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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小康社会”的思想根源，构建全面、科学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

系，监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差距和短板，从而有

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确保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

标。研究表明，应从建立小康监测部门联席制度，对监测方案进行适时修订，加强对小康指数的宣传

等方面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监测; 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路径: 一是抓重点，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以及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二是补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三是强弱项，

持续聚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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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可见“小康”这个概念迄今已有 3000 年左右

的历史。“小康社会”作为中国语境下特有之说，近乎对应国外关于现代化以及人民美好生活的表述。我国

始终不懈探索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先后经历了毛泽东“四个现代化”战略、邓小平“三步走”战

略以及习近平“中国梦”的提出［1］。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因此，在理论上深刻认识

“小康社会”的思想根源，构建全面、科学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监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

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差距和短板，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

径，确保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目前，国内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意义、内涵、实现路径等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本文就国内现有相关研究展开述评。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与指标体系

从“小康社会”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思想不断发展，学界既有从国家

层面又有从地区层面对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在构建指标体系上，由单一指标逐渐变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

生态等多方面指标的综合评价，评价指标越发详尽，可操作性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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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界定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里，“全面小康”指向一个内

容更广而深，要求更严格的小康社会。“全面”在内容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法制、道德、环境、国防等

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的目标体系，它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指的是

全国人民都要实现小康生活，不能有极差的个别家庭和个人掉队，否则与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求不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可以从时间、空间和质量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从时间上看，是从一个起点

开始不断向终点趋进的过程，即上承总体小康，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空间上看，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军事、环境等全面发展，是一个发展比较均衡，工农差异、城乡差别、地区差异逐步缩小的过程。从质量上看，

是一个由低水平向更高水平的过程，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

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建设”与“建成”仅一字之差，但其中内涵发生很大变化。十

八大提出确保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间表，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

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五位一

体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等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

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七大重点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特别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可见，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精神是准确理解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依据和政策标准，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越

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深刻、标准越来越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迈进步伐越发坚定而执着［3］。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

199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设计制定了全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城市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农

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该套指标体系开创了国内对于小康社会定量研究的先河，其含有 60 项指标，设置过于

繁琐，可操作性不强。1992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衡量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指标，包括经济水平、物

质水平、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 5 个方面 16 个指标; 城镇标准由经济水平、物质水平、精神生活、生活

环境、社会保障 5 个方面 12 个指标组成; 农村标准由收入、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社会保

障与安全 6 个方面 16 项指标组成［4］。这三套标准是一个体系，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反映小康水

平。考虑到城市与农村存在较大差别的客观性，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作为全国标准的细化和补充。

由于农村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很多学者构建了衡量农村全面小康水平的指标体系。

中国社科院 2003 年构建的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由社会结构、生产条件、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 5 个

方面 27 个指标组成。浙江大学课题组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生活质量、生态环境 5 个方面构建农

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国农调总队提出的农村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则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

素质、生活质量、民主法制、资源环境 6 个方面 18 个指标组成。2008 年，国家统计局出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提出 6 个子系统 23 个指标，并以此测算了全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该套指标体

系被国内学界众多学者及实践部门广泛认可并随后予以再修改利用。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它包括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

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等 5 个方面 39 个指标，并对东中西部区域设定了不同的标准。肖宏伟［5］从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文化建设、民主法制、生态文明 5 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李燚等［6］认识到小康社会实现程度需要

进行定量的度量，必须要有精确的度量尺度。赵紫燕等［7］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起由 40 个指标组成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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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指数体系。王健［8］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作为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由若干个二级指标构成，

每个二级指标下设置三级指标。朱启贵［9］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设置了经济建

设、民主法治建设、人民生活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评价指标。

除了研究国家层面的指标体系，国内学者尝试制定了不少地区层面的指标体系。夏玉森和袁爱荣［10］运

用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对河北省 11 个设区市 2011 年指标截面数据进行综合

评价。黎明泽和林佩红［11］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可行性等原则，构建了

发达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共 29 个监测指标，既全面科学测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实现

程度，又体现地区差异。丁赛等［12］认为应增加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率指标。杨莉［13］根据 2014 年宁

夏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监测报告，构建石嘴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监测与重点难点

近年来，学者们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进度，同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点与难点。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进度

就全国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情况，张启良［14］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论述、新要求，较详实

地解读了全面小康建设进程，新的“两个翻番”在统计指标数据上的变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景，提出

要建立小康监测部门联席制度，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对监测方案进行适时修订与调整以及加强对小康指

数的宣传。魏后凯和张瑞娟［15］根据测算得到目前经济发展指标实现程度最高; 人民生活指标实现较好; 社会

发展指标进程各地差距较大; 政治民主指标仍需继续完善和提高; 农村环境指标水平偏低。

学者还积极探求各地区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进度。施凤丹［16］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五大方

面入手，选取一定代表性的统计指标，描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分析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存在的原

因，总结东中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特点。李飏等［17］以广东省为例，从生态文明角度探讨如何提升

广东省欠发展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将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渗透在广东欠发达地区小康社会的建设中。

胡美林［18］提出河南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与全国多数省市相比，河南省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任务更为艰巨，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及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协

调发展等方面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李晓园和陈武［19］分析了江西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主要有: 监测

指标中达成指标少且主要集中在权重较小的指标，权重较大指标达成目标难度大; 经济欠发达与科技创新能

力低以及城镇化率低与工业化进程缓慢的两个不良循环; 产业结构不合理; 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形成产业优势。

刘生胜等［20］将小康社会评价指标分为“同步”和“够格”两大方面六大类 23 项，定量测算了陕西省及其十市

一区的小康实现程度，并分析了其优劣势和制约因素。预测了陕西省“十三五”小康社会的进程，ETS 模型、

AＲIMA 模型与组合预测的结果表明，陕西如期完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针对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与生活质量等陕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宋林等［21］测算了 2005—

2014 年间陕西省及其各地市的小康实现程度，提出应通过进一步统筹区域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步够格地建成小康社会。

总的看来，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研究更多偏向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使用模型进行数据

测量多局限于某省范围，全国层面或中东西区域内的测算较少。此外，地区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情况

的研究较多，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未能体现地区差异，由于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指标设定以及权重设计也应有所区别，动态、多维、差异化的标准及权重才能更好体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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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

葛守昆［22］认为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把解决“三农”问题、辅助弱势群体

提上议事日程。厉复魁和徐晓海［23］总结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表现为农业自然资源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的难题; 农业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生产经营方式陈旧等难题。郑杭生和李迎生［24］提出我国的农村“困难

群众”即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应对农村弱势

人群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张雷声［25］认为没有农村、农业、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产

业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

徐芳［26］认为由于西部农村的落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将遇到比东部和中部农村更多的困难，特别是

在农民收入、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生活质量及农村城镇化进程等方面，都是构成影响西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的主要制约因素。郝玉宾［27］解读了山西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大生态环境建设与自然资源保护力度，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建议。

徐学庆和胡隆辉［28］提出目前我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还存

在着不少短板，“三农”、民生和生态是最突出的短板。李培林和蔡昉［29］提出应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作重心

置于民生这一项短板上。魏后凯和张瑞娟［15］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于农村，而社会发展、政治民主

和农村环境是短板中的短板。任远［30］提出社会建设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社会建设面临四大挑战: 物质财富迅速增长而社会领域进

步不足、社会结构分化扩大而社会利益协调不足、社会力量日益成长而社会动力运用不足和社会空间日益扩

展而社会管理支撑不足。

朱玉福［31］指出人口在 10 万以下的民族有 22 个，他们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应该

给予人口较少民族更多的关注，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吕海梅［32］提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贵州省，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但民族地区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

题，必须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梅燕京和张广昭［33］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薄

弱环节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差距大; 居民收入分配差

异较大; 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供给不足，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一些领域仍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

等现象。辛向阳［34］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上的“高血压”病症、收入分配上“瀑

布落差”、科技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以及依法治国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等。

目前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研究更多是经验性的判断，缺乏数据支撑。构建具有动态、多维、差异化

特点的标准及权重的体系，搭建全国省级、地市级层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监测平台，充分利用所监测到的数

据，更能有理有据地提出各区域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的短板。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

国内不少学者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进行分析，普遍认为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纷纷就此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具体综述如下:

(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选择

方言［35］指出实现三化同步对于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李培林［36］在第八届中国全面小

康论坛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陈永堂［37］解读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认为农村贫困地区要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就应找准路子、増强内生发展动力、抓好下一代教育。

总的说来，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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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和王洪川［38］通过新疆与内地的横向比较及新疆南北部发展的纵向比较，分析了新疆小康社会建

设的情况，讨论了新疆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姜英华和王维平［39］厘清西部欠发达地区建成小

康社会的成绩以及存在的资源环境、经济现状、产业递进、发展环境等制约因素，提出缩小区域差距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蔺国勤［40］提出酒泉必须着力突破移民乡村难点，解决“三农”问题。李晓园和陈

武［19］基于江西省小康社会监测结果，提出江西省应当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挖掘改革红利; 以新型城镇化建

设促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以协同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 以信息技术促进现代服

务业发展; 以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郑长德和钟

海燕［41］研究得出民族地区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和减贫，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就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而言，学者普遍认为积极寻求经济

发展途径是此类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基本路径。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选择

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确定后，近些年，学者围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总体路径的研究主要有:

肖贵清［42］从制度保障层面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运行制度是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

的根本。张晖［43］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提高文化软实力; 突破资源环境制约。马建堂和王军［44］仔细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提出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宏观调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从需求端入手，加速向中高端水平转变; 强化创

新驱动，加快形成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新动力; 建立健全与跨入中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增长、社会发展政策

和机制。杨宜勇［45］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举措，即发展依然是硬道理，必须牵好经济建设这个牛鼻

子; 政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国家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社会建设亟待提速，必须构建新的政府和社会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必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李建国［46］从历史演进角度，提出现实路径应按照“五位一体”全面进步、惠及全体人民、覆盖全部地区的

本质要求，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重点和关键，补齐短板、提高质量，确保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应当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加快补齐民生、生态文明短板。王玉鹏和苗小露［47］从科学发展

观出发，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并明确提出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要转换发展机制、遵循经济

发展规律，要创新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张建［48］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

展理念”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指南。

李桂花和张鹏［49］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必须依

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辛向阳［34］提出要在短时间内解决短板和突出问题，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完善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体制基础; 落实好“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破除各种障碍;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新的强大

动力。安丰东［50］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解决贫困问题，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

农户状况，摸清致贫原因，开展针对性帮扶，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陈立［51］分析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点难点问题，深刻认识到“四个全面”红利释放、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城镇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机遇，

提出着力转方式、补短板，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抉择。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找准要点、把准路径，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

各项工作，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路径: 一是抓重点，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及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二是补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三是强弱项，持续聚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围绕经济发展中完成任务较为艰巨的重要指标，如人均 GDP、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占出口总值比重等，持续聚焦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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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n the Ｒesearch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Theory，Monitoring and Path

LI Chungen，XIA Jun

( School of Finance，Tax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oretically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a " well － off society "，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index system for building a well －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and monitoring its

realization degree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gaps and shortcoming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us putting forward the basic path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o a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y 2020．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the progres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a joint system of well －off monitoring departments，timely revising the

monitoring progra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of the well－off index． Ｒural areas，especially the western rural

areas and ethnic minority areas，are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route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s as follows: a． to grasp the key points，win the three key

battles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getting rid of poverty accurately and preventing pollution; b．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and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c． to

strengthen the treatment of weaknesses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with sustained cohesion．

Key words: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goo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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