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社会服务国家：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林闽钢 梁 誉


【摘要】通过对欧洲１４ 个福利国家社会给付结构的分析发现，２０ 世纪９０ 年
代末以来，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增长速度加快，现金给付则相对减少，社会服务
已成为主要的给付方式之一，“准社会服务国家”开始出现。欧洲社会服务相关
政策的变化，确立了“社会投资”为社会政策的新理念。英国和瑞典作为其典
型，采取不同改革路径积极促进社会服务的发展。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政策
发展的多面向性，更需要社会服务供给全方位的改革。加大社会服务供给的改
革路径是：发展社会救助服务，建立贫困家庭救助服务体系；确立社会投资理
念，扩大社会服务范围；以社会服务为基础，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推动中国社会服务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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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诺曼·贝瑞（Ｎｏｒｍａｎ Ｂａｒｒｙ）认为，当代思潮中最具决定性的见解之一就是
将福利理念类化为国家（贝瑞，２００２ ）。１９４２ 年１１ 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ＬＳＥ ）院长贝弗里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ｎｙ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向英国战时内阁提交了著名的
《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全面阐述了英国战后社会保障
的重建方案。之后，在１９４８ 年７ 月４ 日，工党首相艾德礼（Ｃｌｅｍｅｎｔ Ａｔｔｌｅｅ ）宣
布国民保险法、国民救助法、国家健康服务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ｔ）开
林闽钢，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梁誉，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２ ＆ＺＤ０６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１１ ＪＪＤ８４０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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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施，由此被视为福利国家的开端。
２０ 世
纪５０ 年代，英国学者蒂特马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 Ｔｉｔｍｕｓｓ）（Ｔｉｔｍｕｓｓ，１９６８ ：
出政府不仅要提供国家福利，而且应该提供普遍性而非残补性的社会福
１２８ ）提
利。“在今天和未来的关于福利国家的任意讨论中，诸多论点都会聚焦在普遍主
义的服务和选择性的服务这些原则和目的上”。为此，他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服
务”概念，并以英国国民健康保险（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１９１１ ）为例解释
说，国民健康保险以现金支付的形式保障患病期间的病人，这不是社会服务。
他引用了１９１３ 年在英国出现的作为普遍实践的医疗照顾的例子，作为最早的对
社会服务的介绍（Ｔｉｔｍｕｓｓ，１９５１ ：２０ － ２１ ）。在他看来，社会服务和以现金支付
的保险是截然不同的。英国要建立的福利国家，其目标不是一个俾斯麦式类型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的国家。米什拉（Ｒａｍｅｓｈ Ｍｉｓｈｒａ ） （２００３ ：２６ ）进一步认
为：“旨在满足现代工业社会中人口基本需要的普遍性社会服务，可能构成了战
后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福利国家将是一个“社会服务国家”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ｅ） 。
“社会服务国家”的核心标志及其重要内容是社会服务。社会服务作为正式
的给付手段则要追溯到１９４８ 年，英国所颁布的《国民救助法》，确立了收入维
持与个人社会服务的分离，开始把所有的收入维持方面的职责都纳入到一个国
家机构，地方政府则负责社会服务提供，这一变化摆脱了《济贫法》之前个人
社会服务从本质上专门为穷人提供，从而开始不加区别地为所有的人提供服务
（希尔，２００３ ：２２９ ）。社会服务的范围从少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扩展到全社会成
员，社会服务的内容在不断增加，并以普遍性原则加以实施，社会服务成为全
面提升社会福祉的主要途径和手段。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家庭
结构的变化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服务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福利国
家出现了“社会服务化”的新趋向。
在福利国家研究方面，自从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初，埃斯平－ 安德森（Ｇｓｔａ
启福利国家类型学的黄金年代
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开
以来，之前和之后的研究者们，如威伦斯基（Ｈａｒｏｌｄ Ｗｉｌｅｎｓｋｙ ）、雷布弗雷德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Ｌｅｉｂｆｒｉｅｄ）、库恩勒（Ｓｔｅｉｎ Ｋｕｈｎｌｅ）和阿莱斯塔罗（Ｍａｔｔｉ Ａｌｅｓｔａｌｏ ），也
包括埃斯平－ 安德森本人等，对于福利国家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以社
会保险为主的现金给付项目（Ａｌｂｅｒ，１９９５ ），从而被认为没有能对社会政策总
◆

①

①

４５２

）。

贝弗里奇偏爱用“社会服务国家” 概念来取代“福利国家” 概念（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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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效益做出全面的分析（Ｏｒｌｏｆｆ，１９９３ ）。
从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化”获得学者们的关注，
社会服务作为福利国家研究的新视角开始被提出。安特宁（Ａｎｎｅｌｉ Ａｎｔｔｏｎｅｎ ）和
西皮莱（Ｊｏｒｍａ Ｓｉｐｉｌ）通过分析欧洲各国社会照顾服务和女性就业特点，提出
欧洲在社会服务上存在着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国家两个典型区域模式，还存在
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和中欧模式（Ａｎｔｔｏｎｅｎ ＆ Ｓｉｐｉｌ，１９９６ ）。班巴拉（Ｃｌａｒｅ
对以往福利国家的模式研究中，重现金、轻服务的不足，通过比较
Ｂａｍｂｒａ ）针
现金给付项目和卫生保健服务的非商品化的水平，将福利国家分为五个不同的
国家集群，强调了社会服务的重要性（Ｂａｍｂｒａ，２００５ ）。延森（Ｃａｒｓｔｅｎ Ｊｅｎｓｅｎ ）
运用层析聚类分析（ＨＣＡ ） 的方法，将社会服务作为指标，把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中的１８ 个西方民主国家在整体和部分上划分为４ 个和３ 个国家集群，
并由此探究了家庭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社会服务所产生的作用（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８ ）。
戈尼克（Ｊａｎｅｔ Ｃ． Ｇｏｒｎｉｃｋ ）等（Ｇｏｒｎ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通过分析各项家庭和儿
童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发现，不同的服务政策可以促成不同国家组合。
虽然上述这些研究已开始关注社会服务对福利国家的作用，但也仅仅是从
社会服务个别项目入手。而现代社会服务的视角是基于社会服务既是现金给付
的补充，又能够单独在某些领域代替现金给付，从而有效提高社会福利来展开
研究。正如戴利（Ｍａｒｙ Ｄａｌｙ）和路易斯（Ｊａｎｅ Ｌｅｗｉｓ）展望福利国家模式化研究
时说道，结合现金给付和社会服务的研究将会产生更丰硕的成果（Ｄａｌｙ ＆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０ ）。
进入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增
长乏力给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福利国家为此的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止，正
处在转型之中。本文试图通过现代社会服务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来分析和回答：
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福利国家是否已从社会保险式的国家，转变成为“社
会服务国家”？如有变化，这一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福利国家的变革经
验对中国社会服务供给的改革和发展有什么启示？

二、测量指标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欧洲１４ 个福利国家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分别占
①

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ＥＳＳＰＲＯＳ ） 中，根据是否为福利国家和统计数据是
① 在
否完整两个标准，本文选取了比利时、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
奥地利、芬兰、瑞典、英国、挪威、瑞士１４ 个欧洲福利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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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作为指标。其中，１９９９ 年和２０１１ 年的分析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
ＧＤＰ 的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数据库。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该数据库所包含的“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
（ＥＳＳＰＲＯＳ）”子项，以及“教育与培训”（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子项。其中，
“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将欧盟国家社会保护从功能上划分为疾病和医疗
护理、残疾人保障、养老保障、遗属保障、家庭和儿童保障、失业者保障、住
房保障、反社会排斥八大功能，每项功能包括若干具体支出项目。该系统将每
项支出项目的给付类型分为现金给付（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ｎ Ｃａｓｈ）和实物给付（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ｎ
Ｋｉｎｄ ）两
种形式。因此，现金给付包含“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中全部
的现金给付项目的支出（见表１ ），而社会服务除了涉及“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
计系统”实物给付项目中所有有关社会服务的支出以外，还包括了“教育与培
训”子项中有关受教育程度１ － ４ 级的支出（见表２ ）。
◆

①

②

表１ 现金给付支出项目
分类项目
具体给付项目
疾病和医疗护理 带薪病假；其他现金给付
残疾人保障
伤残养老金；因工作能力衰退提前退休金；护理津贴；其他现金给付
养老保障
养老金；预期养老金；部分养老金；护理津贴；其他现金给付
遗属保障
抚恤金；丧葬补助金；其他现金给付
家庭和儿童保障 分娩收入维持；生育补助金；产假津贴；家庭和儿童津贴；其他现金
给付
失业者保障
全额失业救济金；部分失业救济金；因劳动力市场原因提前退休的补
助；职业培训补贴；裁员补偿金；其他现金给付
反社会排斥
收入补助金；其他现金给付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２０１１ ）。

于从１９９９ 年开始，欧盟统计局数据库“教育与培训”子项才有１４ 个福利国家受
① 由
教育程度１ － ４ 级的完整统计数据，所以本文选取１９９９ 年为起始时间。另这１４ 个国家的统计
数据最新年份为２０１１ 年，所以选取２０１１ 年为截止时间。
育与培训”子项中１ 级代表初等教育（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 级代表初级中等
② 在“教
教育（Ｌｏｗ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 级代表高级中等教育（Ｕｐｐ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 级
代表中等后非高等教育（Ｐｏｓｔ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Ｎｏｎ －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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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社会服务支出项目
分类项目
具体给付项目
疾病和医疗护理
住院病人医疗护理；门诊病人医疗护理
残疾人保障
居住保障；日常生活协助；康复服务
养老保障
居住保障；日常生活协助
家庭和儿童保障
儿童日托；居住保障；家庭服务
失业者保障
职业培训；安排就业服务与求职帮助
反社会排斥
居住保障；酗酒者与药物滥用者康复
教育与培训
教育等级１ 级；教育等级２ － ４ 级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２０１１ ）。

三、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的变化
在福利国家早期阶段，社会支出的重点是各类以现金给付为基础的社会保
险和各种收入维持项目。通过表３ 和表４ 所示，对比１９９９ 年和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
可以发现，欧洲１４ 国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的发展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社会服务增长速度加快，社会服务已成为主要的给付手段之一。从
到２０１１ 年，欧洲１４ 国社会服务占ＧＤＰ 的平均比例由１０ １２ ％ 上升到
１９９９ 年
长率达２４ ８ ％ ；社会服务在社会给付（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结构中，所
１２ ２１ ％ ，增
占的平均比例由３５ ２７ ％ 上升到３９ ０１ ％ ，增长率达１１ ８８ ％ 。尤其对于瑞士、
荷兰、卢森堡、英国来说，其社会服务占ＧＤＰ 比例的增长率分别高达５９ ８９ ％ 、
５３ ４１ ％ 、５２ ４９ ％ 、４９ ０１ ％ 。
第二，现金给付仍为主要社会给付手段，但其在社会给付结构中所占份额
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总体上看，欧洲１４ 国的现金给付占ＧＤＰ 的平均比例在
中的发展增长率仅为４ ３４ ％ ，呈缓慢增长之势。现金给付占社会给付的平
１２ 年
均比例却由６１ １５ ％ 降低到５７ ３６ ％ ，下降了５ ９６ ％ 。具体而言，对比１９９９ 年
和２０１１ 年数据，瑞典、德国、挪威、英国等４ 个国家现金给付占ＧＤＰ 的比例出
现了负增长。而在现金给付占社会给付比例方面，欧洲１４ 国中除西班牙和挪威
以外，其余１２ 国现金给付占总给付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英
国、荷兰、瑞士、卢森堡负增长率超过了１０ ％ 。到２０１１ 年，已有包括英国、挪
威、荷兰、德国等在内的９ 个国家现金给付占社会给付的比例下降到６０ ％ 以下，
而瑞典更是降到５０ ％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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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准社会服务国家”开始出现。从表４ 看，虽然２０１１ 年欧洲１４ 国还
没有社会服务占社会给付的比例超过现金给付占社会给付的比例的国家，即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服务国家”还没有出现。但以社会服务占社会给付的比例超
过４０ ％ 作为“准社会服务国家”的标准，瑞典、挪威、英国、荷兰、丹麦已迈
入“准社会服务国家”的行列。
总之，从欧洲１４ 个福利国家１２ 年发展来看，“社会服务化”已成为一种发
展趋势，主要表现在：社会服务在ＧＤＰ 和社会给付的比例逐渐增加，现金给付
则相应减少，社会服务的影响和作用加大，“准社会服务国家”开始出现。
◆

表３

年和２０１１ 年欧洲１４ 国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占ＧＤＰ 的比例
社会服务占ＧＤＰ 比例
现金给付占ＧＤＰ 比例
国家
１９９９ 年
（％ ） ２０１１ 年（％ ） 增长率（％ ）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１ 年（％ ） 增长率（％ ）
１５ ４５
３ ９２
１７ ８６
１５ ５７
－ １２ ７９
瑞典 １４ ８７
１４ ９３
１０ ２２
１７ ８０
１９ ３８
８ ８６
丹麦 １３ ５５
１４ ０９
５３ ４１
１７ ９９
１８ ５８
３ ２９
荷兰 ９ １９
法国 １１ ５２
１３ ６７
１８ ６３
１８ ８７
１９ ９９
５ ９１
英国 ９ １３
１３ ６１
４９ ０１
１６ １４
１５ ８８
－ １ ５８
１２ ９６
２１ ５６
１７ １２
１７ ９２
４ ６６
芬兰 １０ ６７
比利时 ８ ９８
１２ ０５
３４ ２８
１８ ２６
２０ ０４
９ ７８
挪威 １３ ０２
１２ ０３
－ ７ ６３
１５ ２２
１４ ３６
－ ５ ６６
德国 １０ ５４
１１ ７６
１１ ５４
１９ ５０
１７ ８４
－ ８ ５０
奥地利 １０ ８７
１１ ２６
３ ５８
１９ ８９
２０ ０９
１ ０２
１１ ０４
２０ ２１
１３ ３１
１７ ０４
２７ ９７
西班牙 ９ １８
１０ ０６
１６ １２
１８ ３４
２０ ９２
１４ ０６
意大利 ８ ６６
９ ０８
５９ ８９
１６ ３６
１６ ７６
２ ４４
瑞士 ５ ６８
８ ９０
５２ ４９
１３ ９２
１５ ４９
１１ ２６
卢森堡 ５ ８３
１２ ２１
２４ ８
１７ １８
１７ ８５
４ ３４
平均值 １０ １２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子项数据库和“教育与培训”子
项数据库。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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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年和２０１１ 年欧洲１４ 国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占社会给付的比例
社会服务占社会给付比例
现金给付占社会给付比例
国家
１９９９ 年
（％ ） ２０１１ 年（％ ） 增长率（％ ）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１ 年（％ ） 增长率（％ ）
４７ ８３
９ ７５
５２ ３４
４８ ２１
－ ７ ９０
瑞典 ４３ ５８
４４ １２
０ ３７
５１ ３８
５２ ６７
２ ５２
挪威 ４３ ９６
４３ １３
２７ ８４
５９ ６１
５０ ３３
－ １５ ５６
英国 ３３ ７３
４１ ５６
２８ ７２
６３ ２０
５４ ７８
－ １３ ３３
荷兰 ３２ ２９
４１ ２１
－ ０ ８４
５４ ６０
５３ ４７
－ ２ ０７
丹麦 ４１ ５６
３９ ６２
７ １２
５９ ３９
５４ ７７
－ ７ ７７
芬兰 ３６ ９９
３９ １６
９ ０５
５８ ８３
５７ ２８
－ ２ ６５
法国 ３５ ９１
３８ ４８
－ ３ ６１
５７ ８７
５９ ３８
２ ６２
西班牙 ３９ ９２
３７ ７２
１１ ５２
６２ ５５
５７ ２３
－ ８ ５１
德国 ３３ ８３
３６ ６５
１５ ０７
６４ ７８
６０ ９４
－ ５ ９２
比利时 ３１ ８５
３５ ７９
２１ ６３
７０ ２２
６２ ３２
－ １１ ２６
卢森堡 ２９ ４３
３４ ８７
１ ９５
６２ ５６
６２ ２１
－ ０ ５６
奥地利 ３４ ２１
３３ ９５
３６ ５３
７１ ６８
６２ ７０
－ １２ ５３
瑞士 ２４ ８７
３２ ０７
１ ２２
６７ ０８
６６ ６９
－ ０ ５８
意大利 ３１ ６９
３９ ０１
１１ ８８
６１ １５
５７ ３６
－ ５ ９６
平均值 ３５ ２７
注：社会给付包括现金给付、社会服务和物品给付三部分。由于物品给付所占比例较小，
本表格主要显示了现金给付和社会服务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子项数据库和“教育与培训”子
项数据库。
１９９９

四、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发展路径分析
根据社会服务与现金给付分别占ＧＤＰ 比例的数值所确定的１９９９ 年和２０１１
年欧洲１４ 个福利国家的图位（见图１ 和图２ ），可以看到１９９９ 年德国、法国、
奥地利、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７ 个国家处于高社会服务的区间内，其中，
仅挪威和芬兰两国在“高社会服务—
低现金给付”区间内。到２０１１ 年，比利
时、荷兰、英国和西班牙也发展进入高社会服务的区间内，其中，英国、瑞典
和西班牙发展进入到“高社会服务—
低现金给付”区间内。为此，本文选取英
国和瑞典作为社会服务改革的典型代表，分析社会服务不同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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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９ 年欧洲１４ 国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占ＧＤＰ 的比例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 子项数据库和“教育与培训” 子
项数据库。

世纪９０ 年代末，英国在“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下，英国新工党政府
全面进行了社会政策改革，特别是增加了对社会服务的投入。为了减轻和消除
儿童贫困和社会排斥，英国政府于１９９７ 年推出了“确保开端”计划（Ｓｕｒｅ Ｓｔａｒｔ
以下儿童家庭，特别是贫困儿童家庭，提供家访咨询、医疗卫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为
４岁
生、儿童发展、家庭支持、教育环境改善等服务（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０ ）。随后，１９９８
年英国政府又制定了“国家儿童照顾战略”，提高３ 岁以下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
质量，为１４ 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校外托管照顾服务，以及为１６ 岁以下有特殊需
要的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服务。在老年照顾上，英国还通过了《全国老年人工作
大纲》，大幅度提高了照顾老人的补助金预算，并且规定了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
指标。
在就业市场领域，为了节省福利开支，摆脱福利依赖，新工党政府开始提
倡“工作福利”理念，于１９９８ 年实施了“就业新政计划”，通过为特殊就业群
体订制就业培训、援助、税收抵免等个性化的服务，以提高就业和工作能力。
，英国政府又推出了“求职者制度和弹性就业新政”替代青年新政和
２００９ 年
“２５ ＋ 新政”等计划，根据个人的需要和环境提供各项就业支持和指导服务。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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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１ 年欧洲１４ 国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占ＧＤＰ 的比例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欧洲综合社会保护统计系统” 子项数据库和“教育与培训” 子
项数据库。

与英国的改革路径不同，在瑞典，由于面向全民的社会服务体系已经日臻
完善，从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保险等现金给付的“瘦身”成为社会
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１９９４ 年，瑞典政府开始对原有的“国家基本养老金＋ 与
收入相关联的补充养老金”的养老金体制进行改革，并通过引入个人名义账户
的形式，用工资指数替代了以平均收入为基础养老金基数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政府严重的财务失衡和财政赤字，分担了养老金支付的风险。在失业保
险上，瑞典政府于１９９７ 年实行了新的失业保险制度，降低了失业保险的待遇水
平，延长了保险金的缴纳期限，强调了雇主和个人的责任。２００７ 年瑞典又对失
业保险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更加严格了享受失业保险的资格认定，降低
了收入替代率。此外，在医疗保险领域，瑞典也不断下调医疗保险的待遇给付，
减少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
同时，瑞典在社会服务领域也采取了一些优化措施。例如，在儿童服务上，
瑞典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扩大公共儿童服务，使获得这项服务的资格普遍化。
在老年服务上，加大了对家庭照顾的政策倾斜。在就业服务上，陆续推出了
“劳动力市场培训计划”“在职培训计划”和“青年保障计划”等，通过积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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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的实施，激活失业者的劳动潜能。
因此，英国和瑞典在社会给付结构方面的改革路径是不同的：英国重点在
于通过扩大社会服务项目的提供内容和供给范围；瑞典则是重点通过消减现金
给付的方式，并采取优化和增质的方式对其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予以完善。英
国和瑞典虽然改革着力点不一样，但都明显提高了对社会服务的投入和重视程
度，以不同群体的需求建立起了多样化并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体系。
◆

五、“社会服务国家” 的变革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和瑞典作为社会服务改革的典型代表，殊途同归，还有其相同的背景
和社会政策理念。在欧盟层面上，自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欧盟逐渐认
识到社会政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重要性，开始将社会投资理念引入到社会政策
的制订之中。
，欧盟理事会制定了“里斯本战略” （Ｔｈｅ Ｌｉｓｂ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明
２０００ 年
３月
确了社会投资的作用和目标，并提出人作为主要资产应成为欧盟政策的焦点，
因此提出加大教育和培训、建立积极的就业政策、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保障系统、
促进社会包容等目标。为替代里斯本战略，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０ 年３ 月又颁布了
“欧洲２０２０ 战略”（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０ ），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战略目标，制定了
青年就业流动、新技能和就业议程、欧洲反贫困平台计划等主要政策与指标。
新战略强调通过投资于就业者能力建设、劳动力市场现代化和特殊人群的社会
保护方案的新发展方向。
从２０１２ 年开始，为提高就业水平，营造活性化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欧
盟相继制定了包括：发展个人和家庭服务、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投资劳动技能、
创造工作机会等在内的“就业促进包计划”；降低青年失业率和增加青年就业率
的“青年就业促进包计划”；投资于教育和培训，提供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的
“教育反思战略”。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社会投资包计划”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年
２月
计划主要通过指导欧盟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利用其社会预算，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ＳＩＰ ），该
以实现充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侧重投资于教育培训、医疗护理、就业援助
等社会服务领域，以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从而更有利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以
实现福利和服务的整体功能，确保社会保障体系在关键时刻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强调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社会投资包计划的主
要目标是使整个社会都为之受益，并以此刺激经济发展，使其更具生产性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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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
总之，欧盟在社会政策的改革中以社会投资为理念，一方面，更多的以社
会服务为政策工具，推行“普遍利益的社会服务”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ＳＳＧＩｓ ） ，促
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劳动力激活、家庭支持、特殊群体
照顾与保护等社会服务领域，使各类社会群体减少对现金给付的“硬依赖”，转
向依靠自身来提高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为成功应对市场和社会方面新风险的
冲击，将其能力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机会的给予上来，使政策聚焦在劳动力市场、
儿童与家庭领域，通过最大限度人力资本的“激活”与“积累”，给予人们
“再次融入的机会”和“良好开端的机会”，使其具备积极参与市场和社会的能
力，从而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竞争力。
在经历了３０ 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后，近年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
力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并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理念，通过社会政策的再分
配系统，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全体国民的福利，对此， 《经济学人》评论说，
“这些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开始换挡转型，从只是创造财富转向打造福利
国家”（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２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政策已显示出与经济政策
的同等重要性，中国由此步入社会政策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建构具有三个
面向：
第一，社会政策要满足国民的生存需求，实现“社会政策要托底”，促进社
会稳定。通过社会政策来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一方
面，在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
同时针对特殊困难人群，进行特殊救助和扶持，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守住
他们生活的底线；针对急需救助的人群，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各种
难关。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社会救助服务，促进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干预环节
的前移，变被动应对转为积极主动干预。
第二，社会政策要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实现社会投资，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持续动力。长期以来，社会政策被理解为在社会分配领域发生作用，扮演
“分蛋糕”的角色，因而具有消极性。社会政策在社会领域投资功能的发挥，主
要手段就是积极的社会服务。目前，社会投资的范畴延伸到了就业、教育、医
疗、住房、养老、儿童抚育等众多社会服务领域。人生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
①

年欧盟提出“普遍利益的社会服务”（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ＧＩｓ）。
普遍利益的社会服务涵盖社会保障服务、社会救助服务、就业和培训服务、社会住房、儿童
照护以及长期护理服务。强调社会服务应基于团结的原则；体现全面性与个性化，整合应对
不同的需求；不以营利为目的；提倡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等。
①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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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各项社会服务发挥着不同作用：在年幼时，需要日托、儿童服务；
在中年时需要收入维持和就业服务；在年老时，需要养老服务，甚至长期照顾
服务；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的医疗照理可以贯穿人生始终。在这个意义上的社
会投资政策超越了维持人们的基本收入水平，让人们远离贫困等传统保障领域
的范畴，也超越了仅从风险和危机的角度而谈的社会保护（潘屹，２０１３ ）。这在
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风险事后弥合和再分配机制，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
并全过程的干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融合
和相互促进。
第三，社会政策要主动克服和消除“福利病”的弊端。最近十几年来是我
国社会政策的迅速扩展期，特别是社会保障在制度建设上，实现从“广覆盖”
到“全覆盖”的发展，以社会保险制度为主干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其中，
社会医疗保险政策从城镇职工扩大到了城乡居民，实现了全民医保；社会养老
保险也出现了类似的扩展趋势，不仅包括了城镇职工，也扩展到农民工、灵活
就业群体，乃至农民居民。作为社会救助政策核心内容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也
从城镇扩展到覆盖整个农村地区。现金给付的刚性上涨，带来了高额的社会支
出，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由此需要面对的是：在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同
步发展的同时，如何通过中国社会政策的现代化来主动克服“福利病”，积极地
超越传统福利国家这一发展陷阱，这被认为将是“超越西方的又一领域”，也被
认为是“亚洲各国的下一场革命”（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２０１２ ）。
通过分析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给付结构的变化，同时审视我国社会政策的面
向，扩大社会服务的作用，加大社会服务供给的改革路径是：
第一，发展社会救助服务，建立贫困家庭的救助服务体系。社会救助是社
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针对贫困问题通过现金支付、实物发放和服务提
供等方式而展开的缓解贫困，以及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项制度安排。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对贫困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同时贫困的成因和贫困人群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由此促进了社会救
助理念和方式的提升和多元化。长期以来，我国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属于现金给
付型救助，从国外救助经验来看，社会救助服务应该提到与现金救助同等重要
的地位。因此，将经济援助和救助服务有效连接起来是今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
发展的方向。
在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服务的目标定位上，一方面满足贫困家庭的差异化需
求；另一方通过社会救助服务与现金支持的结合提高贫困家庭救助的效果。从
我国的国情出发，贫困家庭救助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结合社会力量面向贫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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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尤其是面向有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失业者和重大疾病患者等特殊的贫
困家庭，并依据贫困家庭及其成员的差异化需求与问题，提供在生活照料、医
疗、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日常劳务帮助以及其他社会支持性的服务。可
以将贫困家庭救助服务的内容划分为六项，即老年人安老服务、康复服务、儿
童托管服务、就业促进服务、青少年辅助教育服务、支持小组服务。
贫困家庭救助不仅仅只是一个补偿型、再分配型的直接发放政策体系，而
是带有发展取向的、主动的、完整的服务体系。其中，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贫
困家庭开展救助服务是关键，通过贫困家庭救助预防、贫困家庭救助对象评估、
贫困家庭救助方式衔接以及贫困家庭救助对象的服务转介等工作，能更好地促
进贫困家庭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摆脱贫困，提高社会救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确立社会投资理念，扩大社会服务范围。多年来，我国社会服务被
狭义地理解为民政社会福利，其主要内容是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
利等，主要对象（受益者）是老年人、孤儿、残疾人、五保户等特殊群体，社
会服务范围仅局限于救助弱势群体的服务，服务对象十分有限。
在２０１２ 年７ 月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将
“基本社会服务”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服务的范围有所
扩展，基本养老服务、社会福利服务、社会救助服务、优抚安置服务等被统括
为“基本社会服务”。基本社会服务列为单独门类，独立规划编制，纳入民生指
数指标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
从社会服务发展动力来看，需要确立社会投资理念，着眼于人力资本这一
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开发和提高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是社会服务发展的重点。一方面，通过早期教育、健康管理和照顾服务等措施
投资于儿童，关注于国家的“未来”；另一方面，最大限度提升劳动者，尤其是
青年失业者和长期失业者，以及弱势群体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其能够成功的抵
御风险，着眼于国家的“现在”。
从现代社会服务的发展趋势看，不仅要满足国民的生存需求，更要满足社
会的发展需求。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文体等有关服务方面的内容，也会逐步纳
入到基本社会服务的内容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的基本社会服务是为大多数成员
所共享，并作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向全体国民提供。因此，通过扩大社
会服务范围，明确基本社会服务的公益性，从而有效增加基本社会服务的供给，
这是促进社会服务在中国大发展的可选择之路。
第三，以社会服务为基础，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从东亚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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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特别是从香港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确立社会服务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并通过直接社会服务（Ｄｉｒｅ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与现金给付的结合，在社会保障体
系上可以提供一个更灵活的组合框架（黄黎若莲，２０１１ ），由此，避免现金给付
的刚性增长，超越传统福利国家的保险模式和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重点发展了以社会保
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
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主要框架，其中，“重保险、轻服务”是体系建设长
期存在的问题（岳经纶，２０１０ ）。近年来，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基本公
共服务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已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并
确立了“２０２０ 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社会服务作为公共服
务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减轻社会保险
现金给付的压力，起到对现金给付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服务面向的是
全体国民，对有需要的国民提供基本的、无差异性的社会服务，可以减缓因社
会保险“碎片化”所导致的不同人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发挥出增加社
会公平性的作用，还可以提高社会保险的实施效果。
因此，我国应以社会服务作为主线，改善社会保障的给付结构，不断增加
社会服务项目，逐步提高社会服务质量，探索“社会服务＋ 现金给付”的新型
供给结构，而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现金给付＋ 社会服务”传统组合方式。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和现金给付组合的优势，实现“家庭友好”“妇女友
好”“老人友好” “残疾人友好”的各种社会状态，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
障体系。
总之，随着社会服务范围的扩大和服务内容的增加，社会服务社会化的趋
势将使社会服务成为提升一国社会福祉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从欧洲改革发展来
看，社会服务供给的增加是社会政策以社会投资为理念直接推动发展的结果。
而中国社会政策的多面向性，决定了社会服务供给改革的路径是多层次的推动，
中国社会服务国家建设也必将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

黄黎若莲（２０１１ ）． 香港社会福利的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 载岳经纶、刘洪、黄锦文主编
《社会服务：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考斯塔·埃斯平－ 安德森（２００３ ）．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郑秉文译． 北京：法律出
版社．
迈克尔·希尔（２００３ ）． 理解社会政策． 刘华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诺曼·贝瑞（２００２ ）． 福利． 叶肃科译． 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５ 期
１２４ 公

社会服务国家：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潘屹（２０１３ ）． 社会福利制度的效益与可持续：欧盟社会投资政策的解读与借鉴． 社会科学，
１２ ：７２ － ８１ ．
Ｒ·
米什拉（２００３ ）． 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 郑秉文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岳经纶（２０１０ ）． 个人社会服务与福利国家：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学海，４ ：６０ － ６５ ．
Ａｌｂｅｒ，Ｊ． （１９９５ ）．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５ （２ ）：１３１ － １４９ ．
Ａｎｔｔｏｎｅｎ ，Ａ． ＆ Ｓｉｐｉｌ ，Ｊ． （１９９６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６ （２ ）：８７ － １００ ．
Ｂａｍｂｒａ ，Ｃ． （２００５ ）． Ｃａｓｈ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４ （２ ）：１９５ － ２１３ ．
Ｄａｌｙ ，Ｍ． ＆ Ｌｅｗｉｓ ，Ｊ． （２０００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５１ （２ ）：２８１ － ９８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１１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

（

）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１１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ＳＰＲ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ｓｏｃｉａｌ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１１ ）．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Ｍａｒｃｈ ３０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Ｇｏｒｎｉｃｋ Ｊ． Ｃ．

：

， Ｍｅｙｅｒｓ， Ｍ．

Ｋ． ＆ Ｒｏｓｓ

， Ｋ．

Ｅ．

（１９９７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７

（１ ）：４５ － ７０ ．
Ｈａｒｒｉｓ ，Ｊ． （１９９７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Ｊｅｎｓｅｎ ，Ｃ． （２００８ ）．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１８５ （２ ）：１５１ － １６２ ．
Ｏｒｌｏｆｆ，Ａ． Ｓ． （１９９３ ）．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８ （３ ）：３０３ － ３２８ ．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Ｈ． （２０００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ｒｅ Ｓｔａｒｔ？． Ａｒｃｈ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 ，８２ （６ ）：４３５ － ４３７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２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ｉａｓ Ｎｅｘ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ｒ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ｔ（Ｊｕｎｅ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１５６２１９５ ．
Ｔｉｔｍｕｓｓ ，Ｒ． （１９５１ ）．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Ｔｉｔｍｕｓｓ ，Ｒ． （１９６８ ）．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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