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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
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
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建设社
会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 从改善民生
事业、社会事业、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做起为第一个阶段; 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
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会关系，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
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合理、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结构为第二个阶段; 实现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现代化为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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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有两个理论贡献: 一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二是提出了社会建设。前者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民意的战

略奋斗目标，像当年提出“小康社会”一样，一经提出，就受到全国群众

的普遍欢迎，反映了群众对和谐社会的渴求。后者则是为实现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和谐社会要通过社会建设等一系列建设才能实现。
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

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讨。2007 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 修正

案) 中，把社会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从原来

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

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特别强调把

“加强社会建设”作为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今年初，党中央召开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创新社会管理

的专题研讨班，再次重申了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目前，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正在全国蓬勃展开。在这

样一个新阶段开局的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内涵

和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进行社会建设等问题，很有厘清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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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奋斗了 30 年，干成了一件大事，即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2010 年

我国的 GDP 达到了 39. 8 万亿元，总量排位世界第二，制造业总量已经

位列世界第一，外贸进出口总量、国家外汇储备均居世界第一。2010
年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占 10. 2%，第二产业占 46. 8%，第三产业占

43% (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处于工业社会中期

阶段，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社会结构发生了

深刻变化。相比较而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社会建设还相对滞

后，社会结构还相对落后。例如社会结构中的就业结构，1978 年的总

就业人口中，一产占 70. 5%，二产占 17. 3%，三产占 12. 2% ; 2009 年变

化为一产占 38. 1%，二产占 27. 8%，三产占 34. 1%。1978 年我国二、
三产业职工人数只有 11835 万人，2009 年发展为 48287 万人，31 年增

加 36452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1176 万人。二、三产业职工占总就业人

口的 61. 9%，已 经 是 工 业 社 会 的 就 业 结 构，但 农 业 劳 动 力 仍

占 38. 1%。①

从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看，1978 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只有 17245
万人，城市化率为 17. 9%。2009 年，城镇人口达到 62186 万人，31 年共

增加 44941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1450 万人，城市化率达到 46. 6% ( 参

见国家统计局，2010 ) ; 其中有很多是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业人

口，如按 2000 年前的统计标准，城市化率只有 34%左右。
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1978 年时“两个阶级一个

阶层”(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的结构，现在已转变为由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
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

等十个社会阶层( 参见陆学艺主编，2001 ) ，其中中产阶层约占 25% 左

右( 参见陆学艺主编，2010) ，离工业化中期阶段应有的水平还比较远。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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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



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但是，如

果按照国际学术界关于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指标衡量，我国现在的就

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工业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结

构。与前述我国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很
不协调。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 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

结构，两者互为基础、相互支撑。一般说来，经济结构变动在先，带动影

响社会结构的变化; 而社会结构调整了，也会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和持

续变化，所以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必须协调，相辅相成。经济结构不能

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以稍后于经济结构，但这种滞后有一个合理的限

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阻碍经济结构的持续有序的变化，阻碍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但社会结构

还是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水平，两者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从理论

上分析，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这两个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不
整合，是中国目前很多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好比一幢大楼，地基

很好，已经是钢筋水泥的，四梁八柱也是钢筋水泥的，但房顶和上层建

筑还是木板和塑料的，一有刮风下雨，就会进风漏雨，如遇狂风暴雨就

不可设想了。
很多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表明，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

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且还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

代化( 参见钱乘旦主编，2010 ) 。在这四大建设中，经济建设是最重要

的，是基础性的，是决定性的，是第一位的。建国 62 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几经曲

折，千辛万苦，终于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才有了

今天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这是空前未有的伟大成就，是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的希望所在，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基础，这个成就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要实现四位一体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仅是建设经济现代化还远远不够。
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应该适时地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使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方面是晚了

一些，形成了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尴尬局面，引发了诸多社

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当前，我们应该抓紧补课，加快社会建设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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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既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

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需要，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

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
从长远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实践观察，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现

代化。社会建设同建设经济现代化一样，将是一个复杂、艰难的长期历

史任务，显然不是 5 年、10 年能够完成的。建设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实

现民生事业现代化、社会事业现代化( 例如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
医疗卫生现代化等等) 、社会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社会组织

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等等。可见，建设社会现代

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然条件、社会历史

条件都很不平衡的国家，要建设社会现代化，既要统筹协调好同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系统外的各种关系，也要统筹协调好系统内

各子系统的关系，使之能够全面、平衡、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这是一项

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二、社会建设的主要内涵和主要任务

2004 年，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这两个新

概念、新思想以后，特别是十七大把社会建设列入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之后，全国各地开展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实践和探

索，各种新的做法、新的试点、新的经验大量涌现。学术、理论界也深入

实际，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展开了各种研讨，报刊、媒体

也发表了各种文章和信息，议论很多。怎样在现阶段中国国情条件下

进行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自 2010 年春节以后，成为大家关心的热

点、重点问题。各地社会学者，以座谈会、论坛等①形式，就现阶段中国

的社会建设的内涵和主要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汇集会上各方

面的意见，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主要任务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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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2010 年 11 月 14 日，清华大学与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清华大学联合召开了
“2010 北京社会建设论坛”。2010 年 12 月 24 － 26 日，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在北京工业大学主办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高层论坛”。



和观点( 陆学艺，2010) 。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应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推进

就业、住房、保障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事业和社会事业。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收入分配制

度的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再分配调节机

制，加快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

逐步缩小到合理的水平。统筹、兼顾、协调城乡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

系，使改革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当前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以解

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水平。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逐步建

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

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

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以要进行社会建设，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经

济的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关

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需要加快社会建

设，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同时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

新社会政策，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社会结构。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建

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够驾驭市

场、制约权力、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在工业社会条件下，不仅要

有市场、有政府，还要有发育良好的社会( 社会组织) 。健全的社会是

市场经 济 的 基 础。从 工 业 化 社 会 几 百 年 历 史 看 ( 参 见 贝 尔，1984 /
1973) ，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有失灵的时候，例如周期性

地爆发经济危机。所以，必须有政府适时地加以调控。工业化社会的

历史也表明，政府也并不是万能的，也总有失误的时候，所以要有发育

良好的、多种形式的、健全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要有组织起来的社会，形

成市场、政府、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在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化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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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必须要有发育良好的社会环境，整个经济社会才能健康有序

地可持续发展。
上述四种主要观点，代表了现阶段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的主要

看法，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主张和看法。例如有人认为社会建设当前

应该重视发育社会组织，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

务和社会服务，等等。随着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一定会创造出许多适合国情、各地地情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经验和

模式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之路。实践出真知，关于社会建设

的主要内涵和主要任务的认识，随着实践的深入，也一定会更加具体，

更加丰富，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篇章。

三、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

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看，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四位一体中的一大建设，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宏大而又艰巨，既要进行

保障改善民生的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又要进行包括社会事业体制在内

的社会体制改革的创新; 既要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安全体制的建设，又

要进行社会理念、社会规范的建设; 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有

效调节过高收入，扭转四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又要

积极培育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加快优化社会结构的步伐，使之形成与

经济结构相平衡、协调的社会结构。所以，社会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过程。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现在全国各地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正在蓬勃

展开，未来的发展将会是怎样的状况? 前面讲到的四种关于社会建设

主要内涵和主要任务的不同观点———有主张搞社会事业建设的，有主

张抓社会管理的，有主张搞社会结构的，有主张抓建设社会主体的，等

等，虽然各自意见不同，但都是为了要搞好社会建设，都讲到了要实现

社会建设的某一个方面，都有可取之处。静态地看，这些意见是四种不

同的主张; 如果动态地看，分析这四种意见所反映的实质内涵，却可以

从现代社会发展脉络及其社会结构的视角，看到今后中国社会建设可

能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主张分别是这三个阶段要实现的不同的重

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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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此，我认为，从国内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看，结合中

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社会建设未来的发展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即先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现实、最紧迫要求解决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建设做起，着

力解决好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基本民生

问题; 并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

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

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

七大以来，正在大力推进，例如教育和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社会事

业，都受到高度重视，加大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情况正在好转。
政法系统开展了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

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近几年，这些工作有序推进，很有成效，是顺

民意、得民心的。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第二种主

张要解决的问题。“十二五”期间，我们能把保障改善民生事业、社会

事业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两件大事做好了，我们的社会建设就奠定了一

个良好基础，就上了一个台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前进了一大步，就

可以顺势转到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要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

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陆

学艺，2009) 。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 陆学艺主编，

2004) ，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使之与经济结构相

协调。
构建一个合理开放的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建

设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我们常说的现在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关键时期要做好的关键工作就是要通过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体制改

革构建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要过好社会建设这一关，也可以说是

要迈过这样一个大坎。一些发展中国家过不了这个坎，就危机四起，进

入不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中国现行的包括社会事业在内的社会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

时期形成的。要推进社会建设，就要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抓经济建

设、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一定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包括户籍体

制、城乡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各项社会事业体制都要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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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革，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套的社会体

制。如果不进行或延缓社会体制改革，目前这些诸多的社会矛盾、社会

问题就解决不好，也解决不了; 社会结构也调整不了，更优化不了。例

如，户籍体制再不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就破解不了，“三农”问题、农民

工问题就解决不了，城市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也就谈不

上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长久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

上吗? 这种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户籍体制，

如果不改革，不仅社会结构调整优化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完

善不好。
从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观察，中国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可以

看作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决定性的阶段，时间约在“十三五”
前后。从现在起，“十二五”期间所进行的社会建设的第一阶段，就要

为这个第二个改革阶段的成功做好准备。
第三阶段，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实现“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建设持

续健康较快发展，到本世纪中叶，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

代型的经济结构。社会建设经过社会体制改革，将加速发展，使社会体

制逐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中产阶

层更加壮大，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结构更为优化，形成一个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形

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

好的社会环境。
当然，这三个阶段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将会是互有交叉地

进行，只是某一阶段凸显某一方面工作的重点。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

地区，针对实际状况将有不同的做法。从 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

以后，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工作，创造了很多新的

做法、新的经验和新的实践模式。经过一段实践之后，经过各种经验、
多种模式的比较和交流，一定会涌现出一批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建设的实践模式和相应的中国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来。
可以预见，通过这三个阶段，到 2040 年前后，我国将会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现在看来，经济建设方面的趋势很

好，国内国外的预测都比较乐观，虽然还有一些难题，但我们已经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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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具有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基础。关键是

能不能搞好社会建设，能不能过好社会建设这一关，这是我们今后 5
年、10 年、20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搞好社会建设，建设社会现代化，是

一个新领域，也是一项新任务，我们还不熟悉，还没有经验，还需要“摸

着石头过河”，需要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做，一边做一边总结。社会建设

这项历史任务一定会在我们民族的勤奋实践中，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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