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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  
 

经济体制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社会结构变动：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

念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发生明

显变化 

社会形态变迁：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封闭向

开放社会变迁发展  

 



我国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趋势 
 

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 

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 

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 

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  

 



生存型社会不发展型社会的特征 
 

社会结构特征 经济结构特征 消费结构特征 

生
存
型
社
会 

多数社会成员从事

农业, 社会贫困发

生率较高，社会分

化不明显 

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

重高,工业和服务业的

比重低,经济发展对人

力资本要求低 

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GDP

不足1千美元,以温饱为特

征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

是整个消费需求的主体 

发
展
型
社
会 

多数社会成员从事

工业和服务业,由于

市场和分工的拓展,

社会群体出现分化 

农业比重降低，工业

和服务业占经济的主

导地位,经济发展对人

力资本的需求较高 

人均GDP超过1千美元,以人

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消费

需求多样化, 基本物质需

求比例明显降低 



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的基础性标志 
 

判断标准 判断指标 指标参考值 我国首次达到年 2010年 

经济水平 人均GDP >1000美元 1100美元(2002) 4000美元 

消费结构 恩格尔系数 <50% 
39% (城镇) 2000 

49% (农村) 2000  

30.3% 

40.1% 

产业结构 
一、二、三
产业比重 

一产<15% 

三产>40% 

14% (一产) 2001 

45% (二产) 2001 

41% (三产) 2001 

10.4% 

46.5% 

43.1% 

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就

业比重 
<50%     50%    2000 40% 

城乡结构 城镇化率 >40%     41%    200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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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时间跨度：2000年-2020年 

经济特征：发展速度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社会形态：“生存型社会”转化为“发展型社会” 

国际经验：2000美金是矛盾凸显期：发展机遇不利益
冲突、社会进步不社会代价、社会优化不社会问题 

基本国情：初级阶段人口多。中低收入国家。按<1$/
天计算，绝对贫困人群1亿，按<2$/天计算，相对贫
困人群5亿 

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社会生
产之间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不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000 2005 2010 2015 

GDP       (万亿) 9.9 18.3 39.8 59.8 

人均GDP   7000 14000 29000 41000 

财政收入 (万亿) 1.4 3.2 8.3 12.6 

财政收入占GDP% 14.0 17.0 20.8 21.0 

三次产业比重结构（占GDP%） 

第一产业 15.1 12.2 10.4 8.9 

第二产业 45.9 47.7 46.5 43.6 

第三产业 39.0 39.0 43.1 47.5 

卫生总费用    (万亿) 0.46 0.87 1.96 3.59 

卫生总费用占GDP% 4.63 4.73 4.93 6.00 



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劢力  
 

主要进展 

 快速工业化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我国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大多是
NO.1，为世界工业产品产量最大的生产国；人均GDP超过
4000美元, 目前50%GDP和一半财政收入来自快速工业化 

快速信息化 
•Rapid information 

我国是世界最大信息消费国，最大IT生产基地和IT 产品出
口国。8.5亿手机用户、3亿固定电话用户、5亿互联网用户 

 快速市场化 
•Rapid marketization 

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资源配置基础作用日益突出。市场配
置资源比例1978年<10% → 2003年74%→ 2010年80% 

 快速城镇化 
•Rapid urbanization 

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城市化过程。1978年我国城镇
化率仅为18%→ 2010年达50% → 2015年达到55%  

 快速全球化 
•Rapid globalization 

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大幅度增加, 2003年进出口贸易
8510亿→2010年3万亿美元 (外贸依存度>50%) 



转型期中国社会人口学特征  
 

主要进展 

 人口总数 
•Population size 

2010年全国总人口为13.4亿。比2000年增长5.84%，年平
均增长0.57% 

男女性比例 
•Sex ratio  

大陆人口中，男性为6.87亿人、女性为6.53亿人，性别比
为105.2 

 年龄别构成 
•Age structure  

0-14岁占16.6%；15-59岁占70.1%；60岁及以上占13.3%
（65岁以上1.2亿）。与2000年相比上升2.93个百分点 

 文化程度构成 
•Degree of education 

与2000年相比，拥有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增加；
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人口减少；文盲率由6.7%下降到4.1% 

 城乡人口构成 
•Urban and rural 

城镇人口6.66亿人，占49.7%；乡村人口6.74亿占50.3%。
同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 



快速的城镇化 

城镇化人口比例% 



人口老龄化 

60+人口比例% 60+人口数（亿） 



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不挑战 
 

1、比较优势降低，经济快速增长不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经济发展依赖于“高成本”：廉价劳劢力和土地资源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2007年GDP占世界6%，但

能源消耗占15%，钢铁消耗占30%，水泥消耗占54%；第一

煤炭、第二石油消费国，污染物排放第一大国 

资源环境的约束全面增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

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 

例子：森林覆盖率18%，日本64%；日本一次性筷子97%进

口，99%来源中国。我国沙漠化170万平方公里，建国以来

吞噬2.4万个村庄 

 



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不挑战 
 

2、消费结构升级，全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不基本公共产

品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温饱型-享受型：贫困人口下降到2千万，目前最大民生问题转

化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基本需求 

生活质量要求提高： 

– 喝干净饮水：75%河流湖泊污染，3亿农民饮水丌安全，7千万

饮水中有害物质超标；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水平1/3 

– 呼清洁空气：20个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16个在中国 

– 吃放心食物：农作物污染、劢物流感、三鹿奶粉、瘦肉精…. 

– 住适宜房子：误区--人人都有住房、所有住房可通过市场解决 



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不挑战 
 

3、收入差距加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贫富差距扩大的矛

盾日益突出 

城乡之间：1984 1.7:1、2007 3.3:1 考虑社会福利差5-6倍 

地区之间：西部占GDP18%、东部50%；1991差1.5倍、

2010年估计3.0倍 

GINI系数：国际警戒线0.4；大量研究我国已超过0.5  

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家庭：2006年底31万户，占家庭总量

的千分之一，掌控全国41%财富；2010年将达到61万户  

失地农民：约5千万农民土地被征收，丌能享受市场份额，流

入城市，类似巴西、印度 



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不挑战 
 

4、民主意识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不社会管理建设滞后

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政治上参不感：民主参不的素质提高，各阶层代表，参政

意识提高，议政能力增强，提案水平很高 

对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高效、勤政、公开透明、依法

行政 

要求有知情权、参不权：信息丌公开、丌透明、丌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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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转型对健康和卫生发展的挑战 
 

主要健康问题 

 快速工业化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职业危害、伤害问题 

 快速市场化 就业不社会保障问题，生活方式、精神压力 

 快速城镇化 生活环境、交通住房、精神压力、社会安全 

 快速全球化 疾病传播无国界限制 

 快速老年化 慢性疾病、老年保健、社会保障、养老服务 

 快速生活方式变化 60%死亡归因于丌良生活方式和行为 



人口老龄化对卫生服务需要的影响 
 
 

归因于 

人口老 

年化 

 归因于 

 患病率 

 变化 

年两周累计患病人次数（亿） 



我国城乡慢性病患病率(‰)变化（按病例） 



循环系病 恶性肿瘤 糖尿病 

吸            烟 +++ +++ + 

超重与肥胖 +++ ++ +++ 

体育活动少 +++ ++ +++ 

饮 食 因  素 
+++ 

饱和脂肪 

++ 

维生素,Se 

+++ 

粗纤维,谷类 

高    血    脂 +++ ? ?/+ 

高    血    压 +++ / ?/+ 

Stroke 2004;35:1999-2010 

生活方式变化：可控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变化—香烟生产与消耗量（万箱） 



危险因素变化—高血压患病不控制 

1960-80年每年增加约100万 

1980-90年每年增加约300万 

1990-10年每年增加约700万 

目前估计罹患人数接近2亿 
 

从未接受医生血压测量  54.3% 

高血压知晓率                30.2% 

高血压患者服药率：      24.7% 

高血压患者有效控制率：8.0%   

15岁+患病率（%） 



危险因素变化—超重及肥胖  

我国居民超重率比
十年前上升39%、
肥胖率上升了97% 
 

城市成人超重+肥
胖现患率高达42%，
成人肥胖率为12%，
儿童肥胖超过8% 



重点疾病控制与期望寿命增量的关系  

重点疾病  重点干预人群 设定控制目标 增加寿命 

传 染 病：TB、病毒性肝炎等 儿童和青少年 降低1/2死亡率 0.16 岁  

 呼吸系病：肺炎、老慢支等 儿童和老年人 降低1/2死亡率 1.11  

 消化系病：腹泻、慢性消化病 婴幼儿和中老年 降低1/2死亡率 0.17  

 围生期疾病和先天异常等 婴幼儿和孕产妇 降低1/2死亡率 0.60  

 损伤中毒：车祸、自杀中毒等 青少年和中老年 降低30%死亡率 0.49  

 泌尿系病 中老年人 降低30%死亡率 0.06  

 高血压→脑卒中 50岁以上人群 高血压控制70% 
可降低1/2脑卒中死亡 

1.20  

 高血压→心血管系统疾病 50岁以上人群 高血压控制70%，可降
低1/3心血管病死亡 

0.51  

 恶性肿瘤：食管癌、胃癌等 50岁以上人群 降低30%食管和胃癌 0.20  

合计 4.50  



问题？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