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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

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

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

郑功成

［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

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其实质是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完善的共享机制达到

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理想境界，进而真正建成公平惠及世代人民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福利中国，而社会保障正是实现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它

构成了福利中国的有效制度支撑。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需要正确把握共同

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摒弃福利污名化，在广泛吸取中外既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高

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更高境界的共享发展，并以此维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超越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局限的福利中国行稳致远。

［关键词］ 共同富裕；共享机制；社会保障；福利中国；实践路径
①

一、引言：四个概念的解析及相互关系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来，共同富裕成了各界热议的焦点

话题和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事实上，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理

想社会目标，更是其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与民生为重的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历史新纪元，

也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全体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民生

发展从普遍性的饥寒交迫起步，经全面解决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到将区域性整体性贫困现象

送进历史，在 2021 年建党一百周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70 余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奋斗，创

造的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奇迹，也为奔向更高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中国到了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也已经行进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了，这就是本文的时代背景。

在讨论本文主题时，有四个概念需要首先明确：

一是共享发展。这是新时代提出并确立的新发展理念，是指全体人民在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的过程中能够全面、公平地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进而伴随国家发展进程而不断达到新的境界。

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共享发展追求的是发展与共享的统一，它构成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共同

理论基石。其实，从 2000 多年前中国孔子提出大同社会论、古希腊柏拉图设计理想国，到 16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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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描述乌托邦，再到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思想体系，所揭示的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从未间断，其核心要义即是共享。但在漫长的阶级

社会里，共享不可能成为指导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即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

安排部分地实现了共享，也只是基于维护私有制的需要。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将发展与共享统

一起来，新中国以自己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共享发展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但过去长期处于探索

之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成为指导新时代国家发展的五大新发展理念

之一。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

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

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

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

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

面。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

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

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

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这 4 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①

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了共享发展理论的成熟，继而必然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一种美好愿景，追求的是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地

拥有物质丰裕和精神富足的生活，反映的是共享发展的理想境界。然而，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史上，

共同富裕的愿景还从未变成过现实，因为它不会成为阶级社会的追求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做

出了实质性探索，但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往实践亦未能将其变成现实。只有中国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将走向共同富裕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并付诸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到 2035 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

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把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③2021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走向共同富裕正式变成了国家意志，这预示着中国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共同富裕。因此，共同

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提供着根本遵循，而伴

随中国走向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特征也必定日益得到彰显。

三是社会保障。这是国家依法建立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旨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追求

的是解除人民后顾之忧、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自 19 世纪 80

年代在德国产生以来，就是通过依法强制共享的方式，事实上增进了人民福利，并伴随社会保

障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发挥着保障民生与发展民生的功能作用，客观上体现了共享价值，构成了

现代国家缩小收入与消费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基本制度安排。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始建

①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 年第 10 期。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③  习近平：《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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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
说明》，新华网：http://m.xinhuanet.com/2020-11/03/c_1126693341.htm，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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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极大地

增进了人民福利与社会平等；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从国家-单位或集体保障制转化为与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国家-社会保障制，① 逐步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全体人民共

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步入全面深化改革和

高质量发展阶段，它必定为走向共同富裕和建设福利中国提供十分重要的制度支撑。

四是福利中国。这是本文提出的与西方“福利国家”相对应并专属中国的概念，其意义在

于“福利”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它源自各国人民内心的普遍诉求，也是各国政府的共同使命，

但各国的福利制度却要受到各自社会制度等的深刻影响并嵌入其国家制度之中。“福利国家”

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是在维护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来促进社

会平等的一种国家形态；“福利中国”则是建构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并以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为根本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和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永续造

福世代中国人民的新国家形态或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福利中国”不是西方“福利国家”

的翻版，而是对“福利国家”的超越，其要达到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想社会境界。

综上，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福利中国是具有同质性的四个概念，其中，共享

发展构成了底色，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的理想境界，社会保障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有效行动

和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而福利中国则是达到理想境界的国家表征。

本文聚焦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逻辑梳理，并为福利中国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二、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论逻辑

（一）对共同富裕的基本认识

作为共享发展的理想境界，共同富裕既包含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也包含了社会

拥有财富的丰厚程度，是建立在消除贫穷与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完善的制度安排保障全

体人民普享物质与精神双富裕的生活，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从而是社会

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同时，走向共同富裕必然要经历一个渐进的历史

进程，因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日益丰厚的可供共享的物质财富，而且需要有不断完善的公正的

社会分配制度，这决定了只有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持续不断地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和持续不断

地完善能够实现共享的社会分配制度，才能持续不断地缩小差距，进而稳步走向共同富裕。需

要明确的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却不可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更不会自动地走

向共同富裕，被新自由主义者奉为精髓的“涓滴效应”② 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在中国未

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作为一个持续渐进的历史进程，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事实上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努力探

索走向共同富裕的行动贯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史。早在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就明确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党的奋斗目标。1942 年

①  郑功成：《从国家 - 单位保障制走向国家 - 社会保障制：30 年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变迁》，《社会保障
研究（北京）》2008 年第 2 期。

②  涓滴效应，也称作涓滴理论或滴漏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奉行的经典理论，其涵义是在发展过程中并不给
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以特别的优待照顾，而是通过富人消费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
下“涓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其他人或其他地区发展的政策
取向，这与涓滴效应相似，因当时面临的是共同贫穷的背景，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发展到后来，负面影响日益
显性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让国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施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行动，进而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正是对涓滴效应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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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毛泽东就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①1945 年 4 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宗

旨的经典概括。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新中国发展定下的基调就是共同富裕。1953 年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具体指向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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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

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大家都有份。”③ 自此开始，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构成了新中国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并落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安排上。

改革开放后，为增强国力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成为基本政策取向，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的格局，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公

有制主体地位并未改变。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

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

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④“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

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

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⑤“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

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⑥“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

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

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⑧ 这一系列论述

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根本目标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样强调：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⑨ 胡锦涛明确要求“依法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

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⑩ 这一时期，国家

通过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亿万人民的生活境况普遍性地得到持续大幅度改善，同时全

面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并使之逐步成为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证。⑪

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新理念，将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奉行让国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政策

①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6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42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95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324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11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11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2 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⑨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66 页。

⑩ 胡锦涛：《深入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载《胡锦涛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⑪  郑功成：《社会保障已成共享发展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证》，光明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217/
c40531-28131293.html，2016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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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并通过大规模脱贫攻坚战将千年积淀的区域性整体性贫困现象送进了历史，建成了惠及全

民的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他明确界

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深刻指出“现在，已经到

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① 并领导全党制定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蓝图与行动纲

领，提出了清晰的时间表与路线图。2021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

范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大力发展养老托幼等福利事业、实行

反贫困与乡村振兴紧密衔接等多项重大举措，表明中国已经行进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即是共同富裕的理想

社会。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不断达到新境界，最终

建成能够公平惠及世代人民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福利中国。

（二）发展社会保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般而言，实现共享发展的途径很多，如从所有制或产权角度出发，有全民所有制、集体

所有制、股份制等，但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出发，社会保障无疑是实现共享的基本制度安排。因

为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理念相通（共享）、价值一致（公平）、目标同向（民生福祉），指向

的都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因此，社会保障是将共享发展理念转化成具体行动、促

使共同富裕愿景变成现实的基本制度安排。

现代社会保障自产生之日起，就以依法强制共享的面孔出现，各种法定社会救助、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项目以及政府主导的具有福利性的相关公共服务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它

们建立在法律明确规范、政府负责或主导、公平普惠的基础之上，发挥着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

缩小收入与消费差距、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特定功能。此外，还有自愿共享的慈善公益事业，它

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遵循自愿或志愿捐献原则，通过款物接济和提供社会公益服务，实现

捐献者与受助者的共享。党中央将以慈善公益事业为载体的第三次分配纳入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性制度安排，就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其作用，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② 无论是强制共享的法定社

会保障制度还是自愿共享的慈善公益事业，都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中外发展史表明，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成员只能生活在各种生活

风险之中，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竞争失败等等事件导致生存危机的概率会显著提高，社会不

平等度会不断扩大。因此，“现代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基于人生总是充满着各种生活

风险并且需要相应的保障，也是基于促进社会公正与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需要。比如，有了发

达的托幼事业，儿童的健康成长便有了依靠；有了养老保险与养老服务，不用担心年老后缺乏

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有了医疗保险，不必担心疾病医疗风险；有了失业保险，即使失业了也

能够有渡过难关的制度保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的。”③

当今世界呈现出来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凡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其社会财富分配愈是平等，

贫富差距愈小；凡社会保障制度残缺或不良的国家，其社会财富分配愈是不平等，贫富差距愈大；

这表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影响。在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

加快社会保障发展步伐无疑是一条必由之路，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增强其再分配功能，

则是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具体体现。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② 郑功成：《对共享发展的三个基本认识》，《群言》2016 年第 8 期。

③  参见韩秉志：《让社会保障制度更公平更可持续——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经
济日报》，2017 年 12 月 1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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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路径及其效应

1883—1889 年德国首创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 1917 年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异常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个重大事件，它形成了自 19 世纪末期以来全球

范围内促进社会平等的两条实践路径。其中，前者通过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了资本主

义私有制，延续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后者实现了社会制度全面创新，通过生产资料公有

制并建立国家保险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引发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观察不

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保障及其效应，可以进一步发现其与社会平等及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

1.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 社会保障制”。1883—1889 年，德国率先通过医疗、工伤、

养老保险立法首创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它作为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

被视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由于这一制度事实上增进了劳动者福利，客观上体现了社会共

享，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血腥治理模式得以改进，极大地缓和了尖锐对抗的劳资矛盾，为德国迅速

崛起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被许多国家仿效，因此，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构成了资本主

义社会从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进化到兼顾社会共享的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1933 年、1935 年美

国先后制定紧急救济法、社会保障法，作为罗斯福新政应对经济大萧条的重要举措，在一定程度

上矫正了市场失灵和放任自由竞争的弊端，使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此后即使

遭遇经济危机亦能够避免当年大萧条时期的重大危机。二战后英国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促使其很

快走出深刻的社会危机，被西欧、北欧国家和一些英联邦国家仿效。① 上述三个国家都是在世界

上有重要影响的资本主义大国，其建立与发展社会保障的经历及所产生的促进社会平等客观效应，

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本国发展进程，而且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危机，因为社会保障共享消减

了人民对共产的诉求。对资本家而言，如果不愿共享就可能面临共产的风险，要避免共产就得接

受共享，这正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得以产生与发展的深刻原因。不过，在私有制

条件下，社会保障虽能部分地矫正社会财富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但仍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不

平等；即使某一时段能够提升社会平等度，也可能因遭遇经济社会危机而重新陷入不平等的困境，

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私有制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得到验证，也

能够从高福利的西欧、北欧国家得到相应的验证。因此，在人类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坚持“私

有制 + 社会保障制”虽也能达到福利国家的境界，但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却是不可能的。

2.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 + 社会保障制”。从苏联、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既往

的实践，可以发现这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或公有制主导的条件下，通过劳动所得共享和福利共享

（即社会保障）等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一方面，公有制能使初次分配做到公平与效率相统

一，这种内生机制可以使劳动更有价值，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下的劳有所得到社会主义

社会中劳能共享的升华，进而根治社会财富生产源头的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再

分配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共享，这是由社会保障天然追求公平的属性所决定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迅速建

立起了国家负责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造福本国人民，一度取得过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发

展进步的成果，社会保障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制度竞争的重要方面。但因这

些国家本来发展落后，社会主义作为新鲜事物又处于难免失误的初期探索阶段，公有制下追求过

度平等带来了影响效率的平均主义，加之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蜕化变质，致使民生改善有

①  郑功成：《面向 2035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
障评论》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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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拉大，结果造成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世界

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维护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促进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行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近数十年间不仅综合国力持续大幅度提升，而且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

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规模的大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势，进而表明中国必定能够进一步为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提供成功案例。

上述两条实践路径虽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但都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扩张福

利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提高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进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得以延续。社会主义国家出

现后，公有制下的所得共享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福利共享，更使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具有

了双层保障，这一客观事实揭示了社会保障对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作用及其机理的内

在逻辑。

（四）基本结论

由于初次分配需要坚持效率取向，每个劳动者禀赋有差异、机会不均等、素质不均衡等，

必然导致收入的不平等，加之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财富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扩

大。① 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作为社会共享机制的社会保障

制度安排，不可能化解社会成员可能遭遇的各种生活风险，也不可能缩小初次分配或市场化分

配下的收入与消费差距，更惶论共同富裕。

尽管人类迄今还未真正出现过共同富裕的国家，但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确实通过

共享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平等，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同样事实上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了有效且有力的制度支撑，所揭示的正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

和社会平等、共同富裕的正相关性。

不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有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通过对资产苛税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财富不间断的转移，形

成了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共享格局，但也只能是程度有限的共享发展，因为私有制决定了不可能

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国家目标，社会保障制度也主要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条件下发挥作用，

其工具性或手段性价值明显，很容易被政治集团或利益集团操控，从而不可能真正达到共同富

裕的理想境界。只有在以共同富裕为国家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本身才能成为目的并

充分显示出目的性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蕴含其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功实践，正在

为人类走向共同富裕开辟新的途径。

三、国外社会保障发展及其对社会平等的影响

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坚持自主探索发展是必由之路，但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经验却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近一百多年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了社会成员遭遇贫困、天灾人

祸以及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等后顾之忧，促使社会财富分配走向相对合理，在一定程度上

消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疾，也促进了社会平等与社会团结。如福利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处在

①  郑功成等：《从饥寒交迫走向美好生活——中国民生 70 年（1949—2019），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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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左右的平等程度，正是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巨大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结果；美国等国因社

会保障制度不似西欧、北欧国家，其基尼系数长期处在 0.4 的警戒线以上，贫富差距大，由此

导致的社会冲突也日益尖锐；所验证的正是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基尼系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比较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从 1 到 0 代表着收入平等的

递进，其中：处于 0.2 以下为收入高度平均，0.2—0.3 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 为收入相对合理，

0.4—0.5 为收入差距较大，0.5 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0.4 被视为国际警戒线。在走向共同富裕的

历史进程中，基尼系数直接反映着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平等程度，从而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客观

评价指标。表 1 提供了 2010 年到 2018 年间典型的 30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的平均水平。

表 1 典型的 30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序号 国家 基尼系数 人均 GDP（美元） 序号 国家 基尼系数 人均 GDP（美元）

1 挪威 0.270 61511 16 卢森堡 0.349 109947

2 比利时 0.274 49213 17 越南 0.357 6208

3 芬兰 0.274 46207 18 意大利 0.359 41523

4 荷兰 0.285 53407 19 泰国 0.364 16064

5 瑞典 0.288 50685 20 俄罗斯 0.375 25717

6 波兰 0.297 27334 21 印度 0.378 5232

7 埃及 0.315 10593 22 中国 0.385 11978

8 法国 0.316 43613 23 马来西亚 0.410 23918

9 韩国 0.316 38071 24 美国 0.414 57530

10 德国 0.319 50762 25 阿根廷 0.414 23744

11 日本 0.329 39197 26 土耳其 0.419 24699

12 加拿大 0.338 47258 27 智利 0.444 22951

13 葡萄牙 0.338 31565 28 菲律宾 0.444 7066

14 西班牙 0.347 37509 29 墨西哥 0.454 18986

15 英国 0.348 44189 30 南非 0.630 12720

资料来源：参见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ashington DC, http://data.worldbank.org, 

2020；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 http://hdr.undp.org/en/indicators/67106；人均 GDP 的数据来自 http://hdr.undp.org/

en/indicators/194906。

注：表 1 中的数据与国内公布的相关数据有别，因为其采用的是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方式。

从表 1 可见，基尼系数最低的是挪威（0.27），其人均 GDP 为 61511 美元；基尼系数最高的

是南非（0.63），其人均 GDP 为 12720 美元。瑞典的基尼系数为 0.288，人均 GDP 为 50685 美元；

德国的基尼系数为 0.319，人均 GDP 为 50762 美元；日本的基尼系数为 0.329，人均 GDP 为 39197

美元。欠发达的埃及、越南、印度人均 GDP 指标并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基尼系数却低于 0.4；

而美国人均 GDP 高达 57530 美元，基尼系数却高达 0.414；还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马来西亚、

阿根廷、土耳其、智利、墨西哥等国的基尼系数也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这表明人均 GDP 水平与基

尼系数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负相关关系，正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并未全部纳入表 1，但除美国等个别国家外，发达国家的社会保

障制度均属健全，较高的福利水准带来的是国民共享水平也较高，基尼系数较低是其共性。如

丹麦、奥地利、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是发达的福利国家，也都是贫富差距小、收入

较平等的国家。由此获得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社会平等度与人均 GDP 不一定完全正相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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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正相关。因为只有社会保障制度才是不可替代的国民共享国家

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

（二）OECD 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

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的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共享

的份额大小，它与社会保障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基于 OECD 国家统计数据库的资料，可以观察

到 2018 年 OECD 成员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的情况。具体见表 2。

表 2 OECD 国家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的情况（2018 年）

国家 比重（%） 国家 比重（%） 国家 比重（%） 国家 比重（%）

墨西哥 7.2 以色列 16.3 捷克共和国 18.8 西班牙 24.2

韩国 10.8 冰岛 16.4 匈牙利 18.8 挪威 24.4

智利 11.3 瑞士 16.7 新西兰 19.4 德国 25.3

土耳其 12.2 澳大利亚 16.7 英国 20.3 瑞典 25.8

哥斯达黎加 12.2 斯洛伐克 17.2 波兰 20.6 奥地利 26.9

哥伦比亚 13.1 爱沙尼亚 17.5 斯洛文尼亚 21.0 意大利 27.8

爱尔兰 13.6 加拿大 18.0 卢森堡 21.5 丹麦 28.7

拉脱维亚 15.8 美国 18.2 日本 22.3 比利时 28.8

立陶宛 16.2 捷克共和国 18.8 葡萄牙 22.5 芬兰 29.3

荷兰 16.2 匈牙利 18.8 希腊 24.1 法国 31.1

资料来源：OECD, https://stats.oecd.org/.

注：本表中墨西哥和日本的数据是 2017 年的值。

由表 2 可见，2018 年 OECD 成员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平均约为 20%。有 33 个国

家高于 13%（中国约为 13%），其中 17 个国家高于 20%、1 个国家超过 30%。在这些国家中，

只有墨西哥、韩国、智利、土耳其、哥斯达黎加五个国家低于 13%。与表１中的相关国家一比

照，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达 20% 以上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均低于 0.35；而社

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低于 13% 的国家如墨西哥、智利、土耳其三国，其基尼系数均在 0.4

的警戒线之上，只有韩国例外。① 因此，OECD 国家揭示的一条基本规律是：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和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由于 OECD 国家总体上代表当今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可

以为我国走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参照。

（三）典型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对促进社会平等的直接贡献

在英国，1991—2015 年居民初次收入的基尼系数均在 0.50 以上，经社会保障政策调节后，

基尼系数降到了 0.37 以下，下降幅度在 30% 以上。在澳大利亚，2015—2016 年经过社会保障

政策的作用，基尼系数亦从 0.434 降为 0.323，降幅约 26%。② 在瑞典，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

高达 30% 以上，2013 年瑞典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 30.9％，而

美国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即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只维持在 19% 左右。③

Mahler 和 Jesuit 等人曾经利用瑞典、德国和美国等 13 个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

①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曾和我专门讨论过 OECD 数据对韩国社保支出占比评估偏低的问题，他指出，韩国与
欧美国家相比，企业等机构提供的福利更加优厚，而这是不被 OECD 统计在内的，但它事实上构成韩国社会保
障支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现象表明，由于统计口径不一，OECD 提供的数据不能绝对准确地反映各国社会
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的实际情况。不过，这并不影响为国际比较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② 王亚柯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收入与财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③ 陶纪坤：《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及启示》，《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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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80—2000 年间社会保障和税收使得这些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 37.3%，而社会

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远远大于税收，其平均贡献率高达 74.6%。①

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使得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平均降

幅在 30% 左右；特别是北欧和西欧国家，收入不平等减少的 80% 来自于社会保障制度。② 上述

数据充分表明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与共同富裕所起的

巨大作用。

在肯定各国社会保障对促进社会平等起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有一些国外的负

面例子值得我们警惕。例如，巴西曾距中等发达国家仅一步之遥，但在急剧扩张社会保障覆盖

面和快速提高保障水平后，福利开支迅速占到 GDP 的 20% 以上，在国家公共支出中占比更高

达 50% 以上，近几年陷入严重经济衰退，社会保障也难以为继，引发人民严重不满；希腊在

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十分靠前的条件下追求高福利，2008 年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后，不得不连续多

次削减养老金，引发大规模罢工游行，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③ 可见，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发

展实践带来的并非只有成功的经验，还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四）来自国外的重要启示

从国外社会保障发展实践及其产生的效应，可以发现其对社会平等或共同富裕的影响重大。

愈是追求社会平等，愈是需要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而社会保障制度

的优劣则决定其作用的大小。

德国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国，其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始终维系着德国的强盛，而且

在国家统一中成为促进东、西德快速融合的基本制度保障，迄今 130 多年还在持续发展。西欧、

北欧国家采取福利国家模式，也实现了既维护社会公平又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具备很强

的国际竞争力，如瑞士、瑞典等高福利水平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处于社会发展水平前列、科技

与经济竞争实力靠前的国家。这些国家用事实证明了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与优良。但希腊与

拉美一些国家遭遇经济危机的同时陷入福利危机，显示的则是制度不可持续带来的不良后果。

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障必须追求理性建制、高质量发展。

同时，多数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包

括坚持维护社会公平、坚守互助共济、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一些国家社会保障

制度不成功往往是不尊重规律所致，如智利、阿根廷等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违背社会保险客观

规律，将公共养老金转化为私有化的个人账户制，终至引发社会动荡，不得不废止或补建公共

养老金制度，迄今仍陷危机之中无法自拔。④ 因此，尊重客观规律是实现社会保障制度高质量

发展的前提条件。

总之，促进社会平等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劣决定其不同的效用或结果。

国外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从正反两面揭示了社会保障与社会平等或共同富裕之间的实践逻辑，

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①  Vincent Mahler, David Jesuit, State Redistrib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Devel-
oped Countries,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4, No. 392.

② 李实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４期。

③  郑功成：《面向 2035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
障评论》2021 年第 1 期。

④  郑功成：《面向 2035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
障评论》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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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社会保障对促进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独特贡献

（一）社会保障发展线索及制度变革带来的社会共享效应

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立并迅速成形的。70 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充

分证明了社会保障在保障民生、缩小差距、促进共享方面的卓越贡献。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采取低工资（劳

动报酬）、多福利的方针，通过劳动保险、公费医疗、城镇住房保障、社会福利、救灾救济、

农村合作医疗、五保制度及各种集体福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让国家发展成果惠及亿万人

民，这一时期的基尼系数也长期低于 0.3，被称为低收入福利国家。以疾病医疗为例，当时面

向城镇职工（惠及其家属）的劳保医疗、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惠及其家属）的公费医

疗和面向农村居民的合作医疗三大制度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基本医疗保障；再以农村居民为例，

虽然政府只负责灾害救济等个别项目，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却通过按人口分配和按劳分配并

重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居民共享集体成果，并在国家的相应支持下举办了面向孤寡老幼的五保

制度、免费的基础教育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集体福利项目，保证了集体成员共享集体成

果，促进了社会平等。尽管这一时期因社会生产力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难

以维持并获得更大发展，但中国人民确实将此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也步入了全

面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时期。经过近 30 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奉行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政策取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社会保障惠及了全体人民，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也日益显著。①

1. 实现了新旧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社会保障制度，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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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

是国家 - 单位（集体）保障制形式，城乡有别、单位或集体包办、个人及家庭免费享受是其显

著特征，限于国家财力薄弱，政府负责的主要是保障城镇居民的福利，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

组织保障，人民群众从这套制度中受惠并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后，与市

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它仍由国家主导，但已经从

政府、单位（集体）单方负责转向多方分担责任，免费型保障转化成了缴费型保障，单位（或

集体）包办的封闭式管理被独立于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化保障机制替代，城乡分割逐步走向了城

乡一体，体系结构亦由单一层次逐步走向多层次化，这些深刻的变化使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日益

走向公平，并能够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2. 从主要面向城镇居民发展成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的大小，通常

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发达程度和公平性强弱的核心指标。在国外，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

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只有补缺型的社会救助和覆盖面较窄的社会保险。中国

在改革开放前，国家负责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面向城镇居民，覆盖的人口事实上不到全国总人口

的 18%。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转型，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展，已经从城镇

居民的“专利”发展成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覆盖面已接近普惠全民的发达国家水平。近 3 亿老年人皆

享基本养老金，13 亿多人口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等指标，充分反映了社会保障制度惠及民生的广度，

① 郑功成：《新中国 70 年社会保障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光明日报》，2019 年 10 月 8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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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这一制度促进全民共享发展的具体体现。

3. 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高，人民福祉不断增进。以养老金为例，我国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自 2005 年以来保持了连年增长，从 2004 年人月均 700 多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3300 多元；城乡

居民养老金也从 2009 年开始试点时人月均 55 元增长到 174 元。① 在医疗保险方面，职工、居

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分别达到 80%、70% 以上，② 人民群众疾病后顾之忧持

续大幅度减轻。在社会救助方面，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分别从 2000 年的人月均 157 元、人年均

912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677.6 元、5962.3 元。③ 其他各项保障待遇均在同步增长。这些数据充

分表明，人民群众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份额在持续提高。

如果没有普惠性的养老金，一部分老年人将陷入贫困；没有医疗保障，疾病将永远是导致

贫困的重大致因；没有社会救助，低收入困难群体可能陷入生存危机而无法自拔；没有其他各

种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部分人群也可能因工伤、失业、天灾人祸等风险而陷入生活困境。概而

言之，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既无法解除人民的生活后顾之忧，更遑论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的

发展实践，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是解除全体人民生活后顾之忧和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二）社会保障对缩小贫富差距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独特贡献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的持续扩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对缩小贫富差距、助力

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

1. 社会保障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根据李实等的研究，2013 年全国居民的初始收入为 

21510 元，经过社会保障的作用后增加到 25125 元，这表明社会保障在扶贫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

同时，经过税费调节和各项社会保障项目的作用，2013 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 0.5775

下降为 0.4938，下降了约 14%。④2013 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社会保

障水平提升幅度也明显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从 2013 年不足 10% 上升到约 13%，这

意味着社会保障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亦会超过 2013 年的水平。当然，与欧洲国家特别是

西欧、北欧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还偏低，这并不意味社会保障促进

社会平等的功能有限，而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力度偏弱造成的，这恰恰是走向共同富

裕进程中需要加以重视并持续增强的方面。

2. 社会保障对脱贫攻坚的贡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消除贫困现象则是走

向共同富裕的起点。尽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社会分配的调节力度有限，但在脱贫攻坚行

动中，全面快速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一方面，社会保障是最大

的防贫、减贫机制。如老年人皆享养老金，为有效防止和减轻老年贫困提供了有力支撑；全民

医保目标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的医保报销水平稳步提升，基本切断了疾病与贫困之间的链条；

其他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均不同程度地减轻了保障对象的负担压力，并增加了转移性收

入。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为脱贫攻坚做出了重要的直接贡献。例如，2020 年，国家利用财政补

贴，为 609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使贫困人口参保率达到了 99.99%，同

① 根据《202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所得。

②  《2020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http://www.nhsa.gov.cn/art/2021/6/8/art_7_5232.
html，2021 年 6 月 8 日。

③  《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2109/20210900036577.
shtml，2021 年 9 月 10 日。

④ 李实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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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有 3014 万贫困老年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老年人达 1735 万人；① 通

过 2018—2020 年医保扶贫专项行动，全国累计资助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达 2.3 亿人次，

直接减轻个人缴费负担 403 亿元，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达 3500 亿元；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直接保

障着 4000 多万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残疾人“两项”补贴直接惠及以千万计的残

疾人；等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3000 多万领取养老金的贫困老

年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降低 10% 以上；如果缺乏有力的医疗保障，贫困人口中 40% 以上的

因病致贫或返贫人口仍将摆脱不了贫困；如果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安排，低保对象将陷入

生存危机状态。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仍有一些困难人口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这些

困难人口便只能由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兜底。可见，正是社会保障制度构筑起了防贫减贫的牢固

防线，进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最起码的基石。

3. 社会保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贡献。作为十分重要的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2020 年全国城镇离退休人员领

取养老金者达 12762 万人，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51301 亿元，③ 人年均达 40198

元，人月均达 3350 元，2021 年、2022 年又连续两年继续增长，退休人员依靠养老金能够过上

小康生活；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从无到有，自 2012 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后，伴随三次提升养老

金水平，它也成了城乡老年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2020 年从居民养老金制度获得收益的城乡老

年居民达 16068 万人，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达 3355 亿元，④ 人年均达 2097 元，人月均近 175

元，2022 年还将与职工养老金一起增长。由此可见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城乡老年居民过

上小康生活客观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再以医疗保障为例，2020 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达

20130 亿元，按照参保人数 13.6 亿计，平均每人报销医疗费用达 1480 元；同年，全国医疗救

助基金支出 546.84 亿元，实施门诊和住院救助 8404 万人次，全国平均次均住院救助、门诊救

助分别为 1056 元、93 元。⑤ 上述数据相当于减少了同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7%，这部分

减少的支出完全可以用于改善和提升其生活质量，因此，医保制度也是支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的有力机制。如果再加上面向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退役军人与军烈属的

保障制度、面向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福利、面向残疾人的福利补贴以及面向老年人、儿童的福

利保障，将进一步突显出社会保障制度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且重大的贡献。

（三）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全面快速发展并在保障民生和促进社会共享方

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与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障的重视并不断加大投入密切相关，也与社会主义制

度追求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优势密切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经验。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民生为重的政策取向，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不断增长，

使得通过这一制度实现社会共享的财富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性条件。

①  《社保扶贫保生活，成效如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tzl/rsfp/
xw/202102/t20210205_409224.html，2021 年 2 月 5 日。

②  《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http://www.nhsa.gov.cn/art/2021/1/13/art_14_4259.
html，2021 年 1 月 13 日。

③  《202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hrss.gov.cn/
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2107/t20210726_419319.html，2021 年 7 月 26 日。

④  《202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hrss.gov.cn/
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2107/t20210726_419319.html，2021 年 7 月 26 日。

⑤  《2020 年 全 国 医 疗 保 障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网 站：http://www.nhsa.gov.cn/art/2021/6/8/
art_7_5232.html，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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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2017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① 与欧盟社会保障支出统计口径

包括医疗卫生、养老保障、残疾人保障、抚恤事务、家庭和儿童、失业治理、住房保障及社会

融入等 8 个领域基本对应，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统计口径包括医疗卫生、养老保障、残疾人保障、

社会服务、就业保障、住房保障 6 个领域。基于上述指标口径，得到了从 2008 年到 2019 年中

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的情况表（见表３、表 4）。

表 3 2008—2015 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年份
社会保障支出

（亿元）
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
年份

社会保障支出
（亿元）

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

2008 18922.3 5.9 2012 43295.2 8.0

2009 23651.1 6.8 2013 56174.8 9.4

2010 28737.9 7.0 2014 64388.8 10.0

2011 36271.2 7.4 2015 78735.1 1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我国与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对比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zs/tjsj/tjcb/dysj/201709/t20170929_1539209.html，2017 年 9 月 29 日。

注：2013 年相比之前年份有较大增长，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将过去未予统计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

布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纳入其中，此后的统计口径均是同一口径，从而可以视为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相

对完整的数据，所代表的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

表４ 2015—2019 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亿元） 79709 92932 102592 114617 125912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676708 743585 820754 919281 986515 

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 11.8 12.5 12.5 12.5 12.8

(1) 政府卫生支出（亿元） 12475 13910 15206 16399 18017

(2) 社会卫生支出（亿元） 16507 19097 22259 25811 29151

(3)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亿元） 27929 34004 40424 47550 52342

(4) 残疾人事业费（亿元） 395 461 538 582 651

(5) 社会服务事业费（亿元） 4926 5440 5933 4077 4279

(6)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亿元） 736 976 894 915 1333

(7) 就业补助（亿元） 871 785 817 845 916

(8)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亿元） 4881 6633 3792 3697 2941

(9) 住房公积金提取额（亿元） 10987 11626 12730 14741 16282

注：本表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卫生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住

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和《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整理数据制作而成。其中，2015 年的数据为

11.8%，与表 3 国家统计局计算的 11.5% 基本接近。

由表 3、表 4 可见，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之比在不断提高，2019 年已经接近 13%，

其中主要是公共投入在持续增长，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保障制度

能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根本条件。

第二，在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采取大规模的救济行动，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迅速建成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保

障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后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成为

①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我国与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对比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
cn/tjzs/tjsj/tjcb/dysj/201709/t20170929_1539209.html，2017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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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安排，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结果。例如，居民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全部由政府负担，虽然水平不高，但制度得以迅

速建立起来，每个老年居民均能够享受到养老金待遇；在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中，政府承担着

2/3 以上的筹资责任，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医保目标的实现；还有大规模脱贫攻坚行动的成功，

亦是在中央财政大规模专项投入和社会保障制度倾力相助的条件下取得的；等等。这充分反映

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社会保障领域得到了具体体现。

第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基于人口众多、城乡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以

及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中国既没有因循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老路，也没

有照搬他国社会保障模式，而是立足国情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之路。例如，在改革策

略上，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总结、渐次推进，较好地平衡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避免了

一些国家推进社会保障改革时极易引发的社会风险与危机。在保障项目选择上，把养老、医疗、

低保作为优先建设项目，着重建立普惠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以低保为核心

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全符合所处发展阶段的实际。在发展社会保障方略上，始终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的方针，一方面在发展中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即使遭遇经济困难也确保

社会保障投入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求“福利赶超”，而是每年小步幅增长，重点是

补短板，较好地维护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理性。此外，还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设计出了独

具特色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两不愁三保障”机制等，这些

虽不会成为长久稳定的制度安排，但确实解决了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从而展现了中国智慧。

第四，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

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也持续加强，而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又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在遭遇国际经济危机等关键时点，社会保障更是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国内经济环境时，党和政府将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摆到头等

重要位置，强力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同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医疗保险改

革与住房体制改革等，不仅有效解决了城乡居民的现实困难，挽回了社会保障的信誉危机，也提

振了居民消费，为国民经济再续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

际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深受其害，党和政府与欧美多国紧缩福利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强力推

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推出全民医保计划、掀起大规模保障性

住房建设等，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此举不仅直接提升了全体人民的福祉，

更使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国民经济发展再度受挫，党和政府又及时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措施，不仅有效地保障了民生，而

且实现了居民消费稳步增长，进而助力国民经济恢复增长。由于坚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总体上形成了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在当今世界无疑具有典型的正面示范效应。

上述经验反映了中国制度的优势与推进社会保障发展的中国智慧，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

进程中必须长期坚持并发扬。

五、以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福利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共同富裕愿景变成现实的国家表征应当是福利中国

无论是共享发展还是共同富裕，实质上都是要普遍性地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社会平等，社会保

障更与福利制度同义，当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足以解决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并使社会平等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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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高水准时往往被视为建成了福利国家，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为虽然福利具有普世性，

福利国家却因具有政治属性而不具备普适价值。

自二战后英国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起，福利国家就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与实施全面

的社会保障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进行干预，以普遍性地增进社会成员的福

利来调节和缓解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垄断资本的利

益和统治。福利国家的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无疑具有文明进步的意义，以北欧国家为典型代表

的福利国家更是给本国人民带来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其人类发展指数居于世界前列，

这一事实决定了它代表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准，但福利国家形态的特性却是将

社会保障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社会保障被赋予的使命即是服务并服从于资本主义制度，

从而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或手段性价值。如果回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创立社会保险

制度，再回溯到 17 世纪初英国伊丽莎白王朝建立济贫制度，再再回溯到更为久远的中国历史上

的救灾济贫措施，可以发现，中外历史上的社会保障措施其实均是被统治者当成维护社会秩序和

延续统治的工具与手段的，福利国家只不过是在继承这种传统的路上显得更具进步意义。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应当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

经验，但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追求共同发展的理想境界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保障很自然地要融入社会主义制度并成为这一制度的社会目标，其发展过程就是与共享发展、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融为一体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这一特征决定了不能用西方福利国家的概念

来表述中国的共同富裕社会，而是需要有新的专用名词来作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表征。为此，本文

创设“福利中国”概念，其本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

不断增进人民福利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以社会保障及相关制度安排为具体实践路径，

能够维护人民世代幸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形态。这一表述因福利的

普世性而能够与西方福利国家相对接，并因言简意赅较易被人接受、认同。

有鉴于此，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中，应将社会保障置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福

利中国建设全局中进行考量，用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愿景逐步变成现实，

最终全面建成能够永续发展的福利中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在讨论如何走向共同富裕时，总有人将福利污名化，“福利（国家）

病”“福利（国家）陷阱”“福利（国家）危机”“福利（国家）养懒汉”“福利民粹主义”“高

福利必定损害竞争力”等词语的流行，使福利一词变成了让人讨厌的恶名，甚至有人对主张发展

福利事业者动辄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似乎“福利”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专利”，理论学

术与舆论场域出现的这种排斥福利的现象，实在有悖人民期盼福利的常理，既与中国共产党为人

民谋幸福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造福全体人民的本质要求相悖，更与新时代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

社会保障体系、掀起大规模脱贫攻坚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让国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的政策取向与具体行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符。其实，福利完全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

利而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对各国人民而言，福利是美好的事物，与自

由、民主、人权、平等、发展等具有同样意义。同时，福利并不必然养懒汉，福利国家并非没有

竞争力，① 关键是要在肯定福利、发展福利的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注入理性。在资本主义国

家都能够高举福利旗帜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应将福利的旗帜举得更高，并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

①  从福利国家的发展来看，“高福利损害竞争力”的结论是十分草率的。如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
竞争力报告》中，荷兰、瑞士、德国、瑞典、英国、丹麦、日本等福利水平高的国家均位列前十名。每个福利
国家都有自己领先世界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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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增进人民福利，而共同富裕的社会必定是能够成就人民普遍幸福的福利

社会。因此，我们应当为福利正名，同时摒弃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

保障发展之路，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福利中国。

（二）建设福利中国的实践路径：完善公有制 + 发展社会保障 + 优化税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通过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

社会成员共享生产成果，但这种共享仍要受到个人禀赋、机会与条件不同等的影响，这决定了

公有制下的初次分配也必定存在收入差距，而社会保障通过强制共享或自愿共享实现对社会财

富的再分配，以进一步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社会平等。可见，社会保障与公有制的目标是一致的，

而与私有制却存在着利益冲突。社会主义福利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公有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有

效协同，这是一条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同的实践路径。

回顾中外既往的实践，可以发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社会的要求、社会财富

的生产与积累还不足以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条件下，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纯之又纯的公

有制和超越时代的社会保障是不可持续的，苏联解体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多

种所有制经济并行发展的成功实践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从现实出发，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福利中国的实践路径就是要不断完善社

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保障制度。

一方面，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进一

步创新公有制的实践形态，强化共建意识。包括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的合理

开发利用，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组织形态并增强其活力，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发展各种

形式的合作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员工持股，同时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劳动报酬，

鼓励各类用人单位发展职业福利，以便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环节注入一些公平共享的元素。此

外，应当鼓励个人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可以尝试有限突破对各类民办公益事业不得谋取任何私人

利益的严格限制，让投资者能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回报，这将有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从而也是一种公有制形态的创新，等等。

另一方面，加快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应有之义，也是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必然要求。①

关键是要促进政府负责或主导的法定社会保障制度在全面优化的条件下早日走向成熟、定型，

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清晰、稳定的安全预期，同时着力发展多层次保障以不断壮大社会共享份额

并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伴随国家现代化全面提速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还需要有明确的计划与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支出在 GDP 中所占

比重，这决定了可供全体人民共享的份额，也决定了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的大小。社会保障事

业的全面发展，必然能够从根本上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同时增加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因此，扎实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就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福利中国建设的实质行动。

此外，还须通过不断优化税制结构来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财政支持。如适时

开征房产税、资本得利税、消费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优化个人所得税等，都应当是法定社

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资金来源，同时形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机制以充分发挥第三次

分配的作用，必然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促进社会平等的通

① 郑功成：《中国何以建成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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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做法，从而并非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杀富济贫”。

（三）扎实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作为走向共同富裕和建设福利中国的重要制度支撑，社会保障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中外

既往的实践，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劣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国外，既有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持

续至今 130 多年仍在发展、北欧国家坚持高福利仍具很强竞争力的优良案例，也有巴西、智利、

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因福利赶超或违背制度规律而深陷危机的负面案例，还有美国两

党之争误却全民医保的案例。在国内，过去也出现过波折，如计划经济时期超越当时生产力水

平的福利赶超，采取低劳动报酬（农民甚至一年中有半年是以义务工的形式参与国家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等建设）、多福利保障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了劳动效率提升，也导致了相关福利难以

为继；再如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领域的效率取向被延伸到了社会保障领域，职工养老保险实

行“差额缴拨”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应当领取的养老金，城市老年

贫困现象骤然加剧，而将私有化的个人账户引入医疗保险制度更是严重损害了这一制度的互助

共济功能，削弱了医保制度的保障能力，其后遗症至今仍未完全清除；等等。因此，当务之急

是立足现实，直面现行制度安排的不足，扎实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1. 正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质量不高的问题。① 概括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系

统性不足，协同性不强，体系结构失衡。总体表现为重经济保障轻服务保障，重政府直接负责或

主导的保障层次轻市场与社会主导的保障层次，在具体项目上是重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而轻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迄今仍未将 2 亿多的灵活就业者纳入进来。二是社会保险参保质量不高。

如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灵活就业者、农民工基本上只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未来养老金根本不

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医疗保险虽然覆盖了 13 亿多人，但 75% 是以居民身份参保，其筹资标准低、

保障待遇也低；工伤、失业保险更将风险极大的灵活就业者与农民工排除在外，导致制度功能根

本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三是制度性缺陷仍存。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项目均存在统一性、公平性、

规范性不足的问题，如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属地管理，统筹层次低导致的地区分割格局，使国家制

度安排沦为地方利益；再如违背规律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仍然在减损着制度的互助共济功能和保

障能力，社会保险领域中责任分担失衡与权责不匹配现象仍在延续中，福利政策不精准导致供求

脱节的现象并不罕见；还有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政策僵化现象亦不能适应少子高龄化、就业形

态多样化、人户分离常态化等新挑战。四是再分配力度弱，可持续性不强。与欧盟国家社会保障

支出占 GDP 之比平均达 28.7%、OECD 国家同一指标为 20% 相比，中国仅约 13%，这表明总投入少，

通过社会保障的共享份额就很有限。同时，偏低的退休年龄、最低缴费年限和偏高的替代率、不

断延长的寿命，使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而退休人员不缴医疗保险费的政策不仅导

致权责错位，也直接减损了筹资来源，还有居民医保采取按人头等额缴费的做法带来的是逆向调节；

等等。可见，如果不全面优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其不良效应将日益显性化，不仅不能为共

同富裕与福利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而且可能导致制度危机并向社会经济领域传导。

2. 强化统筹规划与高效协同推进。现代社会保障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只有强化统筹规

划才能保证体系结构优良并充分发挥出综合效用。针对目前各部门分割管理、分散决策的格局，

有必要在党中央设立超部门的综合决策机制，在政府与人大综合部门与专业部门的参与下做好

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真正消除体系结构失衡、项目轻重失当等积久难改

①  郑功成：《面向 2035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
障评论》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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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同时，在中央与省级政府设立综合咨议机制，负责评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履行情况并

提出有说服力的咨询意见，以此督促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

3. 加快优化现行制度，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与规范性。社会保障是国家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法定社会权益，成熟的制度安排必定是统一、规范的制度安排。针对现存

问题，必须加快强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一是加快优化现行各项制度。特别

是应当消除前已述及的制度性缺陷，矫正现存的政策偏差，增强制度对新时代新挑战的适应性。

二是将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制定权统一收到国家层级，不再放任各地自行其是。如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基本养老服务、基本儿童福利、

基本残疾人福利政策等必须尽快走向全国统一。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且短期内无法消除这种不平

衡的情形下，可以允许发达地区在国家统一政策之外做点加法，但不能扰乱国家的统一政策，

同时，中央与省级政府亦须保障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在落后地区也能够得到全面落实。三是通

过全面推行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和经办服务流程规范化，促使社会保障服务质量得到提升，进

而确保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正常有序运行。

4. 持续加大再分配力度，进一步强化互助共济功能。一是根据共建共享原则，促使筹资规

模达到合理水平，持续壮大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可以欧盟国家和 OECD 国家的现有

平均水平为参照，设定 2035 年、2050 年社会保障总支出占 GDP 之比能够先后达到 20%、30%

左右，为此，需要持续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均衡参与主体各方的筹资责任，同时通过有效的

财政税收政策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社会慈善组织和个人及家庭积极参与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二是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要落实基本保障制度城乡

一体化，特别是要不断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职工与城乡居民三大群体的养老金差

距，职工与居民两大群体的医保待遇差距，常住人口中本地户籍居民与外地户籍居民的待遇差

距，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待遇差距。三是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地区之间的互助共济。

如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收统支，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应尽快推进省级统筹以为全国统筹奠定

基础，社会救助的责任本位也应当从县级提升到省级层次等。四是将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转

化为记账符号，彻底取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打破户籍壁垒、体制壁垒、就业形态壁垒等，以

此增强相关制度的互助共济功能。

5.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与法制。一方面，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与经办服务机制还有完善的空

间。根据大部制和同类性质的保障事务由一部门统管的原则，可以进一步整合相关部门的社会

保障管理职责，特别是有关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事务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势在必行。在经

办管理服务方面更宜理顺其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推动各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独立法人化，

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全面社会化，慈善组织的发展亦应当从只重基金会转向以慈善服务为主攻方

向。另一方面，必须全面加快社会保障法治化步伐。尽快填补社会救助、医疗保障、养老服务、

儿童福利等重要领域的法律空白和修订已经过时的社会保险法等，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制，才能

依法赋权明责，并为全体人民提供清晰、稳定的社会保障预期，才能为制度有序运行和健康发

展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6. 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在城镇，应当制定统一政策支持国有单位与集体组织积极发

展面向员工的职业福利，并带动私人部门或民营企业增进劳动者福利；在农村，应当通过发展

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福利事业发展，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有效的福利补充；还可以大力推广公建民

营、公助民办等方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儿童福利及残疾人福利事业大发展，以及推动发达地区对



·22·

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

口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等。所有这些，均有利于整体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做到高质量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再辅之以公有制下的补充福利

供给，就完全可以为共同富裕与福利中国建设提供长久可靠且有效有力的制度支撑。

六、结语

总之，理清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就抓住了走向共同富裕中的关键性问题；

把握了福利中国建设的实践路径，就能够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而建设好高质量

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福利中国

建设成就的显著标志。以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优势，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

会保障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制度安排，完全可以建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

态相适应、超越西方福利国家局限并真正达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福利中国。

作为一个占世界总人口的 18.7%、相当于联合国认定的 32 个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 1.5 倍的

巨量级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而同步推进福利中国建设同样

会彻底改写世界人民的幸福版图，进而使全球的人类发展水平迈上巨大的台阶，最终证明的必

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fare China

Zheng Gongch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nherent quality of socialism and a key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ideal society that Chinese Communism is striving to build. The ess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situation of all people shar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through refi ned benefi t-sharing mechanisms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fare 

China that benefi ts generations of people equitably and achieves full human development. Social security i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and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shar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also represents a system that effectively sustains a welfare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s essential to properly addres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remove welfare stigma, extensively draw lessons from past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and achieve a higher form of shared development with a high-quality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o a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growth of a welfare China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capitalist welfare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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