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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实践逻辑与治理特征*

———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视角的考察

戴卫东

(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 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保障和发展民生为主要目标，并根据对五次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的判断，分别在五个历史时期践行了“土地民生”思想、“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强

国民生”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高质量民生”思想。这些民生思想及其

指导下的治理行动体现出正义性、变革性、曲折性、人本性、全面性特征，民生内涵逐渐实

现从单项民生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质量飞跃。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在实践中

与时俱进，推动了中国民生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理

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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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民为贵”“民为本”“吏为民役”等朴素的民生思想。新时代的民生问题是指那些

与人的生存、生活、生计、生育、生长有关的国家治理事项［1］。纵观历史，民生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作为马克

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开始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视发展民生为己任，尤其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 70多年里高度重视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思想。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民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

我国民生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

民生事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受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生产力水平决

定了民生事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程度又影响到民生事业的推进速度和主观合意。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决定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基

本矛盾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决定或影响民生思想的形成，而且推进或延滞民生

政策实践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国情的具体变化不断与时俱进［3］。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在实践中被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民生

事业的发展经历了阶段性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一、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土地民生”思想的正义性

( 一) 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土地民生”思想的真正实现( 1949—1952年)

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与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4］。这一矛盾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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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首要任
务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满足几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土地民生是建国初期我国最根本的民生，是实现国
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也是继承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民生思想的具体体现。

1945年 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
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5］。”1948 年 4 月毛泽
东进一步强调: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
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6］。”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
国成立前，已经明确提出了“土地民生”思想，并在中国部分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1950年 6月，中央人民政
府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
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7］。在
先前创下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在全国全面完成了土地
改革。

( 二) 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民生”思想实践的辉煌成果
我国在 1952年底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寿终正

寝。这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广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第一次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

土地改革前，占全国乡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 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 90%的贫
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只有约 20%～30%的土地［8］。土地改革完成后，全国超过 1 /3 的土地重新得到
分配。到 1952年秋，中国共产党在拥有 90%以上农村人口的地区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从 1950 年冬季
到 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地区以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此
次改革共没收征收了大约 7 亿亩( 约合 4700 万公顷) 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 3 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
民［9］。分得土地的农民，劳动积极性得到很大的释放。同时，从 1950 年到 1952 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约
2000万农民完工土方在 17亿方以上。粮食年产量由 1949年的 2774亿斤提高到 1952年的 3088亿斤，三年
增长了 42．8%，年均增长率达到 12．6%，1952年比 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高出 11．3%。棉花年产量则由 1949

年的 889万担提高到 1952年的 2607万担，三年增长了 193．4%，年均增长率达到 43．1%，1952 年比 1949 年
前最高年产量高出 53．6%［10］。

土地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时期的最大民生。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
拥有土地所有权，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期盼。土地民生思想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显而易见。“土地改革的
成功证明了共产党早期经验的正确，更证明了领导人决心的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为乡村中
贫苦人民提供了实质性的报偿。比较合理的赋税制度、削减了的租金以及分得的土地，所有这些都使农民大
众深深信服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土改中，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人们确信，它既是一种令人( 指地
主阶级) 生畏的力量，也是( 人民) 富裕生活的提供者。这大大增强了将来它在农民中的说服力［11］”。

二、第二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变革性

( 一) 第二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形成( 1953—1956年)

在 1949年 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
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
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2］。”1953—1956年，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
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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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个体经济比例达到 71．8%，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例为 6．9%，总体来说
私有制成分较大［13］。这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相矛盾，为实现公有制的绝对主体地位，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国
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
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下文简称“三大
改造”) ［14］。“三大改造”是第二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主要措
施，其实质是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占据当时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从而奠定社会主
义国家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三大改造”有益于国计民生，以及真正实现“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
权建设目标。

到 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其中参加高级社( 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全
部入社且不计报酬的合作社) 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99%的全国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
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占全体手工业人员数量的 91．7%［15］。“三大改
造”消灭了私有制剥削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
义分配原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改造私有制到建立公有制也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民生”

思想的变革性。
( 二) “三大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实践的变革
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的最初时期，我国仍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依然很困

难。1952年，全国人均年消费水平仅为 76元，其中农民人均 62元，城镇居民人均 148元。粮食问题很严重。
1953年 7—9月全国的粮食共收进 98亿斤，却销售了 124亿斤，销售大于收进［16］。一些受灾地区、粮食脱销
地区，甚至发生治安混乱。
“三大改造”完成后，从 1952年到 1957年初，国民收入增长了 153%。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由 148 元提

高到 205元，增长 26．3%;农民人均收入由 62元提高到 79元，增长 17．1%。同期农业产值增长了 24．8%，达
到 604亿元，约占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43．5%，工业产值增长率为 128．6%。在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
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 50%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
占 90%，在出口总额中约占 75%［17］。可见，工业化的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的贡献，农业反哺工业的模式由此
确立。农民之所以有能力每年将自己净收入的 12%( 约 392．47亿元) 上交给国家，主要得益于农村互助合作
运动对生产资料配置进行了调剂，从而集中使用有限的生产资料，战胜自然灾害。在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组织
形式下，农民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去经营家庭副业和从事个体生产，同时，其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
提高。

在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通过实行公私合营企业的民主管理、改善职工福利，劳资矛盾
得以缓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52年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 1950 年提高了 118%，1955 年比
1950 年提高了 214%; 1955年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一般私营企业高出一倍［18］。从 1953年到 1955

年底，公私合营企业产值由 20．13亿元增长到 71．88亿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61%［19］。私有制经济的改造和
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

位，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制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的对象是全体国
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个时期工农业生产总值较 1952 年土地改革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城乡人民的
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客观地说，如果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实行“三大改造”，任由私有制经济发展，生活水平
提高的受益者就不是广大劳动人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在摸索中建设社会主义制
度，对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在“三大改造”中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

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生产组织管理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并造成农业生产总值增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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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食产量增长指数持续下降，1955年这两个指数均为 8．5%，到 1956年分别降至 5．8%、4．8%，到 1957年进
一步滑落到 4．3%、1．2%［20］。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停留在“不允许企业留利”的苏联传统经济观念
上。如此一来，私营企业也丧失了更新品种和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到 1957年下半年，我国工业化速度减慢，

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滑，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民生面临考验。

三、第三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强国民生”思想的曲折性

( 一) 第三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强国民生”思想的抉择( 1957—1978年)
1956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历史认识。当时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取得了

决定性成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公有制
基本建立。为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中共八大) 上强调: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
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1］。”中国共产党希望更大范围、

更高程度地改善民生，对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一直延续到 1978 年。但基于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
东在中共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通过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资发展社会主义的设想，只不过这种设想是
“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相当带乌托邦色彩”［22］。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生的进程受到阻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无
“国”则无“家”，无“家”则根本谈不上“民生”。为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地选择了“强国民生”思想，强调
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保家卫国，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才能抵御外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的觊觎，也只有一个强大安宁的国家才有可能建立民生的根基。1958年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为
52．1%，农业为 21．8%，轻工业为 26．1%。1960年重工业比重快速增加到 66．6%［23］。当时，我国为发展重工
业牺牲农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积累重工业所需的资金。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美国发动侵略
越南的战争，苏联在中苏边境寻衅滋事，美、苏两国一系列侵略行径，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地优先
发展重工业、强大国防力量的决心。在 1965年以后的 10 年中，用于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投资达到 2000 亿
元，占同期新增投资的 43．4%。1970—1972年我国国防工业投资达 91．23亿元，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
额的 16%左右。“四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每年达到 25亿元，比“三五”计划时期的年
均投资增加 48%［24］。国家“皮之不存”，民生“毛将焉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 10 年里，我国工
农业生产停顿下来，1966—1978年( “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 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
率分别为 5．0%、2．8%，远低于 1953—1957年( “一五”计划时期) 6．9% 、4．5%的水平［25］，人民生活艰苦，陷入
困境。

( 二) 社会主义初期中国共产党“强国民生”思想实践的曲折历程
为了使刚成立的国家政权不被外部敌对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强大国防来保障民生的指导思

想，集中全部经济力量发展国家实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生水平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缓慢发展。1977年与 1957年相比，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田地面积由 0．7 公顷减少
到 0．42公顷，下降 39．7%。人均粮食产量由 1030公斤降到 962 公斤，减少了 6．7%;每百元农业收入的成本
由 36元上升到 55元，增加了 53%;人均净产值由 355元降到 317元，减少了 10．7%［26］。1954年农民全年人
均纯收入为 64．1 元，1965 年为 107．20 元，1978 年为 133．57 元，13 年中仅增加了 26 元，年平均增加 2

元［27］。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1957—l977年，全国按城乡人口计算日常消费品实际年均增长率:粮
食为 0．7%，植物油为－0．2%，肉类为 0．3%，糖类为 4．3%，棉布为 2%，自行车 16%，收音机 9．8%。其二，个体
工商业发展萎缩。1952年，个体工商业的从业人员大约有 900 万，20 多年后的 1978 年，只剩下 17．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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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有 550万个，平均每千人 9．6个; 1978年这类机构只剩下 125．5 万
个，比 1952年减少 77．2%，从业人员减少 36．2%，每千人只有 1．3 个［2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49 年每
百万人拥有的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网点数为 47．6 个，1952 年为 67．2 个，1957 年为 26．4 个，1965 年为 9．5

个，1978年为 10．8个［29］。其三，国有企业产值下降。1957年国有企业每 1元钱的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
增加的净值分别为 1．36元和 0．62元，1978年分别下降到 0．87元和 0．32元，降幅分别是 36%和 48%［30］。其
四，城市化明显减缓。1959 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18．4%，1961 年为 19．7%，1978 年为
17. 9%。可见，城市化率在这一期间逐步下降［31］。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在困境中推进民生事业，坚持将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思想付诸行动，尤其在对
农民和农村的政策保护方面，出台多项举措:首先，大幅度降低农业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高指
标、高征购加重了农民负担，1958—1960年，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分别为 12．5%、14．3%和 13．8%。1960 年下
半年，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规定“农业税的实
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 10%”［32］。1961—
1965年，农民税收负担率呈大幅下降趋势，1961年税收负担率为 9．3%，1962 年为 8．7%，1963 年和 1964 年
均为 7．7%，1965 年为 7%［33］。1966—1975 年，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分别为 6．5%、6．1%、6．7%、6．7%、6. 2%、
5. 9%、5．6%、5．4%、5．1%、4．9%，继续平稳下降［34］。党的轻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给农民提供了“休养生息”

的机会。从 1950年到 1976年，我国实征的农业税( 公粮形式) 从 269．72 亿斤下降到 251．26 亿斤，农业税收
占当时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从 39%降到 7．1%，降幅高达 81．8%［35］。其次，大力建设农村公共卫生预防服务
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是传染病、寄生虫病和
甲亢等地方病。1953年 1月，政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到 1965 年全国各地共建立卫生防
疫站 2499所［36］，形成了遍及城乡的卫生防疫网络。同时，全国共建立妇幼保健站 ( 所) 2910 个。到 1955

年，鼠疫基本得到了控制。截至 1959年 9月，全国患血吸虫病的病人中约有 70%得到治疗［37］。再次，建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农村居民经济负担。1958 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初步建立。1965 年毛泽东发表了
“六·二六”指示，全国卫生战线对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高度重视。20 世纪 70 年代是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鼎
盛时期。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比重从 1968 年的 20%上升到 90%，该制度覆盖了全国 85%

的农村人口［38］。最后，建立农村“五保”制度，关注最困难群体的生存问题。五保制度建立于农业合作化时
期。1956年全国人大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 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对农村的孤老残幼实行保吃、保穿、保烧、保教
( 儿童和少年) 、保葬( 老人) 的“五保”制度。后来制度又增加了“保住、保医”等内容。1958 年，收住五保对
象的农村敬老院发展到 15万所，收养老人 300 多万人［39］。1962 年全国敬老院共计 3 万所，在院老人仅有
55万人。到 1978年底，全国敬老院仅有 7175所，在院老人只有 10 万余人，且生活水平很低［40］。五保制度
虽然历经挫折，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最困难的老幼人群的基本生活，并一直延续至今。

对中国共产党“强国民生”思想的实践的评价，如世界银行所言，“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是中国在 1980年以前的 30年内取得的成就之一［41］”。这个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
国家之一［42］。

四、第四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人本性

( 一) 第四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三阶段发展历程( 1981—2012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3］。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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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4］。”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
化，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也走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关于第四次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诞生。

1981—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1年至 1990

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改革起步，人民温饱问题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通过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中国经济总量翻两番，民营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告别
吃不饱的生活，实现温饱。第二阶段从 1991年至 2001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阶
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
制和分税制改革，并且相继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和改善。第三
阶段从 2002年至 201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渐进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 6位跃升
到第 2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8倍［45］。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2006年 1月《农业
税条例》废止，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
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46］。”总体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与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第一步相一致，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生”思想的第二个阶段我国实现了该战略部署第二步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第三
个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该战略部署第三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积累。

( 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在第四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在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

呈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些特征。
1．第一阶段( 1981—1990年) : 改革开放初期“效率民生”思想的形成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

富”的发展理念［47］。在经历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明晰了一个道理，那
就是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低水平的社会公平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更无法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于是，党和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搞活乡镇企业，在城市实行对外开放，充
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做大蛋糕”促进民生保障。

2．第二阶段( 1991—2001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转型民生”思想的确立
1991年，中共中央研究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48］，在计划与

市场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党内思想。实践中，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减员增效，大批职工下岗，职工及其家庭生活暂时陷入困难阶段。为
此，1998年党中央提出了“两个确保”措施，以及与之相衔接的“三条保障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到 2000年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现代企
业制度初步建立。

3．第三阶段( 2002—2012年) : 新世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本民生”思想的回归
经过改革开放 20多年的努力，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然而，在经济发展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面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
8



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
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9］。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50］。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的人本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本民生”思想的理性回归。

( 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实践的人本进步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民生奋斗目标是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51］。”这一时期，我国在教育、收入、医疗、养老和居住五个民生领域取得如下主要
实践成果①:

第一，保障全体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1978—2012年，我国教育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城乡免费九年义务
教育全面实现，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教育经费总投入从 1978 年的 94．23 亿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27695．97亿元［52］，年均增长 788．6亿元。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年的 5．2年提高到 2012年
的 8．9年。1980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 93%，2012年为 99．9%，增幅 6．9%［53］。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学历的
招生数、在校生数以及毕业生人数，2012 年分别为 689 万、2391 万、625 万，比 1978 年相应增长 16．1、26．9、
36．9倍，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54］。

第二，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显著提高。2012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65 元，比 1978 年
增长 71倍，年均增长 1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917元，增长 58倍，年均增长 12．8%。同时，城乡居民消
费水平显著增长。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16674 元，比 1978 年增长 52．6 倍，年均名义增长
12. 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908元，增长 49．9倍，年均名义增长 12．3%［55］。

第三，国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2012年底，全国卫生机构共有 95 万个，比 1978 年增长
4．6倍;卫生技术人员 668万人，增长 1．7倍;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527．1 万张，增长 1．9 倍。2012 年，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 19861．3万人，比 1994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时期增加 19486．7万人。同年，全国
2566个县( 市、区) 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98．3%［56］。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建成，人民生活质
量明显提高。1978年男性城乡居民人均寿命为 66．9 岁，女性为 69 岁; 到 2010 年男性为 72．38 岁，女性为
77. 37岁［57］。

第四，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20世纪 80 年代，国有企业改制推动了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进入 21 世纪，城乡居民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2012 年底，全国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为 30426．8万人，比 1989年底劳动保险覆盖人数增加 24716．5万人;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参保达 48369．5万人。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城市、农村困难人口数分别为 2143．5 万人、
5344．5万人，真正筑起了人民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58］。2012 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44304 个，拥
有床位 416．5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21．5张，收养老年人 293．6万人［59］。与 1978 年“残补型”老
年福利制度相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绩斐然。

第五，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扶贫效果特别明显。2012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32．9平方米，比 1978年增加 26．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7．1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29．0 平方米。
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 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按照 2010年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 2010 年
为 16567万人，2012年为 989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 10%，年均脱贫 3334万人［60］。

要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统筹兼顾、发展经济。1978—2012 年国民经济和“五有”民生都取得了巨大
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人本性也得到充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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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高质量民生”思想的全面性

( 一) 第五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新时代“高质量民生”思想的飞跃( 2013年至今)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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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求生
存到解决温饱，再到全面实现小康，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民生发展不断实现飞跃。经过 70年艰苦奋
斗和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告别了物质短缺的年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率领中国人民继续争取“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62］，即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美好生活”的新目标。由此，我国民生事业也进入新时代。

与 1956年提出的“经济文化需要”和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好生
活需要”是一个可以让人民幸福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完整结构体系，包含了持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日益
增长的精神需要［63］。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明确阐述了全面民生的内涵: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
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64］。”在“五有”民生的
基础上，补充了“幼有所育”和“弱有所扶”①，进一步体现了民生的全面性，也表明我国开始更加注重社会公
平。这是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飞跃，符合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人
七十多年来一贯的民生追求。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质量民生”思想实践的全面提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原“五有”民生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我国民生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这一

时期体现“高质量民生”思想的“七有”民生实践成果如下。

一是幼有所育见成效。2020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29．17 万所，比 2013 年增加 9．31 万所; 全国在园幼儿
4818．26万人，比 2013年增加 923．57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85．2%，比 2013年增加 17．7%。此外，2020年，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4082．83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4．74%②［65－66］。

二是学有所教在发展。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有 21．08万所，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5．2%，

比 2013年增长 2．9个百分点。全国高中阶段学校共有 2．44万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1．2%，比 2013 年增
长 5．2个百分点。普通高校有 2738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4．4%，比 2013年增长 19．9个百分点。特殊教

育学校有 2244所，比 2013年增加 311所。在校生有 88．08万人，比 2013年增加 51．27万人③［67－68］。

三是劳有所得增长快。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元，比 2013年增加 13878元，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3834 元，比 2013 年增加 1687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31 元，比 2013

年增加 8235元④［69－70］。

四是医保体系全覆盖。2020年底，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34423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 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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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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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七有”民生。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 2021年 3月 1日发布) 和教育部《2013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7月 4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 2021年 3月 1日发布) 和教育部《2013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7月 4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年 2月 28日发布) 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2月 24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万人;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101677万人，比 2013年增加 14686万人。目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

最大的医疗保障网。2020 年累计资助 7837．2 万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比 2013 年增加 6347．1 万

人①［71－72］。2020年，各项医保扶贫政策累计惠及贫困人口就医 1．8 亿人次，比 2013 年增加 171514．8 万人

次②［73－74］。

五是养老保障在推进。202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45621 万人，比 2013 年末

增加 1340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54244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 4494 万人③［75－76］。养

老服务方面，2020年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0．5张，比 2013年增加 6．1张④［77－78］。

六是住有所居有改善。2019年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 39．8 平方米，比 2013 年增加 5．7 平方米;

农村乡( 原来的集镇)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 33．9平方米，比 2013年增加 2．7平方米⑤［79－80］。

七是弱有所扶举世瞩目。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全年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1127．2 亿元，比 2013 年增加
260．3亿元。全年支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346．0 亿元，比 2013年增加了 173．7亿元。随着财政投入

的增长，城乡低保脱贫人数在大幅度增加。2019 年农村低保对象有 3455．4 万人，比 2013 年减少了 1932．6

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对象有 860．9 万人，比 2013 年减少了 1203．3 万人⑥［81－82］。“十三五”时期，5575 万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83］。农村贫困人口 2019 年底大幅下降到 551 万人，比 2012 年

减少了 9348万人;贫困县 2020年仅有 52个，比 2012年减少了 780个［84］。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实践的唯一途径，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高质量民生”思想的重要抓手。“七有”民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依

托，其全面性不仅体现在民生保障“城乡全覆盖”“一个不能少”，还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需要。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致力于励精图治、不断拼搏与改善民

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判断形势，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五次变化，在五个历史时期

分别践行了“土地民生”思想、“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强国民生”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高

质量民生”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克服国际干扰和国内困难，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发展经

济，为改善民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进民生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在“土地民生”思想实践时期，几

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基本诉求得到满足; 在“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实践时期，公有制经济占主

体地位，人民生活水平初步改善，工业经济起步;在“强国民生”思想实践时期，农民利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农

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实践依次经历了“效率民生”“转

型民生”“人本民生”三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五有”民生取得积极成效;第五，在新时代“高质量民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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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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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2020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2021年 3月 8日发布) 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5月 29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国家医保局《2020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2021年 3月 8日发布) 和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
公报》( 2014年 6月 20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1年 6月 3日发布) 和《2013年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5月 29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民政部《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0年 9月 8日发布) 和《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6
月 20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20年 12月 31日发布) 和《2013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6
年 2月 2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民政部《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0年 9月 8日发布) 和《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 6
月 20日发布)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实践时期，民生目标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七有”民生目标形成［85］，民生质量全面提升。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治理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治理本质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每个阶段依
次体现出正义性、变革性、曲折性、人本性以及全面性;另一方面，治理内涵逐渐实现了从单项民生到多元民

生，从低水平保障到高水平保障，从单一追求国家富强到同步推进国家发展和民生保障，从保障国民的基本

生存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质量飞跃。在新冠病毒性肺炎肆虐全球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放眼全人类民

生，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率先呼吁 G20 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86］，民生观的国际视野赢得了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尊重。当前，在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指导下，我国已形成较完整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事业发展体系，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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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Logic and Governance Characters
of the CPC＇s Thoughts of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DAI Weidong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take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 s
livelihood as its main goal． Based on the judgment of the changes of the fiv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the thoughts of " people＇s livelihood for land"，" people ＇s livelihood for building
socialism"，" people＇s livelihood for a powerful country"，" people＇s livelihood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high quality " into practice in the five historical periods． These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governance actions under their guidance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stice，
transformation，tortuosity，human nature and comprehensiveness，and the connotation of people ＇ s livelihood has
gradually realized a high－quality leap from the single livelihood to the promotion of "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thoughts on people ＇s livelihoo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practice，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and great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thought of people ＇s livelihood，practical
logic，governanc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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