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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小康理念从千年梦想到百年目标，小康社会从理论创新到实践探索，小康进程从全面建设到全面
建成，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稳定解
决温饱问题、建设实现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辉历程。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的经验启示可以提炼概括为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坚持以科学
理论作为指引，坚持强化各方面制度保障，坚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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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
要里程碑，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战略转型
的重要时间节点，从经济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相结

合的视角，探究中国小康思想的传承创新和社会建
设的实践经验，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小康思想的演进和理论创新

“小康”一直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向往，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和百年夙
愿。回顾中国小康思想演进和理论创新过程，小康
理念从千年梦想到百年目标，小康社会从理论创新
到实践探索，小康进程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逐
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理论
体系。

( 一)古代先贤的千年梦想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诗经·大

雅·民劳》开篇首句便提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小康”一词主要表
示安居、安康，意在劝说统治者要体恤劳苦百姓，休
养生息①。“小康”第一次得到系统阐述，是在成书
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中。书中记载道，以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感怀于原始公有制下“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进而引申出东
周时期“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背景，重在
强调小康社会是一个在财产私有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社会秩序稳定、百姓生活富足的社会理想②。

自此之后，“小康”便逐渐演化成为古代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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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社会发展的一项标准。裴松之在《三国志·
吴志·赵达传》中批注道，“自中原酷乱，至于建
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
耳”。作者以“小康”的标准对照“酷乱”的现实，以
此表达对三国时代生灵涂炭的感慨①。《旧唐书》
记载，唐睿宗评价自己“虽卿士竭诚，守宰宣化，缅
怀庶域，仍未小康”，表达了对未能实现国泰民安
“小康”盛世的遗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唐
明宗长兴四年》中对五代时期的后唐明宗评价道，
“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以此肯定其在这一时期的治理成效 ( 崔海英，
2021) 。

在当时的诗词作品中，文人墨客也同样用“小
康”一词来描述时代特征。杜甫在亲身经历了开
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这“一治一乱”的鲜明对比之
后，有了《壮游》中“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的感
慨。南宋诗人陆游则以“小康何敢望，生计且支
撑”来表达百姓对殷实生活的向往。

明清时期，“小康”开始成为统治者和老百姓
共同追求的“治理盛世”。明成祖朱棣把“小康”作
为治理天下的愿望和抱负，曾言: “如得斯民小康，
朕之愿也”。明清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发展，也让
“小康”为更多人所理解与接受。蒲松龄在《聊斋
志异·丁前溪》中写道，“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
不屑旧业矣”。《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中也提及，
“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由此
可以看出，上至封建君主，下至平民百姓，小康思想
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

到了近代，小康思想除传承古意之外，在内容
上也有延伸和拓展。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借“托
古改制”的方式，主张通过变法维新，实现从“据乱
世”进入“升平世”( 小康) 乃至“太平世”( 大同) 。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
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
府当与人民协力”，建设“足民食”“裕民衣”“乐民
居”“利民行”的社会②。

( 二)当代中国的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肩负起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新中国
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中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逐步改
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生活水平有了一定
的提高，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
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 1979年首次提出“小
康之家”，以此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③。1982 年，党
的十二大正式确定了这一发展目标，即中国 20 世
纪的目标是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包含“温饱—
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内的“三步走”的战
略部署。1987 年，党的十三大将实现小康正式列
为“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

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结合我国已基
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实际，从生活资料、居住条件、文
化生活、健康水平和社会服务方面对“小康目标”
作出了更加详尽的描绘。全会对“小康水平”也作
出了更为准确的界定: “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
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
食”④。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
国总体上达到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
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要在 21 世纪前二十年，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从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我国到 2020 年要
实现的宏伟蓝图。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描绘。

2012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胡锦
涛在党的十八报告中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应了人民的新
期待新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必胜信心。2015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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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今后五年党和国家各
项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从现
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号召
全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理论指

引与中国实践探索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小康
社会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 (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
审指导委员会，2019) 。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更难做到的
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
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
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任何一个方面发展滞后，
都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全面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
面小康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三是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
体人民的小康。没有全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
康。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是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
域共同发展的小康。没有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全
面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要加大统筹城
乡区域发展的力度，把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完全
没有差距是不可能的。既要坚持一定标准，又要防
止好高骛远;既要考虑到 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又
要立足于打基础、谋长远、见成效。

六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抓住重点、补
齐短板。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定实施七大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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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和成就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
基础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和重点任
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
项，大力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锡文等，2021)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建设的光辉历程
1. 1978—1991 年: 稳定解决温饱问题。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逐步破除了约束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体制机制。从 1982—1986 年，中央连续印发五
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 1985 年
开始，对粮食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
收购政策，允许其余多数农副产品进行市场交易。
198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
的通知》，放松了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加快农业
发展，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到 1991 年，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 709元，是 1978 年的 5. 3 倍;恩格尔

系数达到 57. 6%，比 1978年下降 10. 1%。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逐步下放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并同时增强税
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坚持公
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扩大沿海地
区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建设与发
展。到 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
倍，恩格尔系数达到 53. 8%;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
系数均小于 60%，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2. 1992—2001 年: 建设实现总体小康。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投资和
价格流通体制以及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
革。国有企业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试点，推进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先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
才强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进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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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粮票和油票制度，
废除统购统销制度。鼓励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有关部门先后出台农村劳动
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小城镇户籍管理制
度改革试点方案，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280
元，是 1991年的 3. 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253元，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49. 1%。人民生活在
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
史性跨越。

3. 2002—2012 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推进分配制
度和工资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明显提
高，效益好的企业增加了职工工资及奖金、福利补
贴，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提出和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实施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加强民生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到 2012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
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

自 2004年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
焦“三农”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制度
保障和政策支撑。加大农业投入和补贴力度;取消
农业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全面放开粮食购销
市场，进一步放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限制，
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有利保障 ( 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2015)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
建设。到 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8389
元，比 2000 年增长 2. 7 倍; 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占 纯 收 入 的 比 重 比 2000 年 分 别 提 高
12. 4%、5. 2%。

4. 2013—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

“放管服”改革，在放宽市场准入、加强金融支持、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
“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建
设迈出新步伐。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
进，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改革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
深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以来，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培育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有机衔接。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
持保护制度，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脱贫攻
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俊等，2019) 。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的总要求，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指标
评估结果，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
性成就。

1. 经济实力大幅度跃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进步作用凸显。2020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1. 6万亿元，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3. 2 万元，分别是 2010 年的 2. 46
倍、2. 57倍，“比 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全面实现。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我国在
“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上升到第 14 位，已经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20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 7%，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分别占 3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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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新兴服务业
等新产业新业态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接近 45%，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 脱贫攻坚取
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进程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
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成效，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新
格局。

2. 人民民主繁荣发展，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得到加强，民主形式更加丰
富。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共有 9191. 4 万名，
基层党组织 468. 1 万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
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充分发挥，爱国统一
战线更加巩固( 宁吉喆，2020) 。“十四五”规划编
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实现了顶层设计和问
计于民的有机统一。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更加完善。《宪法》完成第五次修改，《民法典》
正式实施，《立法法》作出重要修改，以宪法为核心
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各级政府全面落
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 2015—2020) 年》，法
治政府建设进程加快。“宪法宣传日”扩大为“宪
法宣传周”，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3. 公民素质全面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全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国民素质明显提升。
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5. 2%、95. 2%、
91. 2%，分别比 2012 年提高 20. 7%、3. 4%、6. 2%。
共有普通高校 2738 所，在学总规模 4183 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到达 54. 4%，比 2012 年提高
24. 4%，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全社会的文化娱乐消费增长，文化市场持续繁
荣。2019 年，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513
元，是 2013年的 1. 80 倍。旅游市场稳步增长，国
内旅游人数 60. 06 亿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6. 63 万亿元。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642. 66 亿元，
国产电影总票房 411. 75 亿元，中国电影市场已经
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市场。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
劲，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
程加快。

4. 医疗养老更加便利，社会保障全面覆盖。

医疗养老等各类服务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20
年，全国共有医院 3. 5 万个，比 2012 年增长
52. 1%;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1066 万人，比 2012 年
增长 64. 0%。2019 年，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和设施
拥有床位 803. 6 万张，每千人口民政服务床位数
5. 7张，分别比 2012年增长 78. 9%、72. 7%。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成。
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 61
亿，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4. 56 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5. 42 亿，分别比 2012 年增长
50. 1%、12. 1%。

5. 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煤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到 2020 年天然气、水电、
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消费量提高至 24. 3%。2019 年
单位 GDP 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3. 1%。“十三五”
期间，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20%。
2018 年单位 GDP 水资源消费比 2015 年下
降 29. 8%。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20年，全国 337 个主要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87. 0%，59. 9%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地表
水水质的优良 ( Ⅰ ～Ⅲ类 ) 比例为 83. 4%。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 年下降 18. 8%，完成
“十三五”时期下降 18%的预期目标。国土绿化事
业取得新成绩，森林覆盖率超过 23. 0%，森林蓄积
量超过 175 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6%;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000 多万公顷，四大
沙地生态整体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

( 三)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党的十八以来，围绕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根据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监测指标评估结果，到 2020年，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粮食安全充分保障，绿色转型进程加快。
粮食安全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20 年，我
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6. 69亿吨，连续 6年保持在 6. 5
亿吨( 1. 3万亿斤) 以上。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
5734千克 /公顷，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粮食人
均占有量超过 47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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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安全线。
农业绿色化优质化水平不断提升。从 2016 年

起，全国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减少，三类主粮生产
中的化肥与农药利用率均超过 40%。轮作休耕试
点面积累计超过 1 亿亩，2019 年全国耕地质量比
2014 年提升 0. 35 个等级。市场紧缺的优质小麦
品种播种面积提高至 35. 8%，优质早稻品种播种面
积提高至 46. 2%，不断满足全社会“吃得好”“吃得
放心”的粮食消费新需求。

2.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小康短板补上。基
本形成了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农村公路网。2019
年，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420. 05万公里，比 2013年增
长 10. 98%。其中，县道、乡道、村道的里程分别达到
58. 03万公里、119. 82万公里、242. 20万公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到 2019年，全国 90%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
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60%，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全国 84%以上的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有
了较大进步。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人口达到 50%，
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88%，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 83%。

农村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数字鸿沟缩小。
2020年，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5. 9%，比
2016年提高 22. 8%。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3. 09 亿，
比 2015年增长 1. 14 亿;农村网民在全部网民中占
31. 3%，比 2015年增长 2. 9%。

3. 公共服务供给增加，民生得到充分保障。
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明显提高。2019 年，全国已有
23个省份整体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累计有 2767个县通过国家基本均衡认定，占比达
到 95. 32%。到 2019 年，全国乡村共有高中学校
740所，在校生人数达到 82. 9 万人，高中专任教师
共 6. 4 万人，分别比 2013 年增长 4. 5%、1. 7%
和 16. 4%。

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观。2020 年，全国
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7. 1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6. 08%。其中共有村卫生室 61. 0 万个，门诊部

( 所) 29. 0万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站) 分别有 3. 6万个、3. 5 万个。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人均补助标准逐年提高，2020 年达到 550 元;
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
准从 2018年起提高至每人每月 88元( 国家统计局
农村司，2019) 。

4. 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生活水平极大提升。
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收入结构逐渐优化。2020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131 元，比 2013
年增长 81. 66%。其中，工资性收入占 40. 7%，经营
净收入占 35. 5%，转移和财产净收入分别占
21. 4%、2. 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 56，比 2013年缩小 0. 25。

家庭消费品升级换代，农民生活水平极大提
升。2019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
261部、计算机 28台、汽车 25 辆、空调 71 台、热水
器 72台。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713
元，比 2013年增长 83. 2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为 32. 7%，比 2013 年下降 1. 5%; 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为 1482元，比 2013年增长 73. 4%。

5.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已经消除。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2020年，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及饮水安全有保障。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2020 年国家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88元，2013 以来年均增长 11. 6%，高于全国农
村居民 2. 3个百分点。

国定贫困县建档立卡户中，适龄少年儿童
98. 83%在校就学，0. 26%送教上门。国定贫困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9. 85%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0. 14%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国定贫
困县建档立卡户中，43. 74%现住房或有其他住房
实现居住安全，42. 25%通过危房改造实现住房安
全，14. 01%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住房安全( 国家
统计局，2021)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和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对中国和
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炼总结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本经验，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启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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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1. 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终于如愿以偿。千百

年来，建立一个安定富足的小康社会一直是中华民
族的希冀和期盼。但无论是在落后的农耕文明时
代，还是在积贫积弱的近代，小康社会对于广大百
姓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奢望和梦想。

从稳定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从全面建设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
历史性跨越。到 2020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突破 1万美元，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已经形
成超过 4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打赢脱贫攻坚
战，近 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
区域性整体贫困。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
指数》显示，从 1990—2019 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由 0. 499提高到 0. 761，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已经迈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行列。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终
于实现，不仅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变化，也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2.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关键一步。“小
康”一头连着每个家庭和每个中国人的“小日子”，
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小康梦”是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没有全面小康
的实现，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我国大踏步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连续 11
年保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目前，我国是世界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第二大对
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有了明显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比历
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奋斗目标。

3. 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前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不仅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综合国
力显著提升，更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共有

7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
元，包括中国 14 亿人口在内，总数约为 28 亿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过 1万美元的人口数量翻了将近一番。2020 年，
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17%。
2013—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接近 30%，中国经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
主要引擎，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
下，一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
发展，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中国已经在一些基础和
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若干领域从“跟
跑”实现“并跑”到“领跑”。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
吸纳能力、消化能力独一无二，各国都想在中国寻
找发展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了中国需求
仍将持续强劲释放，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4.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拓宽道路选择。中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社
会方面，还有发展模式创新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等
软贡献。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欧美国家
的西方式发展道路，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的资本
主义式发展道路，不同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式发展
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后发国家走
向现代化拓宽了道路选择。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昭示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
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对“历史终结论”和“社会
主义失败论”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击。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开拓了社会主
义发展新境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认
识和理解，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经验
回顾中国小康思想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创新、小

康社会的建设历程和现实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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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启示可以提炼概括为: 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坚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引，坚持强化各方面制
度保障，坚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

1. 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道路关乎党
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走“小康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包容
性增长的经济奇迹和共享式发展的社会奇迹。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了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
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
惠及人民群众，着力提高全社会的幸福感获得感。

事实证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
就，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在增长中减少贫困，在发展中实现公平。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道
路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走“共
同富裕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2. 坚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引。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自从小康社
会的构想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社会的发
展实际，不断赋予小康社会更丰富的内涵、更高的
实践标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
建设”到“全面建成”，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小康社会建设的思路更加
清晰，定位更加精准，举措更加到位。小康理论体
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小康社会建
设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始终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时代是出卷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坚持以全体人民的认可作为评价标准，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色经得起历史
检验。

事实证明，小康理论体系既牢牢抓住了经济社
会发展的根本，又及时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是彻底的、科学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
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信，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 坚持强化各方面制度保障。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从邓小平 1979 年明确提出小康社
会的构想，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取得历史性成
就，中国共产党是自始至终的领航力量，确保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国幅员辽
阔，南北跨度大，东西差异大，城乡差距大，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加强了各地区的协同协作，集中力量
办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件大事。坚持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避免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
盾加深等弊病( 新华社，2019) 。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
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才能更好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集中
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
和优势。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

4. 坚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关乎道路、理论、制度
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小康”根植于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深深地烙印在集体意识当中。小康社
会的构想一经提出，就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同的强大
精神力量，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
结在了一起。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
德观念，动员了全社会广泛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事业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思想条
件和文化基础。

事实证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
就，离不开全社会的价值认同与广泛参与。人民是
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社会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重
大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实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更
加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
众的智慧和力量更加充分激发出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个阶段
安排。第一个阶段是从 2020 年到 2035 年，目标是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35
年到 2050年，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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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四个全面”也有
了新的表述，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是到 2035年要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远
景目标。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又突
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我们要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努力实现“十四五”期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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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oderately Prosperity
Thought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SONG Hongyuan，WEI Jiashuo

Abstract: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s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also the thousand－year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cept of
moderately prosperity has evolved from a thousand－year dream to a centenary goal，from theoretical in-
novation to practical exploration，and from construction to complete construction，gradually form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2020，
histor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and decisiv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rural
areas，which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can be summa-
riz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we must adhere to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we should also adhere to scientific theories as a guide． Thirdly，we should strengthen institu-
tional guarantees in all areas． Last but not least，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be mobilized to participate
widely．

Keywords: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Moderately prosperity
thought; Theory innov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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