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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测度∗

高和荣 夏会琴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安全网,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确定关系到民众最基本生活的保障

程度,是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引入底线公平理论,阐述托底型民生保

障水平针对的是基本生活需求中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并借助 ELES模型进行具体测

算.在此基础上验证发现,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高于贫困线和大多数地区低保标准,可

以托住民众基本生活之“底”,同时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它的实施不会造成财政支出

大幅度增加.要保证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首先需要将传统的“保生存”的托底观念转变

为“保基本生活”,其次应提高统筹层次,实现统筹区域标准统一,最后建立各级政府财政

分担机制,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关键词:托底;民生保障;底线公平;政府责任

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形成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等为主体

的民生建设体系.进入新时代,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民

生建设的重心.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新时代民生建设的主题是民生

保障制度建设,而托底型民生是整个民生保障体系中最基础的、兜底性的制度,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安全网,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度保障,不仅解民所困、保民生活,而且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１].

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是为民众日常生活、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需求提供最基本、托底性保

障的一系列措施、政策和服务的综合,以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低保”)制度、特困人员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

疗、教育、住房、灾难等专项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其他救助制度为补充,为全体居民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民

生保障安全网.近年来,我国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相关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对保障弱势群体

的基本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托底型民生保障对象不具普惠性.该制度主要

覆盖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体,而流动贫困人员、因意外致贫人员、因病致贫人员等处于救助边缘的贫困群

体未被纳入保障范围,同时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项目捆绑于低保项目中,进一步排斥其他需要救助的

弱势群体,没能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另一方面,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偏低,无法兜底.以低保制度为例,我

国低保标准一直很低[２－３].２０１８年全国城市低保人均月标准为５７９．２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１７．７２％,实

际人均月补助４７６元,不足人均食品烟酒类消费支出的８０％;农村的低保人均月标准为４０２．７８元,占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３３％,实际人均月补助２５０．２８元,仅占人均食品烟酒类消费支出的８２．３７％.城市和农村低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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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人均补助甚至都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吃”的需求,难以兜住民众基本生活所需的“底”.作为最后一道民生

保障安全网的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存在保障对象缺乏普惠性、保障水平难以兜底等“漏洞”,无法真正解民生

之忧、谋民生之利、保民众生活.

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广大民众特别是贫困群体提供兜底保障,如果“哪些人应该被兜

底”“怎样的民生保障水平可以实现兜底”等问题没有被厘清,会导致实践与目标脱节.因此,托底型民生保

障制度需要理论指导.本文以底线公平理论为切入点,阐述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底”在哪里并对其进行

测度,在此基础上验证这个“底”是否有效、能否与经济发展同步、是否造成财政负担,最后提出保证托底型民

生保障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确定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过高,则政府财政负担较重,并容易形成救助依赖,影响受助者的就业积极性;托底

型民生保障水平过低,则无法保障民众最基本生活,难以实现兜底的目标.科学合理地确定托底型民生保障

水平,离不开符合中国国情、契合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托底型民生保障本身蕴含着底线和公平的含

义,“托底”托住的是民众基本生活的底线,即民众基本生活之“底”;“民生保障”意味着为普罗大众尤其是弱

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以促进社会公平[４],是最需要社会公平的领域.因

此,底线公平理论可以作为确定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理论基础.底线公平是指“所有公民在底线面前所具

有的权利的一致性”[５].底线划分的是政府责任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界限和结合点[６].底线以下,所有公民权

利是一致和刚性的,每个公民均可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机会,能够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共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政府对此必须承担责任;底线以上,公民权利是柔性且允许有差异的,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

也可以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共担责任.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其他社会力量也可承担

部分责任.政府有责任为每个人托起基本生活之“底”,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最基本、最迫切的生活需求,能

够有尊严地生活,只要有人生活陷入贫困,不论身份、户籍、职业均可获得一致的补助标准,这是政府必须守

住的底线.对于底线以上,可以引入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提供服务或实物、设立机构等方式参与托底型民生

保障事业的建设.底线公平理论有助于明晰政府在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中的底线责任,即满足最基本的、最

迫切的生活需求.

那什么是最基本的、最迫切的生活需求?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什么是基本生活需求.尽管学术界

对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表述,但是普遍认同其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

和安全需求,然而这两项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很模糊,需要进一步量化.有学者根据新时代民生事业的保障目

标构建收入(对应食物、衣服、日用品和能源等日常生活消费方面的基本需要)、医疗、教育、住房、照料五个维

度的货币和非货币指标,以此界定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７].也有学者通过改良的“预算标准法”,从十类消费

支出六十五种商品和服务清单中找出基本生活需求,并计算总金额[８].从消费的视角看,基本生活需求可以

量化为各类消费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的划分[９],消费支出包含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大类.最基本的、最迫切的生活需求是基本

生活需求中相对稳定的基础性需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基本生活必不可少的支出,是八大类消费支出中相对稳

定的不随收入变化的基础性支出.通常不会随着经济发展大幅度变化,表现为绝对值的增加.具体到托底

型民生保障项目中:每一个贫困者能领到维持基本生活的救助金是低保的最基本需求;每一个学龄人都能得

到学前教育、义务教务是教育的最基本需求;每一个老年人都能获得保障最基本生活的养老金是养老保险的

最基本需求;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基本医疗保险,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时能获得医疗救助,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出现时能得到基本医疗服务,这是医疗卫生最基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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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在理论上针对的是最基本、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在实践中可以量化为八大消费支出

中相对稳定的基础性支出,它包括四层含义.第一,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是所有人最基本生活的底线.不仅

仅是当前制度覆盖对象的底线,也是游离在制度边缘人群的底线,具体包括重疾人员、重残人员、贫困流动人

员、支出型贫困人员、意外导致的急难型贫困人员等.这条底线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所有民众都可获得不低

于这条底线的救助,陷入贫困且生活水平处于底线之下的人均可获得帮助,从而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第

二,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是政府的责任底线.托底型民生保障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为民众提供保障最基

本生活所需的费用,承担不可推卸的底线责任.经济落后地区至少要保障所有民众获得不低于托底型民生

保障水平的待遇标准,有条件、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可以提高标准.第三,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是底线水平,

但不一定是最低水平.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保证的是民众最基本生活的底线,不仅要满足民众吃、住、穿等

生存需求,而且要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中不可或缺的用、行、育、医等方面最基本的需求.底线

划分的是最基本需求和其他需求之间的界限,所有项目最基本需求加总后不一定是最低水平.同时,在遇到

诸如地震、大流行病等突发事件时,政府托底的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支出较多,水平并不低.第四,托底型民

生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同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处于相对低的水平;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时,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也能随着物价指数、人均 GDP相应提高,由此,民众共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增强.

三、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测算

(一)模型构建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测量方法和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类似,传统方法有市场菜篮子法、恩格

尔系数法.市场菜篮子法首先需要确定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包括种类和数量),再根据市场价格计算相应的

现金总和,计算过程简单,但是生活必需品清单的确定很难,具有主观性,由此计算的标准通常很低;恩格尔

系数法指用满足基本生活最低营养标准所需的食品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到最基本生活所需支出,该法的

缺点是易受主观判断、地域、价格等因素的影响[１０].随着实践中传统方法逐渐暴露弊端,比例法、马丁法、扩

展线性支出系统(ExtendLinearExpenditureSystem,简称 ELES)模型逐渐被学者推崇.比例法是按照居

民收入、消费支出或者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确定基本生活需求标准,具有计算简便的特点,但是比例的

确定过于主观且相对粗糙[１１].马丁法根据不同群体的食物支出和非食物支出计算高低两条贫困线,可以较

好地克服主观性的缺陷,然而如何界定非食物线的内涵以及实现高低贫困线之间的衔接,是马丁法亟待解决

的问题[１２].ELES模型可以准确区分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不仅避免了其他方法主观性较强的缺陷,而

且能实现测算结果动态调整,对样本数据要求也不高,适用广泛[１３－１４].因此,本文结合八大类消费支出利用

ELES模型来测算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

ELES模型最早由经济学家 C．Lluch于１９７３年在线性支出系统(LinearExpenditureSystem,简称

LES)模型基础上提出,该模型假定某一个时期内民众对各种商品或劳务的需求量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和商品

价格,民众的需求可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非基本需求[１５].其中,基本需求与收入无关,是保

障最基本生活的刚性需求,即本文的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则将剩下收入按边际消

费倾向分配到非基本需求上来.ELES模型可表示为:

　　　　yi＝piri＋βi(I－∑
n

i＝１
piri) (１)

其中,yi 是居民对i类商品的支出,pi 是第i类商品的价格,ri 是居民对第i类商品最基本的需求量,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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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i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０≤βi ≤１,I是居民的收入,piri 是第i类商品最基本的支出,βi(I－∑
n

i＝１
pi

ri)是居民对第i类商品的超额支出.n 类商品最基本支出之和为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用BL 表示:

　　　　BL＝∑
n

i＝１
piri (２)

令:

　　　　αi＝piri－βi∑
n

i＝１
piri (３)

则:

　　　　yi＝αi＋βiI (４)

　　　　BL＝∑
n

i＝１
αi/(１－∑

n

i＝１
βi) (５)

　　　　piri＝αi＋βi∑
n

i＝１
αi/(１－∑

n

i＝１
βi) (６)

在已知居民收入和各类商品支出的情况下,通过回归得到αi 、βi 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式(５)可

计算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利用公式(６)可得出每一类消费中最基本的不随收入变化的支出.借助ELES模

型测算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优点体现在三方面:其一,ELES模型较好地契合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内

涵,八大类消费支出中的最基本支出体现最基本、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弹性较小,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减发生大

幅度变化,是民众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底线;其二,八大类消费支出本身随着物价指数、经济发展水平而变

化,据此计算的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可以自动实现动态调整,既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不会过度增长;其

三,根据每年公开的统计年鉴数据,可以方便、快捷地计算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不仅能得到国家层面的数

据,而且能根据实际需要计算不同省份的数据,此外,这些数据可以每年更新,具有可延续性.

(二)数据来源及测算

本文选取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居民的八大类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测算托底型

民生保障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２０１４年及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八大类消费

支出的统计口径略有变化,为保持一致,本文利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１所示.所

有回归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的拟合优度也较好.αi 可以间接反映各类消费支出的情况,其中,食品

烟酒支出的系数最大且远大于其他支出,说明在最基本生活需求中食品烟酒支出最多.从边际消费倾向βi

来看,食品烟酒、居住两类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其他类型,表明在最基本消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增加这两项支出的可能性更大.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其他用品及服务四类支出的边际消费

倾向逐年下降,其他四类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小幅度波动下降的趋势.

表１　八大类消费支出的ELES模型参数估计

参数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

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

及服务

２０１８
αi １８７３．７０７∗∗∗ ６６７．６９３∗∗∗ －１７７．７３ ３２２．３７７∗∗∗ ７１０．４１９∗∗∗ ４１９．４０７∗∗∗ ６４５．５８５∗∗∗ －３５．５０１

βi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９∗∗∗

R２ ０．７６６ ０．５５２ ０．６１５ ０．８７８ ０．８６３ ０．８５２ ０．５９２ ０．８８１

２０１７
αi １８４１．２７４∗∗∗ ６１８．０１０∗∗∗ －５０４．５５ １１０．９５４ ５３４．９３２∗∗∗ ３２１．９８１∗∗ ５４７．６８０∗∗∗ －６０．１３５

βi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R２ ０．７３１ ０．５０２ ０．７２１ ０．５１１ ０．８２７ ０．８４３ ０．５６０ ０．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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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参数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

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

及服务

２０１６
αi １７１６．８０６∗∗∗ ４９６．０４１∗∗∗ －５７６．３９２∗ ８．７９８ ２７３．３０９ ２８３．５９２∗∗ ４４７．６９０∗∗∗ －６９．９９７∗

βi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０∗∗∗

R２ ０．７５７ ０．５６０ ０．７３５ ０．５３４ ０．８４８ ０．８６１ ０．５８８ ０．８５９

２０１５
αi １４３６．７６３∗∗∗ ４４７．４３６∗∗∗ －５５１．８４２∗∗ －１２６．７０５ ５５．７０５ １９２．１４２ ４０７．８４８∗∗∗ －６４．７８０∗∗

βi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１∗∗∗

R２ ０．８０１ ０．５６８ ０．７８２ ０．６２７ ０．９０７ ０．８７８ ０．６０２ ０．９０１

２０１４
αi １１７４．５７８∗∗∗ ３８６．７６４∗∗∗ －４７８．０８７∗∗ －４３．０４４ １１６．１４１ １５７．３５１ ２８７．２８４∗∗ －９４．５３５∗∗∗

βi ０．１６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３∗∗∗

R２ ０．８３９ ０．５８９ ０．８６１ ０．６６７ ０．８４５ ０．８８２ ０．６６９ ０．９１０

　　注:∗ 表示p＜０．１,∗∗ 表示p＜０．０５,∗∗∗ 表示p＜０．０１.

结合表１参数估计结果,利用公式(５)、公式(６)得出近五年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和各类消费支出中的最

基本支出,如表２所示.从各类消费最基本支出来看,食品烟酒最基本支出占比最高,暗含“民以食为天”道

理,近五年食品烟酒占比逐年下降符合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类支出占比越少;居住最基本支出

占比逐年增加且增幅最大,原因在于近年来随着房价大幅度上涨,住房支出也相应增加,侧面反映“住有所

居”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衣着最基本支出占比小幅度下降,这类需求的弹性较

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支出占比减少;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

务中最基本支出占比小幅度提高或波动提高,表明近年来人们用、行、育方面的需求略有增加;医疗保健最基

本支出占比维持在１０．５７％左右,说明医疗保健需求相对稳定.近五年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逐年提高,２０１４
年为３５８．６８元/月,２０１８年达７９４．８９元/月,占八大类消费支出的比例从２９．７０％增至４８．０５％,平均占比

３８２２％.

表２　八大类消费支出中最基本支出和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　　　　单位:元/月,％

各类支出的最基本支出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食品烟酒 ２６１．０７
(３２．８４％)

２４２．２５
(３６．８３％)

２２１．９０
(４０．２５％)

１８３．４２
(４４．３５％)

１５７．７８
(４３．９９％)

衣着 ７４．７２
(９．４０％)

６７．９５
(１０．３３％)

５８．４３
(１０．６０％)

５１．３５
(１２．４２％)

４５．５
(１２．６９％)

居住 １１０．７８
(１３．９４％)

６９．１３
(１０．５１％)

５０．０９
(９．０９％)

２７．６３
(６．６８％)

２５．０８
(６．９９％)

生活用品及服务 ５１．５１
(６．４８％)

３４．９
(５．３１％)

２５．５４
(４．６３％)

１０．９５
(２．６５％)

１３．９９
(３．９０％)

交通通信 １１４．８４
(１４．４５％)

９４．５７
(１４．３８％)

７０．７３
(１２．８３％)

４３．１０
(１０．４２％)

４０．５２
(１１．３０％)

教育文化娱乐 ８５．８２
(１０．８０％)

７１．５６
(１０．８８％)

６１．１２
(１１．０９％)

４４．９６
(１０．８７％)

３７．５０
(１０．４６％)

医疗保健 ８４．００
(１０．５７％)

６９．３２
(１０．５４％)

５８．２５
(１０．５７％)

４８．８８
(１１．８２％)

３７．９３
(１０．５７％)

其他用品及服务 １２．１４
(１．５３％)

８．１５
(１．２４％)

５．１９
(０．９４％)

３．２９
(０．７９％)

０．３７
(０．１０％)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 ７９４．８９ ６５７．８２ ５５１．２５ ４１３．５７ ３５８．６８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占八
大类消费支出的比重

４８．０５％ ４３．０８％ ３８．６６％ ３１．５９％ ２９．７０％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各类支出的最基本支出占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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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验证

为说明所测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必要进一步展开验证.首先,验证该水平是否可

以托底民众基本生活.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才

能筑牢民生保障最后一道安全网.其次,验证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能否实现动态调整以及能否与经济发展

水平保持同步.这是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能否长期续存的基础.最后,考察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实施在

财政上是否可行、是否造成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是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实施的物质基础,财政负

担过重影响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推行.

(一)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其他标准的比较

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当前处于脱贫攻坚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托底型

民生保障制度是防止民众陷入贫困的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其目标是保障民众最基本生活,首要任务是使其

免于贫困.关于贫困线,我国和国际上均有相关标准.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我国确定“两不愁、三保障”的

农村扶贫标准,也规定了具体的贫困线,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所涵盖的八大类消费支出的范围大于“两不愁、

三保障”,而且标准高于农村贫困线,近五年平均值是农村贫困线的２．２８倍.在国际上,通行的绝对贫困线

是世界银行规定的“１天１美元”,２００８年标准提高为“１天１．２５美元”,２０１５年又提高为“１天１．９美元”.和

国际贫困线相比,近五年来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仍然更高,２０１８年是国际贫困线１．９６倍.托底型民生保障

水平可以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之上.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和低保标准目标相同,将二者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能

否保障民众最基本生活.从近五年的数据来看,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均高于农村低保标准,前者是后者的

１．７４倍.和城市低保标准相比,除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外,其他年份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均更高,２０１８年为城

市低保标准的１．３７倍.和低保标准相比,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能更好地保障民众最基本生活.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作为衡量贫困和最低生活水平标准的我国贫困线和低保标准偏低[１６－１７],但是通过和

它们对比来验证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是否保障民众最基本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比较数据来看,托

底型民生保障水平高出较多,可以防止民众陷入贫困,能够兜住民众基本生活之“底”.

表３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其他标准的比较 单位:元/月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 我国农村贫困线 国际贫困线 城市低保标准 农村低保标准

２０１８ ７９４．８９ ２４９．５８
(３．１８)

４０５．６３
(１．９６)

５７９．７０
(１．３７)

４０２．７８
(１．９７)

２０１７ ６５７．８２ ２４６．００
(２．６７)

４０５．６３
(１．６２)

５４０．６０
(１．２２)

３５８．３９
(１．８４)

２０１６ ５５１．２５ ２４６．００
(２．２４)

４０５．６３
(１．３６)

４９４．６０
(１．１１)

３１２．００
(１．７７)

２０１５ ４１３．５７ ２３７．９２
(１．７４)

４０５．６３
(１．０２)

４５０．１０
(０．９２)

２６５．１９
(１．５６)

２０１４ ３５８．６８ ２３３．３３
(１．５４)

２６６．８６
(１．３４)

４１０．５０
(０．８７)

２３１．３８
(１．５５)

　　注:我国农村贫困线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国际贫困线根据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７．０８８９

换算得出,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来源于民政部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或«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括号中的数字为托

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其他标准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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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我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高于大部分地区低保标准.２０１４年托底型民生

保障水平高于２５．８１％的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到２０１８年这一比例增至８７．１０％,原因在于城市低保标准涨

幅相对较慢.在农村这一比例相对稳定,保持在８３．８７％以上,２０１８年为９０．３２％.除了少数经济较为发达

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外,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高于大多数省份的低保标准,可以保障大部分地区

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民众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保障水平不

均等的问题.

表４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低保标准的比较

低保标准低于托底型

民生保障水平的地区数量
低保标准高于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地区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２０１８ ２７(８７．１０％) ２８(９０．３２％) 上海、北京、天津、西藏 上海、北京、天津

２０１７ ２５(８０．６５％) ２７(８７．１０％) 上海、北京、天津、西藏、浙江、广东 上海、北京、天津、浙江

２０１６ ２４(７７．４２％) ２７(８７．１０％) 上海、北京、天津、西藏、浙江、江苏、广东 上海、北京、天津、浙江

２０１５ １１(３５．４８％) ２６(８３．８７％) 上海、北京、天津、西藏、浙江、江苏、广东等 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

２０１４ ８(２５．８１％) ２６(８３．８７％) 上海、北京、天津、西藏、浙江、江苏、广东等 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

　　说明:括号内的数字为低保标准低于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地区数量占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比重.尽管西藏不属于经

济发达省份,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其物价水平相对较高,相应地城市低保标准也较高.

(二)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不仅要实现托底,而且要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同步,让民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本文采用 Tapio脱钩方法来检验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１８],其中经济发展水

平的指标选取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Tapio脱钩方法最初通过脱钩弹性指数分析碳排放量和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根据变量变动方向和指数大小划分八种脱钩状态,可以较为准确、客观地评判两个变量之间

的关系,后逐渐被学者扩展至其他领域.为了对比,表５同时呈现了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贫困线、低保标准

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钩状态.增长负脱钩(END)、连续增长(CE)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状态,说明与经济

发展同步;弱脱钩(WD)表明与经济发展逐渐脱离.近四年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农村低保标准与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脱钩状态都是增长负脱钩(END),表明二者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同步.而贫困线

与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状态均为弱脱钩(WD),说明贫困线的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低保

标准与人均 GDP的脱钩指数逐年下降,２０１８年脱钩状态转为弱脱钩(WD),说明城市低保标准的增长速度

逐渐与人均 GDP脱离.从脱钩状态来看,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性较强,与经济发展保

持同步.

表５　各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的脱钩弹性指数及脱钩状态

与人均 GDP的关联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联

托底型民生

保障水平

我国

贫困线

城市低

保标准

农村低

保标准

托底型民生

保障水平

我国

贫困线

城市低

保标准

农村低

保标准

２０１８ ２．０９(END) ０．１５(WD) ０．７２(WD) １．２４(END) ２．４０(END) ０．１７(WD) ０．８３(EC) １．４３(END)

２０１７ １．７８(END) ０(WD) ０．８６(EC) １．３７(END) ２．１４(END) ０(WD) １．０３(EC) １．６５(END)

２０１６ ４．２９(END) ０．４４(WD) １．２７(END) ２．２７(END) ３．９４(END) ０．４(WD) １．１７(EC) ２．０９(END)

２０１５ ２．３６(END) ０．３(WD) １．４９(END) ２．２５(END) １．７２(END) ０．２２(WD) １．０８(EC) １．６４(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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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财政支出测度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实施会导致相关财政支出的增加,具体增加多少、是否造成财政负担是需要关注

的重点.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由覆盖人数和待遇标准决定,理论上待遇标准提高,处于标准以下

的人数增多,制度需要覆盖的人数也增多.但是实践中并非如此,以低保制度为例,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逐

年提高,低保人数却在逐年递减.低保标准的小幅度提高并不会带来人数的显著增加,原因可能在于,随着

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扩面工作的推进,贫困人员逐步被纳入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同时严格的家庭收入调

查机制可能排斥部分贫困人员,此外,符合条件的人员因为低保的“标签效应”或者不知自己符合条件并不都

会申请低保[１９].基于此,测算时假设覆盖人数保持不变.如表６所示,以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财政支出为

参照,托底型民生保水平的财政支出近五年都有增加,增加额度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介于０．２８％~０．６８％之

间.长期以来我国民生保障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托底型民生保障事业亦是如此[２０].适当增加财政投入是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必要举措,而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实施不会引起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不足以

造成财政负担,具有财政可持续性.

表６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财政支出简单测算 单位:万人,亿元

城市低保整

年领取人数

农村低保整

年领取人数

城市低

保支出

农村低

保支出

城市托

底支出

农村托

底支出
差额

差额占财政

支出的比重

２０１８ ８２６．８６ ２１８６．６６ ５７５．２０ １０５６．９０ ７８８．７２ ２０８５．７９ １２４２．４１ ０．６８％
２０１７ ９８７．３３ ２４４５．６５ ６４０．５０ １０５１．８０ ７７９．３８ １９３０．５６ １０１７．６４ ０．５９％
２０１６ １１５９．０２ ２７０９．６７ ６８７．９０ １０１４．５０ ７６６．６９ １７９２．４４ ８５６．７３ ０．５４％
２０１５ １３３１．７４ ２９２７．１３ ７１９．３０ ９３１．５０ ６６０．９３ １４５２．７０ ４６２．８３ ０．３０％
２０１４ １４６５．０８ ３１３４．４１ ７２１．７０ ８７０．３０ ６３０．５９ １３４９．１０ ３８７．６９ ０．２８％

　　说明:１．由于低保采取按月支付、差额补助的领取方式,导致低保户领取时间并非整年,领取金额也不一定与低保标准一

致,为简单测算,假设领取时间为整年,领取金额为低保标准,在此基础上计算低保整年领取人数,城市低保整年领取人数＝
城市低保支出/城市低保标准/１２,农村低保整年领取人数＝农村低保支出/农村低保标准/１２.

２．城市托底支出＝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城市低保整年领取人数×１２,农村托底支出＝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农村低保

整年领取人数×１２,差额＝(城市托底支出＋农村托底支出)－(城市低保支出＋农村低保支出).

五、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实施的政策保证

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是基本生活需求中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是民众基本生活的底线,也是政府责任

的底线.借助ELES模型测算的全国层面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不仅可以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而且能够

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不会造成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达到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托起民众基本生活之

“底”,解决民众最基本的问题,关乎民众尤其是贫困、残疾等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

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它要求转变传统救助思想中的“保生存”观念以及提高统筹层次,并建立

财政共担机制.唯有如此,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才能托好民众基本生活的底线,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维持国

家长治久安的“利器”.

首先,将传统的“保生存”的托底观念转变为“保基本生活”.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不仅要保障民众生存,

使民众摆脱贫困,更要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生活需求.保障生存、消除贫困是一直以来我国

托底型民生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推进,

我国有能力也有必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让民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部署,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定位应该由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生存保障转为托底型的、全面的涵盖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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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穿、住、用、行、育、医等多样化需求的基本生活保障.唯有从观念上转变,出台涵盖民众日常生活所有项

目的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才能为所有民众筑牢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安全网.

其次,提高统筹层次实现统筹区域标准统一.当前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标准不一,且地区间差距较大,

管理层次大多停留在市县级统筹.现阶段可将统筹层次提高为省级,随着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将来也可探

索全国统筹.一方面,提高统筹层次便于经办机构管理.省内统一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计算方法和标准,

各个市县直接参照执行,不需要再单独核算,这简化了管理过程,利于监督.另一方面,提高统筹层次能体现

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它使省内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统一的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从而抚平不同户籍、不

同地区间的标准差异,促进社会公平.省级政府每年发布利用ELES模型计算的统一的托底型民生保障水

平,各市县执行时不得低于该标准.这个标准每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等自动实现动态调整,民众

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最后,建立各级政府财政分担机制并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政府是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的责任主体,

保障每一个民众最基本生活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底线.政府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覆盖所有民众的项目齐全

的托底型民生保障制度,还要承担财政兜底的责任.当前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不明晰,没有形成良好的财政

共担机制,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往往承担更多的责任,导致地区间托底型民生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的民众生活基本得到保障,而经济基础薄弱的省份的民众无法摆脱贫困,甚至难以维

持生存.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建立中央、省市、区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担机制,尤其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

责任,是避免政府责任模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保障水平差异过大的必要手段.同时加大各级政府的

财政支持力度,保障每一个人都能获得不低于托底型民生保障标准的生活补助,真正兜住民众的基本生活之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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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ofBottom－typedPeople＇sLivelihoodSecurityLevel

GAO Herong XIA Huiqin

Abstract:Thebottom－typedpeople＇slivelihoodsecuritysystemisthemostbasicsafetynetforpeople

＇slivelihood,aswellasanimportantmeasureto maintainsocialstabilityandachievelong－term national

  security．Thedeterminationofbottom－typedpeople＇slivelihoodsecuritylevelisrelatedtothesecurity

degreeofpeople＇smostbasiclife,whichisthecorecontentofbottom－typedpeople＇slivelihoodsecurity 

system．Thisarticleintroducesthebottom－linefairnesstheorytoexplainthatbottom－typedpeople＇s

livelihoodsecuritylevelisaimedatthe mostbasicand mosturgentneedinbasiclivingneedsanduses

  ELES modeltocalculate．Onthisbasis,itisfoundthattheunderpinninglevelishigherthanthepoverty 

lineandtheminimumlivingsecurityofmostregions,whichcanaffordthebottom－linelevelofthepeople

＇sbasiclifeandkeeppacewitheconomicdevelopmentatthesametime,anditsimplementation willnot

causeasubstantialincreaseoffinancialexpenditure．Toensurethebottom －typed people＇slivelihood 

securitylevel,firstofall,thetraditionalassistanceconceptof＂guaranteesubsistence＂needschanginginto

＂guaranteebasiclife＂．Secondly,thesocialpoolinglevelofthesystem should beimprovedtoachieve

regionalunificationofthestandards．Finally,afinancialsharing mechanism ofgovernmentsatalllevels 

shouldbeestablishedandfinancialinputshouldbeincreased．

Key words:underpinning,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bottom － line fairness,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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