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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长阶段的中国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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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中国社会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李培林　陈光金　李炜　田丰 执笔

摘　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经历

了诸多严峻挑战，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入了新成长阶

段。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开始回暖，就业情况明显好转，城乡居民的收入水

平进一步提高，国内消费增长加快了步伐。世博会、亚运会在中国成功举

办。到２０１０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世界低位，改善民生的任务任重道远。在人民币升值

的预期下，物价呈现上涨趋势，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在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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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和保障民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将成为中国的发展主题。

关键词：社会建设　改善和保障民生　转变发展方式

２０１０年是中国实施 “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经历了诸多严峻挑战，克服了

金融危机、汶川和玉树地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进入了新成长阶段。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明显回暖、社会建设加快步伐，世

博会、亚运会成功举办。到２０１０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世界低位，改善人民生活任重道远。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为人

们展现了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路线图。２０１０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也是充满希望

的一年，中国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到来。在新成长阶段，转变发

展方式、改善和保障民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将成为中国的发展主题。

一　“十一五”时期社会建设总结与 “十二五”时期展望

２０１０年是中国第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回顾五

年的发展历程，与此前各个 “五年规划”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可以说是一

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大调整的时期。从战略调整上看，２００６年以来，

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议》为标志，在全面总结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从新型执政理念进入实际操作过程。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

胜利召开，大会政治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作为引领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正式提出社会建设战

略，并将其放在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样重要的地位，形成 “四

位一体”的新型发展战略，要求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国家法治、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和谐社会建设。随后不久，生态建设也被提升到战略地位，构成了新时期

五大发展战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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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建

议》突出了三个重点，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

各领域改革。《建议》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

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

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１“十一五”时期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按不变价计算，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５４５％，年均增长

１１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５０７％，年均增长１０８％。经济结构有所调

整，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从１２１％下降到１０３％，第二产业增

加值比重从４７４％降至４６３％，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４０５％提升至４３４％，

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生

大冰灾、大地震以及各种严重水旱灾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形势仍然向好，粮食

总产量持续多年保持增长态势，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总的来说，中

国经济进入了新成长阶段。

２“十一五”时期的社会法制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社会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２００７年颁布新的 《劳动合同法》，

为调节劳资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物权法》虽然属于经济法的

范畴，但对私人财产正式赋予了合法地位，使其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是中国公民

权利建设的一大跨越；２００９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向全社会公布，强调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指明了政策方向；２０１０年７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发布，成为指导未来十年中国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社会保险法》颁布，这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立法，为

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奠定了法律基础。

３“十一五”时期城乡居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国家为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创新制度和政策。为了

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先后出台了十项针对农户的补贴政策，为此国家每年投入数

以百亿元计的财政资金，改善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增加了农户农业经营

收入。为解决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偏低并且持续下降的问题，国

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加大工资拖欠清理力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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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缩小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形成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推行了家电下乡、汽

车下乡、建材下乡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国家为此提供巨额补贴。“十五”期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９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５３％；

“十一五”期间，这两个指标分别提高到１０２％和８３％。

４“十一五”时期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快速推进

２００６年提出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之后，相关工作快速推

进。进一步完善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实现全覆盖，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并且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农村新型合作

医疗制度不断推进，到２００９年基本实现全面覆盖，提前实现了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的到２０１０年实现全覆盖的目标。城

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主要社会保险

制度的覆盖率不断提高，多数险种的参保人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十五”期末，

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四大险种参保人数，分别

比 “九五”期末增加２３９万人、７１５８９万人、４１２７７万人和２４０６９万人；２００９

年，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四大险种参保人数，

分别比 “十五”期末增加２０６７８万人、６３８８８万人、６４１７５万人和５４６７２万人。

２０１０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已经覆盖全国农村近３０％的县。另外，“十一五”期

间，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日益受到全社会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始将其纳入城镇

社会保险体系，并且建立了旨在解决严重影响农民工参保积极性的社会保险转移接

续制度。在教育领域，针对以往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学难问题，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取消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初步构

建起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制度和政策体系，特别是国家助学金制度。

５“十一五”时期社会组织和公民意识加快发育成长

２００９年，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达４３１万多个，比２００５

年增长１１１万多个，增幅为３４８％；其中社会团体增加近６８万个，增幅为

３９５％；民办非企业单位增加约４３万个，增幅为２９０％；基金会增加８６８个，

增幅为８９０％。与此同时，全社会的公民意识也显著发育成长，尤其是２００８年

的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对激发公民的志愿精神产生了巨大作用，志愿者人数

大幅增长，社会捐赠也明显增加。国家对民间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发展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支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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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决定》、十七大政治报告，以及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都强调要改革社会管

理体制，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些都将对中国公民、

社会的成长发挥积极作用。

应该承认，“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和挑战，实

际上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社会阶层收入

差距持续拉大。劳动争议案件高位增长，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安全形

势比较严峻，矿难事故不断，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环境灾难事件急剧增加、

危害愈益凸显。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十一五”时期即将结束，“十二五”时期即将到来，改善民生将成为 “十二

五”期间各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相信， “十二

五”时期将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调整、社会建设事业全面推进、民生得

到显著改善的五年，也将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逐步化解、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的五年。

二　２０１０年社会建设总体形势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率先迈出低谷走向复苏，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

献。在经济回暖的带动下，城镇化进程加快，民生问题得到改善，居民消费快速

增长。

１经济增长稳步回升，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力度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在１０％左右的高位增长态势。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总

额将突破３７万亿元，人均 ＧＤＰ将达到４０００美元左右。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

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减少，最终消费需求

基本保持稳定，外贸出口基本恢复，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趋于合理。

２０１０年粮食再获丰收，总产１０８００亿斤左右，实现连续第７年增产。前三季度，

猪牛羊禽肉产量５４３９万吨，同比增长２６％。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 “前高后低”的态势。这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扩

张和货币宽松政策的逐步淡出，另一方面是因为２０１０年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调控措施，并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实现 “十一

五”时期节能减排既定目标。经济适度增长，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

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政府主动加强经济运行宏观调控政策引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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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２０１０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即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强资产泡沫与通胀预期管

理，都顺利实现。但是，扩大内需、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任务依然艰

巨。

２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升，物价上涨趋势需要警惕

２０１０年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有望快于城镇居民。前

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４３３４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

７５％；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４８６９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９７％，

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年增长预期超过８％，有望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的速度。

居民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１１１０２９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３％。汽车、家具、家电等热点消费品增长率仍然保持在较

高水平，截至 ２０１０年 ９月底，分别比 ２００９年同期增长了 ３４９％、３８４％和

２８１％，但在国家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住房、建材等２００９年热点消费品的

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六部委已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推动建材下乡试点的通知》，期望像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一样，进一

步拉动农村消费市场。

居民消费价格进入上行轨道，物价涨幅过大。受极端天气、重大灾害引发的

未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预期影响，５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同比增长突

破３％；７～１０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３３％、３５％、３６％和４４％，

逐月攀升。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涨幅为２９％，但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６１％，对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涨幅预计会超过３％的调控目标，物价上涨趋势应引起高度警惕。

３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解决就业、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

各地的重要发展目标。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水平快速增长的时期，城市化水平

从２００５年的４２９９％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６５９％，年均增加０９个百分点。２０１０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近４８％，并将在 “十二五”期间突破５０％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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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农民生

活方式的改变、城乡社会管理体制的统一，开始成为新的发展主题。

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城市化”快于 “人口城市化”的问题比较

突出，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 “土地置换”

形成热潮。

４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劳动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

２０１０年就业形势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相比，总体情况有所好转。１～１０月，

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１０２０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４５０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１２９万人。截至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４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同比增长６７％。

在东南沿海制造业集中的地区，结构性的 “招工难”问题再次出现，这一

方面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力素质与产

业结构调整需求的不匹配状况。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严峻形势，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实施２０１０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

行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截至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率为７２２％，同比增长４２个百分点；实现就业人数４５５６万人，同比

增长４０余万人。

但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劳动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高校

毕业生６３０万人，加上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６００万人，另外还有大

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军队退伍人员，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规模在２４００万人

左右。

５民生保障力度加大，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这是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

盖全国农村之后，在农村进行的又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业，它将逐步结束千

百年来农民只能依赖家庭代际养老的历史。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底，全国已有５０８

个县和４个直辖市开展了试点，参保人员 ６７１９万人，其中领取养老金人数

１８２７８万人，发放基础养老金１１８亿元。第四季度新农保试点进一步增加３３０个

县，从而使全国进行新农保试点的县达到８３８个，占全国２８００个行政县的近

３０％。

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底，基本养老、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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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２５０２５万人、４２０７２万人、１３１４７

万人、１５８７１万人、１１９７３万人，分别比上年底增加１４７５万人、１９２５万人、４３１

万人、９７５万人和１０９７万人。

企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全国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达

到４０９１万人，占全部企业退休人员的７５６％，比上年底提高０４个百分点。此

外，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底，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２１１万人，比上年底减少２４

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２４１９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２２８亿元，增长１０４％。

６教育改革纲领性文件颁布，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

２０１０年教育发展与改革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７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以下简称 《规划纲

要》）。这是２１世纪我国第一个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２０１２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要达到４％；要把促进

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我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有１６亿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和中

西部地区。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要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推进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均等化。

７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住房价格有望企稳

如何在控制房价的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特别是新进入工

作岗位的中低收入青年人的住房需求，是当前改善和保障民生的一个重点。近两

年，房价过高、增长过快的情况，大大增加了普通民众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引

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房价也成为媒体和舆论的焦点。从２０１０年初开始，中央

为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政策。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旨在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机性购房

需求的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 “国十一条”）；

２月，银监会发出 《关于加强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加强了对市场风险的监管；４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

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连续出台 《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和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明确提出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紧接着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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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建设部连续发出 《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 《关

于加强廉租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准入审核，加强交易管理；５月份

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年内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９月底，央行与银监会联合推

出五条措施 （即 “新国五条”），加大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

力度、完善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

试点工作等，以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

可以说，２０１０年是近年来我国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最密集、最严厉的年度。

在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量跌价滞，房价企稳迹象

明显。根据发改委公布的对７０个大中城市监测数据，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份，全国

７０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９１％，环比上涨０５％。然而，住房价格

上涨的压力依然很大，部分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仍呈现涨幅较大的情况，控制住

房价格上涨仍需出台更有力的措施，严防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增加。

三　２０１０年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和社会问题。特

别是收入分配问题、劳动关系问题、物价房价问题等，比较突出。

１经济运行进入新成长阶段，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运行进入相对较为平稳的时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所潜在的危险，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世界

平均外贸依存度由３４８７％提高到５３３％，同期我国外贸依存度从１２５％提高到

５９２％，特别是加入ＷＴＯ后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

均增速高１１１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２０７个百分点。当危机冲击从

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后，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制约，暴露

出经济总量较大，而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不高的粗放型增长，以及内需长期难以

拉动的问题，过度依赖出口也加剧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贸易方面的矛盾与摩擦。

因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提高个人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中国经

济在世界经济产业格局中的位置，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内容。

２部分地区劳动关系冲突显化，新生代农民工备受关注

２０１０年，随着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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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意识明显增强，在我国部分产业集中的地区，劳动关系呈现紧张局面，劳动关

系冲突显化。上半年，在珠三角地区，以南海本田工厂为代表的一些以加薪为目

的的集体停工事件，产生了 “蝴蝶效应”，波及沿海其他地区。而富士康企业员

工的连续跳楼自杀事件，震惊全社会。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３日至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

在短短的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深圳市台资企业富士康厂区内，连续发生十余起

令人震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跳楼自杀事件，造成１０余人死亡、数人伤残的悲

惨结局。这些事件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对和谐体面劳动关

系的渴望。维护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关注劳动者心理健康，需要落实到制度保

障上。

“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

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

础的若干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

生代农民工是指 “８０后”一代的农民工，据估计，新生代农民工有１亿人左右。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够实现从农民身份

向城市市民身份的转变。可以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

关键。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推动城乡一体化和逐步

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

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内在要求。

３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警惕进入 “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程度明显增加。尽管我国已经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态

势，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并未根本扭转，收入分配秩序还有待理顺。收入

分配的改革因为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遇到种种阻碍，举步维艰。从改革开放到

金融危机之前的１９７９～２００７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８％，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８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７２％，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年均增长７１％。近若干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断降低，

劳动者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增长过缓。特别是收入分配秩序中存在的一些不合

理、不合法的因素，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这是一个需要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的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远超正常水平，将造成社会矛盾加剧，影响社

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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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均ＧＤＰ预计超过４０００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有些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

大，造成内需增长乏力，城市化进程缓慢，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停滞，

社会结构转变严重滞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区间而难有发展，中国要警惕

进入这种 “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４“土地城市化”再现热潮，警惕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诸多严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大规模圈占农地和

各地不断发生的强行拆迁、暴力拆迁问题。据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在国家要

求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全国耕地净减少１２４８０万亩，年均减少近４２００万亩，

分别比 “十五”期间五年减少总量 （１１３００万亩）和年均减少量 （２２６０万亩）

多出近１２００万亩和 １９００多万亩。２００９年以来，农村用地占用形势更加严峻，

２０１０年形成新一波占用农村土地高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热潮的主题是通

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 “置换”来扩展城市建设用地。２０１０年以来，全国有２０多

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各样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通常是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

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恶性事件、群体性事

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和谐稳定形势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上，中国城市化发展主要制约因素并不是土地，很多城镇建设还是

“摊大饼”式的。据研究，目前中国城市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仅为０２３，远低于

国际平均水平。可以说，“土地城市化”出现热潮，更多是反映了土地财政的强

大刺激，而不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真实需求。要警惕

把 “城乡一体化”变成 “城乡一样化”，警惕在 “土地城市化”中严重损害农

民利益。

５半城市化问题突出，部分地区乡村凋敝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我国目前达到的约４８％

的城市化水平，是以城市常住人口来计算的，也就是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

村户籍农民工等，计算在市民当中，但实际上农民工只是在城里劳动，在福利、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还是 “半城市化”的，要

把农民工转化成 “市民”，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我国目前城市化大大地落后于工

业化，人口城市化又落后于土地城市化。到２０１０年，在 ＧＤＰ当中，农业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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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所占的比重只有约１０％；农业劳动力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还有３８％，但

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有５２％，这是已经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算为

城镇常住人口的数据。

目前在一些地区，乡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产业

空了，随着全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乡村工业越来越失去了原

来的竞争力，新兴产业逐步向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新技术开发区聚集；其次是

年轻人空了，年轻人都出外打工闯世界，巨大的城乡差距使他们不愿意再生活在

乡村，农村成为老年人社会，农业成为老年人的工作；再次是住房空了，在一些

发达地区，过去住房改建翻新得很快，现在很少有人改建翻新住房了，乡村富裕

的人多数已经在城市买房搬进城市居住，一些村落１／３的住房都闲置了，长期无

人居住和修缮的住房败落了，村庄变得萧条和缺乏人气；最后是乡村的干部也空

了，村干部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兼职，很多村干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不是

为村里工作，而是为自己经营，乡镇干部住在乡镇的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城乡差

距使他们的孩子要在城市上学、他们的家属要在城市工作。产业空、年轻人空、

住房空、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四　２０１１年社会发展的展望与对策建议

２０１１年是落实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第一年，也将是

中国新一轮改革发起之际。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

管理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都将进入攻坚阶段。

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

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带动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度变革，世界主要

发达经济体都在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以期在新一轮增长中抓住先机。中国传统的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蕴涵着极大风险，而应对金融危

机的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也难以长期维持。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居民

收入，形成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以逐步替代出口和投资，更加协调地拉

动经济增长，方是长远之计。考虑到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的约

束性，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应当积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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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具有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产业和品牌，推动技术创新的

产业化，以此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

全球可持续发展也对未来温室气体减排提出更高要求，这势必给发展中国家

带来更大压力。对于工业化方兴未艾的中国来说，也必须在适应全球减排趋势

的基础上，加快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０９年

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可比价）下降 １５１％；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３６８％，化学需氧量减少３３０４％。但总体来看，“十一五”时期前四年，节能

减排任务完成进度落后于时间进度要求，尤其是部分中小企业缺少技术改造、

改进生产工艺流程的能力。所以，节能减排要与新技术推广和应用结合起来，

形成节能减排对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以此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

２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公平

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居

民收入得不到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得不到显著提高，以

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无法实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

可能自发调整和根本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

中，权力市场化和行业垄断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对收

入分配的调整形成强大阻碍。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必须要痛下决

心，彻底调整和逐步理顺利益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改革并非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

深度调整，让所有的劳动者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迈

向共同富裕。尤其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形成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的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合理局面，推进

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

３加强控制物价上涨，保障城乡居民生活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实现中央政府制定的将 ＣＰＩ

控制在３％的目标，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在各类消费品中，农产品价格上

涨幅度最为明显。２０１０年以来，不仅大蒜、绿豆、辣椒等小宗农产品价格轮

番上涨，棉花、食糖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也持续高位运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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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１～９月，粮食价格同比增长１２７％，棉花价格同比增长３２０％，蔬菜

价格同比增长１６４％。农产品价格上涨，反映出民众和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

期增加。

整体上看，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已经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由于低收入家庭的

消费结构仍停留在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的温饱型模式，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

人群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物价上涨，使低收入群体实际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

消费能力相对降低，部分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加剧。为了保障普通人的生活质

量，需要对通货膨胀采取有力的调控措施。

４继续调控住房市场，加大保障住房建设力度

２０１０年初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保持了持续性和稳定性，在调

控政策 “组合拳”的影响下，全国房地产用地供应出现价跌量增的情况。但由

于宏观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加之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引发了社会

各界对经济复苏和房地产调控持续性的担忧。第二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保持政策

持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提高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增加了首套房贷一

刀切，首付比例提高到３０％；暂停发放第三套房贷；部分城市限购房套数等政

策。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支持居民合理住房消费，坚决遏制投机性

购房，房地产泡沫化趋势必须更加坚决地予以遏制。

住房问题是影响民生的重大问题，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是提高住房的供给

量，尤其是增加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在后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制定时，

要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促开工、促销售，努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加快推进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以提高市场供给。同时，继续加强房地产市

场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５持续关注改善民生，健全普惠型公共服务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公众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

在新的发展阶段，在解决温饱问题和实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物

质文化生活需求将大幅度增长。当前的民生问题不再是经济发展不足所致，而是

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致。

因此，改善民生应重在加强社会建设，重在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

共中央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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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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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促进就业和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做好人口工作。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２８日，历经 “三报四审”的 《社会保险法》，经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即将来临的２０１１年，全社会都期盼着经济发

展、民富国强、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生活安全、生态良好的包容性增长时代

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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