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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法体系的内部结构:规划与梳理

汪　敏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法律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石.科学合理地规划社会法体

系、梳理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推进社会法建设的关键.在立法体例上,建设中国社会法体系既要通过综合

性立法确立基本原则,又要通过专项立法保证具体制度的实施并及时弥补综合性立法的不足.同时,要求社

会法体系中不同内容的法律规范之间、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之间应逻辑严谨、协调统一,以确保社会权利保障

覆盖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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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将社会法体系的

建设和完善提上了历史议程.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的

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

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

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１].以此

为起点,中国社会法体系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

阶段.
本文旨在阐述中国社会法体系的内部结构,一

是从理论上构建完备的社会法体系,确保社会法在

制度结构层面完整、合理;二是力争在规范内容层

面使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协调,使社会法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本文对社会法内部结构的规划与梳

理,以基本法律和专项法律为分类标准,即以综合

性、原则性的法律为基本法律,社会法体系内每个

领域都有自身的基本法,而专项法律则是以基本法

为依据对制度进行具体化的立法.对社会法体系

中各个领域“基本法律”的厘定既是为了维护上位

法的权威,也是保障社会法体系内部统一、协调的

重要路径.

一、社会法体系的结构设计及内部关系

社会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大

法律部门之一,直接关乎基本民生与公民的社会权

益,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法律部门.
基于我国社会法体系的已有立法和未来规划,社会

法体系可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主体性立法板块,
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
另一个是为主体性立法服务的板块,包括社会组织

法和社会事业法.其中,劳动法是针对就业中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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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问题,保障劳动就业权实现的法律,是常态、积极

的民生保障;社会保障法是针对社会风险中的民生

问题,保证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法律;特殊群体

权益保障法是解决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的特殊民生需求问题的法律;社会组织法和

社会事业法是规范参与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各

类社会组织以及待遇供给机制的法律.中国社会

法的完整体系可参见图１.

图１　中国社会法体系结构图

　　(一)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作为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法构成了社会法体系的主体,二者在功能上既彼此

独立,又相互交叉、合作.社会保险制度是劳动法

与社会保障法的交叉领域之一.作为劳动法体系

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以劳动关系

为界限,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突出用人单位的责

任;作为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制

度的覆盖范围不以劳动关系为界限,民事雇佣中的

受雇劳动者、自营劳动者乃至全体居民,都可以参

保并依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权益.[２]社会保险制

度中失业保险制度的设计直接影响着促进就业功

能的发挥.[３]

(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与劳动法、社会保障

法的关系

社会法从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将老年人、妇
女、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纳入调整范畴,在宪法的指

引下,对这些特殊群体进行全面保护.
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涉及特殊群体的就业和

社会保障问题,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都对特殊群体

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权利作出了倾斜保护的

制度设计.例如,劳动法对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

在就业和劳动过程中的权益有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为特殊群体提供经济保

障,社会福利制度为特殊群体提供津贴及社会服务

保障.实践中的社会福利主要包括老年人福利、儿
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等类别及其他一切

以社会化方式提供给国民的现金津贴及相关服务.
也就是说,社会福利制度是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制度无法由市场机制、
社会机制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４]

(三)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特殊群体权益保障

法与社会组织法的关系

社会组织法是规定社会组织设立的资格、程
序,明确其权利义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及相关法

律责任的法律制度.社会组织是劳动法、社会保障

法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中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

主体.例如,集体劳动关系中的工会是代表劳动者

与雇主进行集体协商的主体;社保经办机构是为参

保单位和参保人员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主体;开展

慈善活动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

织则是慈善事业的实施主体.
(四)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特殊群体权益保障

法与社会事业法的关系

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中

的待遇供给机制属于广义社会事业法的范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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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医疗保障法中的医疗服务、养老保障法和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养老服务等都属于社会事业法

的范畴.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

社会化保障事业.[５](P．２８)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

体系的重要补充,是非法定的社会事业,与法定社

会保障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其不仅表现为经济基础

和运行方式不同,更体现在道德与政治、法制上存

在差异.从属性上讲,慈善事业是志愿性的公益事

业,既非捐献者的当然义务,亦非受助者的法定权

益.而法定的社会保障项目则体现了政府的当然

责任和国民的法定权益.[６]

二、劳动法的立法体系及结构安排

劳动法既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部门,也是通

过立法规制与平衡劳资双方权利义务的专门法律.
从社会法的发展进程看,最早的社会法出现在英

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且其均表现为劳动立法优先

的特征.依据劳动法的职能进行分类,劳动法体系

可以设计为以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和劳动就业

法为主体的实体法体系,以及包含劳动监察、劳动

争议处理的程序法体系.
劳动法被视为劳动法体系的基本法,具体制

度包括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劳动

基准法等专项法律.从现有立法看,集体合同法、
劳动基准法等重要单项立法仍是空白,且«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从基本原则到技术都突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这是以削弱«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作为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为

代价的,既有悖于劳动法体系的统一法治原则,也
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的困境.[７]然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纲要式的立法已经不能

满足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和按需经济等经济形态下

新型用工形式的需要.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全面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同时制定集体合同

法、劳动基准法等专项法律,待时机成熟时制定劳

动法典.

图２　劳动法体系结构图

　　(一)劳动就业法

劳动就业法是调整劳动力市场的法律规范,以
促进就业为目的.劳动就业法涵盖公平就业、就业

管理和就业服务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是劳动就业法体系的综合法,在此基础上制

定的单行法至少应当包括反就业歧视法、就业服务

与管理法、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职业技能鉴定法.
(二)劳动关系法

劳动关系法是调整和规范劳动关系运行的法

律规范,以实现劳动关系运行契约化为目的.劳动

关系的运行需要多种调整机制,包括单个劳动关系

调整机制、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和劳动基准等.
集体合同是代表劳动者的工会与用人单位或

其团体为规范劳动关系而订立的,以全体劳动者的

共同利益为中心内容的书面协议.其可以对劳动

者的相关利益作出高于法定最低标准的约定,也可

以对涉及劳动关系或劳动者利益的具体问题进行

约定,从而弥补劳动立法以及劳动合同的不足.
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都是确定

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同时也

是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劳动规章制度是用

人单位制定的与组织劳动和劳动管理相关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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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既在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也
是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作为协调

单个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劳动合同只约定单个劳

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而劳动规章制度则规定用人单

位内全体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附件的形式扩大

了劳动合同的合意功能.作为调整集体劳动关系

的重要机制,劳动规章制度侧重于对劳动者的组织

和管理(包括劳动行为规则和用工规则),集体合同

侧重于提高具体的劳动条件.
职工民主管理法与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以

及劳动争议处理法共同构成了劳动关系运行法律

体系.职工民主管理贯穿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而
劳动合同法和集体合同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

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等环节.职工民主管理制

度是劳动规章制度的重要支撑,劳动规章制度是职

工民主管理的集中成果.
(三)劳动基准法

劳动基准法是调整劳动者法定最低劳动标准

的法律规范,以实现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最低标准权

益为职能.① 劳动基准法体系包括作为实体调整

手段的劳动基准法和作为程序保障手段的劳动监

察法.劳动基准分为以劳动收入为中心的基准和

以人身安全为中心的基准,前者包括工资基准、工
时基准和休息休假,后者包括劳动安全基准、劳动

卫生基准和特殊劳动保护基准.
劳动基准领域的立法应包括两方面:制定综合

性的劳动基准法,涵盖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
劳动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由于不

同的劳动基准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不同,应以单

项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分别规定不同的基准.

三、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体系及结构安排

自古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一百多年来,德国通过１８８３至

１８８９年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立法率

先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美国通过１９３５年制定的

社会保障法开创了社会保障领域综合立法的先河;
英国在二战末制定了多种社会保障法律而成为福

利国家的起源国.这三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均

对其所在国家的传统资本主义治理体系进行了调

整并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作为社会法

体系的主体性内容,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也是社会

保障制度实施的依据.
(一)以保障机制为依据的社会保障法体系

以保障机制为分类标准,我国的社会保障法体

系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

优抚法和社会补偿法.

表１　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结构及基本内容

　　内容

机制　　
　保障水平 保障对象　 机制特点

社会保险法 基本生活保障 遭受社会风险的国民 权利义务对等、互助共济

社会救助法 底线生活保障 陷入贫困或其他困境的国民 权利义务不对称、政府责任为主

社会福利法 提升性保障 全体国民,尤其是特殊群体 权利义务不对称,政府与社会合作

社会优抚法 优待性保障 军人和军烈属等有特殊贡献者 政府责任为主

社会补偿法 补偿性保障 因战争、特殊社会事件等导致的受害群体 政府与社会责任共担

军人保障法 基本生活保障 军人及其家庭成员 政府责任为主

　　如表１所示,以保障机制为依据的社会保障法

的功能体系呈差序格局.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

险和社会救助为主干,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为辅

助.在保障层次上,社会保险属于基本保障,社会

救助属于兜底保障,社会福利属于提升性保障,社

会补偿和军人保障属于特殊性保障.在资金筹集

和待遇供给机制中,与财政资源和公共基金相比慈

善机制处于辅助地位.② 就分配领域而言,社会救

助与社会福利属再分配范畴,而社会保险既对初次

分配有直接影响,也对再分配有直接影响.[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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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动基准是法定的最低劳动标准,广义的劳动基准包括劳动法领域关于劳动关系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劳动关系运行的

强制性规则,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强制性规范.狭义的劳动基准仅指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即劳动条件

基准.本文仅指狭义的劳动基准.
参见王全兴«“我国社会法的概念、原则、理论与实践”课题论证报告»,２０１８年.



１．社会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是社会保险领域的基本法,是社会保障法中的

主体性法律,也是社会法部门中的支架性法律.[８]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将所有的社会

保险项目都纳入其中,其规范大多是原则性、框架

性的,因此,应当针对不同的保险项目进行专项立

法,即在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所规

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障

(险)法、失业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护理保险法等

专项法律,作为各项制度运行的法律依据.

２．社会救助法　社会救助法调整的是国家与

社会面向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救济和扶助过程

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因救助对象和救助事项的复

杂性,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作为社

会救助领域的综合性基本法,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救

助项目构建配套的立法体系.

３．社会福利法　社会福利是指由政府主导,以
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和不断完善国民的生活

质量为目标,通过社会化的机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

务与津贴,包括老年人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
残疾人福利、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等.[９]社会福利

法律体系应当包括作为综合性基本法的社会福利

法,以及作为各类社会福利发展法律依据的老年人

福利法、儿童福利法、妇女福利法、残疾人福利法、
住房福利/保障法、教育福利/保障法和社会工作法

等专项法.

４．社会优抚法　社会优抚法是国家和社会通

过社会优待、社会抚恤等机制,对烈士、军人警察、
消防救援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家属等群体进行褒

扬和鼓励的法律制度.社会优抚法以政府责任和

社会责任为主,优抚内容根据优抚对象不同而有所

区别.社会优抚法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军人保障法

有交叉,尤其是军人抚恤优待和退役安置部分.①

５．军人保障法　军人保障法是指国家和社会

为保障军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制定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军人保障法律体系包括军人

保险制度和军人社会抚恤优待制度和退役安置制

度.军人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比较特

殊,具有相对独立性,如,军人保障的对象有别于一

般社会保障对象,退役安置制度是军人保障特有

的,军人抚恤标准高于一般劳动者的工伤抚恤标准

等;同时,军人保险、军人优待、军人抚恤等制度又

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制度联系紧密.

６．社会补偿法　社会补偿是指国家和社会对

因战争、犯罪行为、重大社会公共事件等不可直接

归责于政府的因素而给个人造成的损害,在传统侵

权损害赔偿制度以及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之外

补偿受害人损失的一种特殊社会保障制度.德国

«社会法典»第１篇(总则)第５条对社会补偿进行

了规定:“基于国家整体对于特别牺牲之补偿或基

于照顾法上的原则而生之其他理由,人民就其所遭

受之健康损害,对下列事项拥有请求权:１．用以维

持、改善以及恢复其健康与工作能力之必要措施;

２．适当之经济照顾.受害者之遗属亦得请求适当

之经济照顾.”[１０](P．１２３)

社会补偿不同于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国家

赔偿是基于公权力行使中存在违法行为且该行为

导致了损害结果发生,其本质是行政侵权损害赔

偿.国家补偿则是国家对其合法的行政行为承担

的损害责任.对于犯罪、合法药物致害、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等给个人造成损害的,因其不可直接归责

于政府行政行为,故无法在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机

制中获得补偿.
不同于社会救助,社会补偿以损害发生为请求

权基础,受害人所受损害须符合特定的事件及原

因,且只有与该事件和原因相关的损失才可获得补

偿.而社会救助是典型的无因性给付,仅限于贫穷

或急难之情形,并不追究造成贫穷或急难的原

因.[１０](PP．１２６~１２８)

与社会救助立法和社会福利立法一样,社会补

偿立法也应当是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规划中重要的

立法项目.借鉴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

验,我国应当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补偿法作为该

领域的基本法,规定社会补偿法的立法宗旨,社会

补偿的种类、主体、对象,社会补偿的资金来源,以
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在此基础上,以社会补偿种类

为标准,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分别制定犯罪受

害人社会补偿法、食药及法定防疫注射受害人社会

补偿法、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受害人社会补偿法.
(二)以系统整合为目标的社会保障法体系

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当充分考虑保障

０３

① 目前我国社会优抚法主要包括«烈士褒扬条例»(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６日,国务院令第６０１号,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修订)、«军人抚恤优

待条例»(２００４年８月１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４１３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修订)、«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民发[２０１４]

１０１号)、«伤残抚恤管理办法»(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民政部令第

３４号,２０１３年修订)、«退役士兵安置条例»(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９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６０８号)和«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人员有关优待工作的通知»(应急[２０１９]８４号).



需求、保障机制与管理体制的整合.以不同的需求

人群为中心,创新和优化管理体制,整合不同层次

的保障机制,以构建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表２　整合性社会保障法体系

　　　管理体制

保障机制　　　
养老保障法 医疗保障法 就业保障法 工伤保障法 军人保障法 其他

社会保险法
养老保险长

期护理保险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军人保险

社会救助法 老年人救助 医疗救助 就业救助 工伤救助 其他各类救助

社会福利法 老年人福利 教育福利 其他社会福利

社会优抚法 老年人优待
军人优抚

(退役安置)

社保基金管理法 养老基金管理 医保基金管理
失业保险

基金管理

工伤保险

基金管理

其他 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就社会保障制度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言,对
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的纵向与横向划分往往交织在

一起.例如,养老保障法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老年救助制度、老年人福

利制度、老年人优待制度、养老基金管理制度及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法包括医疗保险(含生

育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公共卫生服务制度、
医保基金管理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整合性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需要厘清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基本制度体系的统筹安排

与合理定位,同时解决不同社会保障类别或主要项

目的结构、功能定位与资源配置方式,及其与相关

制度安排的关系.这也是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的基本要求.[１１]

四、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

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是为满足老年人、妇女、
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的特殊民生需求的法律规范体

系.我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都属于纲要式立法,看似为综合性法律,可
操作性却都不强.如,１９９６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是一部集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人社会优待和

老年人社会福利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尽管其被视

为“关于养老服务的标志性法律”[１２],却并未成为

养老服务的法律依据.因此,对特殊群体权益的具

体保障实施则可通过专门性法律作出规定.
(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所规定的老年人的养老、
医疗、救助、服务等权益可以分别通过社会保险法、
社会救助法、社会优待法和社会福利法对相关问题

作出可操作性规定.
(二)妇女权益保障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是一部满足妇女的社会

需求,保障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法律体系,涵
盖政治、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１９９２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可视

为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与男性享

有平等权利的声明性法律.具体的妇女权益保障

可通过不同的部门法得以实现,包括保障妇女政治

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选举法»、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保障妇女人身安全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保障妇女就业权的劳动就业法

律、保障妇女生理健康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
(三)儿童权益保障法①

儿童权益保障法主要是以儿童优先、儿童利益

最大化为原则,通过立法保护儿童生存、发展、受保

护和平等参与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１３

①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１７条规定,不满１８周岁的

自然人为未成年人,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年龄的

界定一致,且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使用的也是

“儿童”一词,因此本文在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处全部使用“儿童”的概念.



保护法»从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四个层面规定了

保护儿童权利的具体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儿童

就业的禁止性和保护性规定在劳动法中得以细化;
困难儿童及困难家庭儿童救助则在社会救助法体

系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规定.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

与儿童福利法的交叉较多,但职能分工很明确.儿

童福利法主要规定儿童享有哪些福利,以及福利供

给主体和供给机制;而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

儿童权益保障法偏重儿童保护,应当是一个全面的

儿童实体权利保障体系.例如,儿童教育福利制度

中规定儿童教育福利的供给主体和儿童教育福利

的具体内容,而儿童权益保障法则针对儿童在接受

教育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保护作出规定.① 儿童权

益保障法本身也属于儿童福利中的儿童保护福利

范畴.
(四)残疾人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旨在维护残

疾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权和社会

成果分享权,其大部分内容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

相关.例如,劳动就业权部分可以视为就业促进法

的特别法;残疾人康复保障、教育保障、平等参与文

化生活、无障碍环境保障制度属于社会福利法中的

残疾人福利法律制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障部分则涵盖了残疾人的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待.除一般性法律制度之

外,残疾人权益保障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包括残疾人

就业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

复条例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不等同于残

疾人社会保障法,该法第３条规定,残疾人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

民平等的权利.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

法律保护;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禁止侮辱、侵害残

疾人;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

害残疾人人格.也就是说,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体

系中还涉及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
(五)退役军人保障法

应当将退役军人保障法作为退役军人保障领

域的基本法.② 退役军人保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退役军人安置制度.退役安置是国

家和社会为退出现役的军人提供就业或生活帮助

的一项军人优抚制度.③ 二是退役军人救助制度.
对２０１１年退役士兵安置改革以前退役的士兵出现

社会保险缴费中断和其他生活困难问题的,保证其

享有与服役贡献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待遇保障.三是退役军人抚恤优待制度.服

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役的军人和因病评定

了残疾等级的残疾军人享受伤残抚恤优待.④

(六)其他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

对消防救援人员、警察等其他特殊群体也应当

制定相应的权益保障法.以消防救援人员为例,根
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公安消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

役,公安消防部队转到地方后,现役编制全部转为

行政编制,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作为应急救援

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承担灭火救援和其他应急救援

工作.转隶之后的消防员不再适用军人及退役军

人保障制度.消防员作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牺牲最

多的职业,国家应当建立包括消防救援人员待遇保

障制度、职业安全与健康保障制度、独立的退休保

障制度⑤、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优待制度在内的权

益保障体系.

五、社会组织法与社会事业法

社会组织法的重要任务是通过规范社会组织

与政府、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
障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目前,已有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均是社会组织法

中的专项法律,当前急需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组

织法作为基本法,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政

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
社会事业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和补充保障待遇

供给机制的法律,包括慈善法、殡葬法、医疗卫生事

业法、临终关怀事业法等.以慈善法为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第３条界定“慈善活动”包括扶

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以及为救助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３章以及第６３条.
«国务院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将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列为拟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
目前已有«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

工服务管理办法»等.
目前主要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Sec．２１８．[４２U．S．C４１８](l)PolicemenAndFiremenInCertain
States．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

成的损害而提供的捐赠或服务.可以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是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以及

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的有益补充.此外,本文将社

会工作法置于社会福利法体系是基于社会工作覆

盖的内容多与社会福利的投递和机制相关[１３],实
际上,社会工作法也可归为社会事业法.

结语

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站在了新的起

点上,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广泛且强烈.[１４]而社会

法肩负的使命就是回应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不

断升级的民生诉求,为劳动关系的和谐有序、社会

保障的日益健全、特殊群体权利的充分保障和社会

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为此,迫切需要

对社会法体系进行科学的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而
妥善处理好社会法体系的内部关系并使不同子系

统立法分工明确、相互协同,最终按照一定的功能

和逻辑形成和谐统一、有机结合的完整法律规范系

统是确保社会法质量并实现良法善治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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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rnalStructureofChineseSocialLaw
System:PlanningandCombing

WANG Min

(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４,China)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aperfectsocialistlegalsyste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the
cornerstonetoprotectandimprovepeople＇slivelihood．Scientificandrationalplanningofthesociallaw
systemandcombinginternalstructuralrelationshipsarethekey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social
law．Intermsoflegislativemode,weshouldnotonlyestablishthebasicprinciplesthroughcomprehenＧ
sivelegislation,butalsoensuretheimplementationofthespecificsystemthroughspeciallegislation,
andmakeupforthedeficiencyofcomprehensivelegislationintime．Inthemeantime,differentcontents
oflegalnormsanddifferentlevelsoflegalnormsarebothrequiredtobelogicallyrigorous,coordinated
andunifiedtoensurethecomprehensivecoverageofrightsprotection．
　　[Keywords]SocialLaw;InternalStructure;BasicLaw;Speci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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