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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与研究的互动：21世纪

以来的进展

房莉杰

摘要：我国的“社会政策时代”是伴随着 21 世纪初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而来临的。基于社会

政策实践和研究互动的视角，本文重点回顾了 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的进展。关于我国社会政策

发展理念的论述，可以区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在传统的主流领域强调普惠、公正，以及对基本权利的维护；二是面对新的

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主张采取更加多元和积极的战略。这与我国“社会政策时代”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展望未来

的社会政策研究，除了加强学术规范性外，本土化理论建构，尤其是基于规范化的实证研究的理论发展是发展方向。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发展型社会政策；经济新常态；托底型社会政策

国内外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政策学，都是随着社会政策实践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本世纪初，社会政

策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方向被正式引入到中国，如今也有十几年的历史。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政策学是

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基础上的一门应用学科，然而与其基础学科不同的是，尽管社会政

策学也遵循客观科学的研究原则，但是它却受到价值观的更多影响。换句话说，社会政策并不仅是一个个

领域分散的政策，而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好社会”的一整套理念和制度。因此，对“好社会”的理解影

响到社会政策的决策，也主导着社会政策研究。本文将综述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理论和发展模式的

研究，试图呈现出社会政策理念、社会政策决策、以及社会政策研究之间的互动。

一、我国社会政策发展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情况看，社会政策起源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其社会风险超出了家庭传

统的保障能力，因此需要更大范围的制度化的风险共担，由国家介入并承担主导责任的社会福利制度因此

产生。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的渗透，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的角色扩大，社会

政策覆盖所有社会成员。二战后所谓的“福利国家”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在城市单位制和农村集体社会中，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作为收入再分配的社会

福利，是跟收入初次分配混合在一起的。而现代意义的、为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而存在的社会政策，是在

作者简介：房莉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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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与研究的互动：21 世纪以来的进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出现的。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90年代中期开始，比较大的政策变化

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及针对下岗失业工人的收入保障等制度。这一时期社会政策的目

标群体是以在企业正规就业为前提的劳动者，以及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工人，主要内容是为他们提供“劳动保障”。

而进入21世纪，市场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渗透，最主要的标志是医疗、教育、住房这三项涉及基本生存需求

的民生性家庭消费，成为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新三座大山”。正因如此，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提出，开始

进入有意识地发展社会政策的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这使社会政策的意义凸显。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学者认为这是我国21世纪社会政策建设的总纲，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
a

反映在社会政策研究上，如图1所示，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出现以“社会政策”为

主题的期刊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以介绍国外情况为主，作者和期刊均大多跟国际问题研究相关。

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社会保障的初步发展，以中国社会政策为研究主

题的文章已经出现，但是当时的研究大多从属于经济改革，并未形成自觉的社会政策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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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年以“社会政策”为主题的论文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CNKI）

而“社会政策研究”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显然是伴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

a 岳经纶：《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社会科学研究》，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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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如图1所示，以“社会政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从1998年开始就有明显的增长，这反映的是

从社会的角度对社会政策需求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关注度的提高；而从2004年到2008年的4年间，以“社

会政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数量迅速上升，这反映的正是进入“社会政策时代”，学界对这一领域关注度的

迅速提高；而从2008年以来，对“社会政策”的关注度不再上升，而是开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从学科建设上看，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年依托于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院级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这应

该是国内首个明确以“社会政策”命名的研究中心。2005年，该中心联合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五家与社会

政策相关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国家社团，举办了社会政策系列论坛暨国际讲座。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社会

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被批准成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之后，社会政策系

列论坛暨国际讲座由社会政策专委会和地方大专院校共同举办，到2017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从21世纪

初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

学等高校的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内社会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从学术期刊来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在2016年联合创刊《社会政策研究》，这是

国内第一本以社会政策命名的学术期刊。此外，201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吉林

省出版产品质量监测中心联合创刊的《社会建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创办的《社会发

展研究》相继问世，也都将社会政策研究作为主要关注方向之一。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等期刊上，规范而高质量的社会政策研究文章在逐年增加。

总之，伴随着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社会政策学术共同体、学科建设、学术

期刊等逐渐发展起来。

二、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

教科书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而学科发展之初往往是先从国外引进经典教科书。这其中包括希尔的《理

解社会政策》、迪安的《社会政策学十讲》、布莱克默的《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Gilbert和Terrell的《社

会福利政策引论》，以及Alcock等人的《解析社会政策》。
a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继社会政策之后蓬勃发

展，前者助力于后者的学科建设。借助于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资源，多部社会政策教科书得以出版，上述

五本教科书译著的后三本都在此列。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版本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社会政策概论》 。
b

在引进国外的社会政策理论著作方面，贡森和李秉勤编译的“社会政策译丛”系列是国内最早引进的社

会政策理论系列著作，其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共出版了八本。其中，希尔的《理解社会政策》是国内

a 希尔.迈克尔：《理解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迪安.哈特利：《社会政策学十讲》，岳经纶、温卓毅、庄文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布莱克默.肯：《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王宏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Gilbert. N., Terrell. P：

《社会福利政策引论》，沈黎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Alcock. P., May. M., Rowlingson. K：《解析社会政策》，彭华民译，上海：华

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b 丁建定：《社会政策概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程胜

利：《社会政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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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的第一本教科书，多亚尔和高夫的《人的需要理论》
a
、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b
都

被国内研究者熟知，成为频繁被解读和应用的理论著作。在系统介绍西方社会福利理论方面，同样是作为社

会工作的教材，钱宁和丁建定分别撰写了《现代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福利思想》，系统介绍西方国家从工

业革命初期一直到福利国家危机初期的理论源流。
c
此后，面对福利国家应对危机时期出现的前沿理论，彭华

民等编写了《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
d
。也有学者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回顾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

e

除了这些对西方社会政策理论综述类的著作，对于一些主要的理论，国内的学者从最初的理论介绍，

逐渐转向理论联系中国实践的研究。从不同理论的角度进行划分，主要包括下述几项：

发展型社会政策。由哈尔、梅志里（Midgley，又译为米奇利）撰写的《发展型社会政策》（2006）
f
和

由米奇利撰写的《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2009）
g
先后被翻译引入国内。与此同时，从各个

角度介绍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也在学术期刊出现
h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政策不仅仅是被

动的收入再分配，还应看到其生产福利资源，以及对福利对象增能的作用。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研究与

社会政策研究结合在一起，因此对发展问题更有解释力。在上述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理论介绍的基础上，

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与中国政策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与中国宏观的社会政策模式

相结合；二是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政策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比较常见的是与扶贫开发的结合
i
、与社会救助的

结合
j
、与残疾人相关社会福利的结合

k
。由此看来，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关注低收入

人口的能力建设和发展权的实现问题。

福利多元主义。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的初期开始出现的一种理论范式。最初，这一

a 多亚尔·莱恩、高夫·伊恩：《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b 埃斯平-安德森·哥斯塔：《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c 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丁建定：《社会福利思想》，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d 彭华民等：《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e 刘军强：《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发展述评》，《社会学研究》，2010（4）；陈立舟：《当代西方社会福

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李姿姿：《国际社会

政策研究近期发展综述：理论、领域和视角》，《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1）。

f 哈尔·安东尼、梅志里· 詹姆斯：《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g 米奇利·詹姆斯：《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h 徐道稳：《社会发展与发展型社会政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王思斌：《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

建设》，《社会学研究》，2007（2）；林卡、赵怀娟：《论生产型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差异和蕴意》，《社会保障研究》，2009（1）；方巍：

《社会福利发展策略的创新与偏颇——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评论》，《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方巍：《发展型社会政策:

理论、渊源、实践及启示》，《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3（1）；钱宁、陈立周：《当代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理论贡献》，《湖南师

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徐月宾：《社会福利的概念及其演变:社会政策是生产力》，《社会福利（理论版）》，2012（1）。

i 李晓辉、徐晓新、张秀兰、孟宪范：《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江苏社会科学》，

2015（2）；李静：《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精准扶贫》，《江淮论坛》，2017（1）。

j 张浩淼：《中国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国际视野下的分析与启示》，《改革与战略》，2013（8）；左停：《创新农村发展型社会

救助政策—农村低保政策与其他社会救助政策发展能力视角的比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谢宇、谢建社：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支出型贫困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17（3）。

k 廖文君：《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残疾人福利研究》，《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6）；邓锁：《信息化背景下残疾人就业模

式及政策支持路径分析》，《残疾人》，2016（1）；李静、周沛：《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残疾人非正规就业:分析框架、支持困囿与政

策耦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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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是以“福利三角”的形式出现，主要强调政府并不是福利的单一提供者，还要注重家庭和市场在福利

提供中的功能，希望以此缓解政府不堪重负的福利负担。这一范式后来由三元扩大到志愿部门、社会组织

等更多元角色，而对多元角色的理解也突破了筹资责任，向福利体系的多元功能扩展。实际上，十年前这

一理论范式引入国内之时，在西方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最早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范式引进国内的是林闽

钢和彭华民
a
，之后也有学者陆续撰文，从不同角度介绍这一范式，包括诠释“社会福利社会化”

b
、福利治

理
c
、福利国家改革

d
等。而在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实践方面，则主要是跟中国的社会服务相

结合，尤其是养老服务，根据CNKI的检索，结合福利多元主义分析养老服务的期刊论文有百篇之多，此外

还有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e
、社区服务

f
，以及基层福利模式的选择

g
。

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之外，它跟社会不平等密切联系，

并与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相对。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因此社会排

斥是社会政策研究的主流内容之一，研究主要聚焦在公民身份和制度不平等上。社会排斥也是最早被引进

国内的社会政策概念之一，21世纪初便有很多学者从社会政策的视角介绍社会排斥概念，以及西方的研究

进展
h
。将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社会政策相结合的具体领域主要包括：贫困人口问题

i
和流动人口问题

j
，对前

者的分析更多呈现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而对后者的分析则主要聚焦于地域公民身份问题上。

福利国家类型学和福利国家转型。福利国家理论和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之后的转型，值得中国借鉴。
k
发

达国家的福利体系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全球化和老龄化。面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照顾需求的增加，岳经

纶和方萍介绍了西方照顾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照顾政策的国别差异
l
，刘云香和朱亚鹏系统阐述了向儿童投资

的社会战略的理论源流及其主要观点
m
。此外，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相关的社会政策体系转型方面，林卡回

a 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社会》，2002（7）；彭华民、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

部门的转型》，《南开学报》，2006（6）。

b 田北海、钟涨宝：《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价值理念——福利多元主义的一个四维分析框架》，《探索与争鸣》，2009（8）。

c 韩央迪：《从福利多元主义到福利治理:福利改革的路径演化》，《国外社会科学》，2012（2）。

d 王家峰：《福利国家改革:福利多元主义及其反思》，《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5）；周缘园：《“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福

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理论界》，2013（6）。

e 岳经纶、郭英慧：《社会服务购买中政府与NGO关系研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东岳论丛》，2013（7）。

f 范健：《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福利》，《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g 房莉杰：《福利模式的选择：一个县域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6）。

h 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江苏社会科学》，2002（4）；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

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4）；周林刚：《论社会排斥》，《社会》，2004（3）；钱志鸿、黄大治：《城市贫困、社会排斥和社会极化——

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4（1）；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社会学研究》，2006（4）；

丁开杰：《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四个基本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09（10）。

i 银平均：《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思想战线》，2007（1）；卓彩琴：《贫弱群体的生产机制和消解策略——基于社会

排斥视角分析》，《理论月刊》，2014（2）。

j 吴新慧：《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状况——“社会排斥”的视角》，《社会》，2004（9）；李景治、熊光清：《中国城市中农民

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6）；薛天山：《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理论界》，2007（11）。

k 潘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社会科学》，2011（12）；丁东红：《面

临挑战的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党政干部学刊》，2012（10）。

l 岳经纶、方萍：《照顾研究的发展及其主题：一项文献综述》，《社会政策研究》，2017（4）。

m 刘云香、朱亚鹏：《向儿童投资: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转向》，《中国行政管理》，2017（6）。



9

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与研究的互动：21 世纪以来的进展 

顾了全球社会政策这一议题领域的形成，展示了发达国家对于福利国家体系的社会政策研究与发展中国家

对于福利状况的发展研究这两个议题领域，是如何结合并形成全球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
a

三、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理念与模式研究

如上文所述，我国“社会政策研究”时代开启于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

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而社会政策被视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并由此受到重视。继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

几个相关的社会政策发展原则相继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一是适度普惠，即社会福利的政策对象从特殊群体向

全部社会成员扩展；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服务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的公平性；三是社会福利社会化，

即福利提供主体应该多元化，而不是政府的独立责任；四是创新社会治理，即社会政策不仅是一种被动的福

利支出，它还是社会治理的工具，社会政策本身需要治理，而社会政策的提供也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结构；五

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定、微观经济政策要灵活、社会政策要兜底”，即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强调社会政

策对经济形势的适应与协调。关于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模式的研究，表现出跟上述政策实践原则的互动。

2004年左右，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杨团、洪大用、唐钧、吴忠民等社会学家一方

面在分析中国社会政策状况和问题的基础上，呼吁中国要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开始引进国外

的社会政策学科概念，倡导建立社会政策学科，进行规范的社会政策研究
b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社组织了一期由李培林、王思斌、梁祖彬、周弘、张秀兰五位学者参加的笔谈，共同讨论如何通过社会政

策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李培林认为，我国应该建立评估社会发展的“社会核算”体系，跟GDP

考核一起纳入地方评估指标；王思斌认为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社会政策时代”，意味着弱势群体得到充分保护，

并强调要加强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梁祖彬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理解社会政策，应意识到社会政策与经

济政策的互动作用，重视社会政策的社会投资功能；与梁祖彬观点类似，张秀兰也认为，应该在中国倡导

发展型社会政策。
c
该笔谈开启了关于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理念与模式的讨论；同时，其聚焦的两个视角

d
也

成为之后的讨论和分析中主要聚焦的两个视角。

从社会政策的保障功能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政策是根本性的“解构”，即原有行政

社会的福利体系消解，而市场社会的福利体系逐步建构起来，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针对市场风险的社会保护，

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经济保护。因此，景天魁率先提出了“底线公平”的福利观，从基本福利权的角度提

出了一系列应该被满足的基本福利需求
e
。而在与政策方针的互动方面，针对民政部提出的“适度普惠型福

a 林卡：《社会福利、全球发展与全球社会政策》，《社会保障评论》，2017（2）。

b 杨团：《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社会学研究》，2000（4）；洪大用：《机遇与风险：当前中国的社会政策议程》，《学术界》，2004（2）；

唐钧：《社会政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3）；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

学研究》，2004（1）。

c 李培林、王思斌、梁祖彬、周弘、张秀兰：《构建中国发展型的社会政策——“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政策” 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6）。

d 一是传统主流的视角，强调社会政策在社会公平、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功能；二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的视角，关注社会

政策本身的发展和投资功能。

e 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社会学研究》，2004（6）；景天魁：《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景天魁、毕天云：《论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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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彭华民和熊跃根都做了分析
a
，他们在分析中都强调“普遍公民权”，而在理解“适度”方面则有不同解读。

民政部提出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概念则引起了关于政府责任的讨论，如林卡、关信平、林闽钢、韩克庆

等学者对如何理解“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进行了讨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福利社会”是实现一种

“好社会”的目标，以及强调福利实现中的多元参与，但是这并不否认政府作为主要责任者的角色，在中国

当下尤其如此。
b
从上述这些分析来看，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政策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中，社会政

策学者们都在努力推动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走向更加公平、对弱势群体更加可及、更有效应对普遍

福利需求的社会政策模式。

从社会政策的发展功能来看，在介绍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编

写了《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既介绍发展型社会政策，更从政策理念、反贫困、家庭政策、住房政策、

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阐释这一范式与中国具体政策的结合。
c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也有必要

构筑发展型社会政策，并提出相应的路径与政策框架。
d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理念，社会政策学者随之对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围绕社会福利扩张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的质疑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关信平认为我国的社会福利

支出远没有达到“高福利”的水平，目前提高社会福利支出，不仅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对于经济

增长仍是正向效应。
e
王思斌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应该是积极的，即面对经济下行

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社会政策要积极地、有效地、建设性地回应问题。
f
实际上，很多学者并没有将“托

底”理解为低水平的被动保障，而是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应该具备更多“积极托底”的功能，即发展和能

力建设的功能。
g

此外，研究者也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和评论。岳经纶回顾了2002年以来中国社

会政策扩张的过程，提出了建立在统一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的，更具整合性和公平性的“社会中国”的发展构想，

但是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和社会政策的地方主义对于建构“社会中国”的阻碍。
h
林闽钢结合中

国国情提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战略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在发展原则上，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步发展；

在发展路径上，将儿童和家庭的政策干预作为主要切入点；在发展领域上，要积极地投资于人的能力建设；

a 彭华民：《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学术月刊》，2011（10）；熊跃根：《论转型时期我国福利体制的改革与社

会政策的发展》，《学习与实践》，2010（1）。

b 林卡：《“福利社会”：社会理念还是政策模式?》，《学术月刊》，2010（4）；关信平：《论“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社会

福利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林闽钢：《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江苏社会科学》，2010（4）；韩

克庆：《福利社会论要》，《传承》，2012（9）。

c 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Midgley）：《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d 张伟兵：《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1）；向德平：《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建构》，《河北学刊》，2010（4）；郁建兴、何子英：《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

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社会科学》，2010（7）；唐兴霖、周幼平：《整体型社会政策——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学海》，2011（5）。

e 关信平：《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及总体福利水平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3）。

f 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3）。

g 顾昕：《走向发展型福利国家》，《南风窗》，2016（26）；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3）；

李全利：《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17（4）。

h 岳经纶：《中国社会政策的扩展与“社会中国”的前景》，《社会政策研究》，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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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创新上，通过社会企业实现社会福利发展的新突破；在发展远景上，建立“社会服务国家”。
a
顾昕

和孟天广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支出情况，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福利体制在90

年代发生了从社会主义模式向法团主义模式的转型，而在进入21世纪后，又有从法团主义向自由主义模式

的转变之势。
b
从配置结果来看，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是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这跟

市场经济改革深化有关。

四、总结与展望

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策模式，日本学者武川正吾认为，国内因素决定福利国家的起飞时期，

起飞时的国际环境成为福利国家形成的初始条件，这一初始条件制约随后的福利国家发展。
c
套用这一观

点理解中国的情况，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由行政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市场渗透到生活领域，这是福利

体系建设的决定因素。21世纪初，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国际化和后工业化已经高度渗透，“福利国家”模式

早已被证明过时。因此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建设之初就强调多元责任，而非政府单一责任；关注托底

保障的同时，也小心翼翼不让其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经历的是福利国家近两百年经历

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目前类似的后工业化社会的需求亦凸显，

因此目前的福利需求既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内的工业社会的需求，同时又有增加服

务供给、提高服务效率等后工业社会的需求。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上述对于我国社会政策理念的论述基本

上可以划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在传统的主流领域强调普惠、公正、以及对基本权利的维护；二是面对新的

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主张采取更加多元和积极的战略。

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尽管我国社会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都在进步，但问题也非常明显：关于

中国社会政策模式的理论探讨大多还处于观点讨论的阶段，缺乏足够的实证资料的支持；而很多实证性研

究又往往关注的是一些“小问题”，缺乏对社会政策的宏观把握，其理论深度和观点创新性都受到限制；而

在社会政策理论研究方面，依然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以及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层面。也就是

说理论本土化发展不足，理念建构与实证研究之间往往也是脱节的。

2018年初，我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关于是否存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如本文开篇所言，跟社会学、

经济学、政治学这些更基础性的学科不同，社会政策学是带着特定价值观介入研究的，而关于什么是“好社会”

的讨论，必定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社会政策学本土化”是毋庸置疑的。我国过去十几年的社

会政策实践道路充满着独特的“中国特色”，这些特点不可能用既有的西方理论进行解释。因此，展望我国

未来的社会政策研究，除了学术规范性的提高外，本土化理论建构，尤其是规范化的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

发展，是发展方向。

a 林闽钢：《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战略: 从消极走向积极》，《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

b 顾昕、孟天广：《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配置机制和流向结构》，《广东社会科学》，2016（2）。

c 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李莲花、李永晶、朱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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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不妨碍经济竞争力的前提下为社会成员创造更大的安全感。而经济危机全面冲击了社会安全感的基

石，使得社会愈发分化。分化又进一步摧毁了福利制度的社会认同基础，从而导致强调群体、阶层和公民

身份的福利沙文主义盛行。

社会投资的理念或许是能够把人们从急于自保、相互诟病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

一国经济竞争力的积累和安全感的平衡。但是，从目前实践看社会投资理论无法化解“排外”的问题，而

且也有可能被用于其他的目的。

Th e Impacts of Economic Crises on Social Risks and Social Welfare

LiBing-q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view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y. Because of the extensive 
coverage of the social policy,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ver all the topics. Dwelling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risk society, 
this paper fi rst examined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t then explored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crises on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at aims to offer protection against social risks. The 
anchor of the review is the major transformations in social policy brought by the economic crises since 2008. 
The author examines in what ways the past theories are challenged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economic crises and 
tightening government budgets. 

Keywords: risks, welfare state, economic crises, soci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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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Social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 
A Review Since the 21st Century

Fang Li-jie

Abstract: China’s “social policy era” originates from the proposals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scientifi 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social policy,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the progress in China’s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y 
review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China's social policy can be basically divided into two 
paths: First, emphasizing generality, fairnes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basic rights in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Second, advocating more diversifi ed and positive strategies facing with new social risks and needs, and this is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in China’s “social policy era.”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social policy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academic norm,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the localized theory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standardized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underpinning soc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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