救助法》确立了社会救助的普遍权利原则和最低标准原则。

1986 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较大改革：统一家计调查标准；为正在工作

的低收入群体及其家庭提供家庭信贷，取代以前实施的家庭收入津贴；为儿童及没有劳动能力

的人提供收入补贴等。英国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点是：第一，社会救助体系完整。英国社会救

助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低收入家庭救助、老龄救助、儿童救助、失业救助及疾病救助

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善的贫困人群社会安全网，成为“可以满足不同实际需要的人们需求的一

揽子解决方案”a。第二，实行依申请救助的原则和生活状况调查制度。申请人是否符合社会

救助标准既考虑收入情况，又考虑资产状况。第三，强调按照家庭规模和结构给付社会救助待遇。

第四，实行中央集中管理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社会救助经费由中央财政负责。

（二）美国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点

1935 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诞生。此后，美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跌宕起伏，经历了肯尼迪的“向贫困开战”政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里

根的“向福利开战”政策、克林顿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和布什的《为自立而工作

法案》，改革的方向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扩张型补救模式回归到严格的有限救助模式，倡导

积极福利，遏制福利依赖。美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特点是：第一，采用综合立法模式，即通

过制定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来确立社会救助制度。1935 年通过《社会保障法》规定政府对待贫

困问题采取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两道防线，其社会救助法蕴涵于社会保障法律之中。第二，社

会救助项目非常复杂，仅由联邦政府推出的项目就有 100 多个。其中旨在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

项目主要包括：补充保障收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食品券、公共医疗补助、公共住房计划、

所得税抵免等。第三，强调补救性兜底保障目标定位，政府的救助只面向最贫困群体且提供的

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第四，大多数社会救助项目都是基于国家公布的贫困线的百分比数为准

a Carol Walker, 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s of Social Assist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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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槛，社会救助给付包括现金给付和实物给付两种基本方式，分为机会、服务、物品、代用

券和退税、现金以及权力等 6 类 a。第五，在社会救助的经费承担方面，美国联邦和州两级财

政负担社会救助经费。

（三）日本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点

日本于 1950 年对 1946 年制定的《生活保护法》进行修改，颁布新《生活保护法》，2013

年首次对该法进行重大修改。日本的社会救助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律框架清晰，法律总

体结构分为 12 章：总则；救助的原则；救助的种类及范围；救助的机关及实施；救助的方法；

救助设施；医疗机构、介护机构及助产机构；被救助者的权利及义务；不服申诉；费用；杂则。

日本社会救助法的原则、权利义务和纠纷解决机制明确，救助程序清晰。第二，规定社会救助

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包括国家责任原理、无差别平等保障原理、最低限度生活

标准原理、补足性原理；基本原则包括申请救助原则、基准及程度原则、按需要救助原则和以

家庭为单位原则。第三，社会救助财政责任分担机制明确。日本生活保护由厚生劳动省实行统

一管理，都道府县（中央）财政和市町村（地方）财政各负担 75% 和 25%。第四，生活保护

标准详细、具体。生活保护按所在地区级别，受保护者年龄及家庭结构的不同，有详细的分类

和具体的划分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第五，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救助项目涵盖生活扶助、

教育扶助、住宅扶助、医疗扶助、介护扶助、分娩扶助、就业扶助、丧葬救助等 8 个方面 b。

（四）德国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点

1919 年德国的《魏玛宪法》在世界上首次规定生存权，1949 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

本法》把社会福利原则确立为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1961年德国编纂的《联邦社会救助法》

（2017 年 8 月 17 日修订）规定，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生活在德国，遇到该法所列

的各种困难，都可以申请社会救助。两德统一后，《联邦社会救助法》继续适用。德国社会救

助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由专门的社会法典予以规范，逻辑结构严谨。社会救助法的内容体

现在社会法典第 12 编，共分 18 章予以规定，主要内容为：总则；社会救助给付；生活救助；

年老导致劳动能力下降的基本保障；健康救助；为残疾人提供综合援助；照护救助；克服特殊

的社会困难；其他生活救助；机构；收入和资产；社会救助实施机构的权限；费用；程序性规定；

统计等。第二，确立了辅助性原则、社会公平原则与社会安全原则。辅助性原则强调社会救助

是在用尽其他办法仍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时的辅助手段；社会公平原则强调国家兜底责任；社会

安全原则侧重个人生存保障和社会稳定发展。第三，积极救助的立法理念。德国社会救助法确

立了通过积极救助、促进就业以协助处于生存困难的人群通过国家的帮助获得自立的立法理念。

第四，社会救助的内容涵盖生活费用救助与特殊生活阶段的专项救助，社会救助的形式以救助

津贴为主，也有咨询、陪伴等服务以及少量的实物给付。

a  Neil Gilbert、Paul Teeerl 著，黄晨熹等译：《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73-182 页。

b  桑原洋子著，韩君玲、邹文军译：《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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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外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规律

梳理社会救助立法流变的历史，概括不同国家社会救助法的特征，可以提炼出社会救助法

的基本规律。

（一）立法是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前提和保障

立法先行是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在社会救助

方面都采用了制定法的立法模式。英国从《济贫法》《国民救助法》到后来的社会救助改革，

每一项社会救助都有法可依。美国则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社会保障法》的国家，通过立法把

社会救助纳入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中予以规范。大陆法系国家更是高度重视社会救助立法，日

本颁布《生活保护法》，将生活保护作为“社会福利六法”的基础性部分由专门的行政机构负

责实施。联邦德国颁布了《联邦社会救济法》并在其后的社会法典编纂中将其纳入社会法典的

重要一编。

社会救助是国家公权力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干预的制度，必须通过立法才能得到有效实施。

公民的社会救助需求要转化为法定权利，必须通过立法。法律是社会救助制度运行的前提和保

障，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救助的“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普遍规律。

社会救助法作为保障贫困群体生存权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法体系中处于优先和基础的位置。

英国的《济贫法》《国民救助法》等都是先于国民保险立法的，美国的《联邦紧急救济法》也

是先于《社会保障法》出台的，德国 1842 年颁布的《普鲁士穷人照顾法》，远在其社会保险

立法之前。

（二）立法理念经历了从人道到权利的转变

社会救助的立法理念经历了从人道到权利的重大转变。早期的社会救助基本上由慈善团体

和教会承担，往往以慈善、恩赐为其底色，救济穷人并非政府的法定职责。英国济贫法时期的

主流社会思潮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是一种罪恶，社会救济是出于慈善、施舍等人

道理念。《济贫法》时代的济贫，被救济者被打上耻辱的烙印，往往以剥夺其公民权利为前提，

目的是让贫困者通过个人而不是政府与社会的帮助来摆脱贫困。济贫法虽然有“法”之名，却

罕有现代法律所蕴涵的权利保障与公平正义等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问题被视为一个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问题，社会救助权也逐

步上升为一项基本人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目前，世界多数国家都把社会救助看成是政

府责任，解决贫困问题是政府的职责和合法性所在，接受救助是公民权利；公民无论是什么原因，

只要其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就有权利申请救助。

社会救助立法理念从人道到权利的转变，使原来临时性的、不连续的、主观的、分散的救

助体系整合为制度性的、连续的、客观的、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贫困者的权利得到了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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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保障。社会救助成为公民权利表明国家必须承担解决贫困问题的责任，国家在提供救助的

同时，需要维护被救助者作为权利主体——人的尊严。

值得一提的是，后福利国家的社会救助改革强调个人责任、鼓励就业和自救，贫困者有申

请或获得救助的权利，也有义务参加教育或培训。这并非是对公民社会救助权的否定，而是强

调积极的社会救助，助人自助自立。“表面上对贫困者规定了很多要求和限制性及监督措施，

但其实不仅保障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且也实现了他们的发展权。”a

（三）社会救助法调整的救助项目形成完整的体系

西方主要国家社会救助法调整的社会救助项目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人的生命周期各阶段

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而且社会救助的标准是以较宽泛的生活水准来定义，而不是从绝对贫困

标准来界定。

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且保障水平高，社会救助体系由生活救助、疾病救助、住房救助、

就业扶助、家庭收入补贴及其他相关服务等构成，为低收入家庭、老龄人、失业者、需要给予

疾病救助的人提供托底性的社会安全网。美国社会救助包括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救助、补充保

障收入、医疗照顾和医疗救助、住房救助、食品补助和其他救助项目。日本社会救助项目涵盖

生活扶助、教育扶助、住宅扶助、医疗扶助、介护扶助、分娩扶助、就业扶助、丧葬救助等 8

个方面。德国的社会救助分为特殊困难的救助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救助

体系构成不同，但基本上都由“基本生活救助 + 专项救助 + 急难救助”构成，基本生活救助保

障被救助者的基本生存需求，专项救助满足被救助者的特殊需要，急难救助瞄准被救助者的临

时性突发困难。其中基本生活救助一般以最低生活标准或贫困线为救助依据，需要进行家计调

查，以保证社会救助资源被公平地分配到确实需要的人手中，实现精准救助。综合性救助体系

成为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这意味着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承担全面责任，社会

救助立法的目标已不局限于满足最低层次生活保障的功能，而且要让被救助者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解决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

（四）有效的治理体制和明确的责任分担是社会救助制度运行的关键

社会救助已逐渐演变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和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制度。

社会救助责任的承担和被救助者的权利保障需要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方能实现。英国新《济贫

法》因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机构——济贫委员会而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次重大改

革。在现代社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在社会救助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已经成为社会救助立法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尽管各国的治理体制不同，但明确的责任分担机制是其共同特点。英国实行中央集中管理

体制，社会救助经费直接由中央财政承担，其优点是能够保证救助资源分配的地区公平。美国

a  冀慧珍：《当代中国社会救助权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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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救助经费由联邦和州两级财政分担，其发展趋势是地方政府责任在向联邦责任转移；日

本的生活保护财政责任，则由中央和地方按照 3:1 的比例负担。德国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

负责制，社会救助资金中有 75% 来自地方，25% 源于中央。

（五）积极的社会救助成为社会救助法制发展的方向

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建成，英美等国出现了福利依赖和福利危机，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吉登

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接受社会救助的个人要履行责任，社会救助从

单纯的救济变为工作福利，由原先的普遍福利转为有限救助，福利国家建设由多方主体共同参

与。“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政策很快被许多国家或地区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指导思想，并

对各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1996 年美国政府通过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推出“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

该计划提供的救助具有临时性和条件性，以此来引导受助者走向社会、走向工作、走向自立。

1998 年，英国进行社会救助改革，提出要建立投资型国家，社会救助开始从金钱给付转向工作

福利，更加侧重于减少和预防贫困。激励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积极寻找工作，提高其参与就

业的积极性成为 2013 年日本《生活保护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国外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改革以及积极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帮助贫困群体提高社会

参与能力，减少贫困的代际传承，推动“助人自助”的社会救助法立法宗旨的实现和社会救助

的可持续发展。

四、国外社会救助立法对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

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十九大报告在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

提出要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在此背景下，社会救助立法被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规

划并作为第一类立法项目。考察国外社会救助立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经验，能够为新时代我国

社会救助立法提供有益启示。

（一）加快社会救助法的立法进程，补齐社会法体系的短板

法制建设是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a 法制建设对于社会救助体系

稳定、健康运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立法先行、依法实施是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

本经验，且社会救助法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往往处于优先地位。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今，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成绩卓著，但是规范社会救助的法律

文件却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承载，其法律位阶偏低，与社会救助法所担负的维护公民社会

救助权利和其在社会法体系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事实上，社会救助法曾多次被列入全国人大常

a  王延中：《习近平新时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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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的立法规划，2008 年《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还曾向社会公布。但是，由于社会救

助立法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形成共识，草案内容争议较大，社会救助立法任务并未完成，而是

以 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

律依据。《办法》明确了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确定了社会救助基本原则，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

法制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办法》毕竟是行政法规，带有行政立法的诸多局限，缺少

立法的顶层设计，没有对社会救助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规范，不能担负社会救助

领域基本法、综合法的重任。社会救助作为公民基本社会权利保障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制

度，理应由法律进行规定。社会救助立法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不仅法律位阶较低，而且权威性、

规范性等也有问题，与社会救助法作为“社会救助的总章程，救助权利的宣言书，程序正义的

守护神，自由裁量权的紧箍咒”的定位不相适应。在《社会保险法》和《慈善法》已经出台的

背景下，社会救助法立法的滞后，导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大法律部门之一的

社会法出现短板，社会法体系缺少基础性法律的支撑，极不完整。因此，社会救助法必须尽快

出台，以完善社会法体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兜底作用。

我国实施 20 余年的社会救助实践为社会救助立法提供了经验，社会救助行政法规为社会

救助立法提供了参考与批判的文本，新一轮党和政府机构改革调整了社会救助的管理体制，这

一切都为社会救助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救助法》立法进程，

提升立法层级，解决社会救助基本法律缺位问题，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基础性的法律，补齐社

会法体系的“短板”。

（二）创设以权利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加强对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与救济

权利是社会救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社会救助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是社会救助立法的宗

旨与价值定位。公民享有救助权利，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置与实施，不过是满足这种附有条件的

权利而已。a 社会救助法不仅仅是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法，更重要的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权利

保障法。我国的社会救助立法并不是简单地把既有的社会救助法规和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

法律，而是要在社会权利理念的指导下对既有的制度进行梳理、反思与重构，创设以权利为基

础的社会救助制度。《办法》在立法宗旨中提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但并没有明确指

出社会救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以社会救助权利为逻辑主线设计法律制度。社会救助

对象多为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确认与保护是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社会救助

法应该规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各种权利，如获得基本生活救助权和急难临时救助权等权利，而且

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保障救助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听证权、申辩权、监督权和救济权。社

会救助主管部门除了保障救助对象的上述权利外，还承担保护其带有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和宪

法性质的人格尊严权利的义务。权利本身蕴涵着主体地位的平等，社会救助法应规定公民社会

a  栗燕杰：《社会救助领域的公众参与：原理、规范与实践》，《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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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权利平等原则，消除救助对象的权利不平等现象。

（三）构建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基本生活救助制度

国外的社会救助经过改革和发展，社会救助的内容日臻完善，形成了合理的救助标准和完

整的救助体系，兼顾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其他方面需求的满足，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救助

制度缓解贫困问题的功能。《办法》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规定了“生活救助 + 专项救助 + 临时

救助”的救助体系，但是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与多数国家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不同，《办

法》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采用的是绝对贫困标准，不利于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在反生活型贫

困中的功能。第二，《办法》规定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是从农村五保制度和城市“三无人员”

保障制度发展而来的社会救助项目。该项制度的建立，消除了城乡特困人员救助方式的差异，

是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成果。但是，特困人员供养项目的分类标准与其他救助项目不

同，不符合法律的体系化和逻辑严谨的要求。对此，社会救助立法应把特困人员供养的基本生

活保障部分纳入生活救助项目，其他方面的救助需求通过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等解决。第三，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护理救助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社会救助法应把护理救助纳入社会救助

体系中，以保障低收入老年人获得护理的权利。

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是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权，需要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救助

的群体。社会救助的实施以财产调查（或称为“家计调查”“低收入家庭认定”）为基础，以

满足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需求。a 基本生活救助的标准和经济状况核查对于确定贫困人员的资

格和保障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办法》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范围和资格，规定了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和家庭经济状况核查，但采用了授权性规定的立法技术，存在制定社会救

助标准的主体责任不明确、标准不具体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基本内容不清、金融资产核查

措施受效力较高的法律——《商业银行法》的约束等问题，需要社会救助立法给予妥善解决。

（四）完善社会救助治理体制，明确社会救助资金的责任分担

有效的治理体制和明确的责任分担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保障。《办法》对社会

救助的管理部门、经办机构、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等做了规定，初步体现了多部门参与的

社会治理思想，顺应了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办法》

规定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多部门管理的体制，这种体制容易产生“政出多门”“相互

推诿”、无法集中问责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2013 年国家成立了由 23 个部委组成的全国

社会救助部际联系会议制度，但该项制度并没有入法，如何通过立法赋权明责，再造科学合理

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仍是立法的一项重要课题。第二，新一轮机构改革成立的应急管理部承担

原民政部灾害救助职能，新设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整合了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职能，立法如何顺

应社会救助管理职能的调整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第三，《办法》规定的社会力量参与内

a  栗燕杰：《社会救助领域的公众参与：原理、规范与实践》，《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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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未能实现和《慈善法》《志愿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协调，需要社

会救助立法对此进行回应。

社会救助经费的分担虽有不同模式，但都需要通过立法明确责任分担机制。《办法》并没

有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责任的分担机制。实践中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甘肃的最低生活保

障财政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负担，北京在 2000 年后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区（县）

财政负担为主，上海则一直采用市、区县财政分级负担的方式 a。财政负担方式的不同，必然

导致不同地区的社会救助标准不同和社会救助权实现程度的差别。社会救助立法需要在科学测

算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社会救助经费分担机制，建立稳定化、制度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

财政共同负责机制，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总的原则是中央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五）实行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引导贫困人群走向自立

从“输血式”救助发展为“造血式”的积极救助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社会救助法制改革

的方向，其理论基础是“积极福利观”，这种福利观认为，多元社会主体都有分担社会风险的

共同责任。公民在普遍享有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能动性，

积极参与劳动过程、承担一定的义务。忽视福利享有者的责任和义务，极易造成社会成员对福

利的过分依赖和经济发展的低效率。b 在社会救助实践领域，英美的社会救助改革都强调了工

作福利，社会救助对象的类别化更为精细，救助方式更为多元，即除了金钱给付外，辅之以服

务援助、机会提供、代用券、权利援助等救助方式，寻求“他助”与“自助”的结合，以积极

的社会救助制度促进社会救助法立法宗旨的实现。德国的社会救助法经过“哈茨改革”后，社

会救助对象进一步缩小为没有就业能力的人。日本则出台《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法》来促进贫

困者走向“自助”，更好地融入社会。

积极的社会救助是社会救助法成熟的重要标志。扶贫政策或社会救助不仅具有托底功能，

还应当具有“反弹”功能，对脱落于劳动力市场而落入其内的个体发出使其向上弹回劳动力市

场的作用力。c 忽视就业导向的消极社会救助制度容易使救助对象丧失就业的意愿和能力，形

成福利依赖。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还停留在“输血式”的消极救助阶段，社会救助法

应该顺应世界社会救助发展的趋势，对社会救助对象赋予合理的义务，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弱

势群体，应增加工作要求并限定救助时间，对他们的救助只是暂时性、过渡性的救助，就业才

是帮助他们脱困自立的治本之策。

a  杨立雄：《最低生活保障 “ 漏保 ” 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2 期。

b  安东尼·吉登斯著，孙相东译：《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第 52 页。

c  贾玉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反贫困及未来攻坚展望》，《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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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law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emerg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relief law,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law, and the re-

form and adjust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la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ssistance law vary signifi-

cantly across countries, but there are some common rules: legislation precedes and guarantees the es-

tablish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the ideas behind the legislation has transformed from being 

humanity-based to right-based; the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s regulated by social assistance law consti-

tute a complete system; effect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learly-defined responsibilities are the key to 

the functioning of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s; and the element of active social assistance becomes a fu-

ture trend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China needs to expedite its legislation on social assis-

tance, builds a right-based legal system and a complet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improve the govern-

ance of social assistance, clarify the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social assistance funds, and 

implement an activ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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