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成为改变个人与国家命

运的核心轨迹。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改革时代，改革者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受到改革传统的

影响，同时也正在形塑新的制度，通过这种变革实现国家与社会间利益关系的有效整合。中国经

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提升了资源要素配置的市

场化程度，然而建立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与社会契约机制仍在完善之中。中

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社会

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

制，从而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与和谐有序的社会。这一提法，为未来我国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落实

社会政策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确定了基本的方向与准则，也是建设富强中国的重要制度基础。

摘 要：本文从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出发，阐述了在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建立发展型

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以及促进社会政策实施与地方创新社会治理的制度条件与安

排。作者提出，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要避免成为市场化的牺牲品，而要成为注重从社会政策的整体效应

出发建立起来的一种完备的制度与机制。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政策 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基础与我国社会政策

发展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ASH008)。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4)01-0018-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1.003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北

京 100871）。

新时期社会政策的整体效应与

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

熊跃根熊跃根

社会工作·· 18



社会工作

作为一个行政化主导的国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在改革进程中经历了“集中化——

去集中化——再集中化——去集中化”的政策循环，而从全能型国家向规制型国家的转向，在一定

程度上为社会领域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这是为何今天人们热衷于讨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专业发

展的重要原因。在最新的政府报告和文件里，社会政策被表述为“为经济政策托底的政策”，它仍

被视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某种辅助功能的政策选项。而在现代发达国家里，更多的时候，社

会政策被理解为一种主要是政府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社会行政（公共治理）、一种同社会福利直接

相关的利益配置和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一种同经济手段或经济政策相呼应的国家

政策，其目的是协调不同阶层或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因

此，作为一个协同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社会政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整体的影响与效能，将它的功能仅仅视作是经济发展的托底是不够的，这种判断有可能限制决策

者对社会治理机制与手段的认识。而且，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也决不仅仅是只限于福利分配的政

策，而也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与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等问题紧密关联。同凯恩斯时期相比，当代西

方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再简单地以收入再分配和追求平等为目的，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政府对市场失

效与社会风险的规制，西方福利国家的最新转向是更多呈现出“规制国家”（the regulating state），而

不再是传统的“保姆型国家”（the nanny state）。中国尽管不是福利国家，但是政府决策者已经意识

到，建立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提供惠民的、均等化的公共社会服务和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

社会政策仍然是经济发展之外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推进社会政

策，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变化需要社会政策来增加人力资本

投入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第二，制度化的腐败、收入差距与环境恶化急需社会政策来进行

调整；第三，脆弱的社会信任体系与低效的公共治理需要透过社会政策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

关系；第四，不断增加的社会冲突与潜在的制度危机需要社会政策来实施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基

于国内发展大局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考虑, 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依然是维护社会稳

定大局, 促进社会和谐。在实施社会治理的任务进程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

第一是要处理好维护稳定和维护群众基本权益的关系；第二是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主要是依赖法制化与制度化

推进的方式，来逐步落实各项经济与社会政策，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本文主要讨论一下几方面问题：第一，社会政策的整体效应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第二，建立发

展型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第三，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治理模式与机制；第四，培育

社会组织对创新社会治理的意义和作用。

二、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

对现代国家而言，核心问题之一始终是国家的作用（或责任）与公民的福祉二者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确保基本的社会保护与福利权益，

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有效和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市民社会，来最大限度地保持经济增长与

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无论是采取哪种社会福利制度（普惠型、补缺型或是法团主义模式），当前

各国政府都面临平衡确保经济发展、保持国家财政能力与维护社会有效运作各种目标的挑战。对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消除发展进程中的贫困与缩小收入差距，仍然是经济与社会发

展中两个核心的目标。因此，就构建满足公民福祉而言，中国应从整体上深入考虑建立一种符合

新时期社会政策的整体效应与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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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公民需要和社会团结的社会福利制度，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有利于实现和谐有序社

会关系的目标。只有在此基础上，有效的社会治理才有可依赖的制度保障。

（一）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一个发达和成功的现代社会，不仅要有健康的和富强的经济体系，还需要有比较完备的社会

福利制度。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构建怎样的社会福利

制度，既是一个关乎现在也是一个关乎未来的大事。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道路有其丰富的内涵与特殊性，从一个经济落后变成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

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发展成就的确令人瞩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迅速转型的时期，中国

也面临一系列社会难题，尤其是区域发展差距和贫富收入差距过大、部分公民的社会剥夺感明显、

权力腐败猖獗和社会冲突事件频繁发生。因此，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的深化改革的过

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善民生保障和增强人民幸福感的重要

性。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及通过的《决定》，为新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发

展确定了基本方针与原则，即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社会体制

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从

而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与和谐有序的社会。这一表述，为未来我国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落实社会

政策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确定了基本的方向与准则，也是建设富强中国的重要制度基础。在上述

目标中，建立和完善中国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均等化的公共社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社

会福利制度，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还

存在明显的差距。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和特殊的政党制度，在扶贫开发

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中国仍然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范式、提升经济

发展质量和提高教育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努力，在社会建设和软实力领域通过有

效的制度建设，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更为扎实和长久的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福利体制或社会福利制度受到前苏联意

识形态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制约，改革

开放前福利制度基本上是以就业为主的单位制福利和以基本需要为内容的补缺性福利，前者是一

种在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再分配体制，后者基本上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20世纪 80年代以

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进程加快，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模式也逐渐发生

变化，即由单位制福利向社会化的或市场化的福利模式过渡。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福利体制

与福利国家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社会福利领域，由于过去长期缺乏明确的制度设计，在计划

经济时期形成的一种二元的、分化的和低水平的福利制度，反映了多年来我国区域间经济与社会

非均衡发展的现实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也日益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模式与社

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制与社会福利制度也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促进民生保障建设，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从

而由传统的补缺型福利制度向构建新型的、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福利制度迈进，进而

缩小城乡差距与社会不平等。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应积极研究和探索建构新时期我国发展型的社

会福利制度，其内涵是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和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福利服务机制，它既不同于过去的以孤寡老人、残疾人、弃婴等在内的

专题讨论: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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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困难群体需要为主的补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于福利国家的统一的、均等的高福利津贴与服

务，而是基于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长远经济社会发展和强调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福利制度，它

意味着社会政策与福利服务受惠人群由过去向全社会公民扩展，从而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

权利和提升公民的尊严与幸福感。

同传统的补缺型福利制度不同，发展型福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注重对公民基本需要与权益的

社会保护，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三大核心领域国家承担主要的责任，而社会服务领域则通过政

府、市场、社会组织及社区等不同机制来提供，实施国家、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共同负责的混

合福利形式。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更多

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换句话说，政府将通过不断改善民生，落实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来

推进城乡居民的社会融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下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

同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相似的是，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建立两种

基本的制度范畴：即补缺的福利制度与普惠的福利制度，前者是建立在资产审查与需要评估基础

上的满足公民基本需要的社会救助体系（或社会安全网），它可以通过社会立法的形式确定其最终

形式，后者则是根据公民权的基本界定与统一标准，来设置福利服务的安排，通常国家承担财政上

的主要责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更多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可持

续性，因此福利制度自身的内涵要更加侧重对经济发展起核心贡献的公共投入与社会服务，尤其

是教育与医疗两个领域。国家通过强化在教育与医疗两个核心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

增加贫弱阶层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贫弱阶层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增强社

会融入。在社会救助领域，政府要明确制度标准、实施、监管与评价机制，确定优先救助对象与强

调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的工作伦理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既有效帮助不能自助的贫困对象，又减

少不必要的积极就业的损失。就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关系而言，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最主要

考虑之一也是要尽可能避免削弱公民能动性与减少福利服务的搭便车问题。按照埃莉诺•奥斯特

罗姆的话说，这是一切公共事务治理中不同困境下的一个核心问题（奥斯特罗姆，2012：8）。

对日益复杂充满风险的当代后工业社会而言，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避免因区域差异产生

的制度碎片化与因官僚任职时间而产生的目标短期化导致的负面影响，决策者更多要考虑政党发

展的稳定性与国家能力形塑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倡导社会治理和强化政治责任的最重

要的缘由。在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框架里，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主要依赖公共治理的两个基本维

度：纵向（或垂直）体系的治理和横向（或水平）体系的治理。前者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力和管制

权力等级要素来确定政府部门在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实施中的权限与责任，以保证基本社会目标

和伦理秩序的实现；而后者主要是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与公民共同参与对社会问题的治理与公共社

会服务的提供，以减少公民间与区域之间的不平等。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既要保证政

府有效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又要尽可能促进公民与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从而减少国家与社会

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我国目前处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阶段，同时也处在快速社会转型与社会

利益逐步实现调整的时期，建立与形成社会治理机制要疏通中央—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上行下达效

率，也要确保不同社会利益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政策过程中建立有效的政策网络

或政策群体，改变传统的命令式或短期技术官僚的导向，也要避免为减轻政府政治或财政压力，而

单纯透过市场化主导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削弱政府管制的权威和

新时期社会政策的整体效应与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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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政治使命。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强调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是

完全正确的，因为市场始终是信息、需求和供给等要素最佳组合的交流机制，它符合效率最大化的

原则。但是，就社会治理而言，它关乎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信息，还包括社会关系、公共利益与

伦理秩序等诸多的政治问题，因此，社会治理就绝不能依赖市场机制或市场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与利益冲突。在现代社会里，公民是消费者，但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是与政治、经济与多方面相

关的利益攸关者。再进一步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只考虑市场效率或消费者权益的

目标。因此，我国在未来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进程中，要避免政府被市场机制和市场利益所

操纵，更要避免政府被私人化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发展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

过完备的和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实施，不断培养对国家命运与社会理想负责任的公民与积极参与公

共事务的公民，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知识生产的主要来源之一，社

会科学家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不要对经济刺激和经济利益过于热情，避

免利用社会科学的名声来换市场报酬，从而保证知识与科研成果的理性与有效传播，进而改进社

会治理的科学决策。20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卡尔•波兰尼在其代表著《大转型》一书中曾经写

到：“市场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却为那个世纪提供了它的动力并产生了最终毁灭

社会的典型的张力与压力”（Polanyi, 1944: 249～250 )。波兰尼预见了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工业社

会里出现的制度转型与社会对经济的控制，即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工具理性的发展。但

是，面对当今后工业社会时代里，新的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媒介）、新的商业和经济形式（如电子

商务、社会企业）与劳动力市场状态（灵活就业），财富分配与收入差距的两极化导致了新的道德伦

理混乱，贫困与排斥现象再生，以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机制就要超越市场原则，

进而实现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增强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和满足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

参与动机。

三、社会政策实施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

在现代国家范畴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前

提，也是社会服务项目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必然组成部分。萨拉蒙曾指出，对政府政策实施的理解

和分析，不应只局限于对项目的运作，不能只将政策的分析单位只着重于单个项目的实践，而应关

注围绕政策目标形成的项目集合和政府治理行动的工具类型，从而在根本上改善公共管理（萨拉

蒙，2008：17～18）。对变迁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的理论解释和分析，应成为

重新反思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理论资源。新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些治理原则反映到社会政策实施上，应集中体现系统性、立

法原则、项目综合与追踪塑源的特点。然而，所有的社会治理原则与目标的实现都最终离不开政

府的财政能力。自1994年我国实施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政府的财

政汲取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在显著地扩大。1995 年全国财政收入为

6242.20亿元，到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17253.52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8倍。 而2003年中国加大

了社会领域的政策实施力度，逐步进入“社会政策时代”，因此，保障民生和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也成

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从下表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11年之间，我

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增长速度一直接近或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而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在

专题讨论: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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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生促稳定”的基本政策背景下，不断扩大社会开支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为

实现社会政策目标而寻求经济增长速度而采取仅有的财政汲取手段，即地方政府实现土地财政的

短期利益是一个普遍的政策选择。但是，我们知道，从公民或消费者角度看，福利或社会公共开支

是刚性需求，一旦制定和实施了特定的福利或服务需求标准，要降低或取消则难上加难，这是为何

政府要从长远考虑社会政策的财政制度安排与建立可持续的财政基础的重要原因。在财政盈余

和财政收入扩张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大实施社会政策的力度，提高社会保护标准和覆盖人群的

范围固然有条件。但是，一旦出现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政府财政能力萎缩，就会给政府的治理和管

制权威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地方金融创新与国有企业发展的结合在住房市场的带动下，推动

了地方经济的空心化与土地财政的虚高上涨。在此过程中引发的社会纷争与矛盾，积压大量的社

会不满，从而使得政府的信任危机不断加剧，间接导致了社会不公问题的基层化。

作为一个有辽阔地理疆域、错综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深厚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的

实施在中国绝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在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我国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中央政府明确制定的政策范畴内，地方

政府的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系统如何处理公众利益与部门及个人利益的关系。换

句话说，就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与工作人员如何有效地落实走群众路线，满足老百姓基本需要的

大政方针。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日益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预期不断提高，以及政府财

政基础不稳固的背景下，要稳步推进社会政策，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需要变

得越来越紧迫。

表 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规模的变化（1995～2011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先后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在公共社会服务领域

也大力实施公私混合的“福利混合经济”，提出了由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向的政策改革路线。尤

其是在全球化时代里，福利国家日益面临平衡社会融合、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挑战。因此，在社会

福利服务的供给、财政支持（融资）和规制三个主要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试图引入第三方代表和

社会组织的介入，强调正式规则（如法律与市场规则）的约束力，以及扩大非正式规则（行业评议与

社会标准制定）的运用。因此，考虑到中国政府管制权威和社会组织发育的程度，当前社会治理机

制的建构仍然要以国家、市场、社区/社会组织三方面为主，同时极大程度上调动个人与家庭参与的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财政收入
（亿元）
6242.20
7407.99
8651.14
9875.95
11444.08
13395.23
16386.04
18903.64
21715.25
26396.47
31649.29
38760.20
51321.78
61330.35
68518.30
83101.51
103874.43

财政支出
（亿元）

6823.72
7937.55
9233.56
10798.18
13187.67
15886.50
18902.58
22053.15
24649.95
28486.89
33930.28
40422.73
49781.35
62592.66
76299.93
89874.16
109247.79

财政收入
增长速度（%）

19.6
18.7
16.8
14.2
15.9
17.0
22.3
15.4
14.9
21.6
19.9
22.5
32.4
19.5
11.7
21.3
25.0

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17.8
16.3
16.3
16.9
22.1
20.5
19.0
16.7
11.8
15.6
19.1
19.1
23.2
25.7
21.9
17.8
21.6

新时期社会政策的整体效应与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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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国家依然要注重福利服务的公益性质的基本特点，不要盲目扩大

市场分配或配置的比例与范畴，减轻市场对社会公共服务中公益性与公平性的冲击。切实的做法

是政府要根据社会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性质，按照可及性、公平性和效率等原则来确定政府、市场与

社会组织在福利服务提供中的融资、监管和评估责任，形成一个根据任务目标、社会分工和伦理责

任等确定责任范畴的社会治理机制。近年来，我国在不同地区都大力推行了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

务的社会政策，各地政府在财政上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社会组织参与也十分活跃，但是要强化这

一政策的实施效度与力度，政府应委托第三方加强对不同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科学评估，从项目

实施、需要满足、资金使用和目标完成多个层面来评价社会项目的效果和社会效益，以确保社会项

目实施的诚信，减少资金浪费与杜绝官僚腐败。对中央或上级政府而言，如何减少地方政府或下

级政府的消极应对，防止权力滥用是坚持依法行政的关键。

四、结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背景下寻求新的社会治理途径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现代国家经历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大变化，实现了国家从统治

向治理的方式转变，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导致的结果（卡赞西吉尔，1999）。后工业

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来临，为治理的途径提供了多样选择，它们的形式包括：强调多元主体协

商的法团主义式治理，强调利益交换与权利约束的契约式治理，强调中央控制的权威式治理以及

强调国家、市场与社会组织公共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式治理。经历35年多来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

型，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已发生深刻的改变。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一系列挑战，它

们是：强势政府中制度的相对脆弱；强国家中脆弱的市民社会；日益不服从的公民与不可思议的

政府行动力；社会网络的关系法则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张力；公共利益与私人困境之间的冲突。围

绕上述挑战，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建立新的机制并寻求新的途径。所有的一切重中之重，仍然是建

立一个全面和有效的社会运行体系赖以依存的制度基础，它包括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信用制度、法

律制度和有效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些制度基础上，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及公民的良性

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的良性的社会治理。

在21世纪，我们充分相信，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依赖于强势的经济增长与不断累积的物质

财富，而且还需要依靠有效的法制、有能力和诚信的政府与充分发育的市民社会，来协同处理各种

社会问题与危机，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而在这一过程中主导民生政治的社会政策与推动民主化

的法制是关键。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将以新的形式展现其动力与内在张力，推

动我国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应通过从理解传统与现代的社会政治仪式与语言出发，把政

府职能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市场经济的转型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澄清社会政策的政治与利益

关系，作为研究者要注重回到历史起点并不断超越对国家政体政治秩序逻辑的一般解释。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前协调国家建设、法治与市民社会发展三者之间利益关系，也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清楚认识，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为何要避免成为市场化的牺牲品，而是应从社会政策

的整体效应出发建立起来的一种完备的制度与机制。

（下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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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N学院的实践可以看出，由于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决定》及

时出台，强调了社会工作在民生、在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一方面肯定了社会工作

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社会工作的需求，这个需求大大鼓舞和激励了社会服务机构的积极

性和投入度，这也就为社会工作教育创造了光明的前景，提升了社会工作教育的积极性，明确了社

会工作的教育方向。因此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对社会工作教学和实习乃至实务有着十分重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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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for social work in enterprise, how to make it play a active role of harmoniz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overal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ociety, changing the unequal caused by the over⁃
all pattern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enhancing
laborers’statu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is a new field for social work par⁃
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the worlds of work.

（（33））Overall Effect of Social Polic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PeriodOverall Effect of Social Policy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Period

Xiong Yuegen•18•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pre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

ments of developmental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as a complete system and mechanism rather than a victim of marketization.

（（44））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with Elders in China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with Elders in China

Dou Ying•25•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with Elders in China has 5 stage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source,

specialization start period (before 1949),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949-
1978),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covery period (1979- 2000), and specialized establishment period
(since 2000). Each period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with Elders are rooted in old time's cultural, po⁃
litical, economic backgrounds, and so that each stage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level of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55））Lost of "Wet Nurse": An Analy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Fostering Policy----A CaseLost of "Wet Nurse": An Analy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Fostering Policy----A Case

Study of a "Wet Nurse" Village in T CityStudy of a "Wet Nurse" Village in T City

Wu Junping•32•
The family fostering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orphans’social welfare,

which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of "people-oriented" policy,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full attention of the grow⁃
ing orphans. However, the support for "wet nurses"(fostering parents), the main providers of the service, is
far from enough during the real management, which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sustainability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is policy. This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a supportive system for "wet nurse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growing environment of orphans by means of presenting cases and discussions.

（（66））Research on Problems about C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in City-village in GuangxiResearch on Problems about C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in City-village in Guangxi

Huang Zhi qiang Rong Rong•40•
Migrant rural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rbanized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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