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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收入分配问题正是这一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

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是贯穿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一条主线。与经济总量连年创造

“中国奇迹”相对应的，是收入的贫富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逐渐形成了一端是人数极少且拥有高

收入和巨额财富的高收入群体，另一端是人口规模庞大且生活困难、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或是已解决

温饱、但致富增收能力不强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200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79[2]，此后数年一直上升，2008年达到了最大的0.491，之后逐步回落，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在
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国已成为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收入分配

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等收入群体的缺失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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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3]吴青荣：《构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体系》，〔哈尔滨〕《学术交流》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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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精准、深刻的论述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

和分配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衡量新时

代主要矛盾程度的重要指标。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如果能把握住新时代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推进系统

的体制创新，可以使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继续扩大，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再向前一大步。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及规模测度

1. 概念界定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概念，学术界目前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尚未统

一。国外学者一般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1951）[1]将中产阶级分为以自

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小商人以及小农为主的“老中产阶级”（主要特征是有自己的财产），以

及以政府中小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职员等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主要

特征是职业收入处于中间的)，即大众普遍认知上的“白领阶级”[2]。丹尼尔·贝尔（1997）[3]认为“职业是

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将其称之为“职业中产”；Kacapyr（1996）[4]将家庭

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中产阶级的标准，可以将其称之为“收入中产”。

出于研究的需要，在本文中，我们将国外的“中产阶级”与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看作是近似的概

念。

国内学者多倾向于使用“收入中产”的类似标准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界定：李培林（2007）[5]将中

国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收入线作为参照标准，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

群体；进一步地，李培林等（2015）[6]认为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可分为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相对标准在考

虑收入差距的同时，能够衡量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及其发展趋势，且排除了货币购买力差异的干扰，因

此使用相对标准更为恰当，并将中国的中等收入者界定为收入分布在城镇居民第25到第95百分位之

间的人群；吴青荣（2014）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其收入水平与同一地域范围内全体居民

的中等收入水平相当的那一部分人，中等收入者的集合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许多学者采取了国家统计

局在调查统计中国居民收入情况时使用的概念，按“收入五等分法”把全部家庭或人口分为最低收入、

次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和最高收入五个分层组，每组各占家庭或人口总数的20%，将城市家庭

划为低、中、高三个收入群体[7]；也有部分学者如叶福生等（2013）[8]认为中等收入者划分除了考虑收入

标准，还需参照职业标准消费及生活方式标准、主观认同标准的综合统一，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王福

生（2017）[9]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涵盖了除下岗职工、没有稳定就业、低保户之外的城镇户籍人口再加上

[1]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孔德永、王存福：《“中产阶级”的历史发展及概念辨析》，〔武汉〕《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3]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4]Kacapyr E. Are you middle class?. American Demographics, 1996.
[5]李培林：《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若干思考》，〔北京〕《红旗文稿》2007年第18期。

[6]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7]杨玲玲：《“中等收入群体”概念辨析》，〔合肥〕《理论建设》2013年第1期。

[8]叶福生、董树平、付春晖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北京〕《调研世界》2013年第

3期。

[9]王福生：《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的改革重点及路径》，〔兰州〕《开发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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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农民。李春玲（2013）[1]、李强等（2017）[2]则从职业、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的中产阶级标

准，见表1。
表1 国内相关研究的概念定义和界定标准

时间
2005

2005

2007

2012

2013

2015

2017

作者
顾纪瑞

国家统计局城
调总队课题组
李培林

国家发改委社
会发展研究所
课题组
叶福生等

李培林等

李强等

概念
中等收入群
体
城市中等收
入群体
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
（以 湖 北 为
例）
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群
体

定义
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镇
和农村居民。
城市社会成员中收入丰厚的家庭群
体。
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线以上到平均线
2.5倍的人群
一定时期收入及生活水平稳定保持在
中等或相对平均水平的居民群体。

一定时期内，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
水平、生活较富裕、生活水平相对稳定
的居民群体。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生活比较宽裕，
相对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的贫困人
口来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
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生活小康、生活
水平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

界定标准
户年收入9-10万元

家庭年收入6-50万元

家庭年人均收入在1.4-3.5万元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2-6.5万元

个人年收入3.57-13.2万元；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5-8.75万元；
家庭年收入7.5-26.4万元
家庭人均年收入2.8-9.9万元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6.7万元；
人均年收入3.5-12万元；
家庭年收入6.9-23.6万元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1]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南京〕《学海》2013年第3期。

[2]李强、王昊：《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上海〕《社会》2017年第3期。

[3]王朝明、李梦凡：《极化效应下中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问题》，〔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4]亚行报告将亚洲中产阶级下限定为日均消费2美元。http://news.163.com/10/0823/14/6EPEFH6R0001121M.html
[5]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中等收入人数居第一。http://news.southcn.com/international/content/2015-10/15/content_

134808866.htm

上述国内学者关于中等收入群体范围的说法不尽相同，社会学常用的是职业标准，而经济学大多

倾向于以收入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3]。相对于“中产阶级”、“中间群体”、“中等阶层”等可能

涉及阶级性质的概念，“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更加偏向于中性的概念，仅根据收入在社会中所处位置

进行群体划分，而不涉及职业和意识形态的判断识别；单纯以个人收入指标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界

定，显然更符合其内涵，也符合在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普及普惠全体百姓的、对中等收入群

体的成员扩展要求。本文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在个人总收入稳定地（如5年以上）保持在全社会

中等水平（如人均收入的1-2.5倍）的城镇与农村居民群体，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动态变化的

群体。

2. 规模测度

由于概念尚未统一，目前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计也有较大差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10年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报告，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数

量人数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人数，总和达到8.17亿人[4]。瑞士信贷2015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

告 2015》指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全国成年人口的 11%，按绝对人数计算居全球之最，达到 1.09亿

人，超越美国的9200万人[5]。实际上，测度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存在一定的难度，国际较为常用

的相对指标测度方法更适用于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并不太适合现阶段中国贫富差距较大的国

情，因此所测度的规模也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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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预测，2010年中等收入人群家庭将占全部城市家庭的

14％，2020年时将跃升为45％[1]；习近平在2015年西雅图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的

中等收入人群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2]；类似的，方栓喜（2016）[3]认为中国目前的中

等收入群体仅有 3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不足 25%；李强等（2017）[4]综合考虑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个具有典型代表的微观调查数据，认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

体所占比例约为19.7%-21.9%。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在 3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不足

22%。而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都超过50%，从而形成橄榄型的社会

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栓喜，2016），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已比较大，但

占人口数比例仍较小，且与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仍有较大距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任务仍然十分

艰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迅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有明确的方向、准确的方法，我们可

以梳理典型国家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通过对其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归纳总结普适性的规

律，以为中国探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提供借鉴。

三、典型国家中产阶级成长历程分析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出现近代欧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

的产物[5]，而后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很多后发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等。

1. 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

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工业化之前的美国就已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由于

美国“新大陆”广袤的土地为欧洲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美国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

级”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曾经占总人口的80%[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的

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开始出现。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推动美国进入工

业化时代，工业生产出现集中化趋势，需要大量产业工人，且伴随着部分小农、小企业主的破产，经济、

社会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迁居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美国的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

多数，相对应的中产阶级所占人口比重减少。

二次大战之后，大型现代公司、企业迅速崛起，大规模的资本集中促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公司经

济活动日益频繁多样，生产和流通数量均开始变得十分巨大[7]。一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生产和市场发

展的需要，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逐步分离，企业纷纷设立专门机构委托专人进行行政、管理、销售、

财会和公共关系工作等，一支庞大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逐渐形成。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发展

和功能的分化和扩展，也出现了大批的文职公务人员[8]。工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使得社会结构也

[1]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6万-50万元：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北京〕《数据》2005年第6期。

[2]习近平：中国中等收入者已有三亿人 将允许人民币双向流动。http://china.cnr.cn/ygxw/20150923/t20150923_
519944639.shtml

[3]方栓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体制创新》，〔济南〕《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年第6期。

[4]李强、徐玲：《怎样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5]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6]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7]李彦军、陈丙欣：《我国城市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培育》，〔武汉〕《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8]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 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上海〕《社会》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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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工人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回升。此时的中产阶级已转

变为主要由中小官员、教师和职员等组成的“新中产阶级”，莱特·米尔斯（2006）发现在 1870 年和

1940 年之间，美国的中产阶级从75万人增长到了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从占中产阶级的15%
上升到56%，“老中产阶级”则从85%下降到44 %。社会文化的进步为美国这一时期“新中产阶级”的

成长和壮大创造了条件（李彦军等，2013），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培养了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白领

雇员，其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工业化尾声。丹尼尔·贝尔（1997）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来表示一种

新工业社会向前演进的趋势：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创造了大量高价值岗位，美国

的白领阶级人数进一步扩大到占总劳动力的50%以上（丹尼斯·吉尔伯特等，1992）[1]，另一方面社会发

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科学家

和工程师的增长率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3倍。从收入分层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最富有的家庭大约

占总人口的6.7%，最贫穷的家庭大约占6.2 %，其余87.1 %的家庭大都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2]，居于

最富有与最贫穷阶层之间的庞大的中间阶层成为了社会的主体。

2. 韩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

韩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是根植于韩国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中产阶级相比，无论在形成、发展还是特征上都有所不同，对同处亚洲、同为后发国家、同属儒家

文化的中国颇具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李朝韩国社会结构分为地位和等级严明的三个层次：统治精英（两班贵

族）、普通人、社会底层，是典型的“士”、“农”二元封建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大多是由家族、血缘等先

赋性因素决定的，阶层之间的桎梏难以通过自身努力突破，社会流动机会少。

日本的殖民统治开始了韩国的工业化，产业工人、小企业主等阶级开始出现，韩国传统僵化、封闭

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且作为商业贸易的派生需求，日本殖民者也对劳动力进行一定的教育培训，以适

应工业化进展；二战后，美国对韩国各个层次的教育都给予了许多投资，教育普及化为就业结构的转

变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也为韩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文化铺垫和精神准备。历经殖民、二

战、美国接管和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冲击后的韩国，其传统固化的社会结构存在基础已完全瓦解，

但这一阶段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小。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军人集团执掌政权。由于工业化起步晚，各种要素市场发展不均衡，国际

市场又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韩国的工业化需要国家与政府力量的支持推动，因此采取了政府主

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参与国际竞争，运用政府力量促进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由政府扶植大财阀，在

政府直接干预下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使国家走向工业化道路，经济开始

起飞，城市高速发展。经济繁荣为中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快速城市化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

了更多职业、岗位，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到城市就业的机会，使国内劳动力迁移大量增加，以首尔和釜

山为首的大城市吸纳了大量全国迁移人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 1960年的 28%增加到

1985年的 65 %[3]，这为城市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据统计，韩国中产阶级的比重从 1960
年的占全体人口20%，上升到1987年的65%[4]，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社会格局。

[1]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王建平：《社会转型中的韩国中产阶级》，〔北京〕《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

[4]何平立：《韩国中产阶级与威权政府转型》，〔合肥〕《学术界》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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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5年全国各典型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图1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系统

韩国中产阶级成长历程是与莱特·米尔斯经典论述相异的另一种中产阶级发展模式。作为后发

的现代化国家，韩国社会阶级的产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与作为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韩

国政府有极大的关联，是国家力量直接干预及其政策推动下的催生物。此外，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

加，但“老中产阶级”并没有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衰退，新旧中产阶级共同发展成为韩国不同于其他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现象。

四、中产阶级形成规律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借鉴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特点，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速度与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总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

成规律，对比发现中国在产业结构、教育普及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项系统工程，

主要实现路径是“以产业高级化创造

高价值高位为前提、以教育普及化提

升劳动力素质为基础、以社会流动性

为保障，以‘人才先富’为系统运行动

力”，四者缺一不可，见图1。
1.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中等收入群

体产生的前提

当产业结构从农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时，直接催生了中等收入群

体。一是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不断扩大，创造了大量中间岗位，导致了管理层、经理层、职员层

白领阶层的出现；二是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出现了具有

较高学历和技术专长的专业技术群体；三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的广泛应用，使简单体

力劳动工作大量减少，蓝领人员的比例相对下降。产业结构高级化催生了技术和管理日益复杂化，生

产过程中大量涌现出以知识和技能从事生产活动的管理层和技术层，而智力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是

简单劳动的倍加，因而使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人员的收入高于简单劳动者的收入。

然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重要原因在于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不足。相比起传统农业、工

业，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能持续释放新的、更多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方栓喜，

2016），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也主要产生于此。

以2015年为例，全国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收入为31947元，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是

所有列入统计口径行业工资

收入的最低值；与之相对的，

第 三 产 业 的 金 融 业 以

114777 元，信息传输、软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以

112042 元居全国所有行业

收入的第一和第二位，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1.85倍和1.81
倍，见图2。从2011年-2015
年各产业就业情况趋势来

看，虽然第一产业就业人口

高素质
劳动力

高价值
岗位

社会流动性

产业高级化教育普及化

“人才先富”
提供系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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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逐年下降，但 2015年仍占总就

业人口的比重超过28%，见表2。
2. 教育普及化是中等收入群体

不断壮大的基础

教育的普及对中等收入群体的

形成和壮大至关重要。一方面，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

人们进入不同职业的正式要求以及升迁希望往往取决于其受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

掌握某种技能或专业知识，从而进入中等收入层的行列，是许多贫困人群改善生存条件、实现美好生

活追求的重要路径。以美国为例，一直到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还依然以大力发展平民主义色彩的社

区学院，提高民众职业能力，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扩大中产阶级的政策逻辑[1]。教育的普及能

使许多原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出大力、流大汗”普通工人和农民转化为知识工人和知识农民，使得

中等收入群体的队伍不断壮大。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较成熟，普通蓝领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术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2]，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日本的高级技工在产业工人队伍中占比达到

40%，德国达到50%，而中国仅为5%左右[3]，且职业教育发展并不尽如人意，2008-2013年中等职业教

育无论在学校数量还是招生数量方面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五年间减少了近 2600 所学校，招生规模缩小了近 138 万

人。这与通过职业技术教育迅速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加快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诉求显然是不相符合的，见表3。
3. 社会流动性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保障

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提高资源

配置的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4]。

假如所有的劳动力都被束缚在传统产业、欠发达地区、低收

入职业，无法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职业之间进行自由流动的话，则没有足够的动力可以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经济增长，更谈不上收入的增长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入中期

后，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和中产阶级的扩大呈现显著关系，一方面拥有技术专长和专业知识的人员易于

迁移到更合适的地点、企业和职业等，收入也随着工作的变更而上升；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有机会从

农业中转移至工业或者服务业，在为社会创造更高附加值的同时，个人也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社会

流动性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通道。

对于中国而言，长期以来存在着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所有制企事业单位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抑制了社会流动性，导致了起点上的不公平，地区间、行业间的各项壁垒限制了人员跨地区、跨行业自

由流动，限制了各类型的劳动力的选择空间，从而也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4.“人才先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系统动力

无论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普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抑或是研究制定各项推动社会流动性的政

策，都离不开包括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公务员等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表2 2011-2015年各产业就业情况

区域
全国

项目
总就业人数（万人）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2011年
76420
34.80%
29.50%
35.70%

2012年
76704
33.60%
30.30%
36.10%

2013年
76977
31.40%
30.10%
38.50%

2014年
77253
29.50%
29.90%
40.60%

2015年
77451
28.30%
29.30%
42.4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表3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基本情况
（2008-2013年）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学校数（所）
14847
14401
13872
13093
12663
12262

招生数（万人）
812.11
868.52
870.42
813.87
754.13
674.76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2014）

[1]薛飞湖：《美国奥巴马政府社区学院政策的分析》，〔天津〕《职业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

[2]厉以宁：《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北京〕《中国市场》2015年第5期。

[3]迟福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问”》，〔南昌〕《理论导报》2017年第6期。

[4]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北京〕《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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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发挥，因此，聚焦于实行以知识为导向的价值分配政策，以“人才先富”的理念激励拥有高级知识

的各类人才，能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动力，与其他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但目前现实却是“人才不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

的平均工资为89410元、教育行业的平均工资为66592元，远低于金融行业人员的114777元、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的112042元，教育行业甚至低于交通运输、租赁等行业[1]。社会上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已

经得到了较高工资和福利，倘若科学研究等行业人才还实行较低的工资制度，不仅无法激励现有科学

研究者的积极性，也不能吸引社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科研、教育队伍中来，无法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提供足够的动力。

五、对策建议

1. 加快发展新时代主导产业，创造中高收入岗位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主导产业方向。符合时代发展、立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行业将成为新时代

的主导产业，如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业、现代服务业等，而这些行业恰恰就是中高收入岗位的主要来

源。全球正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如果能牢牢把握“互联网+”、“工业4.0”等新工业、新服务业的

发展契机，通过转型升级加快新时代主导产业发展，使得超过2亿劳动力从低价值创造的农业中解放

出来，转移到具有更高劳动价值的产业，可以促进社会中等收入者的人数实现快速增长，促进我国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

2. 加快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育蓝领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新时代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升蓝领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

质，能打通蓝领工人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也是促进蓝领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必然选择。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目前的困境主要在于经费不足和生源危机，建议增加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教育

经费预算中所占比重，并推进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用人政策的衔接配套，打通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

育、学历教育与岗位技能培训、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之间的通道，保障技术技能人才的待遇，健全促进

职业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标准，培育和壮大蓝领中等收入群体。

3. 打破障碍贯彻平等，保证社会流动性

创造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消除各种妨碍社会成员平等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有

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一是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升城市对农

民的容纳能力，解除对农民就业、身份的束缚，为农民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权利一

致、地位平等和身份同一；二是贯彻机会均等原则，放宽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避免社

会利益结构固化，缩小城乡间、地区间及阶层间教育差距，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比重，并优化其配置结构。

4. 实施“人才先富”，激发系统动力

“人才富”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整个收入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一是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的

使用和管理方式，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保障科研人员充分享受激

励政策，激发创新活力。二是维护人才在分配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权，建议在部门、单位重大分配政策

制定时，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法定程序。三是探索人才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引进人才一次性安

家费”税率，增加专项扣除项目，允许科研人员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等，降低科研人员的税收负担。

〔责任编辑：如 新〕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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