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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小康生活的指标体系

★

李伍荣胡德宝

（湘潭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最终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

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活水平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偏差。本文对生活水平提出了
新的认识，对描述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做出了分析，对如何设计科学的衡量小康生活水平的指标体
系提供了原则设想．并对如何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小康生活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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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社会是指社会的整体进步，涉及经济、

标体系应从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

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

荣、社会和谐等多方面进行。二是发展维度的全面。

而其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

出发点和根本目标。

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较大，应该

一、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生活水平

使这些关系协调发展。这并不是排斥应有的差异和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新“三步走”战略，从２００３年

差距。只是应该更多的关注处于弱势的一面，保证它

起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本文中所用

们与强势力量的差距在一个合理限度内。就城乡差

的“全面小康生活”是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全面小

距来说，目前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两倍，而消费额

康社会”仿射过来的。这是两个既有共同点，又相区

只及城市人口消费的１／３。没有农村、农民的小康，

别的范畴。

就没有全面小康，这不仅是个数量层面的问题，更是

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全面”。它包括两

一个根本性质和政策取向上的问题。

方面：一是指标体系的全面，或说静态的全面。为配

尽管全面小康生活与全面小康社会都强调“全

合旧“三步走”战略中“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国家

面”二字，但是，对于全面小康生活不能完全从社会

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等部委于２０世纪９０

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设计指标．而应把它们与

年代中期设计了“小康”指标体系，内容包括经济发

经济属性紧密结合起来。如．民主应限定于经济民

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

主；充分就业，就业为民生之本，社会必须有一个充

环境等五个方面。可以看出，这种指标体系比以往仅

分的、相对稳定的就业环境；财产保障，目前在房屋

把消费生活看成吃、穿、住、用、行有进步，它把成人

拆迁、土地征用中，公民的财产权常遭到侵害，应加

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森林覆盖率和

以改变；经济民主．作为消费者不仅是通过货币“选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等也纳入其中。这是一大明显的

票”或通过市场中介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而是可以直

进步．但涉及的面仍然偏窄。全面小康社会和生活指

接进入企业决策中：还有，文化应不超出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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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认为，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指涉的角度不

赢利性的公共政策组织认为，ＧＤＰ只是一个国家的

一样。全面小康社会是指全国人民“所属”的宏观环

经济福利的最直接的“计分牌”，它仅仅反映了商品

境．而全面小康生活是全国人民“所有”的生活状况。

和财富的交易总量，但没有区分开会增减社会财富

没有全面小康社会便难有全面小康生活，同理，没有

的现象。此组织在一些方面上给出了真实进步指标

全面小康生活，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不完善的、不全面

（ｇｅｎｕｉｎｅ

的。

ＧＤＰ遗漏部分“再定义”，增加收益，扣除成本，以期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ＧＰＩ），分别对原有的

二、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更精确衡量“进步”。包括：①犯罪和离婚。②家务劳

由于衡量人们生活状况的思路和侧重点不同，

动和志愿者工作。③收入分配。④污染。⑤防卫性支

因而产生出不同的指标体系。我们先对几种常见的

出。
ＧＰＩ法对ＧＤＰ法未考虑到的一些因素进行了

指标体系进行评析。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ｐｅｒ

修补，与ＧＤＰ法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它仍未

ｃａｐｉｔａ），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并广泛应用的生活水

摆脱ＧＤＰ法的阴影，使用的仍然是单一的标准；同

平量化手段，它反映的是人均持有的实际国内生产

时．一些因素完全可以划归为其它范畴的指标来重

总值量。它的计算如下：一定时期一国范围内的所有

新精确量化，而要以对ＧＤＰ的影响表现出来，这种

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量，调整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影响程度就很难用具体的数值统计。这种衡量指标

再除以总人口数量所得到的值。如果一国人均国内

理论上比ＧＤＰ法更精确．却仍不能作为指标体系全

生产总值增长，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商

面地概括生活水平。但它确实给我们在量化全面小

品和服务，或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者在购买

康生活水平时的指标设计提供了依据，即在保留

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它确实是衡量我们的物质

ＧＤＰ指标的同时，也要将未考虑到的因素以其它容

生活标准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尽管对更多物品

易量化的标准涵盖进去，形成一个体系。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的享有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提

以上各种指标体系，各有侧重，各有优点，但任
何一种都不可能单独用来衡量全面小康生活，而必

高。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衡量生活水平时有一些不

须加以综合和发展。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篇幅

完善之处，有诸多因素未考虑到。如：①无偿劳动。实

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无意也无力去完成这项任

际ＧＤＰ未将家务劳动、志愿劳动和社区纳入核算体

务．只就设计科学的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

系。而这些对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产生一些很实际的

应坚持的原则谈些个人认识。

影响。②收入分配。实际ＧＤＰ极有可能掩盖收入分

以人为本。传统的发展观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

配不均导致的高基尼系数（Ｇｉｎｉ ｃｏｅｍｃｉｅｎｔ）——

在物质财富的增加、速度增长等方面，是以经济增长

ＧＤＰ的较大份额掌握在相对较少比例的人手中。③

为中心的。无疑，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是，经济增长

生活质量的改变。实际ＧＤＰ不仅没有考虑新鲜空

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气、洁净的水、更多闲暇等带来的价值，也没有考虑

发展是一个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是多元的，既

诸如交通堵塞、噪声污染等令人不快的生活质量的

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科技、生态环境的建设

改变。

与发展，它们互相促进，互相联系。归根结底，一切发

可见，仅用ＧＤＰ或者人均ＧＤＰ这种经济发展

展是为了人，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不仅是衣、食、

指标衡量生活水平是不全面的，甚至于是不准确的，

住、行等生存生理需要，而且包括生态环境需求和精

必须要综合其它指标予以完善。鉴于国际通用性和

神心理需求。这是新世纪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发展观。

直观可比性。一定要在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中重

评价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必须体现以人为

点体现．但同时要对其遗漏或不合理之处进行改进，

本的思想。
系统全面。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广泛、综

使之能符合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要求。
美国加州的一个名为Ｒｅｄｅ６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的非

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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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应包括经济发展、物质

努力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关键是解决好就业

生活、社会进步、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与社

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居民可靠收入的稳定来

会安全、生态环境与卫生七大指标。这些标准必须体

源，也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当前及今后一段时

现出它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个指标之间要形成有

间，应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促使服

机、有序的联系．从多方面反映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

务业吸纳更多的就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娱乐和

进展情况和动态变化。

精神消费。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其目标主要

操作性强。全面小康生活水平度量指标体系应

是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各类经济实体扩大

尽量简单明了，便于操作。用尽量少的指标反映尽量

就业机会的能力，包括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多的内容，同时便于收集和计算分析，对于全面小康

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劳动力流动、加强就业中介服务

建设的研究、战略规划具有实用价值。构建全面小康

等。促进非正规就业，其目的是适应经济结构调整，

指标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把系统复杂的全面小

创造更多灵活的就业岗位。

康生活水平变为可以量度、计算、比较的数字、数据。

２．拥有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消费生活．主要的

以便为这些标准的实现提供定量化的依据。

消费诉求基于物却又超脱于物，追求效用体验，文化

便于比较。为便于进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

表达，个人实现

同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尽量使指标和资料的口

在全面小康生活阶段，人们的新追求的理论依

径、范围与国际常用的指标体系相一致，也要兼顾中

据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产品价值的不同属性。可以分

国的实际国情。

为功能性价值和符号、象征性价值。功能性价值是基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有一点是必须要

于产品的物质特征和物理属性而给消费者带来的满

把握的也是不会变的，那就是这些指标必须是基于

足。而符号、象征性价值是在消费的社会背景下，人

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脱离了这个中心，就达不到

们可以理解的，消费者个人的独特的、个性的呈现，

全面小康生活的要求，建成的社会也不是我们所想

如角色表达，界定特色等。二是消费者目标的多层次

要的。

性。在全面小康生活阶段，人们追求的是超越物的体

三、如何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小康生活

验，它们与消费者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主题相联系。

建设全面小康生活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全社会

价值观是一种信念，相信某种特定的消费行为会带

各种主体、各方力量参与的系统工程。考虑到作为小

来自己期望的结果，生命主题则是对人们在特定场

康生活基础的经济发展不能够完全通过市场来实

合中如何行动的深层思考。物品本身存在的两类效

现，因而，政府在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也极为重要，不

用与人们体验效用追求相耦合．赋予消费活动以文

可替代。尤为重要的是，小康生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

化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使消费活动本身成为一种文

而就，必须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的改善是稳

化现象。

步提高的，而不要走弯路。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
全面小康生活的建设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每一个居民同时也是最终的消费者．．在实现全
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国家应通过消费政策的宏观

１．经济基础要坚实，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
收入水平

引导作用，增加娱乐性、精神性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
比重，使消费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在消费中，以

经济是基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要以经济建

健康、文明的形式表现出来。

设为中心。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

要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享

平，就要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没有ＧＤＰ及人均

受高质量的生活”。因此，提高生活水平与提高国民

ＧＤＰ的增长，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只有经济发展

素质要同时进行。要建立提高国民素质的制度，到

了，人们才能从中获得实惠。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时，

２０２０年形成比较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

即２０２０年ＧＤＰ要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人均ＧＤＰ超

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

过３ ００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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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面小康生活中的非物质要素，大多表现为

候。既要考虑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经

公共品．主要依靠政府来提供

济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满足当

财政支出应该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动力，对

代人的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

于目前社会一些急需的公共消费品或服务需要给予

的可持续发展。要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治理环境污

充分支持，增加社会公共消费品的供给。随着财政融

染，退耕还林、还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止荒漠化，减

资体制的改革，以及公共工程投资渠道多元化，政府

少污染．营造人和自然和谐的生活、生态环境。发展

应该把公共支出的重点由投向经济建设项目为主转

生产要为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环境服务，推动整

向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尤其是对全体人民的生活

个社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质量有益的项目上来．逐步实现由“生产社会”向“福

道路。

利社会”的转变。公共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支出对经

参
ｌ

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促进。社会公共环境和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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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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