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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
——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发展壮大，新社会阶层（体制外新中产）的数量不断增长，

这一群体与体制内新中产共同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在人员构成、生

活状况、态度倾向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而且由于所处的经济部门和承受的经济压力不同，二者也表现出不

同的社会心态特征。新社会阶层更为关注与自身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更为担忧社会保障问题，感受

到更多的“官员与老百姓”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社会冲突，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抱怨更多，更期待政府

部门的工作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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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随着私有经济和外资、合资企业的发展，一

些新的社会成分开始出现，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日益多

元复杂，这对政府的社会治理和执政党的政权稳定提

出了挑战。①特别是 21 世纪开始以来，中国融入全

球化进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高端

服务业以及互联网经济加速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领

域成长起来一批数量不断增长的专业人员（包括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文化从业人员等），形成了一些新

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

工作、生活状态与体制内的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人员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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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态度和利益诉求方面表现出一些特殊性。②本文

基于社会学的新中产阶层概念，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比

较了体制内与体制外新中产的差异，以此探寻新社会

阶层的构成特征、经济状态和社会态度倾向。

一、概念界定：谁是新社会阶层人士

新社会阶层是我国政府针对近年来社会阶层结

构新变化而提出的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主要是指改革

开放以来在非公经济领域中出现并且人数不断增长

的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到底包括哪些社会群体，政

府相关部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学者也提出各

种不同定义。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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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对新社会阶层的定义

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

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

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

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

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

组织中”①。十年之后的 2016 年，中央统战部对新

社会阶层作出了新的界定，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以下

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

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及新媒体

从业人员。②

政府部门所界定的新社会阶层大体上是基于职

业分类，较为类似于社会学家的职业中产阶层概念（管

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③只不过政府部门的新社

会阶层强调的是体制外（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社会

组织、自雇等非正规就业）的职业中产，④而不包括

体制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

职业中产。另外，2006 年政府界定的新社会阶层与

2016 年新社会阶层概念的涵盖范围不同，2006 年政

府所说的新社会阶层不仅包括体制外管理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而且还包括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而 2016 年中央统战部所说的新社会阶层主要是指体

制外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社会学家所

说的新中产阶层。

新中产阶层（New Middle Class）是在工业化和

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中间阶

层。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初期的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

主要由有产者阶层（比如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与无

产者阶层（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构成，而在向

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在有产者与

无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主要由管理人

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文职人员所构成（即

所谓的白领），这一群体被称为新中产阶层。⑤随着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新中产阶

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主流，在就业人口中的比

例都超过了 5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 70%。改革开

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有产者阶层已经被消灭，

农民和工人占了就业人口的 90% 以上，当时也有管

理人员（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干部和事业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员（比如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但在就

业人口中的比例很小（大约 5%），还不足以构成一

个社会阶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

提高，在公有部门（体制内）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数量增长的同时，体制外的私营经济、外资企业和社

会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其他文职人员的数

量也在不断增长，并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把他们归类为新社

会阶层，而社会学家则称其为体制外新中产。政府统

战部门从政府统战工作出发，列举了其中的四类人群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作为新社会阶层的典型代表，并把他们定位为新时期

统战工作的重点目标人群。但是，从更严谨的学术概

念出发，新社会阶层的成员应该包括体制外所有的白

领从业者，他们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人数和比例

关于新社会阶层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缺乏准确

数据。目前，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字是中央统

战部宣传办公布的数据：当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士

的总体规模约为 7200 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

95.5%，约 6900 万人。⑥不过，中央统战部并未说明

采用何种数据和方法计算出此数据。

我们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5 年

实施的全国抽样调查（中国社会状况调查），依据体

制外新中产概念界定来估计当前新社会阶层的规模。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2006 年 7 月 24 日，http://cpc.people.com.cn/GB
/64162/71380/102565/182142/10993375.html，2017 年 6 月 25 日。

②　参见中央统战部网站：《二零一六年七月，中央统战部八局与您见面！》，2017 年 3 月 31 日，http://www.zytzb.gov.cn/tzb2010/
zcjd/201703/dfdc830371c44e74be974a98d4667cba.shtml，2017 年 6 月 25 日。

③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489-492 页。

④　李淑萍：《沪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队伍状况和基本特征比较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⑤　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学海》2013 年第 3 期。

⑥　《中国“新社会阶层”有 7200 万年薪高消费惊人》，《21 世纪经济报道》2017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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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显示，根据 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

据和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数据，① 18-69 岁人口

中 70.1% 为就业人口，实际人数为 71027 万人；在

18-69 岁就业人口中，82.6% 为体制外就业人员，实

际人数为 58668 万人；在体制外就业人员中，12.4%
为白领职业从业者，实际人数为 7275 万人。这里所

说的体制外白领职业从业者，即是社会学家所谓的体

制外新中产，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新社会阶层。我们

估计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数量与中央统战部公布的

数据极为接近。

表 1 新社会阶层在 18-69 岁就业人口中的比例

就业状态 体制分割 职业身份

比例（%）
人数

（万人）
比例（%）

人数
（万人）

比例（%）
人数
（万人）

有
工
作

70.1 71027

体制
内就
业

17.4 12359

白领
职业

69.8 8627

蓝领
职业

30.2 3732

合计 100 12359

体制
外就
业

82.6 58668

白领
职业

12.4 7275

蓝领
职业

87.6 51393

合计 100 58668

合计 100 71027 — — —

没有
工作

29.9 30295 — — — — — —

合计 100 101322 — — — — — —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国家统计
局年度人口统计数据

新社会阶层是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依据社会学家以职业标准定义的中产阶层概

念，中产阶层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体制内新中产、

体制外新中产和老中产。老中产是指个体工商户、小

企业主、自雇经营者等小有产者，因这批人是马克思

当年所定义的中产阶级，与后来出现的现代中产阶级

（白领从业者）不同，因而被社会学家称为老中产，

与新中产相区别。根据 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数据，在职业标准定义的中产阶层中，体制内新中产

占 31.6%，体制外新中产占 26.4%，老中产占 42%。

这就是说，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中略超过四分之一是新

社会阶层人士。

三、新社会阶层的人员构成：职业、行业和单位

中央统战部从统战工作角度出发，列举了新社

会阶层所包含的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

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

业人员及新媒体从业人员。我们进一步从职业类型来

观察新社会阶层的构成状况，并比较新社会阶层与体

制内新中产职业构成的差异。

图 1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职业构成比较（%）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注：体制外新中产即是新社会阶层（以下相同）

新中产主要包括五类职业群体：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及办事人员（指普通文职人员和业务人员）。

其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属于体制内新中

产，而私营企业主属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体

制内新中产都包括有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

办事人员这三个职业群体，但各自比例差异较大。体

制内新中产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大约

半数的体制内新中产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而新社会阶

层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明显低于体制内新中产。新

社会阶层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办事人员，约四成新社

会阶层是办事人员。另外，新社会阶层中经理人员所

占比例（19.2%）远高于体制内新中产（6.8%）。总

体来看，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构成：一成是企业主，

二成是经理人员，三成是专业技术人员，四成是办事

人员。依据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中产阶层内部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5 年 10 月 19 日，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7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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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分出不同的层级。一般来说，办事人员、初级

技术人员和基层经理人员（或管理人员）为中产阶层

的下层，普通的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是中产阶层

的中层，企业主、高层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中

产阶层的上层。新社会阶层中的多数成员处于中产阶

层的下层，约三分之一为中产阶层的中层，六分之一

为中产阶层的上层。

表 2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的行业构成比较（%）

行业
体制外
新中产

体制内
新中产

农林牧渔水利业 0.3 0.4
采掘业 0.7 1.5
制造业 1 机械制造 12.7 1.6
制造业 2 石油燃料加工化工制造 2 0.1
制造业 3 食品和饮料业 4.5 0.5
制造业 4 纺织业 2.7 0.1
制造业 5 木材家具业 0.9 0
制造业 6 造纸和印刷业 0.7 0
制造业 7 塑料制品业 1.1 0
制造业 8 其他制造业 4.9 0.8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3 1
建筑业 4.4 1.9
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 0 0.5
交通运输 0.9 2.8
仓储业 1.4 0.8
邮电通信业 0.6 2.4
批发和零售贸易 18.4 1.4
餐饮住宿娱乐业 2.1 0.5
信息咨询服务业 6 0
房地产业 5.6 0.7
金融证券保险业 4.9 7.5
计算机服务业 5.5 0.1
社会服务业 3.4 0.6
医疗健康卫生业 4.8 13
社会福利业 0 0.4
体育事业 0.6 0
教育事业 7.1 23.9
新闻出版业 0.3 0.4
文化艺术业 1.1 0.7
广播电影电视业 0.3 1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5 2.7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军队 0 32.6
其他行业 0.3 0.1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新社会阶层的行业分布与体制内新中产也有很

大差异。大约三分之二（64%）的体制内新中产就业

于国家部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军队

等）、教育事业单位和金融、证券、保险业，这些单

位都属于高端服务业（高端第三产业）。新社会阶层

则更多处于制造业（33.9%）、批发和零售贸易（18.4%）

以及中低端服务业，也就是说，略超过半数的新社会

阶层就业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

表 3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的就业单位构成比较（%）

单位类型 比例

体制外新中产

私营企业 80.4
三资企业 6.9
个体工商户 3
民办事业单位 7.6
没有单位 2
合计 100

体制内新中产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23.4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23.7

国有 \ 集体事业单位 42.1
集体企业 2.1

社区居委会 \
村委会等自治组织

8.8

合计 100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与此同时，新社会阶层各职业群体的平均月工

资收入也比体制内新中产相应职业的平均月工资收

入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中的经理人员平均月工资

（13134 元）比体制内新中产中的经理人员月工资

（7497 元）高了将近一倍，而新社会阶层中的专业

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平均月工资也比体制内新中

产的同类高。

图 2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各职业群体
平均月工资收入比较（元）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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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虽然高于体制内新中产，

但其就业稳定性明显低于体制内新中产。接近三分之

二的体制内新中产（64.6%）认为他们“完全不可能”

在未来 6 个月失业，另外还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体制

内新中产（23%）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失业，即接

近90%的体制内新中产都认为他们没有失业的风险。

然而，认为“完全不可能”在未来 6 个月失业的新社

会阶层的比例只有 38.8%，远远低于体制内新中产。

同时，不到十分之一的体制内新中产（7.2%）认为

他们“完全有可能”或“有可能”失业，而新社会阶

层作出相同选择的比例则接近前者的 3 倍（20.3%）。

图 3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的就业稳定性比较（%）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从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来看，新社会阶层的经济状

况是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同时其内部分化较大，部

分新社会阶层成员享有高收入和就业稳定，而另一部

分新社会阶层成员收入较低并且就业不稳定。体制内

新中产则就业稳定而且内部收入差距较小。这样一种

经济状况使新社会阶层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要大于体

制内新中产。2015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

45.1%的新社会阶层“感到生活负担很重、压力很大”，

而体制内新中产有这种感受的比例只有 39.1%。同时，

对于个人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新社会阶层也普遍低

于体制内新中产。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中有

一个问题，要求被调查者以 1-10 分来评价对个人的

教育程度、社交生活、休闲娱乐文化活动、家庭关系、

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地环境状况和总体上的生活的满

意度，1 分为非常不满意，10 分为非常满意。图 4 显

示，新社会阶层对上述几方面的个人生活的满意度都

低于体制内新中产。

图 4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对个人各方面生活
的满意度比较（%）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五、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态度：社会问题、社会

冲突和政府工作评价

党和政府之所以对新社会阶层特别加以关注，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忧这一社会群体的数量及其

社会影响力的增长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潜在的负

面影响，“因其出身‘体制外’，对执政党在感情上

天然较为疏离”，“很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

潜在杠杆和影响我党执政根基的关键少数”。①因此，

比较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在社会态度方面的

差异，分析新社会阶层的特殊社会心态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的分析发现，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在社会

态度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与两个群体的

经济生活状况相关。

对于“当前我国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新

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的选择总体上较为一致：

“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问题”和“收入差

距过大问题”都是选择比例最高的，其次是“住房

价格过高问题”、“物价上涨问题”、“贪污腐败

问题”等。不过，进一步比较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

新中产在各个选项上的比例，可以发现两个群体对

各类社会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新社会阶层对

①　廉思、冯丹、芦垚：《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分析、杠杆作用以及工作思考——关于新社会阶层的调研报告》，《中国青年研究》

2016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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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个人生活状况（特别是经济生活状况）直接相

关的社会问题更加重视，比如：在“看病难看病贵”、

“住房价格过高问题”、“物价上涨问题”、“养

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等选项上，新社

会阶层的选择比例都高于体制内新中产；体制内新

中产则对宏观性的社会问题（涉及全社会的问题）

更重视，比如：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食品

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贪污腐败问题”、

“就业失业问题”、“社会信任度下降”等选项上，

体制内新中产的选择比例都高于新社会阶层。另外，

新社会阶层选择“看病难看病贵” 和“养老保障问题”

比例高于体制内新中产，也反映了新社会阶层比体

制内新中产更担忧个人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新社会阶层对“贪污腐败问题”

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体制内新中产。在“最重大社

会问题”排行中，新社会阶层选择“贪污腐败问题”

的比例位于第六位，而体制内新中产选择“贪污腐

败问题”的比例位于第四位。同时，新社会阶层选

择“贪污腐败问题”的比例（22.9%）也明显低于体

制内新中产（28.2%）。

表 4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
对社会问题和政府工作的看法比较

您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
最重大社会问题是什

么？（%）

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均值，1-4 分）

体制外
新中产

体制内
新中产

体制外
新中产

体制内
新中产

得分
之差

看病难
看病贵

46.1 42.8

发展经
济增加
人们的
收入

2.59 2.61 0.02

养老保
障问题

15.6 13.4
保护环
境治理
污染

2.45 2.48 0.03

教育收
费问题

12.1 10.8

扩大就
业增加
就业机
会

2.59 2.62 0.03

物价上
涨问题

26.9 25.8

打击犯
罪维护
社会治
安

2.79 2.85 0.06

住房价
格过高
问题

28.6 26.1
提供医
疗卫生
服务

2.69 2.79 0.1

食品安
全问题

36.7 38.1
保障公
民的政
治权利

2.58 2.68 0.1

您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
最重大社会问题是什

么？（%）

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均值，1-4 分）

环境污
染问题

21.5 25.1
为群众
提供社
会保障

2.63 2.75 0.12

贪污腐
败问题

22.9 28.2

有服务
意识能
及时回
应百姓
的诉求

2.41 2.54 0.13

收入差
距过大
问题

30.8 32.4
廉洁奉
公惩治
腐败

2.42 2.57 0.15

就业失
业问题

21.5 22.1

政府信
息公开
提高政
府工作
的透明
度

2.43 2.58 0.15

社会信
任度下
降

11.3 13.1
依法办
事执法
公平

2.47 2.64 0.17

— — —

总的来
说地方
政府的
工作

2.55 2.68 0.13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表 4 数据显示，新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工作的

满意度要低于体制内新中产。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

况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对地方政府的 11 个方面的工作

以及综合工作情况进行评价，1 分为很不满意，2 分

为不太满意，3 分为比较满意，4 分为很满意。新社

会阶层对地方政府工作的 11 个方面以及综合工作情

况的评价都低于体制内新中产。而且新社会阶层对政

府工作评价低于体制内新中产最明显地表现在“依法

办事执法公平”、“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

明度”、“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有服务意识能及

时回应百姓的诉求”等方面。这几个方面都与政府部

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有关，很显然，新社会阶层

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的评价较低。与此同时，在

与政府工作业绩相关的方面，如“发展经济增加人们

的收入”、“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扩大就业增加

就业机会”、“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新

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较

为一致。

李春玲　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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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体制外与体制内新中产对社会冲突的看法比较（%）

        数据来源：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对于社会群体之间

的利益冲突也有不同感受。针对当前中国社会表现

最为突出的三对群体之间的矛盾，2015 年度中国社

会状况调查询问被调查者：“您认为下列群体之间

的社会冲突严重吗？”接近三分之二的新社会阶层

（66.5%）与体制内新中产（62.1%）都认为“老板

与员工”之间的冲突“不太严重”或“没有冲突”，

剩下约三分之一的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认为

冲突“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其中，体制内新

中产选择“比较严重”的比例高于新社会阶层，而新

社会阶层选择“非常严重”的比例高于体制内新中产。

总体来看，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产对劳资冲突的

看法差异不大。但是，对于“官员与老百姓”和“穷

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

产的感受不同。图 5 的数据显示，新社会阶层对“官

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冲突感受明显比体制内新中产强

烈，59.2% 的新社会阶层成员认为“官员与老百姓”

之间的冲突“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而体制内

新中产的相应比例（49%）则低 10 个百分点。同时，

新社会阶层成员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比

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比例也高于体制内新中产

5.5 个百分点。这说明，处于体制外的新社会阶层感

受到更多的“官员与老百姓”和“穷人与富人”之间

的社会冲突。

六、结语

随着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中国新社会

阶层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

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

查数据表明，当前中国新社会阶层数量达到了 7275
万人，占中产阶层的四分之一，不过，多数新社会阶

层成员居于中产阶层的中下层。新社会阶层在经济领

域中的分布特征与体制内新中产极为不同，绝大多数

新社会阶层成员（80.4%）处于私营经济部门，三分

之一就业于制造业，三分之一就业于商贸等中低端服

务业，在高新科技行业和高端服务业中的比例不到三

分之一；而体制内新中产则约三分之二就业于国有部

门的高端服务业。新社会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虽然高

于体制内新中产，但他们承受的经济风险更大，因而，

在个人生活中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对个人生活的满意

度低于体制内新中产。由于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新中

产所处的经济部门和承受的经济压力不同，二者表现

出不同的社会心态特征。与体制内新中产相比较，新

社会阶层更为关注与自身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

问题，更为担忧社会保障问题，感受到更多的“官员

与老百姓”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社会冲突，对政

府部门的工作作风抱怨更多，更期待政府部门的工作

改进。

执政党要赢得新社会阶层的支持，政府要提升

社会治理水平，政府统战工作要到达更好的效果，

就必须从新社会阶层的构成特征和社会心态特征出

发，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针对新社会阶层的统

战工作，不仅要重视新社会阶层的中上层，也要关

注在新社会阶层中占据多数的中下层成员；不仅要

重视高新科技行业、新兴文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

新社会阶层人士，也要关注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商

贸服务业中的新社会阶层成员。改进政府部门的工

作作风，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保持物价和房价平稳，

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风险，协调干群关系，缩

小贫富差距，有助于提升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满意度

以及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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