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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具有独特性。缘起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济福利，建立于计划经济时

期的城镇单位福利、农村集体福利与民政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区服务和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探

索与改革推动下，开始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福利体系。当前，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正处在

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回顾社

会福利 70 年的发展历程，探究社会福利发展的

基本理念、主要路径与总体趋势，对于今后我国

社会福利事业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福利 70 年的发展历程

（一）建国初期的救济性福利（1949-1955）

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一些过渡性质的社会

福利政策快速建立起来，如针对特殊群体的生产

教养工作、孤老残幼的救济性福利，以及失业和

贫困人员的生产自救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过去遗留下来大量的

生活贫苦、流离失所、急待救济的民众，党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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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方面针对特殊群体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工

作。如对游民采取了集中收容教育、技能培训、就

业安置、劳动改造以及遣返回乡等改造措施。另一

方面针对孤老残幼群体，民政部门在接管和改造国

民党创办的“救济院”、“慈善堂”、“寡妇堂”、“教

养院”等旧社会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同时，创办

了一大批救济福利单位，对城市中的孤老、孤儿、

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进行了收容安置。①与此同时，

为尽快解决失业和贫困人员的生计问题，一些城市

开始组织由烈属和城市贫民参加的手工业或小型工

业生产，组建起了生产自救组织。[1] 据 1954 年全

国 52 个城市统计，共组织了长期的或季节性生产

自救小组 1802 个，参加生产的教济户、困难户达

22.56 万余人。[2]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福利（集体福利）+

民政福利（1956-1977）

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起

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管理相适应，形成了单位福利

（集体福利）为主，民政福利为辅的制度框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计划经济

体制的确立，在城镇逐渐建立起了“单位制”这一

组织形式。大部分城镇居民被吸纳进单位进行就业

与生活，并与单位形成依附关系，即“单位人”现

象。就业者的权利要在单位中实现，单位则代表国

家对其负起生老病死的无限义务，这种组织方式使

单位逐渐演化成家长制的福利共同体。[3] 米什拉（R. 

Mishra）把这种社会福利融入社会基本结构之中，

由国家来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称为“结构性福利”

（structural welfare model）。[4] 在单位中，单位成员可

以免费或者低偿使用由单位所兴办住房、医院、学

校、食堂、幼儿园、浴室、运动场馆等福利设施。

同时，还能获得诸如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托

儿补贴、计划生育补贴、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等福

利补贴。这些福利项目和设施大部分还一直延续至

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广大农村地区，伴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末人

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制

度架构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5]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的基本生产资料都归集体

所有，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由集体统一组织和安排，

农民通过加入人民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

农村集体单位的一员。生产队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

扣留一定数额的公益金，主要用于医疗（医疗站、

赤脚医生等）、教育、文娱康乐、儿童护理等服务

项目。农村居民所依托社队的集体福利，虽然福利

项目少、福利水平低，但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

福利长期运行，并支撑着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此外，对于那些无法得到单位与集体保障的

“三无”人员，政府还建立了民政福利制度，对其

基本生活进行保障。如通过建立社会福利院与养老

院收养孤老，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老人

食堂、文娱活动等服务 ；通过建立儿童福利院与婴

幼院收养社会弃婴、孤儿与流浪儿童，为其提供文

化教育、劳动教育、思想教育、保育、抚养、治疗

等不同的服务；通过举办精神病人福利机构收养“三

无”精神病患者，为其提供供养服务和生活管理服

务。[6] 1978 年，全国建有社会福利院 577 个，收养

人员 3.8 万人 ；儿童福利院 49 个，收养婴幼儿童

0.4 万人 ；精神病人福利院 102 个，收养精神病患

者 1.5 万人。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社会福利主要

通过生产单位来提供。[7] 民政福利在社会福利制度

框架中起补充作用。

（三）转型期社会福利的社区化与社会化

（1978-1999）

①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之后，城市救

济福利事业单位开始进行调整，逐步明确了收容范围。

到1956年，为进一步实现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劳动

教养的分流，孤寡老人、流浪儿童和孤儿开始从生产教

养机构中划分出来。对其主要通过单独设立残老教养院

和儿童教养院的方式对其进行集中收养。

②根据《民政统计历史资料汇编（49-92）》相关数据

整理所得。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18【总目录】.indd   2 2019-7-18   16:51:08



2019・7

·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

变，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人们对社会服务

的需求日益提升。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福利（集体福

利）为主，民政福利为辅的制度框架受到了挑战。

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明确社会福利社区化与社

会化成为城乡社会福利改革的主要方向。

1. 社会福利社区化改革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变的背景下，许多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

使部分单位成员开始自谋职业，需要依托社区进

行社会生活和管理。面对“单位人”向“社会人”

转变后所产生的社会化的福利需求，1986 年，民

政部在沙洲（现为张家港）会议上提出了社区服

务的构想。1987 年 9 月，民政部全国城市社区服

务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提出了社区服务的内容、性

质和目标。社区服务开始在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和

探索，并逐步在全国推开。1993 年 11 月，民政

部等 14 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社区服务业的

意见》，将社区服务作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

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业。之后，全国

各地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扶持保护政策，社区服务

由此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2. 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

1978 年 9 月，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在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吸收一些城市双职工家庭生活

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员，费用自理。1979 年 11 月，

全国城市社会救济福利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

突破以“三无”对象为收养范围的规定，积极创

造条件，有计划的开展双职工家庭残疾人员和

退休孤老职工的自费收养业务。之后在全国范围

内，许多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开始突破原有的收养

范围，有条件向社会敞开。还有不少社会福利事

业单位积极拓展院外服务功能，举办养老、育幼、

助残、康复等多种活动。此外，社会福利改革的

另一个方向是供给主体的社会化。1984 年 3 月，

民政部在福建漳州举办的经验交流会上明确提出

了“社会福利社会办”，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创办

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的供给模式开始从国家

包办向国家、集体、个人合办转变。由此，我国

的社会福利开始不断引入社会资源，朝向多元化

供给的方向发展。

（四）新世纪以来多层次社会福利框架形成

（2000—至今）

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老年人、残疾人、儿

童福利项目日渐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得到快

速发展，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不断优化。

1. 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发展

20 世纪末，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应对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等

问题，2000 年以来，我国加快了老年人社会福利

的建设工作。

在福利服务方面，2001 年民政部在全国启

动了“社区养老服务星光计划”，着力实施城乡

社区老年人福利设施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逐

渐兴起并在城市地区得到快速推广。2006 年 2 月，

全国老龄办等 10 部门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将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居家老人服务、老年护理等业务作为养老服务的

工作重点。2013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围绕健全养老

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

起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在福利津贴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于 2009

年 5 月率先颁布了《关于建立 80 岁以上低收入

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的通知》，将具有宁夏

户口、年龄在 80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和城市无固

定收入的老年人纳入高龄老人津贴的保障范围之

内，成为第一个由省级政府出台的高龄老人津贴

制度的省份。2009 年 6 月，民政部在借鉴宁夏经

验的基础上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实施困难老人和高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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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老人津贴。2013 年，民政部进一步明确表示 ：

将着力统一高龄老人津贴制度，全国 80 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皆可享受高龄老人津贴，明确提出建

立以省为单位面向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高龄老

人津贴制度。2018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国家鼓励地方建

立 80 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在

该背景之下，全国各地根据中央政策陆续出台了

高龄老人津贴制度，高龄老人津贴制度在全国范

围内逐步建立起来。到 2018 年，各省均已建立

高龄津贴制度，[8] 越来越多的高龄老年人享受到

老年津贴这一福利制度。

2. 残疾人社会福利的发展

为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发展，2000 年以来，中

央陆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残疾人

事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

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

加强了残疾人福利的制度建设，残疾人福利水平

逐步提高。

在残疾人就业方面，我国不仅在《残疾人保

障法》和《劳动法》中规定对残疾人的劳动就业

实行特殊保护，而且在《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

人职工暂行规定》《残疾人就业条例》中都对残

疾人的劳动就业进行了特殊规定，要求各级政府

对残疾人劳动就业进行统筹规划，为残疾人的劳

动就业创造条件。在残疾人教育方面，特殊教育

体系逐步形成。全国各省（市）举办了残疾儿童

学前教育，开展了聋儿听力语言训练，设立了特

殊教育职业培训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残疾人

康复医疗方面，政府每年都拨付专项经费，用于

残疾人的康复工作。康复医院、矫形医院、残疾

人康复中心等医疗康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纷纷建

立，为残疾人的康复提供了保障。

另外，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

护困难，2015 年 9 月，国务院决定全面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通

过专项福利补贴的方式缓解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

额外生活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的困难。

3. 儿童社会福利的发展

2006 年 3 月，民政部等 14 个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将儿童福

利的保障对象扩展为所有失去父母的未成年人和

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2010 年 11 月，国

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国

家第一次直接通过现金补贴的形式为福利机构内

外的孤儿提供制度性保障，这标志着中国在儿童

福利政策方面的重新突破，推动我国儿童福利制

度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随后民政部、财

政部发布《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

为所有孤儿发放基本生活津贴。2013 年民政部选

择深圳市、昆山市、海宁市、洛宁县四地进行普

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试点，为困境儿童建

立了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16 年 6 月，国务院出

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该通

知明确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基本内涵是，

本着“适度普惠、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分

区域”的理念，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儿

童生存与发展需要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全面

安排和设计儿童福利制度。该通知最引人注目的

是将儿童群体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

童、普通儿童四个层次。

4. 农村社会福利的发展

为改变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福利发展滞后的局

面，这一时期我国加快了农村社会福利体系的建

设步伐。

在老年福利上，特别是 2004 年《关于进一

步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知》实施以来，农

村五保供养实现了由农民集体内互助共济的集体

福利事业向国家财政供养的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

转变。同时，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发展迅速，很多

地方的敬老院逐步向一些依靠家庭进行生活照料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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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的老人以及一些社会普通老人开放。在教

育福利上，为减轻农民教育支出负担，2005 年

起，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计划。为提高农村学生的健康水平，

2011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

开始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此外，农村社区服务也逐渐发展起来。2007

年 3 月，民政部制定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

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开展了农

村社区建设的实验。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步伐

明显加快，设施数量不断增加，覆盖面不断扩大；

农村社区服务对象和内容得到拓展 ；社区服务方

式和方法得到改进。[9]

5. 社会福利管理体制的优化

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福利事业的系统化管

理，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2018 年 12 月，

民政部新成立了养老服务司和儿童福利司。养老

服务司主要承担老年人福利工作，拟订老年人福

利补贴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

准，协调推进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指

导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机

构管理工作。

儿童福利司主要负责拟订儿童福利、孤弃儿

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策、标准，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

制度，指导儿童福利、收养登记、救助保护机构

管理工作。儿童福利司的设立是我国儿童福利发

展的里程碑式事件。

二、我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基本理念与

主要路径

（一）与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适度普惠”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城市中的无业游民、

失业人员、需要救助的孤老残幼以及遭受灾荒侵

袭的农民在人口总数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为了解

决这部分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维护新生政权

经济社会的稳定，生产教养、救济安置、生产自

救等救济性福利成为建国初期社会福利制度的主

要内容和方式。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适应单位制和人民公社

的社会管理形式，我国逐渐建立起了“单位福利

（集体福利）+ 民政福利”的社会福利制度架构。

城乡居民的福利需求主要由单位和集体提供。政

府所开展的民政福利对象限制在“三无”人员，

所提供的服务也主要是一些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养

性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结

构发生快速转型，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人口老

龄化、家庭空巢化等现状的出现，流动人口、失

能人口、留守人口等问题的突出，以及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开始呈

现出普遍化和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国

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我国社

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财力基础。在此

基础上，我国开始加大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资源投

入与政策支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福利

体系的建设之中。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逐步扩大，

服务内容不断丰富、供给方式不断革新。

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是一个后发国家追赶

模式，社会福利也不能直接从全面普惠建起。“适

度普惠”中的“普惠性”指的是收益资格条件

上的普惠性 ；“适度性”指的是待遇水平的适度

性。其中，“普惠性”是根本性特征，这种“普

惠性”体现在我国社会福利面向的人群由特定老

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转向全体公民，打破了

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福利仅仅面向孤老残幼等弱势

群体的局面，将社会福利受益对象从特殊人群拓

展到一般人群，将来逐步扩展到全体国民。“适

度性”是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重要特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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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福利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水平。总之，

强调“适度普惠”是从传统的补缺型社会福利向

全民的普惠型社会福利转变的中间形态，它是与

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发展进程相联

系的。

（二）多元化、普遍化、体系化的发展路径

1. 社会福利供给的多元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民政福利还是单位

福利（集体福利），社会福利的供给完全由政府

或是单位集体垄断，采取的是国家或集体一体化

供给模式。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为了提高社会福利的供给效率，我国社会福利供

给逐步实现了“提供”与“生产”相分离。

一方面政府将更多的职能投入到福利的提供

环节，如中央及各级政府将社会福利事业整体纳

入财政预算体系之中，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各地方政府投资建立了大

量社会福利机构与设施，为一些特困群体与贫困

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与服务保障。从中央到地

方，在养老服务、残疾人与儿童保障、社区服务

等方面陆续出台与实施了等一系列政策与规则，

为各项社会福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

一方面在福利的生产环节，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理

念以及政府各项激励性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社会

资源与民间力量广泛参与到社会福利的投资、管

理、服务提供等各个领域。由政府，社会组织、

社区、企业机构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社会福

利供给格局逐渐形成。

2. 社会福利对象的普遍化

从保障的范围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

会福利的重点在城市地区，保障对象的覆盖面也

比较窄，基本上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

法定义务抚养（赡养）人的“三无”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7 年民政部提出

向“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转变的目标以来，社

会福利的保障对象主要沿着从特殊到普遍，以及

从城市到农村两条路径扩展。在服务范围方面，

社会福利供给能力的提升使得更多的对象可以享

受福利服务的供给。如老年服务方面，过去福利

对象局限在为孤寡老人服务。现在无论是居家、

社区还是机构，养老服务的对象已面向全体老年

人 ；残疾人服务，也由过去的“三无”残疾人，

向关注所有的残疾人特别是贫困残疾人拓展 ；儿

童服务，过去只关注福利机构内养育的孤儿，现

在开始拓展到事实上无人照顾的所有未成年人，

包括散居在亲友家的孤儿，流浪未成年人、贫困

家庭的残疾儿童也都纳入了社会福利服务关注的

对象。

在农村社会福利方面，为了补齐长期以来形

成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社会福利发展短板，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机构与设施得到

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福利开始向所有农村居民延

伸。政府针对农村的养老、医疗、教育问题专门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福利补助政策与行动计划，

将更多的具有社会服务需求的农村居民纳入社会

福利体系之内。
3. 社会福利内容的体系化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民政事业所获得的财政

支持较少，民政部门可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

往往十分有限。因此，各地民政部门所兴办的各

类福利机构普遍存在服务项目偏少、内容单一等

问题，社会福利总体上呈现低水平供给状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加强社会福

利体系建设，福利类型与服务内容向系统化与多

样化方向发展。在福利项目方面，我国已初步建

成以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为主体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各福利项目也

分别构建了其自身的子体系，如老年人福利形成

了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 + 机构养老的养老服务

体系 ；残疾人福利形成了康复性福利 + 生活性

福利 + 发展性福利的福利体系等。在服务内容

方面，目前社会福利的供给内容比较丰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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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收养安置、日常照料、文体娱乐、教养救

助、基本补助以外，还包括一些基本的医疗保健、

卫生护理、精神慰藉、维权保障、便民利民等服

务。服务的内容涉及现金福利、服务福利与实物

福利，无偿服务、低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等多种方

式。

三、我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建立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福利

制度

基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发生转化这一重大判断，围绕“美好生活”这

一奋斗目标，需要回应“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需

要和新变化，确立实现人民福祉、促进包容性发展

作为我国社会福利发展的首要目标。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结构发展形式的定位

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始更加注重人民更高层次和新

结构需要的发展。“美好生活”应该是高水平、高

质量的美好生活的体现。“美好生活”与温饱、小

康生活最大的不同是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关注

自身的感受。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福利更要充分发挥积极的

作用，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落实

和体现。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国家财力不断增加，不应当将全面实现人民福祉、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看成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需

要客观实际地描绘“美好生活”及“美好社会”的

蓝图，理性选择迈向更普惠的社会福利，给国民充

分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提高全社会的共享水平，

实现公正平等的治理目标，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二）建立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加大政府投入，推进社会福利的多元化

筹资。社会福利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这就决定了政府需要发挥其财政作用，为社会福利

提供资金保障。然而就财政投入而言，目前我国政

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总体投入还比较有限。从 1980

年至 2017 年，全国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财政支出

虽然已由 0.8 亿元增加到 753.41 亿元， 但其占全国

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仅从 0.07% 增加到 0.37%。政府

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还偏低，且增长幅度缓慢，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福利的供给水平。

为此，今后对于社会福利资金的筹集，一是

要强化政府对社会福利的筹资责任。对于基本社会

福利服务，政府应当发挥最主要的筹资责任。要大

力提高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与增强政府财政的制度

化建设。以单独设项的形式将基本养老服务、残疾

人服务、儿童服务等福利项目纳入到各级财政预算

体系。建立增比适宜的社会福利投入与财政收入协

同增长机制。二是要积极拓展社会福利的筹资渠道，

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要重视使用者付费对社会

福利服务筹资作用。除了特困人员、贫困人员等极

少数社会成员外，社会成员在获取社会服务时均应

承担相应的付费义务。通过合理收费和引导消费的

方式，对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服务使用者收取相

应的费用，以增加社会福利资金来源。

第二，补齐农村短板，促进社会福利均衡化

发展。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基于身份制的社会管

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福利的发展一直

较为缓慢。虽然近年来政府开始增加对农村社会福

利的支持力度，但受历史惯性与城乡二元结构制约，

目前农村社会福利仍然比较落后，社会福利城乡发

展还不平衡。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福利在资源投

入、设施条件、给付待遇等各个方面都还存在较大

差距。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补齐

农村社会福利的短板，逐步消除社会福利城乡的制

度分割，实现城乡社会福利均衡发展，成为未来我

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主要任务。

为此，要增加对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一

方面要加大各级政府投入与政策支持，统筹利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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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资源，采取新建改建、公办民营、民办公助、

购置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农村社会福利机构

和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农村

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三留守”人员等特殊与

困难群体福利的项目建设，大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向农村社区延伸，进一步拓展各类社会福利的

覆盖范围。同时要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城乡协

调，推行社会福利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社会福利

要在统一对象管理的基础上，统一服务内容，实现

城乡社区社会福利标准有机衔接。

第三，健全相关法规，推动社会福利的法制

化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并

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但是现有的这些法律

实质上是一种促进法，缺乏刚性规范，实质效力有

限，并不能作为推进相关社会福利事业的具体法律

依据。[10] 至今我国仍没有针对社会福利事业制定

一部专门性的法律，致使社会福利各项政策的实施

缺少法律的约束力。立法相对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

福利发展的瓶颈。

加快推进我国社会福利的法制化进程，一是

要尽快颁布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法》。一方面明确

社会成员的福利权益，明确国家、社会、家庭与个

人等不同主体和福利对象在提供和享受社会福利过

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明确各社会福利项目

的实施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等。[11] 二是在《社

会福利法》的基础上，还要分别制定《老年人福利

法》《残疾人福利法》《儿童福利法》《社会服务法》

等配套性法律，使各项社会福利项目在政策设计与

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此外，还要结合经济社会环

境的变化以及原有制度的缺陷，及时对各项社会福

利政策进行修订，使其内容更加清晰、细化与完善，

更好回应国民的社会福利发展需求。

第四，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社会福

利的高质量供给。尽管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推动

下，我国社会福利的供给资源在数量上得到了较大

提升，但就服务的供给质量而言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从各类福利机构的服务提供内容来看，目前多数机

构侧重于基本照料类服务的提供，如照料、安置、

餐饮、简单护理、文体娱乐服务等。专业化的服务

项目，如医疗、康复、心理等服务提供较少。从服

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来看，许多机构，特别是民办机

构的服务人员获得专业性培训和取得相关资质的比

例较低，技能与素质不高。质量问题严重阻碍了社

会福利效用的发挥。

为此，提高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一

是要鼓励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更多参与到社会福

利机构的建设之中，大力培养高素质的社会服务队

伍，为社会福利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二是要加强

对社会福利质量的管理，完善福利服务的评价机制，

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和重视使用者的反馈信息，建

立贯穿结构、过程与结果各个层面综合评价体系。

总之，我国社会福利供给侧改革要以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为目标，以提升社会福利供给质量为核

心，实现社会福利的供给理念的转变。在未来发展

中，将是社会福利需求决定社会福利供给，而不再

是社会福利供给决定社会福利需求的满足程度。[12]

使社会福利能够真正惠及全体国民，成为推动社会

包容性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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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Overall Trend to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Lin   Mingang  & Liang  Yu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s social welfare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such as social relief and welfare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Danwei welfare in urban area, collective 

welfare in rural areas and civil welfare at planned economy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social welfare have been expanding constantly under communit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of 

“appropriate universal-type social welfare system” has been formed. The diversification, univers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have expanded the scope of social welfare and improved the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In the future, the overall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welfare will establish a social welfare 

system with core idea of "better life ". The State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welfare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Welfare ；Civil Welfare ；Collective Welfare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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