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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化路径：

提升标准与精准识别

关信平

［摘 要］ 近年来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低保）对象快速减少，引发对城市低保制度

和整个社会救助制度运行状况和发展前景的思考。本文依据相关统计数据对近年来中国城市低

保对象快速减少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原因主要不是名义低保标准的变化，也不是贫困者

收入的普遍增加，而主要是由于在没有较大幅度提高低保标准的情况下，将低保对象识别机制

严格化而导致。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所导致的实际漏保率提高的问题，以

及在其他多项社会救助制度与城市低保制度的对象识别机制绑定情况下，低保对象快速减少对

整个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效益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在新时代提高低保标准、精准识

别等优化城市低保制度的建议进行了理论思考。

［关键词］ 城市低保；低保标准；低保对象；社会救助

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了城市反贫困行动，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建立了以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在城市反贫困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是，近年来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对此现象应该加以认真分析。本文拟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城

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原因，分析其影响，并探究在低保对象快速减少背景下城市社会救助和

反贫困行动体系的发展方向。

一、当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现象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制度建立的初期，城市低

保对象的人数并不多。1998 年全国城市低保对象只有 184.1 万人，a 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很低。

［作者简介］  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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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政部：《199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0801/200801150094199.
shtml, 1999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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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并不是城市贫困家庭少，而是低保标准偏低，并且各地在低保对象识别过程中广泛采用了

“应得收入”等方法，导致能够进入低保对象范围的人数很少。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低保制

度的资金由地方政府负责，而许多地方政府因为财力有限或对低保制度的重视不足而导致其不

愿意扩大低保对象规模。

针对当时低保制度运行中的这些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从 2000 年开始强调要扩大低保覆盖面，

并且由中央财政出资，支持财政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在民政部的部署推动下，地方政府推动低

保制度发展的动力被激发了起来。在 2000 年当年城市低保获得者就上升到 402.6 万人，并在

2001 年和 2002 年连续两年翻番或接近翻番，到 2002 年增长到了 2064.7 万人。此后，全国城市

低保对象一直保持在 2000 多万人的水平，并在 2009 年达到 2345.6 万人的高峰，占城市常住人口

的比例达到 3.6%。城市低保对象规模在 2009 年达到高峰后，从 2010 年开始逐年下降，并且在

2013 年以后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到 2017 年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人数下降到 1264 万人，占城镇常

住人口的比例下降到 1.6%。进入 2018 年后，城市低保对象继续下降，2018 年 10 月城市低保对

象已经降到了 1051.3 万人。a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来全国城市低保对象变动情况见图 1。

 图 1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来全国城市低保对象变动情况（1998—2018）

资料来源：历年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8—2009）》和《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0—

2017）》，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图 1 展示了全国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来低保对象变化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城市低保

制度建立以来低保对象规模的两次重要变化情况。一次是从 2000 年到 2002 年的跳跃式剧增，

这主要是当时中央要求低保扩面的政策及中央财政对低保投入的政策带来的。当时城市中确实

存在许多困难家庭，但当时地方政府在低保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而

中央要求低保扩面的政策发布和实施以后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此后十多年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

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中央当时扩大低保覆盖面的决策是正确的。低保对象规模另一个

重要的变化就是从 2010 年以来低保规模的逐年减少和最近 5 年来的快速减少。后一种变化的

原因和影响则比较复杂，需要加以认真分析。

a  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09）》和《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7）》，民政部官网：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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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原因

近年来城市低保对象快速下降的情况要从多个方面去寻找原因。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是

由新增低保人数减少和低保对象退出增多两个方面共同导致的，因此应该分析导致低保对象退

出和申请人数减少或申请不成功的原因。低保制度是根据家庭人均收入、人均财产拥有等标准

去确定其对象的。由于家庭人均收入和财产等方面的情况是处在变动之中，因此在正常情况下

低保对象的规模应该是由低保标准和低保对象家庭的实际收入及财产的动态变化共同决定的。

在标准不变的情况下，低保家庭人均收入的普遍增加会使许多低保对象退出低保，从而使低保

对象减少。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低保申请者身上。

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确实带动了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家

庭人均收入的增加。一些调查发现，a 近年来城市低保家庭中确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而提高

了家庭收入，从而退出了低保。他们退出低保的直接原因包括家庭主要劳动力找到工作和收入

提高而使家庭收入增加；城市养老保险的普及，使一些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养老保险

待遇，因而提高了家庭收入；还有一些家庭是由于子女长大成人就业后增加了家庭收入或降低

了家庭负担的人口数。在低保申请成功者减少方面，目前缺乏对城市中申请过低保但未成功家

庭的系统资料，但根据推断，低收入者不愿意申请或申请低保不成功的直接原因应该与低保退

出的原因大致相同。

但是，仅靠低保对象及低保申请者或潜在申请者收入的有限提高并不能解释近年来低保对

象快速减少的现象。因为获得和保持低保待遇是由家庭人均收入及财产水平和低保标准共同决

定的。因此，应该将低保对象和潜在低保对象的收入变动情况与低保标准的变动情况结合起来

分析。低保标准对低保对象的规模有直接影响，我国目前城市低保对象数量少，最主要的直接

原因是各地的低保标准偏低。但是，城市低保标准偏低的状况过去长期存在，b 很难仅用低保

标准低来解释近年来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动态现象。再分析低保标准近年来的变化。从表 1 中

的数据看，在 2009 年到 2017 年我国低保对象规模下滑的期间里，无论从低保标准的绝对水平，

还是相对水平（平均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或人均收入中位数的比例，或者占低收入户

人均收入的比例）来看，我国城市低保标准的平均水平并没有下降，并且绝对水平呈上升趋势，

相对水平也基本持平并略有上升。

表 1 的数据可以说明，从静态角度看城市低保标准目前仍然是很低的，并且这是导致

我国城市低保对象规模小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近年来城市低保标准与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及与低收入组人均收入的比率都没有下滑，反而还略有上升。

因此，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低保对象规模大幅度缩小主要不是由于名义低保标准的相对降

低而导致的。

a 例如，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中心组织的 “2017 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 ”。

b  周文明、谢圣远：《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演进及政策评估》，《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曹艳春：《我国城市 “ 低保 ” 制度的靶向精准度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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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城市平均低保标准占人均收入的比率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城市平均低保标准（元） 227.75 251.2 287.6 330.1 373 411 451.1 494.6 540.6

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
比例（%）

15.9 15.8 15.8 16.1 16.9 17.1 16.9 17.7 17.8

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
位数的比例（%）

- - 18.1 18.0 18.5 18.5 18.6 18.8 19.2

占 5% 困难户人均收入的
比例（%）

65.11 63.61 63.93 60.75 - - - - -

占 20% 低收入户人均收
入的比例（%）

- - - - 45.23 43.96 44.26 45.64 -

资料来源：历年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

tjgb/?；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注：因 2013 年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城镇各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数据时的收入分组发生了变化，

因此本表中的 2013 年前后的困难户和低收入户分组不同。

为此，对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原因应该从低保管理的操作层面加以分析。近年来各地的

低保标准虽然没有降低，但全面加强了低保审核。首先，各地全面加强了对低保申请者家庭

的经济状况核查。除了继续强化过去传统的入户调查、信函索证、邻里访问、张榜公布等方

式之外，近年来还广泛采用了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使得不符合标准的申请者很难获得低

保待遇。其次，许多地方还采用计算应得收入的方式，对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不论其是否就业

都计算其应得收入。再者，各地还广泛采用计算应得赡养费的做法，按照申请者子女的情况

将应得的赡养费计算到家庭收入中，而不论其是否真正得到了赡养费。最后，各地对低保工

作人员加强了问责管理，对很多不严格按照规则办理的工作人员给予了纪律处分。这意味着

基层工作人员在低保对象识别上的自由裁量空间被大大压缩，不得不严格按照标准和规则办

理。在上述严格的审核和控制措施共同作用下，近年来低保制度的错保率明显下降，从而促

使了低保对象快速减少。

从理论上分析，可以通过“名义低保标准”和“实际低保标准”来分析近年来低保审核严格

化的实际效果。所谓“名义低保标准”是指政府正式制定并公布的低保标准，而“实际低保标准”

是在低保管理中实际操作的标准。由于过去在低保申请审核、动态管理等环节中存在着一定的弹

性，可以让一些不符合名义标准的家庭或个人获得或保留低保待遇，在事实上相当于是提高了实

际低保标准，从而降低了名义低保标准对低保规模的限制。在过去很低的名义低保标准下形成了

相对较多的低保对象，这主要应该由过去管理中的弹性来解释。但随着近年来低保管理的严格化，

在低保对象识别实际操作中的弹性空间被大大收紧，实际低保标准快速降低，并逐渐回归到与名

义低保标准一致，因而挤出了许多低保对象并拒绝了许多潜在的低保对象（低保申请者）。因此，

可以将近年来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现象归因于实际低保标准降低而导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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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社会意义及影响

目前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是在城市低保标准与人均收入基本上处于同步提高的过程中发

生的，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中处于生存型贫困的家庭在减少。这可以被看成现阶

段城市反贫困行动取得的成果。它主要归功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的提升和综合性社会

保障体系的完善，并且也标志着社会救助制度在帮助贫困家庭恢复就业和增强收入能力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城市低保对象的快速减少也会带来实际漏保率增大的问题。从

管理的角度看，在名义低保标准低下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管理对城市低保制度来说事实上是一

把“双刃剑”，它在促使低保制度的错保率明显下降的同时，会带来漏保率上升的问题，也即

导致大量应保未保的困难家庭。a 而漏保问题对低保制度的伤害不亚于错保问题。

严格低保审核的目标是要降低错保率，但应该将低保制度的错保问题分为制度性错保和实际

错保两类不同的情况，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前者是指将不符合现行制度标准的人员

纳入了低保（包括许多事实上也很困难的家庭），而后者是指将非贫困者纳入了低保。从根本上

说，对低保对象或申请者加以严格审核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避免实际错保或降低实际错保率，即要

把非贫困者排除出去。但过去长期存在的错保问题主要是制度性错保，即名义低保标准太低的情

况下，基层管理人员为了要帮助更多的贫困者而采取了高于名义低保标准的实际低保标准，从而

使较多不符合名义标准的人获得了低保待遇。也就是说，许多不符合低保标准的人被纳入低保之

所以成为制度性错保，是过去低保管理不严格造成的，但从根本上看是名义低保标准太低造成的。

而近年来在没有较大幅度提高低保标准的情况下严格审核，虽然降低了制度错保率，但挤出的更

多是不符合名义低保标准的困难家庭，从而导致了更多的漏保问题。

低保制度的漏保现象同样可以分为制度性漏保和实际漏保，前者是按照制度规定的标准而

应保未保的，它主要是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合理（如在某些方面过于严格繁琐或存在污名效应等）

而导致部分本来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被排除在外。而实际漏保则是由于低保标准偏低而导致许多

本来应该得到帮助的穷人由于达不到低保标准的要求而无法获得帮助。上述两类漏保问题都会

导致低保制度的反贫困效益下降。相比之下，实际漏保问题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低保标准低

下导致大量低收入家庭被排斥在低保对象之外，他们因各种原因也处于贫困状态或其生活中存

在某种特殊困难，也需要帮助，但是只是由于其家庭人均收入或财产水平没有低到低保标准的

要求而难以获得低保救助。

从实际情况看，在过去低保对象识别过程弹性较大的情况下，许多处于低保边缘的困难家

庭可以被纳入到低保对象中而获得政府的救助。虽然从名义低保标准上看他们不符合条件，但

从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的角度看，也应该给予他们救助。过去管理中对制度性错保的容忍事实

上是以非正规的方式缓解了低保制度的实际漏保问题，降低了实际漏保率。但是，近年来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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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剑、
王文：《城市低保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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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大大加强了，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的广泛运用，使低保对象审核认定大大强

化。但是，在此过程中没有同时相应地提高低保标准，也没有区分制度错保率和实际错保率的

不同情况，导致大量边缘困难家庭被挤出低保对象之外，从而使低保制度的实际漏保问题明显

突出了出来。表面上看是低保管理效率加强了，但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是低保制度的实际漏保

状况更加严重，低保制度的实际反贫困效能降低。

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各地政府在严格低保管理的行动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对低收入贫困

家庭的保护。在最近几年里，各地政府和低保管理部门比较重视低保制度中的制度性错保问题，

花了较大的力气，投入了较多的资源去纠正制度性错保。从完善制度规范的角度看，这种做法

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没有同步地以相应的幅度提高低保标准，并且没有注

意实事求是地精准识别贫困者和非贫困者。在低保对象和申请者中可能确有极少数非贫困者以

骗保的方式不当获利，即所谓“开着宝马吃低保”的情况，对这种骗保现象应该坚决制止。但

事实上，近年来被低保严格的识别机制排除的人员中许多都是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的低收入家

庭。也就是说，过去许多制度性错保的情况都发生在低保边缘家庭身上，不应该简单将他们申

请低保或享受低保待遇也看成是“骗保”。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对贫困者的精准识别。

城市贫困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只是用少数几个简单的标准去硬性识别的话，会将许多贫

困者排除在外，尤其是当低保标准很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进一步看，低保制度对象识别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低保制度，而且还对其他多项社会救助制

度都会产生影响。目前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教育救助等多

项制度都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低保制度的对象识别机制。这些社会救助制度也是针对城市贫困

者的，其运行也需要建立在家计调查基础上。由于管理成本的问题，这些救助制度难以单独建

立起自身的对象识别机制，因此长期以来都依托低保制度的对象识别机制。故此，低保制度的

对象识别机制承担了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守门人”的功能。凡是被纳为低保对象者都可以申

请其他多项救助，反之则很难。近年来社会救助部门开始关注“支出型贫困”问题，不少地方

逐渐放松了各项救助与低保制度之间的严格绑定，但在操作层面上仍然离不开低保制度的对象

识别机制。低保对象之外的贫困者在申请和获得各项救助方面还没有享有与低保对象同等的权

利和待遇。许多低保申请者申请低保待遇的意图主要不是获得低保的现金待遇，而在于能够获

得其他社会救助待遇，以便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其家庭具有的困难（医疗、住房、子女上学

等）。在社会救助运行和管理中，有些基层低保管理人员为了要帮助一些困难家庭解决某些方

面的实际问题，而不得不先采取并不完全“合规”的方式，将并不完全符合低保标准的家庭先

纳入低保对象，然后再“合规”地帮助他们获得其他有用的社会救助待遇。然而，近年来这些“变

通性”做法的空间被收紧了，但制度性的低保标准又没有相应地提升，并且也没有出台解除其

他社会救助制度对象与低保对象绑定的制度化安排，因此而导致的低保对象大幅度减少不仅影

响了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作用的有效发挥，而且广泛影响了整个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反贫困效

能，使许多过去可以获得各项社会救助的城市贫困家庭现在很难再获得了。

总而言之，严格低保制度管理和纠正制度性错保应该建立在不会导致漏保率提高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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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不能以提高实际漏保率为代价。我国的城市低保标准本来就很低，低保对象的比例很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享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标准和水平太

低、救助范围太窄的问题。当前和下一步发展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标准和增大救助对象规模，

以提高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效益。因此，严格低保管理应该以提高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效

能，让有需要的贫困家庭能够得到低保待遇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强化对象识别机制和纠

正制度性错保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弊大于利。

四、中国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对社会救助制度提出的问题

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将过去低保制度中的一些缺陷和短板暴露了出来，包括标准严重偏

低、其他社会救助对象与低保对象的绑定等。这些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城市低保制度在现

阶段的目标和意义。面对当前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思考和回答城市低保

制度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城市低保制度将向何处去？它在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

还能够对城市反贫困发挥何种作用？或者说，在未来，城市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低保制度？是只

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维持一个很小规模的“最后安全网”，还是让它在未来的城市反贫困，

尤其是反相对贫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未来城市低保制度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之间应该

有什么样的关系：是维持目前这种“绑定”的关系，还是各个社会救助制度更加独立地运行和

发展？抑或建立一个在更大范围制度下各个项目之间的有机整合？

首先，应该思考低保制度在未来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的目标定位问题。按照最初的设计，

城市低保的具体目标是保障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其具体标准是“维持城市居民基本

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

用”。a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低保制度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的具

体标准“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b 应该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这一表述

方式为低保制度从过去反“生存型贫困”向目前和今后反“生活型贫困”的目标提升提供了政

策空间。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低保标准也在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但是，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对低保制度目标提升的要求还不够明确，各地实践中提高低保标准的力

度也不够大。其结果是城市低保标准一直偏低，迄今为止总体水平仍然不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或收入中位数的 20%。但是事实上城市贫困者不可能在如此低的标准下维持生活。过去几年中

一些较大规模的城市困难家庭调查都发现，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明显高于平均低保标

准。而低保家庭的平均消费水平更是比其平均收入水平高出很多。c 这说明即使是低保对象也

不可能仅仅按照低保标准去维持实际生活水平。

a 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1 号），1999 年，第 1、6 条。

b 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2014 年，第 10 条。

c  例如，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过去几年连续在全国 10 省开展的城乡困难家庭调查，以及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
指导中心 2016 年和 2017 年在全国 6 省开展的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监测调查的数据都显示出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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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维持如此低的低保标准，其结果要么是在弹性识别机制下出现较

大的制度性错保，要么是在严格识别机制下出现较大的实际漏保率。由于在我国城市中除低保

标准之外，没有另外一个“贫困标准”，因此城市低保标准偏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高实际漏保

率无法从经验数据中发现，并且难以得到制度化的纠正。在过去对制度错保率有一定容忍的情

况下，城市低保实际标准高于名义标准，低保对象和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对象还能够维持一定

的规模，从而使低保制度及绑定其上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效益。而近年来

低保制度的制度错保率大幅度降低，无法再靠一定的制度错保率去弥补低保标准低下带来的后

果，从而使低保标准低下的短板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制约了低保和整个社会救助制度目

标的提升，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享发展的大目标不够协调。

如果说迄今为止城市低保的基本目标主要是定位于针对生存型贫困的托底保障，那随着现

有低保对象的减少，未来城市低保制度的目标应该如何定位？是继续维持在现有低标准下专注

于极少数完全没有自我脱贫能力的极端贫困家庭，还是要提高标准，扩大救助规模，帮助更多

的贫困者摆脱贫困？很显然，如果城市低保按照目前的方向走下去，其作用将越来越小。即使

将来还会存在，也只会退化到过去传统救济制度的地位，很难担当起未来城市中反相对贫困的

重任。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前途在于其清楚地认识到未来新的城市反贫困行动的形势与任务，

瞄准反相对贫困的目标，适当提高标准和扩大规模，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

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未来城市反相对贫困的行动及整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行动中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其次，应该思考低保标准与贫困标准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官方的城市反贫困行动中一

直没有正式的“贫困”概念和标准，而是一直以较为模糊的方式用低保标准去代表贫困标准。a

过去很多年里这种做法都没有遇到大问题，但近年来低保对象的快速减少使“低保标准”与事

实上的“贫困标准”发生了分裂。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城市贫困的相

对性特点日趋突出，但另一方面低保对象越来越少的情况又日益凸显出低保标准的绝对性特征，

从而导致低保标准与实际的贫困情况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以模糊的方式用城

市低保标准去替代城市贫困标准，以城市低保对象去替代城市贫困者。因此，摆在政府面前的

一个选择是：是大幅度提高城市低保标准，以便恢复和强化它作为城市贫困标准的作用，还是

在低保标准之外再建构一个官方的贫困标准？应该看到，在不改变低保制度基本性质的情况下，

通过大幅度提高城市低保标准而维持和强化其城市贫困标准作用的做法存在较大的难度。这主

要是因为城市低保制度作为一项无条件的现金救助项目很难扩及到所有的贫困者。即使在今后

能够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那也很难按照现有的方式向所有的贫困者无条件地提供现金补差。因

此，应该在低保制度之外再建立一个城市贫困标准，以城市贫困标准去识别城市贫困者，对符

合条件的城市贫困者视其实际需要而提供低保待遇和（或）其他救助待遇。

再者，应该思考低保制度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其他社会救助制度

与低保制度在对象识别方面的“绑定关系”既是低保制度的一个优势，又是导致许多问题的来源。

a 王宁等：《对新时期中国城市贫困标准的思考》，《江淮论坛》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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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各项社会救助严重受限于低保制度，使它们的救助对象很难突破低保对象的

范围。尤其是在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绑定关系使得许多地方的多项社会救助都出

现了“对象缺失”的问题。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与低保制度在对象识别上的“绑定关系”是历史

发展的产物。在现行以贫困者为对象的社会救助制度中，低保制度是最早建立的，并且也是最

早建立比较完整的对象识别机制的制度。后来建立的其他各项以贫困者为对象的社会救助制度

在对象识别上自然地就可以通过与其绑定而节省复杂的对象识别和管理程序。但是，这种绑定

关系虽然使其他多项社会救助制度节省了管理成本，却要受限于低保制度的低标准，难以扩大

其救助对象。尤其是在目前低保对象快速减少的情况下，这一局限更加突出，迫使我们不得不

重新思考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应该看到，低保制度与其他多项社会救助制度在对象识别方面既

有相通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相通的方面是他们都针对贫困者，而不同的方面则是由于它

们分别针对贫困者的不同需要，所提供救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其对象识别的标准也应该有所

不同。因此，不应该将其他多项社会救助制度的对象识别简单地绑定到低保制度上，而应该探

索更加合理可行的办法。

最后，如何优化低保制度的对象识别过程。如前所述，近年来城市低保对象快速减少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低保对象识别过程严格化而导致的。这种情况进一步突出了低保对象识别过程

的重要性。低保识别不仅仅要靠合理的标准，而且还要有合理有效的识别过程。所谓“合理有

效的识别过程”，一方面是指识别过程要能够精准地识别出符合低保标准、应该获得救助的家庭，

另一方面也指要注意识别过程对被识别人的保护。低保识别或更广义的贫困识别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因为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贫困家庭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仅靠单一的标准往往很难

准确地把握多样性的贫困现象，因此，精准识别并不是仅靠严格地用单一的收入和财产标准去

衡量所有的低保对象和低保申请者，而是要在低保标准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和分析申请者家庭

中的复杂情况。针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复杂情况，应该给基层工作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他

们能够根据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原则和标准去分析有需要者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

情况去决定是否给予救助和如何给予救助。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可能被滥用误用

而带来负面影响，应该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更多的专业培训去降低或消除，而不应该简

单地取消自由裁量权。

此外，低保识别过程还应该更多地重视对被识别者的保护，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他

们的隐私权，避免对他们的心理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造成伤害，尤其是要避免对其中的未成年人

的伤害。一些研究发现，获得城市低保会显著降低受助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程度。a

这种情况是不符合我国建立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初衷的。社会救助的目标是要帮助有困难的家

庭，这种帮助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而且还要帮助他们自强自立，并且促进他们融入

社会。因此应该更多地重视人性化的识别过程。为此，建议在城市低保审核审批中取消“群众

评议”“公示”等既不够人性化，又无多大实际效果的做法，而代之以更加专业化的识别机制。

a  韩华为、高琴：《中国城市低保救助的主观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社会保障评论》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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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Urban Dibao System: Raising Threshold 
and Target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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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rapidly shrinking number of benefi ciaries of urban Minimal 

Living Standard Guarantee Scheme (Dibao), causing some analyses and rethinking of this program's 

current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ven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as a whole. Based 

on some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rapid decline of urban Dibao benefi ciar-

ies. The main reason is not the increase in poor people's income or the decline of the nominal Dibao 

threshold, but the rigid means test measures and low Dibao threshold.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ncrease of the exclusionary targeting errors in Dibao coupled by the decrease of Dibao benefi ciaries,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gains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especially given that only the 

Dibao benefi ciaries are qualifi ed for several other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urban Dibao system, including increasing Di-

bao threshold and accurately targeting the benefi c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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