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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
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他一再强
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其中最为厚重的是民生篇章，最为辉煌的是亿万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饥寒交迫走向日益富足的美好生活。党的百年历程及其创造的民
生发展奇迹，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及民生保障制
度的巨大优越性，也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厚民生者受拥戴”的历史公理与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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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中国民生发展的不断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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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并带领人民实现民生发展不断飞

跃的历史进程。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亿万工农翻身得解放，到全面解决10多亿人口的温饱

问题，再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阔步迈进，所展示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指导下的民生为重取向及基于其取得的卓越民

生发展成就，这雄辩地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厚民生者受拥戴”的历史公理与现实逻辑，也

是破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始终得到中国人民拥护奥秘的金钥匙。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百年历程  民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 D26/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0.002



OCT 2021    FRONTIERS   19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创造了中国民生发展

奇迹

民生好坏决定着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着
政党命运和国运昌衰。 [3]古往今来，民生发展都
是衡量政党或政治集团、社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
系及其能力优劣的最核心的指标，也是最能够达
成共识、最能够产生共鸣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
价指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和伟大，根本在
于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
重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带
领中国人民实现民生发展不断飞跃的历史进程。

中国民生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是使工人、农民

从备受奴役者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地主、资本家、官僚集团是中国的
统治阶级，而占全国总人口90%的农民、工人阶
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生活在饥冻交切
的境地；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甚至还
处于奴隶制社会，在那里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私
有财产，过的更是惨绝人寰的生活。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经过28年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斗，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彻底
打倒了掠夺工农的统治阶级，废除了藏族、彝族
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奴隶制度，工农大众与
百万农奴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种身份的彻底改
变，使亿万人民获得了平等的政治身份和社会权
利，在此基础上，通过农村土地改革使3亿多农
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通过城
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一系列
民生保障制度，迅速根治了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的
沉疴痼疾，中国人民终于摆脱备受欺凌与压迫的
生存困境，生活境况自此开始得到不断改善。同
时，新中国还迅速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数以万计的水利设施、公共设施，为改革开放以
来民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相应的基础。因此，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工农大众翻身得解放，
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近代百年的深重苦难之后，
民生状况发生质变的根本标志，更是中国民生发
展不断飞跃的稳固基石。

中国民生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是全面解决了

1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新中国成立时，国家面
临的局面是一穷二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
简称GDP）在当时较之印度甚至一些非洲国家都
要落后不少，亿万农民过着靠天吃饭、常挨饥冻
之苦的旧式农耕生活，城镇失业率高达25%左右

（部分城市高达50%），全国文盲率高达80%，
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肩负起人民的重托，新生的人民政
权将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作为自己的核心使
命。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奠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
持续奋斗，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持续快速增强，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11
位，到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人均GDP达4300多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从1978年到2010年，伴随收入持续增
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19109元，
人均消费性支出从301元增长到13471元，分别增
长54.7倍、43.7倍；农村居民纯收入从133.6元增
长到5919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1元增长到
4382元，分别增长43.3倍、36.7倍。2010年，中
国恩格尔系数为39.76%，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
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35.7%，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41.1%，分别
下降21.8、26.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
级，住房条件普遍大幅改善，汽车、计算机、移
动电话、旅游成为人们新的消费热点。2010年，
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31.6平方米、
34.1平方米；轿车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全国私人
轿车保有量达3443万辆；电话普及率达到86.5
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因私出境
达5151万人次。 [4]上述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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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水平持续快速提升，1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
题得到了全面解决，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步入小
康乃至富裕生活阶段，从而标志着中国民生发展
踏上了新的台阶。

中国民生发展的第三次飞跃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人民生活日益走向富足。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作为基本政策取向，更加重视
财富的合理分配。一方面，采取大规模脱贫攻
坚行动，加快补上民生发展的最大短板。2012
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为10.3%，农村贫困人口
还有9899万人，主要分布在遍及22个省区市的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区80%以上区域位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差、
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最大。 [ 5 ]

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 [ 6 ]的指导下，经
过近8年的艰巨努力，截至2020年年底，所有
贫困县全部摘掉贫困县帽子，近亿贫困人口过
上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生活，其中960万深度
贫困人口更是通过整体搬迁彻底摆脱了恶劣自
然环境的制约，千年以来的区域性整体贫困现
象被送进了历史，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反贫困
的奇迹，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为全球反贫困提供了典型范例。另一方面，全
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继续大幅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冲击，2020年，中国仍是世界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GDP总量达101.6万亿元，人均
GDP达72447元（合1.05万美元），民生发展的
步伐依然稳健。2020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为43834元，
农村居民达17131元，较2010年又分别增长了1.3
倍、1.9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210元，
其中，城镇居民为27007元，农村居民为13713
元，较2010年分别增长了1倍、2.1倍。中国建成
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0年年
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9.99亿人，所

有老年人均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了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民
医保目标基本实现；4973万城乡困难居民享受
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救助供养，临时救助达1341
万人次；社会保障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
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有效制度保障。2020年，中
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30.2%，其中城
镇为29.2%，农村为32.7%，较2010年分别下降
6.5、8.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总体上踏入了物质
生活富足阶段。[7]在具体指标方面，2020年，城
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0平方米，农村居民人
均居住面积达近50平方米，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
居稳步迈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高等
教育普及化成为现实；人均预期寿命达77.4岁，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大幅度提升；城乡居民私
人轿车保有量达14674万辆，移动电话普及率达
113.9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8]2019
年，全年国内游客高达60.1亿人次，因私出境游
客达16211万人次。[9]这些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人
民在住房、教育、健康水平等民生指标上已优于
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汽车、互联网、旅游
等消费走向了大众化、普及化，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生
发展的第三次飞跃。

伴随“十四五”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
了未来1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蓝
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议
题，中国民生发展将迎来第四次飞跃，向着共同
富裕的目标阔步前进。

从人均GDP全球倒数第二到稳居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并向第一大经济体稳健迈进，从人民处于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饥寒交迫状态
到普遍过上日益富足的小康生活并走向更加美好
的共同富裕新时代，从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的
“东亚病夫”到人均预期寿命近78岁和居民主要健
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文盲大国
到高等教育普及化，从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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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夫到工业社会、数字经济时代的体面劳动
者，从交通不便、足难出户到大道畅行无阻、旅
游成为生活常态，从信息闭塞、书信难递到移动
电话和互联网成为生活必需品，从摆脱贫困、追
求温饱到追求生活品质、走向共同富裕，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奋斗，创造的是人类发展史上无出其
右的巨大奇迹。中国民生发展不断飞跃的客观事
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信
任与重托，而人民的拥护则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
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和中国人民之
所以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奧秘所在！

中国民生发展不断飞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逻辑关系

透过中国民生发展不断飞跃的人间奇迹，可
以发现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国民生发展

不断飞跃提供了根本保证。回顾历史，中华民族
曾创造过彪炳人类史册的辉煌，但近代中国却
因统治者的腐朽和列强欺凌经受了百年屈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民不聊生成了国家常态，
工农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发生的辛
亥革命，结束了中国近2000年的封建帝制，资
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国政府登上
政治舞台，但人民的生存境况并未随之好转，饥
寒交迫是民国时代中国民生的真实写照。短短
30多年，国民党因不关注民生而失尽民心，民
国政府被人民抛弃。人民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以坚
定的信仰和有力的领导，使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
了根本改变。从1921年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
就确立了消灭阶级、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纲领，
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自己
控制的区域将保障与改善民生付诸实际行动，给
全国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国家
发展基调，尽管当时面临的是一片战争废墟、西
方列强围追堵截，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亦走过弯
路，但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祖国，民生发展不断取得
新成就。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强力推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国民财富快速积累，中国人
民的生活境况迅速普遍性地得到大幅改善。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
度势，克服艰难险阻，带领人民脱贫攻坚和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更加卓越的民生发展成
果。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发挥着强
有力的引领作用，将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中华
民族才有了主心骨，一盘散沙才能凝结成一个整
体，中国才能取得今日之辉煌成就，中国人民才
能过上日益幸福美满的生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有力领导，又是因为其始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整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为宗旨的坚定信
仰，有稳定的政治核心，有改善民生和促使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明确目标导向，有以中长期战略
规划为依据并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智慧发展策略，
有以严密的组织及其行动力为保证的卓越领导能
力，有不断改革创新、永葆生机活力的自我革命
勇气，这些本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完全不同
于资产阶级政党或工人党、农民党的特征。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能够避免当今世界难以
逃脱的党争误却民生怪圈，而且可以一以贯之地
持续不断改善民生、发展民生，最终将全体人民
引入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二是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

国民生发展不断飞跃提供了根本遵循。社会主
义是较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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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时，就面临社会制度的选
择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作出了科学判断，认
为消灭贫困必须改变原有的社会现状，而建立新
的社会制度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进而
确认社会主义是能够为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唯一
出路。因此，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
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中国民生不断飞
跃的牢固制度基石。这一正确选择，使亿万劳苦
大众一夜之间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并通过社
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就业
与收入分配制度过上了日益向好的生活，尽管限
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剧增等因素的影响，
民生改善尚未很快达至理想境界，但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平等分配、免费医疗与教育以及相关福利
设施，确实使中国人民的健康素质、教育水平及
平等观念得到了极大提升，民生发展在总体上一
路向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并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内涵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
了生产力，也激发了全体人民创造财富、追求幸
福生活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带来的是全体人民生活
境况持续、快速、普遍改善，不仅避免了西方国
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亦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规模贫民窟现
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民生作为基本政策取向，
通过强化中央统筹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构建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掀起大规模脱贫
攻坚行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不断优化
民生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可见，在中
国民生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共同富裕
的本质要求为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进而
实现民生发展不断飞跃提供了最基本的遵循。中

国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适合中国国情且能够造福全体人民的先进的发
展之路。

三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中

国民生发展不断飞跃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古往今
来，未闻有缺陷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实现并维
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生持续改善。在新中国
成立70余年的发展实践中，中国既未固守传统
又未简单模仿他国，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的同时广泛汲取先进国家的治理经验，建立并不
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民生
发展的不断飞跃，正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具有显著
优势和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卓越成果。一
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有效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和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在这一体系中，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根本特征，它保障了党为人民
谋幸福的宗旨能够直接转化为造福全体人民的
具体行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它保障了国家权利能够始终掌握在人
民手中，进而使为人民谋幸福变成国家意志；
而中央主导和中央与地方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
力的有机统一，则有效地保障了全国政令统一和
强执行力，并使全国一盘棋的谋划和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建设方略落到实处。例如，中国的国家财
政虽然分为中央财政与地方多级财政，但中央政
府始终掌控着巨大财力，并通过大规模的转移支
付实现国家财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配置，这不
仅使得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布局基础设施与公共设
施、建设重点项目，而且能够确保落后地区得到
相应的财力保障。如2008年，震惊世界的汶川大
地震发生，灾区人民付出了异常惨痛的代价，但
中国仅用3年时间就在灾区重建起一个更加美好
家园的奇迹，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巨大优势。[10]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面对深
度贫困地区采取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行动，不仅汇
集了从中央到省市县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而且
调动了地区对口支援以及部门、行业等各界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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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正是由于集中全国力量投入脱贫攻坚战，才
使这些地区短期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
面，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障民生发展连续
不断地实现新的飞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
中国自成立以来保持了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尽
管期间出现过波折，但总体上确实是围绕着国
家发展、人民幸福做到了一代接着一代人、一
届接着一届政府干。从计划经济时期确立四个
现代化目标，到改革开放时期进一步明确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大细化完善从2020年到本
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
略安排，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规划始终一脉相承。这些
战略规划使中国这样一艘巨轮有了明确的发展
目标和行动路径，并在发展实践中将其具体落
实到持续不断的五年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中。
从“六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改善民生、发展
民生是一个长达40年一以贯之的持续向前的推进
过程，这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十四五”
规划又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战略
部署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全面开启了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接下来的“十五五”
“十六五”及未来更多的五年规划，将使国家现代
化进程持续不断地如期推进。正是中国特色的国
家治理体系有效地发挥作用，才使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且多民族聚居、地区发展差距历来巨大的
中国能够久久为功，促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
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确保民生改善与
民生发展持续向前推进。如果没有这样持之以恒
且能够保证并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治
理体系，国家的发展进步或许可以让部分人群的
生活获得很大改善，但绝不可能让10多亿人口全

面解决温饱问题、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并迈向共同
富裕的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民生发展不断飞
跃并普遍惠及全体人民的客观事实，证明了中国
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四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民生保障制度为中国

民生发展不断飞跃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11]民
生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支撑，民生
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直接关乎民生的改善与发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包括教育
制度、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
度、医疗卫生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民生保障制
度，将为人民谋幸福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转
化成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时期，
各种民生保障制度均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
之上，内化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之中，包括免
费医疗、免费教育、统包统配的城镇就业、追求
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均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应
有之义。尽管长期遭遇西方封锁、必须依靠自
力更生优先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及人口剧增
等原因而导致民生改善一度不够理想，但这些民
生保障制度对人民生计一直发挥着有效支撑作
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要求，与时俱进地
调整各项民生保障制度，所形成的是政府主导、
各方参与的责任共担型格局，追求造福全体人民
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从未动摇。例如，社
会保障制度从传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转向国
家—社会保障制，通过不断扩大公共投入和建立
责任分担机制确保了这一制度体系迅速覆盖全
民；劳动就业制度以市场化就业为主体，以充分
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充分调动私人企业的
积极性和激励个人创业带动就业，助力数字经
济背景下的各种新业态发展，失业率一直被控制
在较低水平；教育制度确保普惠全民，并从确保
义务教育普惠未成年人迈向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土地公有制则为农村居民建设住宅和改善居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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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供了保障，也为避免城镇两极分化创造了条
件，等等。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特
色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具有坚强的韧性，为全体
人民过上日益美好的生活提供着有效、可靠的
制度支撑。

综上，百年党史、70余载新中国史、40余
年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线始
终是为人民谋幸福，隐含的历史逻辑与事实逻辑
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
新中国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中国民生发展的不断
飞跃。

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为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已经转化成
为未来15年的国家行动纲领，不仅宣告了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途已经全面开启，而且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时代
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生系列重要论述 [12]的指
导下，新的国家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直面新时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和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以
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目标。同时，明确提出
“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尽管目前还存在着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如收入差距偏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

小、就业与教育质量提升还有较大空间、社会保
障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需要加快发展才能满
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但透过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一理论蓝
图兼行动纲领，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未来15年的
民生发展路径。它至少包括：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的就业，在持续不断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
同时促使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发展高质量教育体
系并使全民受教育程度持续不断提升，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全面建成并在切实解除人民群众后顾
之忧的同时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水平持续提升，确
保全面实现住有所居并使人居环境获得进一步改
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在未来15年间逐步变
为现实。[1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家采取的保
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相关行动，为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最新注解。在国家层级，除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经全国人大
会议通过变为国家意志外，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
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个专项规划也在
制定之中，反贫困目标已经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升级为乡村振兴行动，积极就业政策已经
上升为国家宏观政策并扩展到包括各种新业态在
内的灵活就业群体，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
乡一体化以及进一步发展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与职
业教育、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正
在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即将付
诸实施，全民医保高质量发展顶层方案正在付诸
实施，面向“一小一老”的普惠性托幼事业和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经纳入国家规划并将着力推
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全体人民的健康保障体系
正在加快构建之中，特别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第三次分配协同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将使
财富分配格局走向更加合理，而持续快速壮大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举措也在不断出台，等等。在
地方层级，中央确定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
较好、城乡之间与群体之间差距较小的浙江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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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明确全方位聚焦以人为核
心并重点从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
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统筹谋划，瞄准
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最薄弱环节，通过改革率先
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
体系、评价体系，着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不同
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的实
践将为全国其他地方促进共同富裕探索路径、积
累经验、提供示范。[14]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到我国走向
共同富裕的三步曲：在“十四五”期间迈出坚实步
伐，重点是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
距，使居高难下的基尼系数不断降低；到2035年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关键是基本公共服
务实现均等化，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重要
标志；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基
本实现，核心指标是居民收入与实际消费水平的
基尼系数均缩小到0.3左右的合理区间，中国成为
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必然要通过先行地区的示范，带动更多地区走向
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
浙江先行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可以不动或者消极对
待，而是都应当在国家制度安排和共同富裕行动纲
要的引领下，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方面采取真正有效的行动。

可以肯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全国
人民齐心协力，中国人民普遍过上富足美好生活
的愿景将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如期变成现实，
中国民生发展将伴随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再次
实现全面飞跃，最终必将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

结语：中国民生发展不断飞跃的世界意义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饥寒交
迫起步，经过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再阔步走向共同富裕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
的版图，中国民生发展的不断飞跃无疑具有十分
重大的世界意义。

一方面，一个政党、一种社会制度能否赢得
人民普遍拥护，关键在于能否促使民生不断改善
与发展。漠视民生的政党不会是好政党，不能保
障与改善民生的社会制度不会是好制度。只有重
视民生、保障民生、不断促使民生发展的政党才
是好政党，只有能够造福全体人民的社会制度才
是好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从浴血奋斗
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掀起社
会主义建设高潮，再经过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进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共同富裕的新时
代，带来的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集中地体现在惠及
全体人民的民生发展的不断飞跃上，所证明的正
是民生与民心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对政党与政权
选择和国家命运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人民有选择政党和社会制度的权
利，选择的结果同样取决于民生改善与发展的程
度。在国际上，不少政党曾经强大却最终被人民
抛弃，一些国家因社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不良
而危机不断，究其原因都是民生改善不足甚至倒
退导致人民不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得
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
始终得到人民广泛认同，根本奥秘在于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奉行民生为重的价值取向并实现了民
生发展的不断飞跃。

总之，政党命运与国家兴衰归根结底要取决
于民生发展及其对民心向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程与中国民生发展的不断飞跃，无疑为
当今世界提供了极其正面的范例，也必定深刻地
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 本 文 系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系列重要论述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MZD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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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working for the people's 
well-being and guiding all the people to realize the continuous strid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unwavering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the CPC has put people's livelihood first and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t 
has emancipa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solved the 
subsistence problem facing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comprehensively. It has eradicated absolute poverty and achieved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has set out on a new journey towards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common prosperity. It has also shown an orientation focused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extraordinary results made under the 
people-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se achievements reveal the historical axiom and realistic logic strikingly that those who 
boost the faith of the peopl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greatly will win their support and endorsement,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discover why the CPC has always enjoyed extensive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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