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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

今后２０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目标
严先溥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本文从统计分析的角度，介绍了国家统计局对小康标准的测算过程以
及城乡居民由温饱向小康跨越的主要标志；分析了居民小康水平的实现程度，并指出了西部农村距
小康的差距，最后，分析了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性。
关键词小康社会；统计指标；实现程度

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

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既包括物质

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

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

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

改善。

要矛盾。巩固和提高人民生活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

“小康”生活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

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想生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只能是人

城乡居民由温饱向小康跨越的主要标志

们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人民收

我国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

入和生活水平连续上了几个大的台阶，消费结构和

场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温饱到总

消费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实

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衣

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食无虞的梦想成为现实。主要表现为：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经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６２％。城镇

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加了一倍多。城乡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１９８９年刚过５ ０００亿元，目前已

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

超过８万亿。
第二，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①消费总

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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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１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首先取决于对小康内在涵义的理解，它是标准制定

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５倍。②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的出发点。目前，大家对小康内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

居民家庭购买食物的人均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

的，但作为标准严格加以定义，特别是对小康的范围

重，城镇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４．．２％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

和数量标准的确定，就很难得到一致认同。这是由社

３７．９％，农村从５８．８％降到４７．７％。③城乡居民居

会经济事物变化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社会经济事

住条件显著改善，不仅面积扩大，而且居住质量和配

物的变化不像一些自然对象那样从一个阶段到另一

套性能不断提高，生活的舒适程度提高。④消费品

阶段有一个确切的临界值（如水沸腾在正常气压下

档次升级换代，从改革开放前的自行车、手表、缝纫

是１００℃），而往往是一个数量区间，确定临界值当

机，到电脑、小汽车、商品房，层次不断提高，一些耐

然就只能是一个大概，就像人均ＧＤＰ的小康临界值

用消费品在农村开始普及。

可以确定为２ ５００元，那么定为２ ４８０元也未尝不

第三，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可。因此，尽量从定性上对小康涵义作出科学的界定

为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的

是很有必要的。

基本生活，注意搞好“三条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

小康是指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下，人民生活

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

水平高于温饱但还不够富裕，达到丰衣足食、安居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基本实现了“应保尽

业、生活舒适便利、精神健康充实的一种程度。从这

保”。到２００１年底，农村贫困人口比改革开放初期减

一涵义可知，它类似于国际上通用的生活质量的涵

少２．２亿，一些生存环境恶劣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地

义。生活质量的涵义也在发展演变，今天人们提到的

区也开始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生活质量一般包含三层涵义，即：物质生活状况，主

小康是怎么黜耥
据国家统计局的专家介绍，《全国人民小康生活
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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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绿化状况；社会环境状况，主要内容是社会秩序
与安全感、社会道德风尚等状况。

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三套

第二是确定小康标准临界值和指标权重。对每

标准是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

一指标确定一个数量临界值，达到或超过此值就认

农业部制定的，此后一直作为衡量全国人民小康生

为该指标达到小康水平。指标临界值确定的方法不

活水平实现程度的尺度。考虑到城市与农村存在较

尽相同，如有用计量经济模型确定的，有用国际公认

大差别，为了从本质上更为准确地反映居民生活水

标准确定的，有用横向对比法确定的，也有用专家法

平的实际提高程度，又制定出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

确定的，但总的依据是后面提到的四条原则。如住房

作为全国标准的细化和补充。专家指出：我国地大

使用面积需要考虑人均活动空间、睡觉空间、学习空

物博，人口和民族众多，生活习俗差异很大，如果全

间、饮食空间等多个因素来确定。指标权重是指其在

国用一套标准很难准确刻画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状

整个指标体系中占居的重要程度，它的确定同样有

况，平均数下会掩盖巨大的差异。所以，一些指标的

多种方法，如专家法、多元统计分析法等等。经济水

数量界线不能“一刀切”，需要分别对待。如对于收

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五个

入水平和衣食住行中的一些重要指标，小康临界值

方面的权重分别是１４％、４８％、１４％、１０％和１４％，

区分为城乡两种标准较为合理。

其中物质生活权重最大，它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核心

按统计核算标准，小康实现程度的计算可分为

部分。

三大步：
第一是小康内涵界定。小康标准框架的确定，

第三是计算小康进程，即距小康临界值还有多
远或者说实现程度。这里采用区间距离实现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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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测算，就是将小康临界值（亦为小康生活阶段的

作原则，衡量我国小康生活发展水平不仅要科学客

初始值或下限值）作为温饱阶段的上限值，将１９８０

观，而且要具有简便实用和可操作的特性。价值量指

年或１９８０年代初的指标值作为温饱阶段的初始值

标与实物量指标相结合，尽量以指标的相对量来衡

即下限，确定出温饱生活阶段这一区问，此区间的距

量，以便保持可比性和连续性。三是可比性原则，所

离用Ｙ表示；某指标由温饱初始值达到现值构成的

选指标要便于横向与纵向的研究分析，既要参照国

距离，说明该指标达到的一种数量水平，该区间的距

际标准，又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城乡差

离用ｘ表示，则该指标小康实现程度就是指ｘ与Ｙ

别较大、资源相对不足的国情特点，以及生活方式上

的比值的百分比程度，即（ｘ／Ｙ）×１００％。一般ｘ位

的差异。四是最小可靠原则，在具有几乎同等代表效

于温饱区间内，如果ｘ等于或大于Ｙ，则实现程度为

果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指标数量的最小性和数据

１００％，如ｘ小于Ｙ，就说明小康社会还没实现。总体

来源可靠性的原则，以使指标少而精，又能客观合理

实现程度为各指标实现程度与其权重乘积之和。

地反映小康生活水平。

计算结果总体讲是客观合理的，反映了现代社

我国居民小康水平的实现程度

会经济的较好的生活水平状态，与国际中下等收入
中共十三大正式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国家水平相当。
全国标准是作为全国人民小康生活的统一标准

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实现国

来设计的，是测量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一个基

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

本标准，包括五个方面共１６项指标。第一类为经济

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２０００年），使国民生产总值

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个指标组成；第二

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

类为物质生活水平，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

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农村居民人均钢

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改革

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城市居

的康庄大道上，城镇居民生活正沿着“温饱一小康一

民每万人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农村通公路的行政村

富裕”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农村居民也逐步实现由

比重、恩格尔系数８项指标组成；第三类为人口素

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到温饱，由温饱向建设小康

质，由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３项

社会的两次重大跨越。

指标组成；第四类为精神生活，由教育娱乐支出比重

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和电视机普及率２项指标组成；第五类为生活环境，

从农村居民看，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１３４

由森林覆盖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

元，１９８９年突破６００元，达到６０２元，１９９７年超过

百分比２项指标组成。

２

０００元，２００１年达到２ ３６６元，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平均

城镇标准由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

每年实际增长７．３％。农民收入水平实现温饱有余，

神生活、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障五个部分组成，共包括

部分地区已实现小康。从城镇居民看，城镇居民收入

１２项指标；农村标准由收入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

加速增长，２００１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

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社会保障与安全六个部分

元，比１９８９年增加了５ ４８４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组成，共包括１６项指标。

年均增长率达到７．１％，比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５．６％的

８６０

遵循的主要技术原则有四条。一是全面系统原

年均增长率高出１．５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已经整体

则，能综合反映小康水平的内涵和基本特征。以反

上实现小康。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到２００１

映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主线，将经

年，农村贫困人口比１９７８年减少２．２亿多，比１９８９

济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状况综合考虑，使之与温饱

年减少７ ０００多万。

和富裕阶段的生活内涵有明显的区别。二是实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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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长１．３倍；电冰箱８２台，增长１．２倍；洗衣机９２台，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衡量生活质量的一项综合

增长２１％；电风扇１７１台，增长３２．６％；照相机４０

指标，它客观上反映了不同收入不同价格水平下各

架，增长１．３倍。另外还有影碟机４３台，录放像机

国居民的生活状况。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用恩

２０台，组合音响２４台，家用电脑１３台，而录音机的

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６０％以上

拥有量同比下降了２７．１％。

为贫困，５０％～６０％为温饱，４０％～５０％为小康，

４．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３０％～４０％为富裕，３０％以下为最富裕。目前欧美

实现温饱以后，住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小

发达国家一般为２０％左右。

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从农村居民看，１９７８年恩格尔系数高达

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

６７．７％，还处在贫困阶段，１９８９年降至５４．８％，由贫

居民的居住环境、住房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加

困转向温饱，２００１年则进一步降至４７．７％，开始步

大了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力度，延续了几十年的实

入小康。

物性、福利性分房体制彻底结束，住房分配货币化制

从城镇居民看，１９７８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５７．５％，仅能维持温饱，１９８９年略降到５４．５％，仍在

度正全面实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步伐日益加
快。

温饱上徘徊，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稳

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农村住房面积增加、质量

步提高，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１９９４年首次跌破

提高。２００１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为２５．７ ｎ１２，比１９８９

５０％大关，开始进入小康，２００１年降到３７．９％，由小

年增加了８．５ ｍ２，增长４９．４％。其中：砖木结构的住

康转向富裕。

房１３．８ ｍ２，比１９８９年增加了４．５ ｍ２，增长４８．４％；

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比重）逐年下降，标志着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楼房面积６．９ ｎ１２，比１９８９年增加了６ ｍ２，增长６．５
倍。

３．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据抽样调查资料，

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变化情况看，农民家庭经

２００１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１４．１ ｍ２，比１９８９年

历了从“老四大件”到“新四大件”的转变。１９８９年

增长５３．３％；城市居民家庭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前，农民的主体选择是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和收音４ ＩＴｌ２的拥挤户从１９８９年的５．７％下降到０．８％；住
机等“老四大件”，１９８９年前后，电视机、电冰箱、洗

房中有自来水的家庭从１９８９年的７９．８％增长到

衣机、电风扇等“新四大件”成为农民追求的新宠。到

９５．２％，有厕所浴室的家庭从１９８９年的４３．３％增

２００１年，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５４．４台，

加到８０．７％；使用空调或暖气取暖的家庭从１９８９

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１４倍；电冰箱１３．６台，比１９８９年增

年的２３．９％增加到４８％；使用管道煤气、天然气或

加１４倍；洗衣机２９．９台，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２．７倍；电

液化石油气作为燃料的家庭从１９８９年的３７．６％增

风扇１２９．４台，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２．８倍。现代家庭生

加到７８．７％。

活的许多耐用消费品，如电话、移动电话、空调、电脑

５．交通通信消费成为持续增长的消费热点

等也进人了农民家庭。２００１年，农民每百户拥有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话机３４．１部、移动电话８．１部、空调１．７台、组合音

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交通和通信。改革初期，城镇居民

响８．７台。

的交通方式只有自行车和公共汽车，通信方式只有

城镇居民家庭则经历了从“老四件”到“新六件”

邮信和电报，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很少。而２００１年，城

（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风扇和照

镇居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４５７元，比１９８９年

相机）再追求电脑、轿车的转变。２００１年城市居民家

增长２１．６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从１９８９年的

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１２１台，比１９８９年增

１．７％增加到８．６％。其中购买家庭交通工具支出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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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交通燃料费支出９元，交通工具维修服务费１７

杂志费６４元，增长５倍，还有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

元，出租汽车费２２元，其他交通费７４元；购买通信

支出６８元。
人口素质的高低，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活

工具支出５５元，电信费支出２２１元，邮费和其他支
出６元。

质量的综合反映，是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标志之

随着各种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得到普及，农民意

一。１９９９该项指标年实现小康标准的８８．４％，其实

识到了知识、信息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将更多

现程度是五个方面最低的，但比１９９０年的５３％高

的消费支出用于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２００１年，农

了３４．９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推进３．９个百分点。其

民用于文教娱乐的支出人均１９３元，与１９８９年相比

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９８％，中部地区为９３．５％，

提高了５．２倍；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人均１１０元，与

西部地区为７３％。

１９８９年相比提高了近１２倍。

人口素质可分为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它的

尽管互联网尚未普及到农村，其他通信发展程
度也远不如城市，但从速度上比较，其发展也是较快

提高除受经济基础这一因素制约外，还取决于受教
育程度、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几个方面。

的。近几年的电网改造、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

农村通信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描述小

成就，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

康水平的农村已通电话行政村比重指标也于１９９７

取得历史性进展，到２０００年底，我国已顺利实现“两

年达到了小康标准。

基”目标，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

６．人口素质一年更比一年高

达到８５％。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共扫除文盲４ ８７２万

经济学理论中将居民消费划分为三个层次：生

人。根据人口调查资料，我国１５～４５岁青壮年文盲

存、享乐和发展。“生存”为最低层次，主要是指衣食

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４％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４．１％，下

消费；“发展”为最高层次，主要包括教育、健身、环境

降了６．３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等方面的消费。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层次处于

和初中毛人学率分别达到９９．１％和８８．７％，高中和

享乐和发展之间，教育消费发展前景看好。

大学入学率也分别达到４２．８％和１３．３％。２００１年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居民生活质量

我国６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７．７年，与

的提高以及教育改革的推进，居民家庭教育投资观

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增长了２．５年，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增

念不断加强，子女上学要上好学校，课外还要学外

长了１．４年。每ｌＯ万人口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

语、学电脑、学音乐等等，成年人工作以后也不放弃

人口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

继续深造，出国留学热吸引发达国家纷纷打人中国

度的由１９９０年的１ ４２２人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４

争夺教育消费市场，居民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增长显

人，增长了近２倍；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由

著。２００１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包括书报

８

杂志）４６１元，比１９８９年增长１０．２倍，消费比重从

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３．４％增加到８．７％。其中：学杂费支出３０８元，同比

２３

３４４人上升为３４ ３５１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增长１１．２倍；托儿费支出２２元，增长３．２倍；书报

３７

０５７人下降到３３ ８２９人。

表１

０３９人增长到１１ ５３４人，平均每ｌＯ个人中有１．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各种文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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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７

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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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各级各类学校达到１３５万所，在校学生

会发展而逐渐加快的，我们的药品丰富了，不那么依

３．２亿人，平均每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学生，

赖进口了；医院的床位宽松了，卫生服务的条件改进

国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我国已成为世

了，治疗的仪器先进了，人们不再因治病条件的艰难

界上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教育人口比重由１９９０年

而苦苦等待，卫生理疗和身体保健也早已不是奢

的２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６．６％，增长了４．４个

望。到２００１年，全国每万人拥有病床２３．９张，每万

百分点。

人拥有医院０．５１个，每万人中有医生１６．９名。我国

在高等教育连续三年扩招的情况下，２００１年全

人口预期寿命率先于１９９６年达到小康标准，目前，

国共招收本专科学生４６４．２１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

我国这一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指标接近，比高收入

生首次突破２５０万人大关，达到２６８．３万人，比

国家低７岁左右，比低收入国家高６岁左右。

１９９０年的６０．９万翻了两番多，成人高校招生１９５．９

９．精神生活：走向希望享受人生

万人，也比１９９０年增长了两倍多，全国高等学校本

没有比精神面貌更能反映人的相对优越状态，

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Ｉ １７５．Ｉ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

精神生活的提高是小康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它刻画

８０２．２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

的是人们生活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社会道德以及

７１９．１万人，是１９９０年的３．５倍，年平均增长１２％，

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状态。１９９９年全国总体衡量精神

成人高校在校生为４５６．０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

生活已实现小康标准，是五大部分中实现程度最高

２８９．３万人，年平均增长９．６％。自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

部分之一，比１９９０年的４７．２％提高了５１．９个百分

制度以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

点，平均每年向前推进５．７６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

３００多万人，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的毕业生占

区实现程度为９８％，中部地区为９４％，西部地区为

１

７０％。普通高校校均规模由１９９０年１１９人增加到
表２
项目

１９９０年

学校数（万所）
学生数（万人）

２３

１９９５年

１３６

１５３

６５４

２９ ０７８

４９１

９ｌ％．

１９９ｆｆ－－２００１年我国教育规模的发展情况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５５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１５７

１５５

１５９

１４９

１３５

３０ ４０１

３１

０７６

３１ ８０１

３２ ６９７

３２ １１６

３２ １２３

５４９

１

５７７

５９７

教职工数（万人）

１ ４３２

教育人口（万人）

２５ ０８６

３０ ５７０

３１ ９５０

３２ ６５３

３３ ３８１

３４ ２９７

３３ ７１３

３３ ６９７

丝：２

箜：２

堑：２

堑：２

盈

望：主

堑：§

堑：垒

塾宣厶旦出重ｉ丝）

１

１

２００１年的５７０人。

１

５８０

１

６００

１

１

５７４

人们的精神消费向健康型和知识型发展。居民

７．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逐渐下降，非食物性支出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中

尤其是服务性等非商品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教育、文

国文明历史，曾创造过世界奇迹，为人类发展作出过

化、娱乐和其他服务性精神消费增长较快。１９９９年，·

杰出的贡献，为世界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２００１

全国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３％上升

年我国文化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每万人有艺术表

到１９９０年的６．２７％再上升到１１．５９％，超过小康标

演团体２．０４个，公共图书馆２．１１个，博物馆１．１４

准值。

个。广播电视更上一层楼，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听、

１０．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视觉信息获取和娱乐渠道，２００１年广播综合人口覆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使人类对环境

盖率达９９．８％，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９６．５％。

问题的认知、觉醒和反思不断进步，逐步形成共识，

８．卫生保健条件逐步改善

并升华成为当今的重要话题——可持续发展。可持

人们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

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是探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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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存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关系的战略。目前，

世纪头２０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

我国已加入到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制

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

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这一战略的逐步推

出的到２０１０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

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有所改善，２００１年，全国自然

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２０年，集中力量，全面

保护区总数由１９９５年的７９３个扩大到１ ５５１个；全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

国自然保护区面积也由１９９５年的７ １７２万公顷发

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

展到１２ ９８９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比重为１２．９％；

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

全国生态示范区数达２１５个。可喜的是，１９９９年反

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

映小康标准的核心指标我国森林覆盖率为

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１６．５５％，首次超过１５％的小康标准，实现程度为

主义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１００％。

西部农删、康还有一定确

滁盏淼黧震耋主鬻萎

我国是一个拥有８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因此，

大。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这个奋斗目标，发展

全国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在农村。根据国

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

家统计局小康研究课题组的测算，预计到２００２年

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各地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努

底，全国农村居民整体小康实现程度在９５％左右，

力实现这个目标。

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其中，东部地区农村小康实现

中国应在本世纪头２０年重点抓好四方面的工

程度可达９９％左右；中部地区农村小康实现程度约

作：一是抓住世界性经济结构再一次大调整、人类社

为９５％左右；西部地区农村不但整体不能达到小康

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新的历史性机遇，坚持

生活水平（小康实现程度约为７５％左右），而且西部

不懈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力争在较短时期内通

地区各省份达到小康目标的可能性都很小。

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而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快

从地区看，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

速发展；二是坚持走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充分利用

深，农村实现小康的难点主要在西部地区。西部地

市场力量，提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综合效率，特别

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较差的自然经济条件造成投

是提高利用市场力量改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农业

资环境较差，不但不能有效地吸引投资和人才，而且

等产业的管理与效率；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

还造成每年大量资金和人才的外流，使得西部地区

管理，建立起既有较高竞争力、又有活力和效率的政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难以发挥优势；西部

府管理体制；四是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推进中

地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改革的步伐较

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一体化进程，力争从经

慢，加上长期以来资金不足的困扰，经济发展相对迟

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

缓，农民商品经济意识较差，人均收入水平低，而且

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我们将逐步扭转贫富差

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还在逐步拉大。因此面对西部

距拉大的趋势，城市化的水平要超过５０％，社会保

大开发的机遇，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要加强

障也会更加健全。可以预见，我国全面的小康社会一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同时

定能实现。

采取各种措施改善文教、卫生等条件，增强它们的发
展潜力，使西部地区农村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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