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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生福祉增进

李　文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水平成倍增长，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食衣住用行等各方面体现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供给

日臻完善，扶贫开发成效卓著。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民生福

祉增进经历了数量满足型、品质追求型、均衡发展型三个前后递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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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是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最终都体

现在广大人民民生福祉的不断增进上面，现从收入和消费、生活质量、基本民生保障几个方面进

行总结，并分析其阶段性特征。

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一）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构成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按可比口径计算，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５９７４元，
比１９７８年实际增长２２８倍，年均实际增长８５％。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
３４３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６２５６元、２０１７年的３６３９６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时间点从
１３４元先后提高到２２８２元、１３４３２元。①

收入构成发生显著变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就农村居民而言，一是得益于家庭承包经营的普

遍推行，家庭经营性收入取代改革以前的集体经营性收入成为收入的主体；二是得益于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农村居民的工资

性收入快速增长，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三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无到有、地

位日渐凸显，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扶贫攻坚的有力推进，住房出租行为的增多和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显然有助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四是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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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提高，可支配性显著增强，这是改革以来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

进程的重要体现。就城镇居民而言，工薪阶层的工薪收入大幅增长，但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在工

资性收入比重降低的同时，是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转移性收入的比

重也有提高。从２０１３年起，有了统一的城乡居民收支核算，结果显示，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
入占比提高是近几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变动的突出特点。

（二）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伴随居民收入同步提高。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８３２２元，比１９７８
年实际增长１８０倍，年均实际增长７８％。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１１元增
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０２７元、２０１７年的２４４４５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同一时间点从１１６元先后
提高到１７１４元、１０９５５元。②从绝对数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在提高，但二者的
差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半期持续缩小、９０年代以后不断扩大、２０００年以来又缓慢缩小。２０１０年
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居民，这是以此前若干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

平增长速度开始接近乃至超过城镇居民为基础的。总体上看，居民消费走势与居民收入走势以及

人均ＧＤＰ走势有较高的吻合度。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逐渐
拉开了差距，表明实现了总体小康以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手头都有了越来越多的剩

余。１９７８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９０７％，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８６６％；２０１７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６７２％，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８１６％。③收入超出消费的剩余可以用于储蓄，也可以
用来投资。

二、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改善

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是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指标体现，而这一提高同样也体现在

食衣住用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一）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由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来显示，一般地讲，居民消费支出中

食物消费占的比重与该居民的收入水平成反比。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８年，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为６７７％，城镇家庭约为５７５％，平均计算超过６０％，表明
此时温饱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家

庭、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不断下降，城镇家庭１９９６年、农村家庭２０００年先后下降到５０％以
下，显示此时的居民生活已温饱有余进入小康。此后，恩格尔系数再降到４０％以下，农村用了
１２年，城镇只用了４年。根据统计公报，２０１７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３％，首次低于
３０％，但是综合多个指标看，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按平均市场汇率来算还不到９０００美
元，我们还不能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④

（二）食品消费

改革初期，伴随食物供给能力全面增强，在人均粮食消费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肉、蛋、水产

品等各种主要食物的消费也都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居民的营养水平明显提高，膳食质量有所改

善。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开始下降，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开始快速增长。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粮食消费量的下降幅度日趋减缓，人均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日均摄入量持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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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居民的食物消费需求从满足生存向吃饱、吃好、吃得安全转变。⑤２０１６年，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食用植物油 １０６公斤、牛羊肉 ４３公斤、鲜奶 １６５公斤，分别比 ２００１年增长 ３０９％、
３４４％、３８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猪肉１８７公斤、蛋及制品 ８５公斤、奶及制品 ６６公斤、
水产品 ７５公斤，分别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３９６％、８０９％、４５０％、８２９％。⑥居民在外用餐次数增
多，消费额增加。近年来城镇居民外出用餐增速放缓，则是由于叫外卖的多起来了。

（三）衣着消费

穿衣问题是与吃饭问题同步解决的。１９８２年，７０年代 “四三方案”引进的４套化纤项目全
部投产，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解决了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以

往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穿衣习惯彻底改变了，因此也才有了１９８４年布票
等票证的取消。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９０年代，成
衣消费上升⑦，面料消费下降，人们的衣着开始向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发展。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各种品牌专卖店、加盟店、服装专营店都进驻商场，服装材质、款式、风格种类不断被细

化，出现了正装、晚装、礼服、唐装、休闲装、运动装、家居服等若干门类，橱窗里的复古风、

职业风、民族风、日韩风等各类风格服装令人眼花缭乱。近年来，服装消费的升级换代很快，经

过接近２０年的品牌化之后，消费者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服装消费理念，购买衣服时关注品牌、
潮流趋势和性价比等因素，而且不仅仅在意商品，更注重整个消费的体验感。至于服装消费支出

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４０年来则经历了一个先缓慢上升又缓慢下降的过程，城镇居民
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３６％，逐步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０１％和２０１６年的９０１％；农村居民从１９９０年
的７７７％，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０３％和２０１６年的５６８％。⑧

（四）住房保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甚至不及５０年代⑨，公有住房占七成以上。改

革伊始，国家开始试售住房，允许私人建房、购房、拥有自己的住房。其后，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试
行提租补贴，１９９１年开始试行以售代租，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全面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相应建

立起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经过若干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实践，中国政府增
强了加快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迫切性，逐步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和宏观调控的主攻方向。

２００７年发出的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从 “重市场、轻

保障”向着１９９８年房改政策 “市场、保障并重”的正确方向的回归，从 “重买房、轻租赁”向

着 “租、售并举”的合理模式的回归。“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加大了城镇棚户区和农村危旧房

改造力度，有效改善了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２０１６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４０８平方
米，其中，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３６６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４５８平方
米。⑩但是总体来看，自有住房超过九成，保障性住房并不宽裕，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还有相

当数量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五）耐用品消费

用的方面，改革以来现代化家庭设备及用品成倍增长，而且不断升级换代，从８０年代的自
行车、缝纫机、手表 “老三件”到９０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的 “新三件”，再到新世纪以

来的移动电话、电脑和家用汽车的 “新新三件”。近年来，在耐用品消费的升级换代方面，农村

正在快速跟进城镇。以家用交通工具为例，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３年比，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
量城镇居民从２２３辆增长到３５５辆，农村居民从９９辆增长到１７４辆，分别增长５９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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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摩托车拥有量城镇略有增长，农村基本保持不变，但电动助力车拥有量则是农村高于城
镇，农村从４０３辆增长到５７７辆，城镇从３９辆增长到４９７辆。其他如空调、计算机、热水
器、电冰箱、移动电话、洗衣机等的增长率都是农村明显快于城镇，农村分别为 ５９７％、
３９５％、３６９％、２２８％、２０７％、１８％，城 镇 分 别 为 ２１０％、１１９％、１０５％、８１％、
１２３％、６６％。瑏瑡

（六）日常出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工具上看，

改革初期，中国还是十足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地位无异于现在的私家车。

从９０年代开始，摩托车作为一种时髦代步工具开进寻常百姓家，出行方式被大大改变了。但是
很快，１９９５年以后，在北京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
达、富康，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开始逐步进入居民

家庭。新世纪前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人具备了汽车消费的能力，不少市民告

别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将私家车作为日常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私家车的大量出现，改

变的不仅是出行方式和效率，也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如今，私家车在城市接近饱和，

已经越来越多地开进了农村。从出行方式上看，目前自驾已是国人出行的第一选择，然后是公路

客运 （巴士），然后依次是铁路、民航和水上客运，而这一切都是以交通运输的通达性为基础

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运输经历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历程，全国 “五纵五横”综合运输

大通道基本贯通，高铁覆盖６５％以上的百万人口城市，高速公路覆盖９７％的２０万人口城市及地
级行政中心，二级及以上公路通达９６７％的县，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和港
口深水泊位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民航运输机场服务覆盖全国８８５％的地市、７６５％的县，全国
约９９２％的乡镇和９８３％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瑏瑢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七）服务性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居民消费结构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发展

型、享受型转变，教育文化、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住宅和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明显增加。文

教娱乐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城镇居民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８７８％增长到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３４０％、
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６７％，农村居民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３７％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８３７％、２０１６年的１０５７％。
同一时期，交通通信消费比重城镇居民从３１７％增长到８５４％、１６４２％，农村居民从１４４％增
长到１０５２％、１３４２％；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城镇居民从２０１％增长到６３６％、６７３％，农村居
民从３５２％增长到７４４％、９１７％；居住消费比重城镇居民从４７６％增长到１１３１％再降低到
９３９％，农村居民从１７３４％增长到１９０６％、２１２０％。总体上看，在居民家庭日常消费中，食
物和衣着所占比重呈缓慢降低态势，就城乡居民而言，分别从１９９０年的６７６１％、６６５７％下降
到２０１６年的 ４３３８％、３７９２％，同一时期其他以发展和享受为主的消费分别上升 ２４２３和
２８６５个百分点。瑏瑣近年来可以说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主要是靠服务性消费增长拉动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三项年均增速为１１７％、
９１％、１２６％，分别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４３、１７、５２个百分点。瑏瑤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领域的巨大变化还体现在消费方式和消费业态等多个方面，从

改革初期的柜台服务，到超市出现后的自由选购，再到大型购物中心和各种品牌专卖店、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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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后的品质消费，再到 “互联网 ＋”时代的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个性消费，无不反映着居民
消费的逐步升级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当然还有以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引领世界潮流的支付

方式的飞跃性变化，等等。

三、民生保障和扶贫开发成效卓著

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扶贫等等，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解决好了这些基本的公共品供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才有了坚实

的保障。

（一）民生保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国解放思想，积极应对知青返城激化了的城镇劳动力供求
矛盾，允许劳动者自谋职业，从而给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８０年代中后期，通
过推行劳动合同制，用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取代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９０年代中期
以来，实行再就业工程，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进入２１世纪，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确立了相
应的就业促进制度保障，妥善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效缓解了就业高峰带来的冲击。４０年来，
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０１５２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７６４０万人，增长９３４％，年均增加
９６１２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从 ９５１４万人增长到 ４２４６２万人，增长 ３４６３％，年均增加
８４４８万人，城镇新增就业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连续５年保持在１３００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
在４％左右。瑏瑥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２０１７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２８６５２万
人瑏瑦，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彰显着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１９７８至
２０１７年，全社会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由７０５∶１７３∶１２２变化为２７∶２８１∶４４９，城乡就业比
重由２３６９∶７６３１变化为５４７∶４５３。瑏瑧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
飞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也体现了拨乱反正后国家领导人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教育事业

的改革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２０１７》瑏瑨测算的数据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瑏瑩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从６２年上升到了１０１年；其中农村从５６年上升到了８６年，城市从８１年上升到了
１１３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１３４９％上升到了３７１７％；其
中，农村的占比从８０４％上升到了１３９０％，城市的占比从２９７７％上升到了５４１３％。全国劳
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１４９％上升到了１６４０％；其中，农村的占比从
０２２％上升到了２９４％，城市的占比从５２８％上升到了２６２０％。另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
计，２０１７年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约有７７００万之众，结构进一步优化。瑐瑠

健康事业的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
日发表的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披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人均预期

寿命从１９８１年的６７９岁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６５岁，孕产妇死亡率从１９９０年的８８９／１０万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的１９９／１０万，婴儿死亡率从１９８１年的３４７‰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５‰，居民的主要健康
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瑐瑡白皮书还显示，进入

新世纪以来，深化医改效果持续彰显，在较短时间内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

重大传染病得到有力控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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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瑐瑢

２０１７年，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９９５万个，卫生技术人员８９１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７８５万
张。瑐瑣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社会分化、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和制度安排。改革开放

以来，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
为了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明显加速，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为

主体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本框架的 “雏形”初步搭建完毕。进入２１世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
障事业快速发展，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瑐瑤截至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人数分别达到４０１９９万人、５１２５５万人、１１７６６４万人、１８７８４万人、２２７２６万
人、１９２４０万人，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共有１２６４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４０４７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４６７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资助５２０３万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３５３６万人次；国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８５９万人。瑐瑥

（二）扶贫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称世界楷模，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

高度评价。

改革初期，中国还是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１９７８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７６％的农
村人口和５５％的城镇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瑐瑦；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瑐瑧，３０７％的农村人口
（大约２５亿人）为贫困人口瑐瑨。经济体制改革迅速释放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
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２６倍，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
少到１２５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１４８％。瑐瑩１９８６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有计划、有组织和
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经过８年的不懈努力，到１９９３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８０００万人，占
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８７％。瑑瑠１９９４年推出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到２０００年底基本解决农村８０００万贫困
人口的温饱问题。到２０００年底，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３２０９万人，按照当年贫困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从７６％下降到３５％。瑑瑡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 《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和特困地区得到重点扶持。这一时期，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

化，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６５元逐步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２７４元。以此标准衡量的农
村贫困人口数量从２０００年底的９４２２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０年底的２６８８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
人口的比重从 １０２％下降到 ２８％。瑑瑢２０１１年开始实施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进一步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的
工作方针。瑑瑣随后自２０１１年起，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线，将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元 （２０１０年不
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瑑瑤改革了目标瞄准方法，根据贫困人口分布的变化，由 “整村推

进”改为集中连片开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湘西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的构想

后，精准扶贫很快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方针。“十二五”期间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

效，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５６６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５７５万人左右，贫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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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１７２７％降至５７０％。瑑瑥２０１５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
出了 “十三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
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瑑瑦２０１６年 “十三五”计划纲要和 “十

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发布，对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总体目标作出具体部署。国家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６８５３万人，年均减少１３７０万人以上。瑑瑧

至此，改革开放４０年来，７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０４６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３１％。瑑瑨联合国 《２０１５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
从１９９０年的６１％，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０％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２０１４年又下降到４２％，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７０％。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
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瑑瑩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安全保障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环节。看看战乱频仍、恐袭不断的中

东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以及出境旅游时旅行社有针对性地发出的一些旅行警告，国民的幸福感油

然而生，一定会倍加珍惜当下的和平和安定。当然安全保障除了惯常所指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治安

状况以外，还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以及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牵

涉面很广，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处理好改

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四、改革开放以来民生福祉增进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民生福祉增进

经历了数量满足型、品质追求型、均衡发展型三个前后递进的阶段，还将向更高的文明提升型阶

段升级。

（一）数量满足型阶段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长期奉行农业积累支持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生活必需品和日

常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我国重工业增长了９０６倍，轻工业只增长
了１９８倍，农业只增长了２４倍。瑒瑠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仍有大批的农民吃不饱肚子，全国居民的
恩格尔系数甚至低于１９５７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增多，商
品市场趋于活跃，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１９８３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
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瑒瑡１９８４年，出现了此前难得一遇的 “卖粮难”。８０年代下半期至９０年代
初期，先是城镇居民然后是农村居民开始出现口粮、蔬菜消费下降趋势，肉类、蛋类、水产品和

酒的消费相应呈增长趋势，表明居民吃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膳食结构开始改善。粮食消费日益间

接化，特别是饲料用粮迅速增加。在城镇，居民的主食日益依赖市场供应。这样的趋势保持了若

干年以后，政府确信粮食供应紧张时期已经结束，终于在１９９３年宣布取消粮油凭票供应，有
“第二货币”之称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此前，１９８５年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１９９２年陆续
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同一时期，对消费品工业采取 “六个优先”的原则，

轻重工业结构得到调整，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明显改观。特别是１９９２年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
受市场需求引导的消费品生产迅猛发展，城市里的各类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品种类、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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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丰富，价格竞争日趋激烈。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消费品市场进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需
求相对不足的时期，有支付能力的普及型、温饱型需求基本饱和，而新的较高水平的购买能力还

有待形成。１９９８年，我国正式宣布国内消费品市场同生产资料市场一起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
方市场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它是民生福祉增进结束了数量满足型阶段的标志。准确

地说，买方市场只是同市场经济相联系，在中国它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指向的体制

改革带来的第一项重大成果。两年后，即２０００年，中国宣布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表明人民生活
提高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还不富裕，但好过了。

（二）品质追求型阶段

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特别是消费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以后，我国居民对消费品

的关注逐渐从数量转向质量，消费态度变得越来越挑剔起来。以食品消费为例。２００３年３月７
日 《中国食品报》的一篇报道称：新阶段居民的食物消费量增长巨大，且开始转向对质量的注

重，对肉蛋奶的需求量
"

长很快，对营养和科学膳食开始讲究，更加注重饮食质量的提高。瑒瑢而

恰恰从这个时期开始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诸如２００３年发生于安徽阜阳的大头奶粉事件、２００４年
的苏丹红事件、２００６年发生在上海的瘦肉精猪肉事件、２００８年发生的三鹿奶粉掺三聚氰胺事件、
２０１１年上海的染色馒头事件等等，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其实，食品安全问题
是个老问题，改革以前未经处理的污水大都直接用于灌溉农田，五六十年代粮食生产广泛使用滴

滴涕和六六六等多种剧毒农药，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没有关于镉污染和农业中毒事件的报道呢？可

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而且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而到２１世纪，居民的
食物消费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档次，即在满足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的保证。政府显然

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２００１年农业部就积极推行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食品安全问题

的社会关注度显著上升以后，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

别规定》；２００９年 《食品安全法》颁布施行，传承多年的 “食品卫生”概念被 “食品安全”取

代。与此同时，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

会等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陆续建立，更新了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机制、协调机制和科学评估

机制。卫生部等六部委组织的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也收到明显成效，药品安全责任体系也逐步

得到落实。２０１５年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着力解决现阶段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精神，回应了维护食

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社会呼声，巩固了监管体制改革的成果。”瑒瑣

食品安全问题只是这个阶段重大民生问题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就业、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治理、扶贫开发等等多个领域找到大量类似的例子。２００３年的
“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正是由于正确总结吸取了治理 “非典”的经验教训，才有了此

后围绕民生保障的立法和举措的密集出台，社会建设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居民的生活

质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均衡发展型阶段和文明提升型阶段

２０１７年中共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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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化标志着中国的民生福祉增进进

入均衡发展型阶段。十九大规划了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２０５０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
作为前提，就是一定要如期实现２０２０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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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如何实现 “全面”，为此十九大和 “十三五”规划做出了今后３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部署。“打好三大攻坚战，

说到底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瑒瑤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
小康以后，再奋斗１５年，争取实现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

出坚实步伐。”瑒瑥这是为基本现代化设定的民生福祉增进目标。由此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民生福

祉增进重在缩小居民、城乡、地区三大差别，补上污染防治的短板，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 “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所以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均衡发

展型阶段。

２０３５年均衡发展型阶段的目标达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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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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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瑒瑦这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下一步战略目标。笔

者认为，届时民生福祉增进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已经进入后城市化、后工业化阶

段，居民的物质需求已经在更高水平上饱和，居民自我发展需求显著增强，向发达国家看齐，提

升居民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会凸显为第一位的民生追求，故可将这个新的民生福祉增进阶段称

为文明提升型阶段。

①② 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

明显改善———改革开放４０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

报告之四》，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３１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

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ｔｆｘ／ｇｇｋｆ４０ｎ／２０１８０

８／ｔ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１６２００７９．ｈｔｍｌ。

③１９７８年的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 《３－１８居民

消费水平》、《６－１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载 国家统

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国家统计局官方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６／ｉｎｄｅｘ

ｃｈｈｔｍ；２０１７年的原始数据系初步核算数，出自国家

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

２２８＿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ｍｌ。

④１９７８年的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

官 方 网 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恩格尔系数较低有可能是非食品消费挤占

性的，比如居民家庭医疗、教育、住房消费巨大，不

得不省吃俭用，从而人为地降低了食物消费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也有可能是由于食物消费质量

高出一般水平导致的，比如广东和浙江等地居民就在

吃的方面比较讲究，颇有古人 “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的传统。

⑤李哲敏：《近５０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

变化特点》，北京：《资源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

２７～３５页。

⑥２０１６年的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６－９城镇居

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６－１４农村居民人均主要

食品消费量》，载 国家统计局 编：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７／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２００１年的原始数

据出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

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⑦成衣商品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一般

来说，在温饱型消费阶段，成衣商品率在 ２０％至

３０％，小康型消费阶段在５６％至６０％。

⑧ 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６－６城镇居民人均收

支情况》、《６－１１农村居民人均收支情况》，载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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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官

方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７／ｉｎ

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⑨ １９７７年，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 ３６平方米

（１９５０年为４５平方米）。参阅 陈杰：《中国住房公积

金制度的历史回顾与改革思路》，广州：《公共行政评

论》，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２７～２９页。

⑩骆云飞：《统计局：２０１６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４０８平方米》，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６日，人民网，ｈｔ

ｔｐ：／／ｈｏｕ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７０６／ｃ１６４２２０ －

２９３８７８５６ｈｔｍｌ。

瑏瑡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６－１０城镇居民平均每

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６－１５农村居民

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载 国家统

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官方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７／ｉｎｄｅｘ

ｃｈｈｔｍ。

瑏瑢交通运输部：《“五纵五横”贯通 公路总里程五年

增长５３４万公里》，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交通运输部

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ｔｇｏｖｃｎ／ｚｈｕａｎｔｉ／２０１８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ｇｏｎｇｚｕｏ＿ＨＹ／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２５＿２９５９１２１．ｈｔｍｌ。

瑏瑣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１０－４城镇居民家庭基

本情况》、《１０－１５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载 国家

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国家统计局官

方 网 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０１ｃ／

ｍｕｌｕ＿ｊｈｔｍ；国家统计局：《６－６城镇居民人均收支

情况》、《６－１１农村居民人均收支情况》，载 国家统

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官方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７／ｉｎｄｅｘ

ｃｈｈｔｍ。

瑏瑤国家统计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生活质量不断提

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五》，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８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ｔｆｘ／１８ｆｚｃｊ／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１２＿

１５８３２１８ｈｔｍｌ。

瑏瑥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

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瑏瑦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８

年 ４月 ２７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４／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７＿１５９６３８

９．ｈｔｍｌ。

瑏瑧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

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瑏瑨 《中国人力资本指数报告２０１７摘要》，中国人力资

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ｕｆｅ．ｅｄｕ．ｃｎ／ｒｌｚｂｚｓｘｍ／ｚｇｒｌｚｂｚｓｘｍ２０１７／ｚｇｒｌｚｂｚｓｂｇｚｙ＿

ｚｗ＿ｈｔｍ。

瑏瑩报告中的劳动力人口指：男性，１６～５９岁的所有人

口；女性，１６～５４岁的所有人口。

瑐瑠赵兵：《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约７７００万》，北京：《人

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０日，第２版。

瑐瑡瑐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

权进步》，２０１７年９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ｋ／ｄｔｚｔ／３６０４８／３７１５９／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瑐瑣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

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ｍｌ。

瑐瑤 《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３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

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ｚｗｇｋ／

ＳＹｚｈｅｎｇｃｅｊｉｅｄｕ／２０１３０３／ｔ２０１３０３０９＿８７３８３ｈｔｍ。

瑐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

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ｍｌ。

瑐瑦Ｍａｒｔｉｎ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ｏｈｕａＣ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Ｕｎｅ

ｖｅ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２，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７），ｐ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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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贫困标准是逐年提高的，如１９７８年为１００元，１９８５

年为 ２０６元，１９９０年为 ３００元，２０００年为 ６２５元。

（参见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

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

份版）这个贫困标准是绝对贫困线，同时自１９９８年

起还有一个相对贫困线即低收入线，１９９８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低收入线分别为８８０元和８６５元。２００８年绝对贫

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１０６７元作为国家

扶贫标准。（还可参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详

解２３００元扶贫新标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１－１２／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７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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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瑐瑩瑑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０５－０５／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６１５７１９ｈｔｍ。

瑑瑡左常升主编：《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演变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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