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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到 2020 年，我国将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

要阶段。社会结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核

心方面，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仍须继续努

力的重要目标。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

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社会制度、

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随之发生了深刻重构，形塑

和再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

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健全了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

元型社会结构。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

利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

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剧

烈而复杂的转型、分化、重组，现代化的社会结

构日益显现出基本雏形。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

迁进入新阶段，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深度重

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共享

型社会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 70 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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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明史，也是一个社会结

构不断变革、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社会

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

（一）第一阶段：1949年 -1956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社

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形成了“四大阶级”格局。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通

过改造旧社会，建立新政权，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

构得到了重构。旧社会下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

级被彻底消灭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合理

利用其积极建设的力量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

新社会的主人，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

其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由此，在这个从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

我国社会结构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

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基本阶级的格局。[1]

（二）第二阶段：1957年 -1977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的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形成了“两个阶级、

一个阶层”的结构格局。这种社会结构模式的提

出，受到当时苏联斯大林时期提法的影响，过于简

单，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带

有较强的政治和理想色彩。“两个阶级”是工人阶

级和农民阶级，前者是各个单位中的职工，后者是

各个公社中的社员 ；“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

1956 年，周恩来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首次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

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

一部分，应充分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

（三）第三阶段：1978年 -2011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是“多元化社会阶层”

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深入发展，

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和冲突博弈，传统的单位制和

人民公社制迅速瓦解，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开始

逐步松动，整个社会的流动日益频繁和活跃，中国

社会结构逐步过渡到以十大社会阶层为核心的现代

化的阶层结构。[2] 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结构分化与

重组、变迁与再造的重要阶段。现代化社会结构的

基本元素和特质已经蕴生，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

奠定了重要结构基础。

（四）第四阶段：2012年 -至今

这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阶段，在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城乡结构进入融

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

治理呈现新局面，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城市户口

和农村户口之分，统一称为城乡居民，这是身份

体制上的重要突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广泛实

施和深入推进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统筹并轨，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进入突破攻坚阶段 ；

在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进一步改善的基础上，着力

推进脱贫攻坚战，使得社会边缘贫困群体状况获

得显著改观。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下，共享型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普遍提升。

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演变脉络

社会结构的变迁，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

机会进行重新分配的博弈过程。一般而言，社会结

构主要分为 ：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消

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阶层结

构、组织结构等子结构。[3] 这些子结构从不同领域、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综合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变

迁状况。

（一）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自然

发展到政策驱动的转变过程。从人口总量来看，

1949 年我国人口数量是 5.4 亿，到 2018 年已经达

到 13.9 亿，[4] 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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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龄结构来看，0 ～ 14 岁少儿人口比例从 1949

年的 35.79% 下降到 2019 年的 16.41%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从 1949 年的 4.15% 上升到 2019 年的

12.63%，[5] 实现了从“抚养少儿”占主导到“抚养

老人”占主导的转变。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新

中国成立之后，高度重视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

男女性别比基本平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生人

口性别比逐渐攀升，导致人口性别结构逐渐失衡，

并容易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纵观 70 年我国人口结

构的变迁，20 世纪 70 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1971 年，我国把“控

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8 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

孩子”，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写

入宪法。长期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根本上

改变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形态，并实现了我国人口再

生产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低

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重要转变。从长

期趋势来看，少子化趋势将不可避免。随着我国人

口年龄结构老化加速，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下降，

2013 年我国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

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到 2015 年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即“全面二

孩政策”。

（二）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初级单位。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大型

化”到“小型化”、从“联合化”到“核心化”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家庭户的人数保持较大规模。

据相关数据显示，1953-1978 年间我国家庭户规模

始终在 4 人以上，最高峰为 4.81 人 ；改革开放之

后，1979 年，家庭户规模为 4.65 人，2000 年下降

到 3.59 人，2014 年降低至 2.97 人。[6] 这表明我国

家庭结构仍以核心家庭为主体，但小型化趋势明显

加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以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

变化，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家庭形态。在计划生育

政策的严格执行下，“四二一”家庭结构成为典型

的代际人口结构。晚婚晚育等政策制度的推行，使

得家庭结构核心化得到迅速发展，单身家庭和丁克

家庭明显增多，且多为作为中产阶层的城市白领。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导致分离家庭、漂泊家庭出

现，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农村空巢

老人晚年生活堪忧。随着人们婚恋、家庭观念的多

元化，婚姻家庭制度对两性关系的调节和约束减弱，

婚外性行为增多，所谓的“二奶”“小三”现象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也导致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破裂。

而家庭结构、家庭形态、家庭关系的变化，必然会

影响和带来家庭功能的重构和变革。相较于传统的

家庭，改革开放后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步萎缩，根深

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淡化，养女防老的观念也

日渐流行，甚至是夫妻互助养老更为可靠。在市场

经济的作用下，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恢复，经济活

力越来越大，其直接表现就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

商户迅速成长起来。 

（三）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就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政府

分配”到“市场配置”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实行

单位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就业岗位由国家统

一分配、高度稳定，被称为“铁饭碗”。改革开放

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

们可根据市场需求自由双向选择就业岗位。从就业

岗位的产业属性来看，70 年来，我国逐步实现了

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最大比例到第三产业占最大

比例的巨大转变。据相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

期，1952 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在 GDP 总量中的比例关系是 50 ：21 ：29 ；1978

年，三大产业占 GDP 总量中的比例关系转变为

28 ：48 ：24，第二产业迅速发展 ；到 2018 年，三

大产业的比例关系转变为 7 ：41 ：52，服务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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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第一、二产业之和，稳

居第一位。[7] 另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

我国 18-69 岁人口中 70.1% 为就业人口，实际人数

为 7.1 亿人，其中 82.6% 为体制外就业人员，这其

中 12.4% 为白领职业从业者。[8] 这表明市场化改革

使得体制外就业人数逐渐占据我国就业总量的绝大

部分，且劳动力的白领化成为一种重要发展趋势。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自由职业

人员等各种新兴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大量涌现。由于

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工”作为一

种独特的职业类别，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四）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在社会结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

用，也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城乡结构经历了一个从“城乡分割”

到“城乡融合”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

平权化的重要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确

立了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农村支援城

市的发展体制。通过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

乡之间难以自由流动。城乡之间形成了“工农产品

剪刀差”。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逐

步放开，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但依附在户籍之上的

社会福利却依然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巨大差距。随

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取

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出现

较大改观。农村户籍的含金量及相应的福利待遇日

益提高。“居住证”制度的普遍实施，有力解决了

农民进城务工享受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城乡社会结构在诸多结构要素方面逐渐实现对接和

融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49 年我国城镇化率

为 10.6%，1978 年达到 19.7%，2019 年则首次突破

60%。[9] 也就是说，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之间的 29 年，

我国城镇化率仅提高了 7% ；从 1978 年到 2019 年

之间的 40 年，则提高了 40%。这表明改革开放后

市场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我国城镇化

进程，从而也使得城乡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实

现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巨大转变。

（五）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新中国 70

年以来，因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体制

模式，我国区域结构逐步实现了一个从“区域相对

平衡发展”到“区域不平衡发展”再到“区域协调

发展”的总体性转变。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自古就存在较

大的区域差异和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

国防和工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我国在区域发展方

面实施了全面推进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平衡全

国的工业布局，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加强中西部

地区的工业建设。[10] 这一战略的现实举措就是“三

线”建设，把大量新建的项目部署在内地和三线地

区。由此，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全国的工业

布局总体上实现了基本均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开始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其直接表现

就是一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建立，以及上

海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的设立。在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大格局下，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这些东部地区率先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

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南部、中部、北部之间的差

距日益显现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

国家又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此后，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成为新时代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六）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逐步实现了一个从“生活

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物质性消费”到

“服务性消费”、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

费”的全面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困难和

物质短缺，我国居民消费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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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接表现就是粮票、油票、鱼票、肉票、布票等

各种票证制度的广泛实施。由于政治身份、行政级

别的差异，城乡居民会体现出不同的消费待遇。改

革开放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作为标志性

商品的三大件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标志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被称为新三大件的“彩电、

冰箱、洗衣机”开始成为城乡家庭新的消费标志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空调、录像机、电脑”

又成为新的三大件消费标志。同时，随着人们收入

差距的拉大，居民消费之间出现较大的分化，特别

是消费的“阶层化”现象逐渐明显，一些高消费阶

层向享受性和炫耀性消费转移。进入 21 世纪之后，

随着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城乡居民家

庭消费的比例相当高，甚至成为严重负担，挤压了

其他领域的正常消费。“电商”作为一种新的消费

模式，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大众的消费习惯，并给实

体店消费带来重大挑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新中

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消费主要就是生

活必需品支出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

民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 50% 以上，直到 2017 年

才首次下降到 30% 以下。[11] 这表明人民生活水平

和质量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七）分配结构

分配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实现了从“按劳分配”

到“以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的重

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与计

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分配

制度的基本表现就是，按照“一平二调”的“大饭锅”

模式，采取实物配给制和福利补贴制。虽然“抹平”

了社会不平等，但也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2]

这种分配结构固定化，使得全国基尼系数长期停留

在较低水平。据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城市、

农村基尼系数分别为 0.16 和 0.22，全国基尼系数据

推算为 0.3 以下。[13] 这表明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结构的分化，特别是在分配制

度上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

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参与收益分配，使得人

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行业之间、

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等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日益

显露。1993 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突破 0.4 的国际

警戒线，此后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随着收入差

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在高位水

平徘徊，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相

关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在 2000-2009 年出现明

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 2.78 倍上升到 3.33 倍，

2009 年为历史上最高水平。[14] 收入分配结构失调

的背后，是市场化和行政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关键症结所在。此后，我国

收入分配差距也有过小幅度降低。随着加强社会建

设、保障改善民生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脱贫攻坚

战略的全面实施，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

势有所遏制。

（八）阶层结构

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构成。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

了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化社会阶层”

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雏形。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存在的由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新民

主主义社会四大阶级结构。1956 年，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后，我国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

分子组成的“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模式。

改革开放之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

的背景下，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

多重作用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实现不断分化、

重组和再造，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 ：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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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

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等十大社会阶

层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15] 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

新社会阶层日益崛起，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

体力量。从社会整体结构类型来看，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经历了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向“土”字型

社会结构的转变，但离“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仍有较大距离。[16]

（九）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根基。现代社会

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需要一种科学的组织结构

和组织关系模式。新中国 70 年以来，我国组织结

构实现了一个从“总体性组织结构”到“分化性组

织结构”的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

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城市通过单

位组织，农村通过人民公社组织，从而形成一种总

体性的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之后，为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通过精简机构、转变职能，逐步实现

了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服

务型政府”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得到调整，不断激发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组织主要是以国营企业和集

体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并在三大改造后

获得绝对支配地位。这种经济组织类似行政化公共

功能单位，承担了大量社会性职能，形成了“企业

办社会”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

制度，私营和民营经济也快速发展起来，逐步成长

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在计划经济时期缺少

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群团组织被纳入政治体制

之内。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释放出的社会资源

和空间，使得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组织的

类型、体量和质量获得全面发展，社会生活领域的

自主性显著增强。但从社会整体组织结构来看，政

府组织较大、市场组织较强、社会组织较弱，使得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失衡。这

也是导致社会结构紧张、引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

要根源。

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经验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结构现代化最能深刻、

本质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 一般认

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橄榄型社会结构”；

现代化的社会，也是一种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

“橄榄型社会”。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到 2050 年新

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占

到 60%，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完成橄榄型社会的建设。[17] 按照这个预测，我国

仍有 30 年的时间，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纵观新中

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社会结构正朝着现代化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不断迈

进。通过对 70 年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观照和反思，

从中也可以发现和揭示一些规律性认识和启示，这

将有助于我们遵循客观规律来调整优化社会结构、

推进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  

（一）社会结构变迁具有自身客观规律

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

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同市场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是既不同于

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

手”，[18] 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发挥着潜移默

化的看不见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尊重和承认社会

结构的客观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

间的关系。新中国 70 年的社会发展历程表明，一

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包

容性、协调性的特征。改革开放前 30 年，社会结

构的高度封闭性和垄断性，就严重窒息了社会发展

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后 40 年，在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格局下，社会结构急剧分化，释放出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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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活力和创造能量。当然，社会结构的紧张，也

导致了一个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多发频发。

历史和实践表明，充分利用好社会结构这只看不见

的手，对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结构必须与经济结构相协调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

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在功能上相互依存、互为

基础，为社会整体服务，两者之间应保持合理位

差，实现协调发展，才能有效支撑整个社会的和

谐运行。[19]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

会”作为一个主体领域并未形成自主结构，主要是

依附于政治和经济而存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

向市场分权的同时，逐步实现了向社会的分权。“政

府”和“市场”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推动力

量，两者的巧妙结合既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

导致了社会生长和社会发育的艰难。由于社会的自

我组织化和能力建设的不足，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

失衡，长期滞后于经济结构。纵观 70 年的变革历

程，改革开放前 30 年，经济结构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自主体系，两者之间无法实现互

动，也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单一化。改革开放

后 40 年，虽然在较长一个时期，社会结构严重滞

后于经济结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意识和互动机制

逐步发展起来，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观念基础。 

（三）中产化是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最为稳固的基础支撑。通常认为，现代

化的社会结构一般呈现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

的橄榄型、纺锤型结构模式。一般认为，当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 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

达到 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 以上，社

会结构就会逐步稳定下来。[20] 目前，针对我国社

会结构的状况虽有多种不同描述，但总体上普遍认

为中国社会结构仍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韧性，仍保持

着较强的社会流动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方

向，就是加快扩大中产阶层比例，促成社会中间层

的快速成长，培育和建成中产社会，这也是社会稳

定的支柱性力量。据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中

等收入群体或者中产阶层的比例大致在 35% 左右，

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促进中产阶层比例增长，主

要有正式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市场渠道三种

机制。[21]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需要改进和提升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地位上升渠道的重要作用 ；高度

重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培育和

转化农民工群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 ；着力挖掘和培

育市场各类销售群体，使之成为中产阶层的重要潜

力群体。

（四）调整社会结构必须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有自我演化和变

革的过程，也有制度政策推动和建构的过程。纵观

新中国 70 年的变革历程，改革开放前 30 年，社会

建设和社会治理发展不足，社会结构调整就困难重

重 ；改革开放后 40 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快速

发展，就会给社会结构优化提供力量源泉 ；特别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逐步实现经济政策

向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之后，制定和实施一系列

社会政策，成为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推动力

量。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结构调整与社

会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社会体制改革如果不到位、

不彻底，社会结构的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复杂

交织、难以根治。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

一些领域已显现固化的倾向，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

也有所收缩，底层群体和精英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

明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仍具有较强的惯性。破除这些利益固化的藩篱，必

须大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并在户籍制度、档案制

度、职称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进行相配套的综合

改革，为各类社会群体实现阶层流动、地位上升提

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五）发展生产力是优化社会结构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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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也是影响社会结

构最大的要素。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直

接引发人们工作方式的变化和职业结构的变化。纵

观新中国 70 年的变革历程，正是随着我国产业结

构的不断变革和转型升级，社会结构才实现了不断

的分化、重组和优化。改革开放前 30 年，我国产

业结构比较单一，城市着力发展重工业，农村主要

是发展传统农业，并形成和确立了农村支援城市的

产业发展体制。在单位福利的作用下，第三产业没

能获得有效发展。由于农业比例占据最大，此阶段

为典型的农业大国。改革开放后 40 年，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新阶段，电子科

技、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各种新兴产

业不断涌现，各种新兴职业岗位也大量涌现，经济

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科技创

新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产业

受到高度重视，并实现快速发展。在极大改善和提

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水平的同时，也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点。此一阶段，实现了我国产

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

产业比例依次降低。这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调整提

供了强有力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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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Chen    Peng
[Abstract]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s an important stage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it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 change from the "four major classes" to the "two classes, one stratum" to the "diversifi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rough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al we can find that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have 
their own objective laws, social structure must be coordinated with economic structure, middle class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social governance must be innovated to adjust 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basis of optimizing social structure. To fully grasp the law of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will help to better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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