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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
新思路、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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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只有这样
才能弥补社会建设的短板，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真正协调发展。 社会建设
不仅有特定的范畴，而且有特殊的规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
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
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由此完成了社会建设双核驱动、双向互动的新布局。 本文以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依据，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为根
据，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为论据，全面回顾了这五年间我国社会建设七大领
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对未来的社会建设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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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

要内容，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维护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个“必须”明确了社会建设的价值定位，揭示了社

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加强社会建设，既
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福利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又
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治理结构完善，与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 党的

十八大是这么说的，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五年来也是这

么做的。

一、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社会建设。 继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以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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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发展思想”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这一表

述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发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是对以人为本理

念的深度阐发和凝练升华，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社

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源泉，是指导社会建设的根本性纲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

平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

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

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二，创新发展理念，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２９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

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

变革。 社会建设领域必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努力把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贯穿到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切实做到创新社会建设方式、
协调社会建设项目、实现绿色社会建设、开放社会建设过程、共享社会

建设成果。
第三，坚持行稳致远，不断丰富社会建设的新思路。 民生建设和社

会治理是社会建设两个十分关键的领域，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 关于

民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
只有实现了这两方面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人
与环境和谐共存的良好局面，从而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我国民生改善

的红利。 关于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

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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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的新举措和新成就

（一）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在《致清华大学

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的贺信》中提出“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

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２０１６）。 我国不仅出

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印发了《关于鼓励社会力

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而且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出台了《关于实行以增加

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全国各地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就。 第一，教育发展水平步入世界中上行列。 ２０１６ 年我国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为 ７７ ４％ ，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小学净入学率

为 ９９ ９％ ，初中毛入学率为 １０４ ０％ ，义务教育普及率高于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 ８７ ５％ ，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４２ ７％ ，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王
嘉毅，２０１７）。 第二，教育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教育生均拨款制度逐步

建立，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教师队

伍素质进一步提高，教育信息化全面推进。 第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学校每年为社会输送

将近一千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培训上亿人次。 普通本科高校累计输

送两千多万名专业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７）。 第四，教育

的公平性持续改善。 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大中城市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有所缓解，国家助学制度更加完善，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深入实施，贫困地区学生的体质健康得到改善。

（二）不断创造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准

确把握发展大势，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全面深化改革，激发

了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就业创业活力，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

化，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显著增强，劳动者素质明显提高，就业质量进一

步提升。 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显效，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就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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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城镇新增就业

连续四年保持在 １３００ 万人以上，３１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

定在 ５％左右，农民工总量年均增长 １ ８％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全国共有

各类市场主体 ８７０５ 万户，比 ２０１４ 年末增长 ２５ ６％ 。 ２０１６ 年初创企业

新增招聘岗位数超过 ２４０ 万，对新增招聘岗位的贡献率达到 １８ ７％ 。
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人数大幅增加。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

累计超过 ４５０ 万人，２０１６ 年登记的大学生创业人数达到 ６１ ５ 万人。
２０１６ 年，城镇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业人员为 ２０７１０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

增长 ５６ ９％ ，年均增长 １１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ｂ）。

（三）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

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不

断迈上新台阶，居民收入与经济实现了同步增长。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我
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 ５９４０ 美元提高到 ７９００ 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的

差距大幅缩小。 ２０１２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５６ ９％ ，２０１５ 年提升到 ７４ ９％ 。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 ２１７ 个国家（地区）
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中，中国由 ２０１２ 年的第 １１２ 位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第 ９７ 位，前进了 １５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ａ）。 与此同

时，由于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普遍贯彻，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为
世界减贫做出了新的贡献。 按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２０１０ 年价格水

平每人每年 ２３００ 元）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９８９９ 万人

减少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３３５ 万人，四年累计减少 ５５６４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０ ２％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 ５％ ，下降了 ５ ７ 个百分点（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ｃ）。

（四）国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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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重点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

健康产业，加快健康中国建设。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了《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以促进新医改的继续实施。 与

此同时，新出台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把健康中国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２０１６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２ ３１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２ ５４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１ ５１ 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６ ３１
人。 ２０１６ 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达 ６２０ ４ 元，比上年提高 ８９ ７
元。 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健全，医疗保障能力的不断提高，促使居民服

务利用率增速回升。 公立医院改革在控制病人费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

展，医疗费用涨幅明显下降。 ２０１６ 年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到

２００ 个，９０ ９％的试点公立医院取消了全部药品加成，大医院药费的下

降带动了医疗费用整体涨幅的下降。 与此同时，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

高。 ２０１６ 年婴儿死亡率降低到 ７ ５‰，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

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２０１６ 年我国预期寿命达到 ７６ ３
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４ ６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２０１７）。 总而言之，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实现了健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步提升。

（五）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工作，他说：“我们还要建立更加公

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养老、城
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加强社会救助，提高社会福利水

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２０１４）。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

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要求，必须坚持全民覆盖、保障适度、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原则，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和水平，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

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３７８６２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

加了 ７４９３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５０８４７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２４７７ 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７４８３９ 万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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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２１２５０ 万人。 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２９５２４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３０５７ 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 ４５３１５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１８１９３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

数 １８０８９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２８６４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２１８８７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１４７１４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１８４４３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２９９８ 万人。 ２０１６ 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合计 ５３５６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８５ ３％ 。 基金支出合计 ４６８８８ 亿

元，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长 １１１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２０１７）。 我国在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方面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社

会的高度认可。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 ３２ 届全球大会授

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六）基本社会服务不断改进

基本社会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一

贯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有关基层工作的

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加强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国务院

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７〕９
号）》。 其中明确指出，国家建立完善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为城乡居民

提供相应的物质和服务等兜底帮扶，重点保障特定人群和困难群体的

基本生存权与平等参与社会发展的权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本社会

服务取得了四个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社会救助标准与时俱进；二是社

会福利水平逐步提高；三是社会服务更加便捷；四是优抚安置进一步加

强。 ２０１６ 年末全国共有 １４７９ ９ 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４５７６ ５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４９６ ９ 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 全年资助 ５６２０ ６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３０９９ ８ 万人次。 国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 ８７７ ２ 万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ａ）。

（七）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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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间，社会组织运作管理日益规范。 为维护社会组织的良好发

展秩序，政府引入了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年度检查、随机抽查、工作约谈

和重大事项报告等监管措施；社会组织在机构设置、内部管理、业务活

动等方面的规范性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能力显著提高。
在政府开展的等级评估、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一系列举措的长期培育

和支持下，社会组织资源募集、服务供给、政策倡导等能力稳步提升，综
合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
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

组织 ７０ ２ 万个，比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了 １５ ５ 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

业 ７６３ ７ 万人，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１５０ ４ 万人。 ２０１６ 年接收各类社会捐

赠 ７８６ 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６７ １％ 。 ２０１６ 年全年共查处社会组

织违法违规案件 ２３６３ 起，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８２ ８％ ，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１６ 起，比 ２０１２ 年减少了 ３０ ４％ 。 ２０１６ 年行政处罚共有 ２３４７ 起，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８４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２０１７）。

三、思考与建议

（一）基本经验

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社会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

得出以下几条基本经验：一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不
断研究社会建设领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社会建设领域始终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一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

制度，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社会建设的整体水平。 二是深入推进在社会

建设领域的相关改革，比如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的改革，社会组织

管理的改革等。 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对容易的问题

绝不掉以轻心，对复杂的问题绝不回避，强调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三

是特别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的治国理政目标。 习近平同志指示“多推有利于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就是强调改革必须以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

为取向，通过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发

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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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挑战

展望未来，我国社会建设并不会一帆风顺，也会面临不少新的挑

战：一是从以待遇诉求为主转向以权利诉求为主。 一般来说，待遇诉求

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权利诉求不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是程序问题，
难度相对较大。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预见性才能解决社会建设的参与问

题，社会建设的结构优化问题、社会建设的评价问题等。 二是网络社会

对实体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刻。 针对实体社会建设问题，我们的经验

比较丰富。 面对网络社会建设问题，我们的经验还不够成熟。 网络社

会的特征是去中心化，负面信息传播特别迅速。 要做到既有效维护网

民的话语权，又避免少数人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

社会建设的技术规范和制度规范。 三是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负担会不

断加大，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不断扩

编；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需要不断提升。 而随着经济

增长的减速，财政增长的减速也十分明显，如何达到财政收支平衡会成

为越来越大的问题，比如，目前各省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

越来越突出，城市公共交通成本快速上升，环境保护引发闭厂行为导致

失业增加，等等。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三）提高本领

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勇于面对各类挑战，不断提高社会建设的本

领：一是要提高社会调查的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

要深入基层，开展十几次的社会调研活动，其中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是

每次都涉及的重要话题。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非常重视调查

研究工作。 他对办公厅的同志讲：“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

像‘一朝分娩’。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

得、马虎不得”（习近平，２００７）。 我们今后不仅要重视社会调查，而且

要善于社会调查，真正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研究问题，及时解决问

题。 二是要提高系统设计的本领。 随着时间向前推进，社会建设系统

的复杂性会不断增加。 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哲学观，而且要掌握系统设计的方法论。 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建

设中做好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提高社会建设的能力和

水平。 三是要提高建立道路自信的本领。 社会建设既要埋头拉车，更
要抬头看路。 不能言必称希腊，没有骨气，食洋不化；也不能言必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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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没有发展，食古不化。 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范畴中不断谋求发展，
在发展中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只有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适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发展阶段，才能开创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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