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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历史生成与时代内涵

高和荣

［摘 要］ 共同富裕型民生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范畴，浸润着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其理

念诞生于先秦时期，并且零星地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政策主张及有限的政策实践当中。真正将共同

富裕作为民生建设行动指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它体现出共同富裕型民生由潜在到显在、

由抽象到具体、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总体上看，共同富裕型民生是生活美好、平衡充分、共同

实现、社会善治的富裕型民生，因而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理想性及善治性等特征。要着力健全

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完善共同富裕型民生制度，注重共同富裕型民生投入，营造共同富裕型民

生氛围，以助推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的全面实现。

［关键词］ 共同富裕型民生；历史生成；时代内涵

作为“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① 的共同富裕型民生，描绘了经济社会发展

蓝图，成为自古以来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梦想追求以及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和共同愿景。共同富

裕型民生作为富裕型民生的一部分，是富裕型民生的最好表现形式，成为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

民生保障的初心和使命、目的与归宿。追求并体现共同富裕是民生的应有之义，致力于共同富

裕是民生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民生建设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福利建设的旨趣与价值。离开了

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点，富裕型民生建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共同富裕型民生具有哪

些时代内涵及本质特征，这些内在规定与西方福利国家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福利模式有何不同，

民生建设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又该如何建成共同富裕型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呢？

一、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历史生成

共同富裕型民生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范畴，浸润着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体现出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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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现实、从观念到政策方略、从潜在到逐步实现的过程，展示出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共同富裕型民生理念诞生于先秦时期，孔子的小康、大同思想为人类描绘出一幅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生活样式。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由于无法实践“大道”，人人只为私利而纷

争不断，社会达到“小康”境界依靠的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贤明君主或政治家以

身作则，透过礼义“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建立社会秩序。而更遥远的

大道之行时期则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时代，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都“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样的社会能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做到“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① 毫无疑问，孔子对上古社会生活状态的擘画及推崇蕴含着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

社会理想及远大抱负。

在先秦时期，管子的“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②

等同样指向未来生活、体现共同富裕理想与目标。在管子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只有

“民富”才能实现“易治”，而“民贫”则“难治”。因此，“富民”是“善为国者”的重要标

志，亦即“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③ 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

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④ 并且“君

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遮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邻国之君俱不贤，然后得王”。⑤

其他社会学家如荀子等人也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⑥ 强调“王者富民”。

在那个时代，共同富裕不仅停留在思想家的思想里，而且已经反映到思想家们的政策主张

及相关政策实践上，体现出共同富裕型民生从理想蓝图进入日常生活实践中。管子的“厚民

养”“省刑罚，薄赋敛”，孟子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⑦ 贾谊认识到“农

业天下本”，“以本予民，民大富”。⑧ 公孙弘强调“不夺农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⑨ 西

汉时期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时期采取“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

给大农”之策，最终“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⑩ 东汉王符把“富民”当成衡量治国水平的标尺，

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⑪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里，齐桓公减免赋税，“弛关市

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①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87 页。

② ［清］黎翔凤校注：《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94-195 页。

③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4 页。

④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4 页。

⑤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646 页。

⑥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24 页。

⑦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87-288 页。

⑧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03 页。

⑨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275 页。

⑩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072-1073 页。

⑪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箋：《潜夫论箋校正》，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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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① 汉文帝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②

北魏太武帝下诏百姓按照贫富分为三级，“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③

从此以后，以民为本、实现富民就成为历朝历代的政治追求、政策主张与实践遵循。“富民”

措施的推行有利于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有助于达到先哲所描绘的小康或大同社会，“富民”构

成“国强”的前提，是国家治理逻辑链条的体现，被当作“善治”与“易治”的条件和标志，④

因而成为治国理政目标的实现，为我们建设共同富裕型民生提供了历史根据与思想源头。后来，

孙中山将民生与土地和资本结合起来，强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认为发展民生、

建立民生主义国家就是要“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有

资本”“以养民为目标”。⑤ 由此将对民生的理解推进到新的高度，这为科学民生观奠定了坚

实基础。

真正将共同富裕作为民生建设行动指南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

产主义当成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将其写进党章。从此以后，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

还是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主张“耕者有其田”，制定《兴国县土地法》，

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改善农民物质生活，确立了“社

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

中农”⑥ 的发展任务。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以解放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体，切实保障他们

的基本生活，体现出民生建设的共同富裕政策意蕴及政策主张。

二、共同富裕型民生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上述民生理念与实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理念萌芽与初步探索，那么，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的民生政策主张则将这一理念具体化与实践化，体现出共同富裕的民生建设由潜在到显在、

由抽象到具体、进而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1953 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决议》中，毛泽东认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

活”⑦ 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这是党和政府首次使用“共同富裕”概念，标志着我国开始将

这一理想蓝图付诸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

是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

段”，指出全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步伐”，到 2035 年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到 21 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从而为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指明了蓝图，使得共同富裕型民

①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68 页。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040 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13 年，第 83 页。

④ 高和荣：《新时代民生保障制度的类型转向及特征》，《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 3 期。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03-835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650-651 页。

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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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了鲜明内涵。

一是共同富裕型民生是生活美好的民生。民生揭示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有什么类型的民生

就会呈现出何种生活方式，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可以提炼出何种民生类型。共同富

裕型民生作为最高的民生类型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在“好”生活中彰显“美”、实现

“美”，做到“好”与“美”的结合。其中，“好的生活”体现在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完

全自主、生活环境怡人、生活服务齐全等方面，而“美”的生活体现在精神充实、追求向上、

富有意义以及提升境界等方面。

一方面，“好的生活”与“美的实现”存在层次性，“好”是“美的生活”的前提。“好”

保证了民生项目的全面可获得性，满足人们自我发展的多样性需求，拓展了项目的可实现方式，

体现在服务的便捷性与可得性维度。例如，基本型及改善型甚至托底型民生会涉及到公共设施

建设、公共物品与资源投入、民众基本的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照护服务、殡葬服务、休闲娱

乐服务等需求，但共同富裕型民生可实现这些服务项目的“菜单化”与“个性化”，体现项目

及服务的温度，以满足迈入富裕阶段群体的高水平民生的需求。“美”是“好的生活”的升华。

“美”不仅着力于生活的满足与改善，还强调全面发展的实现。共同富裕型民生需要为实现民

生建设的最终目标而提升项目供给范围。例如，通过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

育等教育类别，拓宽义务教育强制性保障后适龄学生接受继续教育的渠道与途径，以实现自我

发展，创造全民共享终身教育的机会，为富裕生活提供思想基础及知识储备。

另一方面，只有将“好的生活”与“美的实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并体现美好生活，才是

富裕型民生，这是人的本质的要求以及人的发展的崇高性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

的生产只满足于肉体的需要也就是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

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是最有可能真正“按照人的尺度

去生存与生活的存在”，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存在，① 人会按照美好生活目标去

追求、去实现以及去享受，在“好”的生活基础上发现“美”的规律。故而美好生活是共同富

裕型民生的生动体现，共同富裕型民生成为美好生活普遍化的直接概括。如果说追求美好生活

是永恒主题，那么，实现共同富裕型民生就是人的永恒动力，这是人满足了马斯洛等人所说的

生理、安全、社会以及尊重等需求基础上，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直接体现。

二是共同富裕型民生是平衡充分的富裕民生。共同富裕型民生真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种类型的民生并不意味着区域间、区域内或者

不同领域、不同个体间的福利差异得到彻底消除，而是在经济特别是人均经济总量较高水准、

人民生活普遍富裕基础之上，更加关注民众生活服务、能力提升、社会融入及自我发展的立体式、

多样化的民生保障类型。因此，这样的民生类型需要逐步缩小区域间尤其是地区间发展差距，

特别要不断缩小东中西部、南北方、沿海与内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间

人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实际上，经过 21 世纪前 20 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 10 年的建设，

中西部地区、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间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以成都与上海市为例，2000 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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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与上海市相差 3.5 倍左右，而 2020 年，二者相差降到 2 倍。① 这为建设更

加平衡及充分的富裕型民生提供了良好基础。

这表明，在民生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注重民生建设的平衡与充分、民生福祉的殷实与优

渥是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基本内涵。没有平衡，这样的民

生最多体现出富裕型民生端倪，而无法体现共同富裕的元素；没有充分，这样的民生最多是基

本型民生乃至普遍托底的民生，而无法彰显富裕和殷实。因此，充分、殷实、优渥是共同富裕

型民生的必要条件，而平衡、协调与共享则构成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内在要求。当然，平衡、充分、

殷实乃至优渥是一个相对的过程性概念，不是整齐划一、没有差别、完全均等的同等富裕，而

是具有丰富性与生动性的差等性共同富裕。它们在不同民生项目乃至不同民生领域有所区别：

有的注重生活环境；有的兼顾个人发展机会；有的强调人人享有，梯次建设、逐步实现，切实

做到平衡、充分与高水平。

三是共同富裕型民生是共同实现的富裕民生。共同富裕型民生强调我们的民生建设目标是

“富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则是“共同”，“共同”构成了实现路径、实现方式与呈现

结果，“共同”与“富裕”结合起来成为共同富裕型民生的两个最基本维度。因此，共同富裕

型民生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追求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的“平均主义”民生，而是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民生。

一方面，共同富裕型民生强调富裕权利的共享，认为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共享社会经济

发展成果的权利，民生不是那种只有少数人富裕的民生，更不是那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而

得以维持的富裕型民生，而是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带动、引领和示范其他社会成员实现

共同富裕的民生，这就强调了富裕权利的一致性与无条件性。没有“共同”，这样的富裕民

生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福利建设没有本质差别；而失去了“富裕”，所“共同”建设的民

生只能是普遍的贫穷。“共同”依托于“富裕”，“富裕”需要“共同”，两者紧密结合在

一起成为这种民生类型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型民生注重富裕机会的人人享有，

认为民生不是那种“无法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的“均贫富”甚至是“杀富济贫”，而是

致力于优化环境、提供均等发展机会进而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富裕的民生，

它试图给予每位社会成员可获得的发展机会，激活社会成员的创新活力与个体动能，调动个

体追求富裕、奔向富裕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共同富裕的追求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实现不是瞬间，而是一个过程，具有多层次

性和多样性，是通过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去共享发展成果及实现社会进步与国家

富强的共建共享富裕的历程。

四是共同富裕型民生是社会善治的富裕民生。民生一开始就属于治理范畴，它服务于社会

治理、为实现社会治理任务和目标而开展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各种民生类型组合起来承载着

①  《2020 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统计公众信息网：http://cdstats.chengdu.gov.cn/tjgzxxw/
xhtml/tjxx_content.html?id=384025&channel=，2021 年 3 月 27 日；《2020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海市统计局官网：http://tjj.sh.gov.cn/zdlyxxgk/20210701/fa09ad6c2b5f4bb6b508ef786cc89c4a.html，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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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任务。其中，托底型民生主要解决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与生活问题，避

免因没有托底或托底不足而引发底层社会群体的抗争。基本型民生注重维护社会最大群体的安

定，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改善型民生注重满足民众的发展性需求，增进这类群体的

社会认同。富裕型民生重点保障社会成员享有美好生活，增进这类成员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共

同富裕型民生为实现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各美其美的社会善治提供了民生支持，而社会善治

为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两者相得益彰、有机结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型

民生建设。

事实上，在人口众多的当代中国，如果不能形成满足不同阶层需求的民生类型，如果缺乏

富裕型民生尤其缺乏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引领，如果一味地坚持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福利分配

准则，简单地坚持福利水平与缴费能力相挂钩原则，那么，民生福祉的建设将进一步拉大中低

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福利所得，使得低收入人口或贫困群体难以获得足够支持，进一步固化

贫困阶层，贫困问题将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只有从共同富裕角度建设民生，科学把握福祉与经

济社会的关系，把贫困当成共同富裕的绊脚石而加以真正解决，才能形成与国家性质相适应的

社会福利安排，助力社会各阶层都各取所需、悉安其业、劳有厚得，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社会图景。共同富裕型民生由此便构成了当今时代的“王者之道”，诚如荀子所言“王者富民”

而“霸者富士”。①

三、共同富裕型民生基本特征

共同富裕型民生将富裕与共同紧密结合起来，用共同引导富裕型民生建设，用富裕筑牢全

社会民生之基，这样的民生类型体现出中国社会特质，具有鲜明特点。

第一，共同富裕型民生具有社会性。社会是民生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土壤，有什么样的社会

结构就容易形成什么样的民生模式与民生类型，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政策及社会制度样式。

资本主义社会以“资”为本，必然把效用最大的市场规则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作为社会发展

的第一原理，贫富差距问题将永恒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资本主义也建立起较为完整

的社会福利制度，但这样的福利制度实质上是对社会成员的二次剥削，成为利益集团的操纵工

具。而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为本，把社会效益、社会公正及社会和谐作为发展的目的，内在

地决定了这样的社会要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推动整个社会协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坚

持社会主义自然就要坚持整体主义和共享发展，因而就会建设共同富裕型民生。从社会发展的

连续性角度看，数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家为核心、视天下为家的家国天下纵向关系结构，体现

了家国一体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传统，整个社会较为认同“不患寡而患不均”。因而致力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与时俱进地提高民生福祉水平，积极建设共同富裕型民生，实现“善班治人”以

呼应民众美好生活期待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社会问题本质上需要用社会的方法解决，而不能

①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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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用市场手段；一种社会福祉模式、类型的选择必须要切合它所依附的那个社会，与这个

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相契合并由其导引而出。共同富裕型民生基于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而成，

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本性与客观要求。

第二，共同富裕型民生具有文化性。中国文化具有自上而下的纵向性、家国天下、面向未

来等特性，这些特性与共同富裕型民生深深契合。其一，自上而下的纵向性使得国家成为共同

富裕型民生的引领者。古代社会为了促进社会各安其职，推行自上而下的教化与德政，天子践

行养老礼以维护礼法，亲耕以鼓励百姓务本；官员则需要修身养性，率先垂范；个人要“修身”“齐

家”，然后致力于“治国”“平天下”，共同指向华夷一体、协和万邦。因而形成了人人参与

发展、人人共享发展的社会价值及共同意识，为共同富裕型民生的提出与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二，家国天下文化在实践中展开使之具有了历史延续性以及社会传承性。自汉朝以孝治天下

以来，家国同构观念就落实到现实的、可见的民生制度实践中，实现了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以

及生活文化的有机结合，人人参与发展、人人共享发展的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倡导，有利

于社会责任感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以全民作为富裕对象的共同富裕型民生实践的发展。

其三，共同富裕型民生与中国面向未来的文化追求相契合。从人们对圣人贤君的畅想，到近代

康有为等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中国人的文化都具有面向未来的禀赋与特性。正由于人们孜孜

不倦地追求天下大同，中国文化才始终保持向前发展的冲劲与活力。尽管从古至今大同理想的

具体图景不断变化，但是天下合同为一、民众生活富足的原则要求没有变，以苍生为念、注重

发展的人民性不断被提出，共同富裕型民生总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富裕型民生日益从理想变为现实、从潜在走向显在、从自发走向自觉，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抓手，体现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

第三，共同富裕型民生具有理想性。共同富裕型民生是历史生成并不断发展以适应社会结

构变化的结果，使得共同富裕型民生展现出理想性特征。从历史上看，让广大民众普遍过上幸

福而富庶的生活、以实现天下大同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在当时的生产力及

生产关系条件下不可能普遍建立起富裕型民生。21 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立足基本国情，坚持量

力而行和尽力而为，以托底型民生、基本型民生和改善型民生为主要抓手，致力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型民生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政府及社会各界加大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建设力度，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展奔向共同富

裕的试验，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生活达到了富裕程度，他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服务保障、精神

享受以及价值追求等有了更高期待，使得以共同富裕为归旨的富裕型民生从抽象的理想变为现

实的、可以实现的目标。这表明，共同富裕型民生是在经济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高

理想境界。另外，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为那些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群体的未来生活描绘了图景、

提供了可能，并为基本型或者改善型民生得到充分保障的群体指引了前进道路，成为绝大多数

社会成员的生活理想。人类民生事业的这一发展历史表明，共同富裕型民生不可能一蹴而就。

作为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只有当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与发展、消除了两极分化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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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民生才能实现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

第四，共同富裕型民生具有善治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最为公正的社会治理目标。把“富民”

当成治国理政的重要旨归是中国社会的共同追求，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只

有“民富”才能实现“易治”，而“民贫”则“难治”，因此，“富民”是“善为国者”的

重要标志，亦即“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① 如果统治者只在乎自身财富的积累

不重视民生将会招致祸端，即“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② 孔子认为“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③ 荀子认为，对君主来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④ 只有实

现了“富民”，才能推行教化，实现社会善治。另外，共同富裕型民生需要依靠不断推进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民生保障的总量和规模，进而促

成“富裕”的民生状态。但是，只有确保全体成员公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有助于达到“共

同”，实现公平共享和普遍富裕。从治理角度看，社会动荡乃至朝代更替不仅让民众生活在

困苦之中，而且还使得普通百姓失去了富裕生活的可能性。因此，避免动荡不安成为中国人

的生存策略，也是中国人追求富庶生活的前提条件，民生始终成为长治久安的抓手。进入新

时代，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实施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安定有序、富庶生活的希望，坚定了社会成

员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信念，汇聚了共同富裕建设的社会合力，为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发展动力。

四、共同富裕型民生的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型民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期盼，推进以共同富裕为主

要目标的富裕型民生建设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担当。作为最高形态的民生类型，共同富

裕型民生的实现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推进，不断健全民生政策体系，完善民生保障制度，

加强民生投入以缩小区域及城乡差距，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建设环境，促进人与社会全面

发展。

一是健全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民生政策是民生制度的统领与牵引，为民生制度的建设提

供了依据与保证。以共同富裕为旨趣的富裕型民生政策需要从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内容、

政策实现及政策保障等方面加以完善，剖析哪些民生政策仅停留在富裕型层面而尚未体现共同

富裕型理念和目标、方略与行动，哪些民生政策没有给共同富裕留下发展空间及发展路径，哪

些民生政策的供给水平还达不到共同富裕的高度及程度等等，进而切实补齐民生政策短板，形

成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体系。当然，要想发挥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的作用，还需要强化民生政

策监督，便于人们及时总结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的实践经验，找出其存在不足并进一步加以优

①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4 页。

②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52 页。

③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17 页。

④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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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升，形成更加完善而科学的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体系。

二是完善共同富裕型民生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

长的关键”，① 而这种“有效率的组织”需要依靠制度创新，所以，制度特别是创新的制度

就构成了其中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完善共同富裕型民生制度，就是明确要开展共同

富裕型民生制度的建设，让共同富裕型民生成为民族复兴的抓手，激发全体社会成员把建设

它作为自身的生活愿景，理顺它在整个民生类型体系中的关系，确立它所处的最高位置以及

能够成为富裕型、改善型、基本型乃至托底型民生的指引。为此，既要加强对共同富裕型民

生制度内容的探讨，形成涵盖物质生活、服务保障、精神追求、价值实现等有机统一的制度

内容体系，构建内容全面、体现共同富裕旨趣的民生制度框架和类型，避免单一的物质性制

度内容的局限性。

三是注重共同富裕型民生投入。投入是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得以贯彻的根本保证，没有资

源投入绝对不可能形成共同富裕型民生政策、制度及项目，投入不足最多只能保证个别项目的

共同富裕而不能保证所有民生项目体现出共同富裕性。各地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民

众富庶生活需要，保证民生投入总量，解决个别民生项目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不足甚至没有

投入等问题，助推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目标的实现。当然，各地共同富裕型民生项目的投入要

根据自身在全国的地位予以适当调整，也要注重吸取共同富裕试验区或示范区的投入经验，回

应所在地民众对富裕生活的追求。同时，要注重其它制度的配套，尤其要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还要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形成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与规则，为共同富裕型民生

制度的实现提供支撑。

四是营造共同富裕型民生氛围。我们所要建设的共同富裕型民生不是少数人的福利专享，

不是特权阶层的福利集聚或福利固化，而是透过民生项目的建设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地

创造财富，推动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前进。这就需要在完善富裕型民生制度与政策基

础上，营造良好的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氛围。为此，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建设理念，支

持一部分地区建设共同富裕型民生示范区，着力破除不利于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的体制机制障

碍，通过统筹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经济社会、统筹项目及待遇，推动民生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民生建设事业的归宿。企业要通过科技投入与科技创新，实施更高质量的

就业，提高职工福利水平，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民生建设质量。因此，要完善企业内部员

工评价、奖励机制，搭建可用于员工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资源网络，以满足在职员工的自我

发展与追求富裕的需求。社会要形成创新共同富裕的民生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活力，释放共同富

裕型民生建设动能。家庭及家族作为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在民生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要充

分挖掘这一组织的福利供给、福利改善以及福利增进功能，使其成为共同富裕型民生建设的坚

强堡垒，助推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全面实现。

① 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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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People's Livelihood

Gao Hero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common prosperity people's livelihood is a historical concept,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and culture, an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bstantively takes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action guide for ensuring people's livelihoods, 

turning an abstract notion into a concrete reality. In general, the common prosperity people's livelihood 

includes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ood lives, balanced and adequat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good social governance. To realize this 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and 

schemes,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create a supportive soc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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