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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概念分析框架的包容性发展 ： 评估与展望
郇庆治
（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包容性发展”应深化与拓展为一种综合性的发展概念性分析框架，它至少是与“科学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相并列的同一序列，都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 / 城市化发展理念与模式的一种主动矫正。
而且严格说来，“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比“科学发展”有着更为鲜明、先进的主题性指向或概括。
“包容性发展”强调的是国内外社会系统在发展整体中的地位考量，“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生态系统在发展
整体中的地位考量，而“科学发展”强调的仍是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增长在发展整体中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经
济社会现代化进程正在将我们日益推向更加关注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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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Development as a Conceptual Analysis
Framework： Assessment and Outlook
HUAN Qi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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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lusive development”suddenly became a hot phrase and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ass media around 2011． What is also noteworthy is
the subsequent rapid cooling of its research． It has every reason to further deepe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on “Inclusive development”，so a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analysis framework． It
is at least the same sequence in parallel with the“scientific development”and“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l is an active correction to industry modernization / urbanized development idea and patter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strictly speaking，“inclusive development”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ave more distinctive，advanced thematic direction and generality tha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emphasizes the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ocial system in
the development as a whole，while 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emphasizes the status of ecosystem
development as a whole． But the“scientific development”emphasizes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ven economic growth，in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s a whole． Beyond all doubt，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increasingly pushing us to the new stage when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nclus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por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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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e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PC clearly demonstrates this by more comprehensive or
“green”explana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clusive growth；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clusion； ecologic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2011 年前后，“包容性发展”骤然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与大众媒体高频关注的热门词汇，但同样值
得关注的是，这一议题的学术研究与社会传媒热度随之迅速降温，① 尽管相关性的研究著述仍在持续。
2011 年 7 月 － 2012 年 12 月国内期刊发表的以“包容性发展”研究为题的论文约 150 篇。
据不完全统计，
这其中的原因恐既与世界经济深陷持续衰退泥潭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内敛性与排斥性政策取向的总体
背景相关，也与我国学术界依然过度敏感甚至受左右于社会政治舆论的风向与导向不无关系 。 笔者认
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包容性发展”作为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首先是致力于描述与探究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诸多发展非包容性或排斥性难题 ，而正是这些难题的真实性与持久性决定了
包容性发展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基于此，本文将对近几年来我国包容性发展研究来所取得的进展
进行初步梳理，并做一些方法论拓展意义上的思考 。

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与展开： 文献评述
总体而言，对包容性发展的研究是一个较新的学术议题与领域 ，国内外这方面的专门性、专著类学
术成果都不是太多。在英文方面，主要是联合国发展规划署（ UNDP）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世
界残疾与发展协会（ IDDC） 、国际劳工办公室、美国国际援助局 （ USAID）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欧
盟等国际组织所发表的政策战略性文件 ，② 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的系统性探讨并不多见———比
如，迈克尔·奇巴 （ Michael Chibba） 全面评述了“包容性发展”概念向研究者、实践家和决策者提出的问
题与挑战，而绿色左翼杂志《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 》明确阐述了包容性的民主政治、民主经济与民主文
化，并力主创建一个全新的绿色、公正和民主社会； ③ 在国内方面，现有的相关性研究大致围绕“包容性
发展”概念提出的背景与内涵、包容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四个维度 ( 包容性增长、社会包容性发展、生态
包容性发展与国际包容性发展) 、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等 3 个侧面而展开。
1．“包容性发展”概念提出的背景与内涵
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在 2007 年发表的政策研究报告《增长报告： 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 》
中率先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发展 ”的理论框架，即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取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

2011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以“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题的重大招标课题以流标告终，而 2012
① 这方面的突出证据是，
年 11 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的工作报告竟没有提及这一概念，只是在港澳台工作部分和国际事务部分分别提到了“包容共济”和“包容
互鉴”。
②

UNDP，“Inclusive development”，http： / / www． undp． org / poverty / focus_inclusive_development． shtml，and“Revenue’s role in the quest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http： / / ssc． undp． org / unssc_uploads / Other_documents / InclusiveDev． pdf，accessed on 25 June 2011； OECD，Adaptive
Capacity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s Programme of Work 2003 － 2004 （ Paris： 2003） ； IDDC Paper，“Inclusive
development”，http： / / www． make － development － inclusive． org / inclusivedevelopment． php？ spk = en，accessed on June 25 2011； Ignacy Sachs，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3 /1 － 2（ 2008） ，pp． 161 － 184 and“Inclu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Working Paper 35（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4） ； USAID，“Building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community project”，http： / / www． miusa． org / idd / inclusive － development － projects，accessed on 28 June 2011；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http： / / econ． worldbank． org，accessed on 28 June 2011； Ganesh Rauniyar and Ravi Kanbur，Inclusive Development： Two Papers on Conceptualization，Application，and the ADB Perspective（ ADB： 2010） ； European Report on Development，Social Protection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Brussels： 2010） ．
③

Michael Chibba，“Perspectives on inclusive development”，World Economics 9 /4（ 2008） ，pp． 145 － 158； Takis Fotopoulos（ ed． ） ，The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2004 － 2011，http： / / www． inclusivedemocracy． org / journal / http： / / www． inclusivedemocracy． org / journal / ，accessed on 28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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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尽管这一概念本身的形成要更早一些 。① 依此而言，“包容性发展 ”非常近似于我们通常所指称的
“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科学发展”。正因为如此，顾淑林等
认为，②“包容性发展”可以理解为我国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 ”的另一种表述； 而且，科学发展观不仅
包括社会的包容性，还包括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是一种真正的“包容性发展观”。
但更进一步说，一方面，人们对迅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及其消极性后果的关切，使
“包容性发展”的意涵从一开始就明确包含着一个国际性甚至全球性向度 ，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必须成为一种惠及包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因为，尤其来自新左翼政治和反全球化运动的一种普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迅速推进与扩展的经济全球化 ，正在加剧而不是缩减着发达国家与
遍性担心是，
发展中国家之间、同一地理区域或经济国家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物质财富与经济收入差距。③ 比如，
2002 年《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世界上最富的 10 个国家与最穷的 10 个国家人均收入
的比例，已从 1980 年代中期的 30 倍激增到 2000 年的将近 50 倍。而这篇文章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拉
丁美洲和非洲的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恶化 ，亚洲略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收入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不过这是一种平均后的结果。 如用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来衡量，1990
年代中期开始趋于扩大。近年来，由于免除农业税、农业补贴及其他社会保险举措，这种恶化趋势有所
遏制，但仍不如人意。
另一方面，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还带有一种强烈的中国未来角色关切或“印迹 ”。④ 具体地说，包
容性发展蕴涵或指向的是中国面向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重大调整 ，尤其表现为从过
去一个发展时期的被动性模仿追赶 ，比如国家 GDP 总量和人均值的快速提高，转向主动构建一种更加
理性、全面和均衡的国内国际发展架构与秩序。 正因为如此，包容性发展理念与战略成为国家“十二
五”发展规划的一个指导性思想，更多强调的是“人本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与持续发展 ”，改善民生
质量、实现民富国强是其基本性努力目标 。而在国际舞台上，胡锦涛数次代表中国政府阐明了我们将致
力于实现一种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发展的观点 。2009 年 11 月，胡锦涛出席新加坡亚太经合
组织第 17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就世界经济增长发表讲话 ，首次强调“包容性、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
长”； 2010 年 9 月，胡锦涛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再次强调了“包容
性增长”； 2011 年 4 月，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1 年会开幕式和“金砖五国”第三次首脑会晤上，更明
［1］
确阐述了中国式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与战略。
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要素变量 (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考量、全球化不利后果矫正需要和中
国发展转型需要) ，大多数学者比如邱耕田、张荣洁和顾淑林等都同意，⑤包容性发展是指要让全体社会
成员都能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的权利 、机会特别是成果的一种发展。共享性是包容性发展的主要表征 ，
或者说，包容性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共享式发展。 共享性的“共 ”字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普遍性特
质。因此，包容性发展的包容主体或共享主体 ，是一个外延极其广泛的范畴： 它既包括代内的绝大多数
社会成员，也包括未来那些潜在的社会成员。 在空间范围上，包容性发展的共享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①

Sarah Cook，“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 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4 /1（ 2006） ，pp． 51 － 80； D． M． Diwakar，G． P． Mishra，Ashok Mathur，Depriva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Gir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6） ； Karen Heinicke － Motsch and Susan Sygall（ eds． ） ，Building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Community： A Manual on Includ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Washington： Mobility International 2004） ； Pedro Conceicao et al． （ eds． ） ，Knowledg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London： Praeger，
2002） ．
参见顾淑林： 《包容性发展： 历史经验和全球趋势》，《人民论坛》2011 年 4 月（ 下） ，第 62 － 63 页； 李世萍： 《包容性发展： 全球化
发展的必然选择》，《生产力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6 － 7 页。
②

③

Mahendra Dav，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 Agriculture，Poverty，and Human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 N． A．

Mujumdar，Inclusive Grow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 Indian Economy（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 ．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第 52 － 60 页； 黄祖辉： 《包容性发展与中国转
④ 参见高传胜： 《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要义》，
型》，《人民论坛》2011 年 4 月（ 下） ，第 60 － 61 页。
张荣洁： 《论包容性发展》，《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1 期，第 53 － 57 页； 顾淑林： 《包容性发展： 历史经验和全球趋
⑤ 参见邱耕田、
势》，《人民论坛》2011 年 4 月（ 下） ，第 62 －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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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一国内部的包容性发展和国际间的包容性发展 。一国内部的包容性发展是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
不同群体的共同发展，不能容忍贫富分化现象的持续存在和恶性演进 ； 国际间的包容性发展要求在互利
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的共同进步，不能容忍国际生活中那种强权、霸权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做法。 那
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或世界各国民众应当共享什么东西呢 ？ 具体而言，就是要公平合理地享用 ( 有 )
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成果等。这样，公平( 正义) 性就自然成为包容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征 。 如果说，
共享性是包容性发展的“物理”结构方面的特征的话，那么，公平性就是包容性发展的精神灵魂方面的
特征。当然，共享和公平并不意味着一种完全的均等或同质化 ，相反，包容性发展或包容性本身就以差
异和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只是这种差异和多样性必须基于关涉主体的自主自愿选择而不是任何有违
共享与公平原则的制度化歧视和侵害 。而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在 2011 年论坛上则从一种更
宏观与综合的视角，对包容性发展做了如下概括： 包容性发展是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是各
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是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
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显然更多体现的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原则性立场和大国气度 。
2．“包容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四个维度
与包容性发展直接关联的第一个概念是“包容性( 经济) 增长”。但实际上，当人们仅仅局限于经济
层面时，包容性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因为二者所强调的都是经济增长 / 成长的
更广泛社会主体参与和收益共享 。比如，亚洲开发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的解释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 ，即
贫困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 ，参与经济增长并做出贡献，并在分享增长成果时不会面临
权利缺失、体制障碍和社会歧视，①而世界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其《世界发展报告
2006： 公平与发展》中，报告认为最好的减贫政策是建立包容性的制度 ，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
政策和公平政策割裂开来。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2007 年发表的《增长报告： 可持续增长与包容
性发展的战略》中，更多使用的是“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这样一组概念：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实现
必须以国内与国际层面上更大程度的主体包容性为前提和条件 ，同样，包容性的发展结构和举措也会能
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 ( 斯里 · 穆尔亚尼 · 因德拉瓦蒂 ) 2011 年春接
［2］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强调， 重新设计增长方式，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对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全球可持续增长，意味着更应该强调包容性。英卓华以在西亚北非出现的动荡局势为例指
出，从全球范围看，时代发展要求世界重新设计增长方式 ，以使发展更可持续和更环保，而这需要更多人
的平等参与。
在理论层面上，曾铮和林志雄等学者认为，②“包容性发展 ”可以理解为世界银行 / 亚洲开发银行等
较早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 ”以及“共享式增长 ”等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强调经济发展不仅要普惠穷困群体 ，还要对中产阶级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给予足够重视 。在他们看来，包
容性发展首先应该成为基于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重新阐释的一种操作性战略指针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视角看，包容性发展并非是通过牺牲经济效率追求社会公平 ，其实质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包容性发展提
倡所有个体分享参与经济发展和获取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 ( 公平层面 ) ，二是包容性发展暗含了通过社
会公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效率层面 ) 。 同时，从战略实施所覆盖的范围来看，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全
球化语境下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一国经济的协调和共享发展 ，还包括全球不同地域主体享有平等经济参
与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基于此，曾铮概括指出，国内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包含三大内容，即个人公
平发展、部门协调发展和地区平衡发展； 对外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则包含四部分内容，即与发达国家共赢
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协调发展、与资源型国家互补发展、与贫困国家对接发展。
［3］
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建设性福利经济学 ”认为， “社会发展 ”与“社会救助 ”的根本不同在
① 参见 Yifu Lin，“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growth in developing Asia”，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NOE2004007） ，October 2007； 林毅夫等：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7 年版。
《上海证券报》2011 年 4 月 18 日； 林志雄、肖卫东、詹琳：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
② 参见曾铮： 《包容性发展有公平可持续两层意义》，

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中国农村经济》2010 年第 11 期，第 4 －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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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者属于直接补贴政策，而前者旨在使弱势人群有能力参与发展带来的机会 。 因而在森看来，社会
发展政策的创建与实施有助于改进教育 、健康和医疗服务，完善社会公平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构架，从而
带来一种更加包容性的发展。而顾淑林领导的“创新系统建设促进包容性增长 ”课题组所确定的基础
性理念是“包容性发展”而不是“包容性增长”，但他们关注的焦点却是技术创新对于人和社会经济发展
［4］
的不同影响。 具体地说，他们所关心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技术创新方向、路径选择如何影响了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包容性增长 。比如，印度以软件行业为契机融入全球经济 ，机会向底层和农村渗
透有限，因而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而中国主要以低成本制造为契机参与全球化 ，带动了东部沿海农村
地区工业化，社会差距发生在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在权力层、管理层和普通民众之间。 他们分析得出
的结论是，为了实现更加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中国需要改变现行的发展方式，进行产业升级和继续进行
体制与管理的改革，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充分考虑创新的方向与路径选择 。
二是社会包容性发展( 社会公正和谐) 。概括地说，包容性增长或经济包容性更多强调的仍是效率
前提下的公平与正义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市场本身的包容性 ，而社会包容性发展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
成果在尽可能广泛社会主体之间的公平与公正分享及其社会副效果的有效矫正问题 。 应该说，国内外
大多数学者都更多从社会包容性的视角来理解与界定包容性发展的实质性内涵 。① 比如，黄祖辉和谷
桂华等都认为，②包容性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惠及更多贫困人口，更多普通劳动者，或者说社会大多数
人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包容性的基本对象是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大多数。③ 对于增长包容性
和发展包容性之间的关系，黄祖辉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着重于初次分配的包容，是私人物品
和要素价格的实现问题，本质是市场的包容性问题，是市场主导的过程； 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更全方位
的包容，着重于再分配的包容，是公共品的分配与分享问题，是公共权益的实现问题，其本质是社会的包
容性问题，应该是由政府主导的过程。他认为，我们不仅可以从包容度、制度和动态变化的不同视角来
观察分析包容性增长与发展，还可以依据贫困率、失业率、识字率、基尼系数、民主化程度、公共服务均等
化程度、信息可获得性等指标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包容性增长与发展做出测量 。 当然，较为强调效率 /
市场原则和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少数学者比如曾铮 、王新建、陈华与张梅玲、龙朝阳等④ 也就依此更多属
于“包容性增长”而不是“( 社会) 包容性发展”的阵营。
［5］
此外，正如有些学者比如朱幼棣指出的 ， 至少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而言，社会包容性发展
理念与思路的特点或“优势”在于从一种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实现与促进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正
义，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保障和救助制度建设 。但问题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既需要我们
能够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从战略高度主动构建推动科学、统筹、和谐的发展，真正做到以人为
本，更加重视民主和民生，同时还需要我们坚持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优先而不是效率至上的原则 。
可以看出，依此理解的社会包容性发展同时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建设和基于社
会包容性原则的社会发展与建设 。其革新性在于，对于前者来说，同时强调的除了社会个体 / 群体不可

①

Jìmi O． Adésínà，Social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esearch Findings from Sub － Saharan Africa（ United Nations Re-

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 Jo Beall and Sean Fox，“Urba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 st Century： Towards a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World，Oxfam Research Report（ 2007） ； Shiladitya Chatterjee，“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Lessons from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on inclusive development”，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2 /1（ 2005） ，pp． 12 － 44； Sally Shortall，“Are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socially
inclusive？ Social inclusion，civic engagement，participation，and soci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4 /4 （ 2008 ） ，
pp． 450 － 457； 贡森、苏杨等： 《民生为向： 推进包容性增长的社会政策》，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蔡荣鑫： 《“益贫式增长”模式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周华： 《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 文献回顾》，《管理世界》2008 年第 4 期，第 160 － 166 页。
② 参见黄祖辉： 《包容性发展与中国转型》，《人民论坛》2011 年 4 月（ 下） ，第 60 － 61 页； 谷桂华： 《论哲学视域下的‘包容性发
24 － 25 页。
展’》，《北方经济》2011 年第 2 期，
Malcolm
MacLachlan
and Leslie Swartz，Disability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owards Inclusive Global Health（ Leonard Cheshire
参见
③

International，
2007） ．
《马克思主义
④ 参见曾铮： 《包容性发展有公平可持续两层意义》； 王新建： 《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中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92 － 96 页； 陈华、张梅玲： 《基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 科学内涵、约束条件及路径选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第 72 － 78 页； 龙朝阳： 《经济增长、民生建设与包容性发展》，《经济学家》2012 年第 3 期，第 103 －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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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的社会经济权利，还包括社会个体 / 群体对于其他社会个体以及整体的必要责任与贡献； 而对于后
者来说，正是社会公平优先还是经济效率优先 ( 或者说社会是一种目的还是一种手段 ) 把它与包容性增
长区分开来。
三是生态包容性发展( 环境友好 / 生态可持续发展 ) 。 无论从可以看到的包容性发展的较严格定
义，还是从包容性发展的内在含义与要求来看 ，环境友好 / 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或发展的生态 ( 环境 ) 包容
性，都是包容性发展的应有之义。比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增长报告： 可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战
略》中对可持续增长 / 包容性发展的阐释，都明确提到了全球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型发展转型的
极端重要性，曾培炎在 2011 年博鏊亚洲论坛上对于“包容性发展 ”的四个方面阐述，也明确包括“包容
性发展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 ”，而顾淑林对“包容性发展 ”的界定也包括“对环境
的包容性”。
应该说，强调环境友好 / 生态可持续意义上“包容性”的包容性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一
直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之一 ，只不过更多是被置于“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与背景之下。①
因为，“生态可持续性”是“可持续性”的最根本性或挑战性方面，那么，“生态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可持
续发展”的最重要理论内涵与实践使命。同样，真正挑战性的难题不在于把环境友好 / 生态可持续发展
确定为“包容性发展”的一个内在性维度( 尽管这方面的讨论相对较少） ，②而在于如何将这种理念与理
论付诸现实，可以说在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上都是如此 。
四是国际包容性发展( “和谐世界”) 。全球性维度是“包容性发展 ”意涵的一个重要侧面。 我国政
府和学界自新世纪初以来一直从“和谐世界”的视角来讨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与正义的冷战后世界经
济政治新秩序。③ 而随着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提出与不断拓展，“和谐世界 ”的讨论正在逐渐演进成为包
容性发展的国际或全球性向度的讨论 。④ 比如，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 2011 年
的“包容性发展： 健康、有序的增长”分论坛上指出，⑤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全球性重大命题 ，只有实现了包
括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包容性发展 ，才能实现地球村整体的安全、稳定和繁荣。 福田康夫认为，
探讨包容性发展，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人和一国的层面 ，而是全球性重大命题，尤其要直面国际社会面临
的地球资源有限问题和以非洲问题为代表的贫困难题 。作为一个区域包容性发展举措，他主张，亚洲应
该借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加速建设东亚共同体。
3． 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路径与动力机制
应该说，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分析较多的还是“包容性发展 ”理念与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也就是为
什么现存的经济发展与增长模式缺乏“包容性 ”，比如不合理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少数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片面与失衡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偏重甚至是操纵等等。⑥ 但
真正需要也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尝试与确立抑制、消除现实经济发展中社会排斥性、趋向国内国际包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和《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山东大
① 参见郇庆治（ 主编） ： 《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郭培章（ 主编） ：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曲格平（ 主编） ： 《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洪银兴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钱易、唐孝严：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宏观经济管理》2011 年第 2 期，第 51 － 52 页； 徐田伟： 《包容性增长的环境因素》，
② 参见李虹： 《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就业的发展》，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 年第 1 期，第 1 页； 李瑞昌： 《资源危机状况下的节约型社会建设： 一种包容性发展的视角》，《复旦学报》（ 社
科版） 2012 年第 5 期，第 87 － 94 页； 邓永芳、池升明：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2
年第 4 期，第 98 － 100 页。
参见李景治： 《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张蕴岭： 《构建和谐世界： 理论与实践》，社
科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徐敦信（ 主编） ： 《世界大势与和谐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Building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community project”，http： / / www． miusa． org / idd / inclusive － development － projects，
④ 参见 USAID，
accessed on 28 June 2011； Caroline Vandenabeele，Legal Identity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Bangladesh·Cambodia·Nepal（ ADB： 2007） ． 黄刚：
“中国与世界双重视域中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理论与改革》2011 年第 1 期，第 29 － 33 页。
《海南日报》2011 年 4 月 16 日。
⑤ 参见陈成智： 《福田康夫在演讲中指出包容性发展是个全球性重大命题》，
刘英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 年第 2 期，第 10 － 19 页； 张华东：
⑥ 参见艾弗兹·阿里： 《不平等和亚洲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
《资本逻辑与包容性发展的矛盾研究》，《社科纵横》2012 年第 6 期，第 41 －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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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的路径与动力机制，而这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 2011 年博鏊亚洲论坛“包容性发展： 健康、有序的增
长”分论坛上将中国走向包容性发展的道路概括为实现“五大转变 ”： 一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
资和出口的理念，重点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这就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消
费的支付能力，使更多的人能够提高消费水平。二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 ，加快发
展第三产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只有 34% ，从业人员比例只有 43% ，无论和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个比例都太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扩大就业 ，使更多人找到自己发
展的机会，另外也有利于提高各个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 。三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
的状况，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增长。 这个转变有利于调整人和自然的
关系，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 。四是我们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加快农业
现代化，使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使农村人口像城里人一
样过上现代化生活。五是在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上，要从过去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 ”和
“走出去”同时并重。扩大海外投资的力度，通过对国外的投资带动我们一些零部件出口，同时可以缓
解我们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通过国际并购也可以提高我们自主创新能力 。 借助扩大海外投资，可以
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可以看出，这更多是一种发展思路与战略层面上的解读 ，并同
时涵盖了对发展质量目标、发展阶段转型和国内外两个维度的考量 。
［6］
王南则认为， 包容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中有三个关键性函数 ： 短期看是政策，中期看是制度，
长期看则是技术。不论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中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是“金砖五国 ”的中国、巴
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经济社会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 ，无不是政策红利的结果。启动变革之
门的政策制定者，就“善治”而言居功至伟； 而当下经济、环境与资源诸多棘手问题的判断和解决，领导
者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期许。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鼓励人们创造性努力、约束人性弱点至关重
要。崭露头角的新兴国家，都是“学习”和“模仿”的能手，也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市场化的制度红利。 但
现在，需要继续推动变革的进程，在一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做出艰难的权衡和果断的抉择 ，迈出实质性
步伐。而对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力量，对物质贫乏的克服、免于恐惧的自由，甚至生命
本身的存在和延续，都仰仗于技术进步。在这整个过程中，“伟大企业家”的作用尤为突出。 不论是“金
砖五国”还是新兴工业国家，能否给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促进人类福祉，除了期盼天才的灵光闪现
外，在培育杰出企业家的制度环境上尤需付出艰苦努力 。
上述这些讨论，以及顾淑林关于创新有助于中国包容性发展转型的观点 ，可以说都有着一种强烈的
经济技术导向下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建设色彩 。 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包容性发展 ”战略
与政策层面上的工具性偏向，还折射出我们对“包容性发展 ”理念本身理解与界定上的“亲增长 ”或“经
济化”解读。②

二、“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深化与拓展： 方法论向度
综上所述，如果说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组织机构更多地把“包容性发展 ”理解与界定为一种致力于
实现经济成长 / 增长的进程和成果更公平社会分享 / 分配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应用型发展战略，尤其
参见郑长德： 《西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中国藏学》2011 年第 1 期，第 12 － 13 页； 魏历： 《在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对策研究》，《理论与改革》2011 年第 2 期，第 154 － 156 页； 杨成章、王国清： 《西部贫困地区如何实
①

现‘包容性增长’》，《决策探索》2010 年 11 月（ 下） ，第 18 页； 陈君武： 《城镇化推进中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创新》，《文史博览》2011 年第 3
期，第 57 － 59 页。
《现代经济探讨》2011 年第 2 期，第 58 － 62 页； 刘嫦娥、李允尧： 《包容性增长研
② 参见张国献： 《当前国内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
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2 期，第 96 － 99 页； 陆岷峰、张惠：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辨析及实现要点研究》，《桂海论丛》2011
年第 1 期，第 68 － 72 页； 范永忠、范龙昌： 《包容性增长理念及现实意义》，《理论与改革》2010 年第 6 期，第 87 － 88 页； 刘松： 《‘包容性增
长’之辩》，《科学管理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83 － 88 页； 蔡荣鑫：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经济学家》2009 年第 1
期，第 102 － 104 页； 让·皮埃尔·莱曼： 《探索‘包容性的增长’》，《中国企业家》2008 年第 13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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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对社会少数或弱势群体( 比如残疾群体 ) 的经济与社会包容性，那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进
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发展理念与模式的深刻转型需要 ，则为“包容性发展 ”这一范畴的
理论阐释与拓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使之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在实现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连接过去
［7］
与未来、国内与国际的一个重要话语平台和桥梁 。 依此而言，“包容性发展 ”如今遭遇的在政治意识形
态化或大众化传播上的暂时性受挫 ，似乎不应影响其作为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的理论统摄与政策应用
潜能。那么，应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这一概念呢 ？ 笔者接下来将做一些方法论层面上的阐述与思考 。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中华民族现代化振兴的“百年伟业 ”处在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性节点，
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关于进一步发展的新理念 、新战略与新动力，而“包容性发展 ”正可以成为
对这种新理念、新战略与新动力的重要归纳或概念化 。
从理论层面上说，一个明确而严谨的“包容性发展”概念对内有利于更为科学地总结中华民族历史
复兴与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赋予近年来广泛争论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 ”以更多的实质
性内涵。客观说来，国内外学者目前对“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许多解读都存在着模糊甚至谬误之
处，比如过分强调长时间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 、经济与社会发展决策中的精英化掌控等等 ，相比之下，经
济、社会、生态与国际层面上的包容性发展蕴涵和体现着人与人 、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不同国家与文
明之间的更为综合性的和谐共生内涵 。换句话说，追求与实现一种全面包容性的发展 ( 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才( 应 ) 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贡献。 与此同时，这一概
念对外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理论 。 迄今为止，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仍在外交战略或策略的意义上解读中国政府提出并宣传的“和谐世界 ”理念，其支持
性依据是，古往今来的大国崛起都不曾是一个和平的 、更不用说和谐的历史过程。而包容性发展理论与
实践在中国的最后成功，不仅可以成为大国崛起过程中保持甚至维持社会 / 世界和平和谐的强有力实
例，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挑战乃至修正 ( 新 ) 现实主义主导着的当代国际关系 / 秩序理论。 当一个像中国
这样的世界大国能够切实成为世界和平与和谐进程中的主导性力量时 ，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就不再仅仅
是一种设想或梦想。换句话说，对一种对外关系包容性理念与战略的明确坚持 ，本身就是对中国政府主
张的“和谐世界”国际关系与秩序理论的最好宣传推广 。
从实践层面上说，“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与认知，一是可以有助于全面认识与正确应对我国面临着
的诸多现实发展难题、压力与挑战。客观地说，无论从发展的结果还是从发展的进程和手段而言，我国
现实中的经济现代化发展都还与包容性发展的理想境界相距甚远 。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社会包容性和
生态包容性较差或“受歧视”： 近年来物质财富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过分倚重资本分配的权重而相
对忽视劳动力分配的权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贫困、弱势与边缘群体和阶层遭到的社会拒斥，而
且这种社会拒斥很容易会发生区域 、阶层或代际上的遗传，从而导致更为广泛与严重的社会不公与非正
义问题； 生态环境伴随着工业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而恶化的趋势至少就整个国家而言仍未得到有效抑
制或扭转，尤其严重的是，扭曲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所导致的片面发展 、重复发展或过度发展正在成为我
国生态系统负载持续加大的强力推动 。大量事实表明，我国面临着的诸多现实发展难题 、压力与挑战已
经很难简单通过传统理念和模式支撑下的发展举措来矫正克服 ，而只能通过引入全新的发展视野和发
展战略来解决，而基于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重新界定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正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
二是可以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大力倡导的经济产业 、结构与发展模式转型。2008 年世界金融经济
危机爆发之前就已初步达成共识的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产业、经济、技术结构和发展模式
已经到了必须升级换代的时刻。而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性严重经济危机既进一步强化了我国政府对此
转型紧迫性的认识，也给我们既定战略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一系列现实性困难 。 正是在深刻总结经济
危机应对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在“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将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模
式的转变列为“重中之重”。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是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升级 ，而支持这种升级最重要的
就是先进的、绿色的技术体系。可以说，包容性发展或发展包容性的实现，最迫切需要改变的还是技术
创新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复杂联结 ，并且以一种充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式和节奏 。
三是可以有助于促进我国大国崛起与世界强国目标的实现 。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地位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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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实现，已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东移、经济社会全球化趋势加剧、中华民族自身不懈努力等众多“历史
性合力”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对此，大多数西方学者也不讳言。但问题在于，这既不意味着我
们依然可以重享昔日大清或汉唐帝国的天下独尊式荣耀 ，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大国崛起或强国目标实现
之路是既定的、理所当然的和无往而不胜的。我们需要在一种全新的视野与境况中妥善处理与世界其
他强权、周边邻国、国际或区域性政府组织、跨国或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等众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做到因人 ( 主体 ) 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地面对各种涉我行
为及其主体，而且要能够做到在一种全新的境况 ( 我们及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结构 ) 中采取一种全新的视
野( 正确地看待自己和对方) 。比如，我们长期以来更为关注也比较擅长的是如何与世界强国打交道，
尽管我们往往是较为弱势的一方 ，而如何与弱小国家尤其是周边弱势邻国做到和谐共处正在成为一个
日渐突出的挑战； 再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议题上，我们正面临着同时来自世界发达国家和最弱势
国家群体的双重压力，而如何同时满足它们的合理要求又不至于损害自身的发展利益 ，自 2009 年哥本
哈根会议之后已经成为我们必须严肃应对的挑战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国崛起之路上依然面临着大量
多选项的、有时是两难性的选择，而当我们能够从一种包容性发展的视野与胸襟来思考 、做出这些选择
时，大概会更容易取得一种多赢的、更明智的结果。
若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包容性发展 ”完全有理由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发展概念
性分析框架。① 而不应逐渐被“降格”为一个特殊性的发展理念，比如“社会包容性发展 ”———主要通过
财富与资源分配、社会保障与救济、公共服务供给等手段实现的社会公正与人际关系和谐 ———或者“政
治制度与文化价值的包容性”———主要指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价值 ( 持有者) 之间的“包容共济 ”或
“包容互鉴”。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关于发展的概念性分析框架，“包容性发展 ”至少是与“科学发展 ”和
［8］
“可持续发展”相并列的同一序列等级，
都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 / 城市化发展 ( 其基本特征是
以资本的利润与逻辑为主导) 理念与模式的一种主动矫正。而且严格说来，“包容性发展 ”和“可持续发
展”要比“科学发展”有着更为鲜明、先进的主题性指向或概括： “包容性发展”强调的是国内外社会系统
( 人与人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 在发展整体中的地位考量，“可持续发展 ”强调的是生态系统 ( 人与自然
关系和社会与自然关系) 在发展整体中的地位考量，而“科学发展 ”强调的仍是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增长
在发展整体中的中心地位。勿庸置疑，中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正在将我们日益推向更加关注发展
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新阶段，中共“十八大 ”报告对“科学发展 ”的更全面或“绿化 ”阐释就清晰地表
明了这一点(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新表述) 。②
因此无论如何，“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概念性分析框架。 当然，它也是一
个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概念性分析框架 。在笔者看来，“包容性发展 ”的深入研讨首先应着力于解
决好以下三个前提性问题。
一是准确界定与阐释包容性发展的实质性内涵 。如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
的界定迄今为止还更多是着眼于经济层面 ，尤其是着眼于如何扩展经济增长的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包
容性。这虽然更接近于有关国际经济组织比如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对包容性发展所做的阐释 ，但
也明显存在着过分偏执于经济层面的局限性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把包容性发展与包容性增
［9］
长区分开来，甚至有可能把包容性发展降格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或可持续增长的一种战略 。 因此，我们
需要沿着曾培炎代表中国政府在 2011 年博鏊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包容性发展 ”的大思路 ( 即包容性发
展是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是各种文明互相
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 ，对这一概念做出更加综合与高端
意义上的界定与阐释，而其核心应是增强发展过程中人与人 、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和不同国家与文明
《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12 年第 1 期，第 32 － 39 页； 阮博： 《论包容性发展的价
① 参见高传胜： 《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
2012 年
值向度》，《理论建设》2012 年第 2 期，第 54 － 58 页； 王翼： 《‘包容性发展’： 全球化语境中的时代命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 4 期，第 60 － 69 页。
②

参见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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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包容性。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对包容性发展概念的科学界定与阐释要防止过分的泛化与哲学
化倾向： 前者的危险在于应用范围的无限度扩展导致概念内涵本身的不可理解性 ( 比如有的学者讨论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包容性发展特点和马克思的包容性发展思想) ，①而后者则可能弱化概念的具体学科
应用可能性。
二是系统探讨与阐述包容性发展的四个 ( 或者更多) 亚向度( 包容性增长、社会包容性发展、生态包
容性发展和国际包容性发展) 的理论与战略意蕴。 一方面，包容性发展能否最终成为一个社会科学意
义上的科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它的上述四个亚向度及其整体性做出准确可信的界
定与论证。否则，它将会停留于一种过度泛化的哲学范畴或狭隘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 / ( 建设性 ) 福利
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概念。另一方面，包容性理论视角下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国际关
系与交往的思考规约，必将会深刻影响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上述各领域的战略政策与实践应对 ( 比如
对于一些十分棘手的跨国、跨区域能源资源开发问题的态度立场) 。可以说，学术界目前的讨论更多集
中于经济增长领域( 如何使经济增长的过程与结果变得更加具有社会包容性 ) ，而对其他领域的理论与
实践探讨都尚处在起步阶段。
三是科学辩证地阐释包容性发展观上的中国自主性与全球视野 。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包容性发展
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着当代中国气质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话语 。 换句话说，我们着力思
考的应是中国如何实现一种更高阶段的现代化发展 ，以及实现这种发展目标的战略思路与现实途径 。
这其中隐含的方法论假设是，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无论从发展的历史还是发展的现状来说 ，都与世界
其他国家有着诸多重大不同，而且，就我们自身的面向未来发展需要来说尤其需要引入一种包容性的发
展理念与战略。但这绝非是说，包容性发展仅仅是一种中国现象，或者说，中国的包容性发展不需要借
鉴学习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法 。我们当然希望包容性发展最终能够成为一种中国模式或道路意义上
的发展话语与范式，但必须看到，这只有始终站在一种全球视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 。
参考文献：
［1］卢彦铮． 博鏊聚焦包容性发展［J］． 新世纪周刊，
2011，（ 15） ．
［2］刘丽娜，林 煜． 包容性发展对全球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访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N］． 中华工商时报，
2011 － 04 － 18．
［3］〔印度〕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

赜，于

2002．
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顾淑林． 包容性发展： 历史经验和全球趋势［J］． 人民论坛，
2011 年 4 月（ 下） ．
［5］朱幼棣． 关于包容性发展的四点思考［J］． 人民论坛，
2011 年 4 月（ 下） ．
［6］王 南． 包容性发展道路既阻且长［N］． 中国经济时报，
2011 － 04 － 19．
［7］〔英〕彼得·海恩． 金砖国家可以做包容性发展的领航者［N］． 东方早报，
2012 － 09 － 11．
［8］李惠斌． 包容性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新概念［N］． 北京日报，
2012 － 02 － 16．
［9］张燕生． 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促进可持续增长［N］． 北京日报，
2011 － 12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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