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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
魏后凯
内容提要： 从居民消费和生活水平看，社会形态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从生存型、温饱型到小康型再到富裕型
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两次飞跃。文
章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标志着中国整体进入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是小康社会的
高级阶段，也是由小康社会走向富裕社会的转型阶段。从全面小康到相对富裕再到共同富裕，最终建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社会，将是我们追求的长远目标。当前，在实现这种转型过程中，既要继续巩固全面小康
成果，切实提高全面小康水平和质量，又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以高效能治理为手段，
以全方位创新为动力，加快从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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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飞跃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社会形态也将会不断发生变化，从一种较低级的社会
形态过渡到一种较高级的社会形态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按照居民消费和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 ，社会形
态大体经历了从贫困型、温饱型到小康型再到富裕型的阶段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中国都处于贫困型和温饱型社会 ，居民消费以满足吃、穿等基本生活消费为主要特征。 特别是，受城
乡分割和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加上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导向，中国农村曾经一度整体发展落后，
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低，农村人口呈现普遍贫困的状况。到 1978 年，按当时农村贫困标准即 1978 年标
准测算的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多达 2. 5 亿，贫困发生率达 30. 7%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
67. 7% ，甚至比 1957 年还高 2. 0 个百分点，出现了逆向变化趋势； 而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即 2010 年标
准测算的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 7. 7 亿，贫困发生率达 97. 5% ，这些农村贫困人口相当于当年全国总人
口的 80. 0% 。这说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仍处于普遍贫困状态 。
为了改变这种贫困落后状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式的现代化 ”时就率先提出了建
2000） 。1982 年，中共十二大率
设小康社会的构想，这一构想后来被逐步纳入到国家战略之中 （ 吕书正，
先把小康作为主要奋斗目标，明确提出到 20 世纪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 胡耀邦，
1982）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把小康提升到国家战略 ，并将到 20 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
作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1997 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 ”的历史新任务
（ 江泽民，
1997） 。到 2000 年，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已经如期实现了小康目标，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分别比 1980 年增长 5. 55 倍和 5. 48 倍，均超过了翻两番
的预定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59 美元，按 1978 年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 3209 万人，贫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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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下降到 3. 5%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使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顺利进入总体小康社
会，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飞跃。
然而，当时实现的这种总体小康仍是一种“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 江泽民，
2002） 。针对这种状况，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明确在 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过上更
2002） 。2007 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加富足的生活（ 江泽民，
2007）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再次强调要确保到
斗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 （ 胡锦涛，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 胡锦
2012）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又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
涛，
2017） 。从“建设小康社会 ”到
强调要“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 习近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既反映了中央政策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又反映了
人们对小康社会科学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化 。
特别是，自 2007 年以来，中国政府按照“四个全面 ”战略部署和“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经过 10 多年的艰辛努力，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 ，目标任务即将如期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中 ，打
赢脱贫攻坚战是一个底线任务。 截至 2019 年底，按照 2010 年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至 551 万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0. 6% ，贫困县由 832 个减至 52 个。 从 2013 年到 2019 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9. 7% ，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2. 2 个百分点。2020 年，虽然新
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大了脱贫攻坚的难度 ，但由于各部门和各地区采取了多方面积极措施 ，尽可能减少
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是有保障的 。再从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如果按照不变价
2019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是 2010 年的 1. 90 倍，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翻一番目标，
2020 年增长
格计算，
2019 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速度需要达到 5. 5%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具有较大难度 。但是，
2019
是 2000 年的 4. 67 倍，实际上已经提前实现了十七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 。 此外，按可比价格计算，
2010
1.
97
，
2020
1.
8%
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年的
倍
年增速只要达到
就可以实现翻一番
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010 年的 2. 04 倍，已经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目标。
的目标，其中，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实现 ，中国将整体进入到全面小康社会 。所谓全面小康社会，是
指小康建设所覆盖的领域、人口和区域都是全面的。 从小康的覆盖领域看，主要体现为经济、政治、文
2015） ； 从小康的覆盖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而不是经济领域的单方面发展 （ 肖贵清，
人口看，小康建设需要全部覆盖不同类型的人群 ，惠及 14 亿的广大民众； 从小康的覆盖区域看，不仅沿
海发达地区，而且广大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也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这就是说，在全面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让全国各族人民、老少边穷地区群众、贫困家庭同全国人民一道
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总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过去已经
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飞跃的基础上 ，目前又将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将跨越全面小康社会的门槛 ，真正建成并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社
会，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最终成为现实 ，这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充
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中国智慧 。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富裕社会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 ，中国将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属于何种社会形态？ 目前，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使用“后小康”这一术语，并从不同视角探讨“后小康 ”时代的发展问题。 早期，曾有学者
采用“后小康”概念来描述中国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阶段，即从小康的起点标准到富裕阶段的时
1998） 。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之后，学术界通
间段（ 张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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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从广义的角度把“后小康”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而把“后小康时代 ”泛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2020； 丁红军，
2020； 许宪春、余航，
2020） 。 当然，也有学者在探讨全面建成
会之后的发展阶段（ 魏后凯，
2020； 于安，
2020） 。 如前所述，全面建成小
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时，采用“后小康社会”的概念（ 杨菊华，
康社会之后，中国刚刚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并将会在全面小康社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无论是总体小康
还是全面小康，都是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 从这一点上讲，学界使用的“后小康社会 ”概念实际上主要
是指全面小康社会。一般认为，小康社会之后将是发达、富足、包容的富裕社会。 因此，“后小康时代 ”
是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向富裕社会迈进的过渡阶段 ，也是由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迈进的必
然阶段。在这一过渡阶段，整个社会仍将处于全面小康社会 。只有越过这一阶段，社会才能进入到富裕
2020） 。
时代（ 魏后凯，
全面小康社会是相对于总体小康社会而言的 ，它是小康社会的高级阶段，也是由小康社会走向富裕
社会的转型阶段（ 见表 1）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 ，只是中国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社
会的起点。在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面临两大核心任务 ： 一方面需要继续巩固全
面小康成果，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水平和质量 ，使人民生活更加宽裕； 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实现从全面小
康向相对富裕的转变，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两大核心任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者紧
密相连、相互促进。很明显，从全面小康社会过渡到富裕社会无疑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仍需要在各
个方面进行不懈努力。 按照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指标 2016》中的划分标准，如果 2014 年人均国民总
2016） 。2019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
收入在 12736 美元及之上，就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 World Bank，
入已经超过 1 万美元，达到 10235 美元。预计在“十四五”中后期，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从
“十四五”时期到“十五五”“十六五 ”时期，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按照年均增长 5. 5% 、5. 0% 和
4. 5% 的速度递减，那么到 2024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超过 1. 3 万美元，越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到
2033 年将超过 2. 0 万美元。需要指出的是，高收入国家并不等同于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
并非就进入了富裕社会。富裕社会除了收入标准和物质富裕外，精神富裕和社会公正等也是重要的衡
量标准。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与展望
发展阶段

人民生活状况

发展目标

生活水平低，属温饱型消费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建设小康社会

总体小康社会 2001 ～ 2020 年

已解决温饱问题，人民生活相对宽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领域、人口
和区域全覆盖

全面小康社会 2021 ～ 2035 年

人民生活总体宽裕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
民生活更为宽裕

相对富裕社会 2036 ～ 2050 年

人民生活较为富足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温饱型社会

小康
社会

富裕
社会

共同富裕社会

时间段
2000 年以前

2050 年之后

人民生活富足、包容，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实现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

“富裕社会”（ Affluent Society） 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
2009） 。 这种“富裕社会 ”
最初的含义是指摆脱普遍贫困的大多数人物质生活丰裕的社会 （ 加尔布雷思，
尽管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富裕 ，但仍然存在社会不平等、发展失衡问题，具体表现为私人富裕
和公共贫困的反差、私人消费领域符号化消费严重、真实而重要的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 （ 毛安然、郑召
2016） 。英国社会学家丹尼·多林（ 2014） 在《不公正的世界》一书中，认为当今“富裕社会”的本质是
利，
“不公正”，且具有新五大弊病，即精英主义、排斥、歧视、贪婪、绝望，由此产生了问题少年、受排斥的人、
2014） 。 美国学者马尔库塞 （ 1978） 则把这种
被抛弃的人、负债的人及抑郁症患者等受害群体 （ 胡飞雪，
“富裕社会”称之为“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病态社会”，他认为物质积聚带来的并不是人的自由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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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很明显，这里所讲的欧美“富裕社会 ”只是一种物
发展，而是极端的精神堕落和不自由（ 吴太胜，
质上的、不公正的富裕社会。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能力克服欧美“富裕社会 ”
的种种弊端，寻求并努力实现一种全面、公正、共享的富裕社会 （ Prosperous society） 。 所谓“全面 ”，不单
纯是物质上的富裕，更包括精神上的富裕，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进步 ； 所
谓“公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 所谓“共享 ”，则是追求普遍性繁
荣，走共同富裕之路，能够让最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这种中国特色的富裕社会，大体可分为相对富
裕社会和共同富裕社会两个阶段。其中，共同富裕社会是富裕社会的高级阶段 ，它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
标。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即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生活
更为宽裕； 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2017） 。与此相适应，可以大致界定，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中国将总体上迈入相
富裕（ 习近平，
对富裕社会； 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将总体上迈入共同富裕社会的门槛。 这
样的话，从 2021 年到 2035 年，中国仍将处于全面小康社会。 这一时期，将是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
的关键时期。

三、提高全面小康质量仍需继续努力
在由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需要始终瞄准现代化目标，进一步巩固夯实全面小康
成果，着力提高全面小康水平和质量，为最终建成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 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后，为什么还要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水平和质量 ？ 这是因为，小康社会是温饱社会与富裕社
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即使当前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但依旧处于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还属
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跨越富裕社会的门槛，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依然突出。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从全面小康短板和薄弱环节以及沿海地区的经验来看 ，在中国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尽管小康社会已经“全面建成 ”，但仍需要在一段时期内持续提高全面小康
水平和质量，并逐步积聚力量，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向相对富裕社会迈进 。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进入“后小康 ”时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处于小康社会发展阶段。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将标志着中国整体上告别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在解决温饱和
2020） 。即便如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
实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真正整体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 （ 魏后凯，
期内，中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
2020） ，远不能适应社
前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差距 （ 许宪春、余航，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 譬如，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自 2010 年以来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8 年达到 13. 61 万亿美元，但由于人口较多，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仅有 9771 美元，在 192 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列 71 位；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平均水平
低 13. 5% ，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 21. 9% 。 再从各种发展指数来看，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19》提供的数据，尽管 2019 年中国全球竞争力指数（ 居 28 位） 和全球创新指数 （ 居 14 位 ） 排名比较靠
2019 年全球化指数、2016 ～ 2018 年幸福指数分别仅居 85 位、80 位和 93
前，但 2018 年人类发展指数、
位，均处于中等水平。
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看，目前全面小康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其中，农村地区是最突
出的短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 2020） 采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政治民
2017 年农村全面建成小
主、农村环境领域的 5 个一级指标和 23 个二级指标进行初步评价的结果表明 ，
康社会的实现程度为 90. 01% ，比 2010 年提高 19. 25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 2. 75 个百分点，按照现有
推进速度，虽然到 2020 年底可以总体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目标值，但在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农村环境等
领域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 。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即使现有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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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全部摘帽，但由于现行贫困标准不高，贫困家庭内生动力不足，要全面提高脱贫质量，减缓相对贫
困仍需要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只是一条满足“不愁吃、不愁穿 ”的稳定温饱标准，
2016） ，虽然高于世界银行 2015 年发布的
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 2. 3 美元（ 鲜祖德等，
每天 1. 9 美元极端贫困线，但低于每人每天 3. 2 美元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更低于每人每天
5. 5 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线 （ 见表 2） 。 事实上，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越过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8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
值大约高 6. 9% 。
表 2：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线国际比较
国家类型
中国
低收入国家

2011 年左右
2014 年人均国民
国家贫困线
总收入及划分标准
（ 美元）
（ 中位数，美元）
倍数
7400
2. 3
1. 0
1. 21

2012 年人均
国民总收入

2018 年人均
国民总收入

美元
5740

倍数
1. 0

美元
9470

倍数
1. 0

584

9. 83

790

11. 99

1. 9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1045
1046 ～ 4125

3. 2

0. 72

1877

3. 06

2245

4. 22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4126 ～ 12735

5. 5

0. 42

6987

0. 82

8859

1. 07

高收入国家

≥12736

21. 7

0. 11

37595

0. 15

44166

0. 21

2016，
2018） 和《国际统计年鉴》（ 2019） 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 World Bank（ 2013，

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 与城
市相比，目前农村地区实现的全面小康水平仍然较低 ，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自 2007 年
2019 年已经下降到 2. 64（ 以农村为
以来，尽管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 ，
1） ，但目前还处于高位，仍远高于 1985 年 1. 86 的水平 （ 见图 1） 。 在甘肃、贵州、云南等西部落后地区，
2019 年城乡收入比仍在 3. 0 以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自 2000 年以来也在持续下降，
2019 年已下
2019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
降至 2. 38，但仍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再从地区差距看，
的北京是最低的甘肃的 5. 0 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则是最低的甘肃的 3. 63 倍，而北京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 67 倍。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2020》绘制。

图 1：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的变化 （ 1978 ～ 2018 年）
从沿海发达地区的情况看，浙江、江苏等地的先行探索为全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早在 2015 年，浙
江省委就提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并把“高水平 ”概括为综合实力更强、城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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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继浙江之后，
2016 年江
域更协调、生态环境更优美、人民生活更幸福、治理体系更完善（ 夏宝龙，
苏省委也明确提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
2016） 。 中
江苏”，把发展水平更高、群众获得感更强作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要义 （ 李强，
2019 年北京、上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 2. 2 万美元，江苏、浙江、福建
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等也超过 1. 5 万美元，而最低的甘肃还不到 5000 美元。 即使未来按照 2016 ～ 2019 年全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的平均增速（ 6. 15% ） 增长，全国要达到江苏和浙江目前的水平，也分别需要 9. 3 年和 7. 0 年； 而
甘肃要达到江苏和浙江目前的水平，则分别需要 22. 1 年和 19. 8 年。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
型，近年来各地经济增速已经在逐步放缓 。另据采用《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的精简
2016 年江苏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实现程度为 96. 2% ，浙江为 89. 4% ，广东为
版进行测算，
86. 0% ，而全国平均仅有 63. 8% ，比江苏省低 32. 4 个百分点 （ 黄瑞玲等，
2018） 。 即使按照 2015 ～ 2016
年江苏省年均提高 3. 15 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全国要达到目前江苏省的全面小康水平也需要 10 年左
右的时间。因此，从沿海地区的经验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巩固全面小康成果，提高全面小康水
平和质量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四、加快从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型
从全面小康到相对富裕再到共同富裕 ，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社会 ，将是一项长期的艰
巨任务。根据“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不仅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要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过程也就是总体上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的过程 。而要实现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的长远目标，首先必须打牢
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重点是补齐短板和薄弱环节，切实提高全面小康水平和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按照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以高效能治理为手段，以全方位创
新为动力，加快实现由全面小康社会向相对富裕社会的转变 。 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是重要标志 ，而全方位创新则是根本源动力。
一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
展是一种体现新发展理念，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2018） 。在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
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发展（ 杨伟民，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导向和根本要求 。
为此，必须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建立完善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筑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支撑体系，尤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考核、人才支撑
等，积极探索高质量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 ，构建城乡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在新发展理念下，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质量第一 、效率优先，依靠创新和开放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全面增进
人民福祉，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尽管
是在谈及经济发展转型时提出来的 ，但它具有更为丰富的科学内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
思想，而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 。除了高效率发展之外，强调平等、可持续和安全的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
二是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使全体人民能够充分享受高品质
的生活，拥有更多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始终是我们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 。高品质的生活，不
单纯体现为整体的生活品质高，而且也包含了公平和共享的含义 ，能够让更广大民众最大程度地共享改
革和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入后小康时代，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必须围
绕全面提升生活质量这一目标，加快推动实现由全面小康向相对富裕进而向共同富裕的转变 。 首先，要
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其次，
要持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多渠道促进居民消费稳定扩大和加快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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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收入分配中，最重要的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
重。此外，还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尤其是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 ，加快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畜
禽粪便和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和村庄生态化整治 。
三是以高效能治理为手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社会的核心内容 。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开启了新时代“中国之治 ”的
新征程。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增强治理
的有效性，实现高效能治理，走中国特色的善治之路。 高效能治理或者治理有效，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依靠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实现由小康社会向富裕
社会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全面提高治理效能。 同时，要加大力
度补齐治理体系中的突出短板，强化各领域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尽快弥补各短板和
薄弱环节的治理能力缺口。特别是，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着力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尽快填补乡村治理能力的缺口。此外，要广泛吸引民众参与，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加
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
四是以全方位创新为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实现由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型的
根本源动力。为此，必须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依靠全方位创新推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促进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首先是更新观念，要超越过于强化物质生活内容的狭隘思维 ，不仅要实现物
质上的富裕，更要实现精神上的富裕，真正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正以及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其次是科技创新，要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 ，全面提高关键领域
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建
设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为加快实现由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三
是体制创新，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的体制改革，持续
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形成内生发展型的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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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hoice of Moving from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Ｒespects to Common Prosperity
Wei Houkai
（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social changes have generally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rvival type，a subsistence type，an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type to a prosperity type． Since the incep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made two leaps in its modernization process，from subsistence to a well － off society，and from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on the whole to a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and tasks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China as a whole will enter into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s the advanced stage of the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and also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o a prosperous society． From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o relative prosperity and then to common prosperity，finally building a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ll will be our long － term goal． At present，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is transformation，we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achievement of a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but also earnestly improv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a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It must also be guided by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with high － quality life as
the goal，high － efficiency governance as the means，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from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o a prosperity society．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Process；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Ｒespects； Prosperous Society；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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