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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此文对已有的相关文献提出某些争鸣意见,也提出了自己的

新观点,欢迎来稿继续探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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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亟待发展创新。为此,首先要发展创新马

克思的价值构成理论;然后在新的价值构成理论基础上发展创新社会主义分配

理论,包括成本理论、工资理论、地租理论、利润理论、税收理论、利息理论、积累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保障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并由此创立按劳分配、按

生产要素分配和按基本需要分配三结合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

  关键词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价值构成理论 按劳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

配 按基本需要分配

一、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亟待发展创新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提出的。他说:在刚

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即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一个

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

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①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未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只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而不能提出系统的理论。所以,恩格斯说:关于未来社会

中的产品分配问题,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分配方式本质上毕

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
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社会,所以它

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

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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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探寻新社会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及其发展方向。当时

理论界也强调按劳分配,但是究竟是按流动形态的劳动(劳动时间和强度、劳
动数量和质量)分配,还是按凝结形态的劳动(劳动产品及其价值)分配,抑或

是按潜在形态的劳动(劳动能力、劳动力价值)分配,并没有搞清楚。后来受到

“左”的干扰,干脆把按劳分配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和否定了。在实

践上,有人说当时是平均分配,甚至说是公平分配。实际上平均主义是有一

点,要说公平分配则根本谈不上。城乡居民有公平可言吗? 国有单位、集体单

位、镇办企业、上山下乡人员有公平可言吗? 根本没有。所以,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分配制度和分配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探索,我国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

配制度。这是一种在国内外都前所未有的新型经济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理

论,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所没有研究过的分配理论,是我国经济理

论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严峻挑战,也给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

极好机遇和极大空间。多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进行了多

方面的探讨,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

面。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60年,改革开放已经30年,现在需要发展

创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包括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单位、不同人员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分配关系很不公平,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分配制度很不完善,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分配理论很不完善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现在社会主义分配

理论亟待发展创新和逐步完善。

  在20世纪初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中,有不少学者探讨

了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的关系,主要是探讨劳动价值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分

配制度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不是应该保持

一致。有学者对此持肯定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就在于资本家无偿

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不一致;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应该使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相一致,劳动价值论应该是分配制度的理

论基础。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两个不同领域

的问题,没有必然联系,劳动价值论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这里

的正反两方意见经过反复争论,任何一方都说服不了另一方。其原因之一是,
这里对问题的提法并不准确、并不全面。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分配领

域的不只是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而是整个劳动产品、整个商品的全部价值。
在这全部价值中,不仅包括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还包括物化劳动、知识化劳

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等直接或间接、有偿或无偿转移的价值,还包括“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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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联合劳动产生的系统效应形成的提升了的新价值。因此在分配理论上

需要研究的不只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而是价值构成与价值分

配的关系问题。如果仅研究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无从解释非劳动生

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问题。如果把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价值来源割裂

开来,仅用所有权解释分配问题,就使分配理论失去了价值理论的基础,也使

价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所以上述正反两方观点均

有不足之处,正确的思路是:应该把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建立在发展了的劳动价

值论基础上,应该在发展创新价值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社会主义分配

理论。

二、发展创新价值构成理论

  马克思从劳动仅仅是生产商品的物质生产劳动、劳动过程仅仅包括生产

资料和生产劳动这两个简单要素出发,认为商品的价值(W)由物化劳动转移

的价值(C)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V+M)两部分构成,从而W=C+V+M。

  然而,经过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现代化生产力

已经不只是由两个或三个简单要素构成,而是一个由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

有机结合而成的复杂巨系统。其中既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实体

性因素,也包括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等非实体性因素。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

C、V、M 每一部分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并把原来的价值构成公式展开和完善如

下:

  W =C+V+M+S
=C1+C2+C3+V1+V2+V3+M1+M2+M3+S1+S2+S3

  现将这个公式中12项的含义分别解释如下:

  1.C1 是劳动资料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其价值按有形磨损和无形磨

损程度作为折进入成本,转入产品价值。如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折旧占总产

值的比重为5.12%。①

  2.C2 是劳动对象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

  3.C3 是商业服务产品和知识产品有偿使用转入的价值。

  4.V1 是劳动力价值中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用和医疗保健费用的补

偿费,也就是马克思公式中的V。

  5.V2 是劳动力价值中家务劳动的补偿费。

  6.V3 是劳动力价值中求学劳动的补偿费。

  劳动力价值与其他商品价值一样,应该包括物化劳动转入的价值和活劳

①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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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造的新价值。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费用,仅仅是物化劳动

转入的价值V1,劳动力价值还应包括另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即由家务劳动和

求学劳动这些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V2 和V3。在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中,
我们不能见物不见人,只见物化劳动不见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显然,仅有生

活资料和教育费用还不足以生产再生产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复杂劳动力。同样

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费用并不一定能生产出同样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素

质、能力和价值可能有很大差异。其原因就在于个人付出的求学劳动往往有

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正是V3 的差别。在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各种劳动中,求
学劳动是别人不可替代的,是最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决定性的部分。因此,劳
动者活劳动中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劳动者收入=劳动力价值=V=
V1+V2+V3。这里的劳动者既包括直接生产人员,也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和经

营管理人员。如2005年我国总产值中劳动者收入约占14.2%。①

  7.M1 是劳动者活劳动中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劳动力创造

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

  8.M2 是无偿利用的知识产品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也可以

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现在全人类都享受着电灯、电话、电视、电
脑、汽车、飞机等科技成果,但创造这些成果的科学家、发明家谁也没有向我们

领取一分钱报酬。前人付出的科技劳动,从而创造的知识产品及其潜在价值

是巨大的,但这种价值并没有要后人支付等价物来补偿,没有计算在后人的使

用成本中,而后人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这笔遗产及其潜在价值,并可以通过自

己的具体劳动把它转化和实现在产品价值中。马克思曾经指出:“对脑力劳动

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

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

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②而人类探索这一定理也许经过了几千年。同

样,再生产机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发明机器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也是无

法相比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60年指出:“那些经由先发达国家花

费大量经费、时间、精力等而形成的无偿赐予性知识,则使那些后发达国家能

够在用远比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到与西方国家同等的水平。”③后来经

济学家把这种“无偿赐予性知识”称为哈耶克“免费礼物”或技术溢出的“免费

礼物”。利用技术溢出来实现现代化是唯一的路径,今天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

如此。北美与欧州是利用中国的四大发明的技术溢出而最终超越中国的,日
本是利用欧州技术的溢出而成为第一流发达国家的。④ 有学者指出:“日本有

①
②
③
④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
胡靖.哈耶克“免费礼物”与中国经济增长[J].上海经济研究,2001(4).
胡靖.哈耶克“免费礼物”与中国经济增长[J].上海经济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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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字曾经令世界许多国家感到惊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用15年

左右的时间消化了人类半个世纪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总和,比其他国家

节约了30年时间。二是为了消化这50年的科技成果,日本花费了101亿美

元的代价,而人类为了取得这50年的成果,花了近2000亿美元的成本。”①这

里的101亿美元就是C3,而差额1900亿美元就是 M2。由于在最普通的情况

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在当今时代更呈现出加速度发展趋势。因此

科技产品的数量和各种产品中的科技含量必将越来越大,从而 M2 在价值总

量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9.M3 是生产力系统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

值或系统效应价值。现代化生产力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一系统中存在着包

括企业范围、社会范围、历史范围等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联合劳动和分工协

作。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分工协作的范围越大,这种系统效应就越强。这

种生产力复杂巨系统形成的产品价值,就不是个人劳动的简单相加,除此之外

还会形成系统效应的新价值 M3。马克思指出:“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

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

本质的差别。……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

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②他又指出:“由协作和分

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③因而由此形成的提升了的新价值不进入

企业成本,而形成剩余价值 M3。

  10.S是社会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S1 是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

摊的费用。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企业生产和经营、存
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宏观管理劳动和各种公务劳动,不是企业内

部的直接劳动,而是企业外部的社会范围的间接劳动,所以它不是企业成本而

是社会成本,不是直接成本而是间接成本,不是显性成本而是隐性成本,它通

过税收等形式由企业和产品分摊。

  11.S2 是投资利用的成本,是投资利息,是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
投资费用的补偿费。投资是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全部预付资本,它不同于C
+V,也不同于C1+C2。折旧金只能补偿固定资产有形无形贬值,不足以补

偿投资有形无形贬值。首先,投资额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代表着投资者提

供的积累下来的一定劳动量和价值量,但同一价值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

为不同的货币量,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发生货币贬值,这是投资的有形贬

值。其次,“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

①
②
③

彭坤明.知识经济与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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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

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

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①这是投资的无形贬值。而劳动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必要的投资额,离不开

作为过去劳动积累的资本的一份贡献;同时,不同的投资额也可能形成不同的

生产规模、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因此,资本的无形贬值可以而且需要在资

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作贡献的限度内得到补偿,否则,投资热情就会降低,
投资来源就会枯竭。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和

变故,投资会有部分乃至全部丧失的风险,股市有风险,银行贷款有风险,其他

法人、自然人的投资也有风险。如我国银行贷款呆账、坏账损失率一度高达

20%左右。最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如银行

需要支付工资和费用,股民需要关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长期劳动积累的资金

投放到某个项目上,对谁都不是一件小事,都是一种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劳

动。资本的成功运用和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需要付

出的劳动和努力,决不比其他劳动来得差。② 由于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

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投资费用必要的补偿,归根到底是对过去积累

的劳动和正在进行的投资劳动的必要的补偿。因而它是劳动耗费的一部分,
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而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过这种成本一般是社会成

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此外,资本供求率始终是市场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之

一。这样,理论利息率的决定就有了客观依据,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理论利

息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贡献率+投资风险率+投资

费用率)×资本供求率。据统计,我国利息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0年为

8.3%,1996年为15.2%。③

  12.S3 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包括为了开发利用土地、水
源、森林、矿藏、生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前、产
中和产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劳动所形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本身并非劳动

产品,并无价值。但是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付出劳动,
否则就会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诸多问题、损失和灾难。据统

计,我国1992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000亿元以上,约占GNP
的6.75%。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约占 GNP的

3%~5%。④ 以土地资源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地租是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开垦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资源,也有人类劳动凝结在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8.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
吴邦国.谈国有企业经济效益[N].报刊文摘,1997-07-03.
王学源等.新编现代科学技术教程[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75.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26辑 发展创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161  

其中,也有价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土地开发利用和环

境保护劳动所形成的价值,是一种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是S3 的一

部分。配第曾经提出:“这使我遇到政治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
样建立土地和劳动之间的等同关系和等式,以便用这两个因素之一来表示任

何东西的价值。”马克思就此指出:“实际上,作为提出这一问题的基础的只是

把土地本身的价值归结为劳动。”①事实上,现有我们作为生产要素的已开垦

的土地,既是自然资源,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既是人类劳动的条件,又是人类

劳动的结果,人们取得这些土地和土地所有权,付出了以下多方面的劳动:

  第一,土地开发劳动。人们开发利用土地要进行山水田林路等各方面的

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我国从1952~1988年新修堤防17万公里,水库

8万多座,还有长江大堤等一大批工程,付出了大量劳动。此外,土地资源是

很有限的,人们要获得新土地,就要向更难开发的土地、沙漠和边远地区进军,
就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代价。

  第二,土地耕作和改良劳动。土地耕作中,要进行各种劳动和投资。马克

思指出:“这种投资和一般单纯的耕作一样……会改良土地,增加土地产量,并
使土地由单纯的物质变为土地资本。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

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的价值。”②

  第三,环境保护劳动。为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需要付出

大量劳动。如我国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投资额,2005年达2388亿元,2006
年达2566亿元。③

  第四,土地管理劳动。这是指围绕土地制度和土地权益而进行的公务劳

动,包括国土资源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等等。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

的角度来看,土地所有权是十分荒谬的,但在这个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到来之

前,土地制度和土地权益的确定和划分,又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

  从以上种种劳动来看,“土地太太”不仅仅是“无机的自然界”,“粗糙的混

沌一团的天然物”,它与“资本先生”一样,也是劳动的产物,也有价值。其价值量

也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土地价值=土地平均必要劳动

时间×供求系数。从这两个因素来看,土地价值,从而土地价格都有上升趋势。
而合理的地租和土地收益则是投入土地的劳动的报酬,是土地资本的利息。

  严格说来,由于现代生产力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产品价值并不是各个价值

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各个价值构成部分与产品价值也不都是线性关系。在

这里,不仅要用加法,而且要用乘法,不仅要用算术,而且要用代数,不仅要用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26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0.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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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数学,而且要用变量数学,不仅要用精确数学,而且要用模糊数学、突变理

论、非标准分析等现代数学和现代系统科学。其实上述价值构成公式也不是

简单相加,其中 M3 本身就是系统效应形成的价值,只能从理论上把握,很难

从事实上计算。

  上述价值构成公式中包括了12项,在马克思的价值构成公式 W=C+
V+M中,实际上包括了这个公式中的C1+C2+V1+M1 这4项,而未包括其

余8项。对这8项,当时在马克思看来,或者不形成价值,或者微不足道,或者

是 M1 的一部分,或者是既定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

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

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

件。”①在这里,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主要取决于求学劳动和教育费用,因而实

际上是V3 和V1、V2 的一部分,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主

要是以 M2 和C3 的一部分,生产的社会结合主要是 M3 和S1,生产资料的规

模和效能主要是S2,自然条件主要是S3。对由这些因素形成的劳动生产率和

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资本关系的基础

和起点,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②是不费分文,无偿服务的。因此,马克思认

为劳动生产力只与使用价值量有关,而与价值量无关,以致未将这些因素列入

价值构成之中。然而现代劳动生产力比100多年前已有百倍增长,决定劳动

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构成中所占的比重

也越来越大。现在看来,这里所说的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都是人类劳动

长期积累和广泛协作的结果,甚至自然条件,包括土地,也要靠人类劳动去开

发利用,改造改善和保卫保护,都要付出人类劳动和社会成本,因此都要计入

价值。由此可见,把价值构成公式由马克思的4项展开和发展为12项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价值构成公式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现在的展开式符合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用新的价值构成公式,有助

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有助于推进和实现一系列理论创新,有助

于探讨和回答一系列理论难题。

三、发展创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在全新的价值构成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分配

理论。在分配理论上,由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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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反面”,①“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

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②所以价值的分配应该完全决定于价值的构

成。既然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价

值、其他生产要素转移和形成的价值,所以在社会主义价值分配中,除了按生

产资料即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进行补偿外,还要按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按其

他生产要素转移的价值进行分配。从而应该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

合起来。这种分配并不是基于中国国情、出于利益驱动、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只能这么做等被动的、局部的、暂时的原因决定的,也不是由任何人的主观

愿望和政策设计决定的,而完全是由客观的内在的经济上的必然性决定的,是
由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内在的同一性、可通约性决定的。一方面,按劳

分配的“劳”,无论是作为劳动力的“劳”,还是作为劳动的“劳”,无疑是生产过

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所以按劳分配本身就是按生产要

素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尽管形态各异,作用不同,
但在多样性和特殊性中仍然有同一性,这就是其中都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从
而都具有一定价值,这些价值在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都会直接或间接

地、有形或无形地、显性或隐性地、全部或部分地、有偿或无偿地转移到劳动产

品价值中,形成劳动产品新价值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劳动产品的价值

本身就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创造和转移的价值构成的,生产要素的贡献本质上

就是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就是在生产要素形成、运营和使用过程中的劳动贡

献;按生产要素分配,或者说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本质上就是按劳分配,是按

劳分配的固有内容、必然要求和实现形式。经济学意义上所讲的贡献都是专

属于人的,纯自然物质,包括地球、太阳、月亮、天体等无所谓贡献问题,也不参

与分配。一切参与分配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实际上都是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

的,也都是有主人、有主权人、产权人、所有权人的,归根到底,参与分配的是人

而不是物,不是生产要素本身。可见,所谓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归根到底是

按人的劳动贡献分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质上也是按

劳分配,是广义的按劳分配;与此相对应,过去所讲的按劳分配是按活劳动分

配,是狭义的按劳分配。所以,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形式上可以统

一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在本质上可以统一于广义的按劳分配。

  新的价值构成公式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各种生产要素耗费的成本和各类劳

动形成的价值。应用新的价值构成公式,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创新和

一系列理论创新,并由此建立起新的成本理论、工资理论、利息理论、地租理

论、利润理论、税收理论、积累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保障理论。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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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本理论上,C为生产资料耗费和外购商业服务产品、知识产品耗费的

成本,C+V 为企业成本、直接成本和显性成本,C+V+M1 为直接劳动耗费成

本,M2+M3+S为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C+V+M+S为完全劳动

耗费的成本。这样就把劳动耗费、生产成本、产品价值三者统一起来,体现出

一切结果都是有原因的,一切原因都包括在结果中。

  在工资理论上,工资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转化形式,劳动力价值不仅包

括物化劳动价值,即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费用V1,而且包括活劳动即家务劳

动和求学劳动形成的价值V2 和V3,也就是V=V1+V2+V3。按照传统的工

资理论,工资=劳动力价格(价值)=劳动力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费用,
这样工资劳动者不可能有积累和私有财产,而这不符合国内外的现实。至

2008年,我国居民已有几十万亿元金融资产,其中居民储蓄就达21.79万亿

元。这是传统工资理论无法解释,而新工资理论很容易解释的,因为仅有V1

将被个人全部消费,有了V2、V3 就为个人积累提供了可能。

  在利息理论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价

值的剥削收入,而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S2)。利息率的决定,不只是有一个平

均利润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纯粹经验、没有

规律地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投资贬值、投资费用、投资风险、
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因而在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按照新的利

息理论,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息(对经营者自有资本表现为部分利润,对土地

资本表现为部分地租),就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这样就不需要通过各种转

化和转形,而使价格与价值保持一致和接近。

  在地租理论上,合理的地租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是瓜分剩余价

值的剥削收入,而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是S3 的一部分,是土地投资费用的补

偿,是土地资本的利息。之所以存在绝对地租,是因为包括劣等地在内的一切

土地都需要有一定投资费用,都隐含着一定土地资本。之所以存在级差地租,
是因为不同土地所需要的投资费用不同。

  在利润理论上,就纯利润来说,也不完全是剩余价值,其中包含着一部分

企业自有资本利息和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也不完全是企业劳动

者活劳动创造的,包含着 M1、M2、M3 三个部分。

  在税收理论上,国家税收并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税收中用于经

济、社会、行政管理和国防的费用,用于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的费用,
并不是 M 的一部分,而是S的一部分,是S1 的部分和S3 的一部分,这只是回

收社会成本,实现公共产品再生产。另一部分是 M 的一部分,用于国家投资

和社会福利等等。

  在积累理论上,资本积累并不能等同于剩余价值资本化,因为形成积累的

部分不仅包括用于积累和投资的部分剩余价值 M,还要包括用于积累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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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劳动力价值V2、V3,主要是V3。按照传统理论,只有资本家获得的剩

余价值才能成为积累的源泉,而雇佣工人和工资劳动者工资只能全部用于消

费,而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居民都有相当可观的个人

投资和个人财产,这是传统积累理论无法解释的。

  在剩余价值理论上,新的价值构成公式可以把M 与S 区别开来,又把M1

与 M2、M3 区别开来,这样就把不属于 M 的社会成本S 从M 中剔除出去,又
把M 的来源从直接活劳动形成的M1 一个扩展到M1、M2、M3 三个,从而就能

准确地计算 M 和M′(剩余价值率)、M1 和 M′1(活劳动剩余价值率)而不致把

M、M′、M1、M′1 估计过高。同时,M 始终是商品价值和产品价值的构成部分,
因而剩余价值范畴与价值范畴是共生共灭、始终并存的历史范畴,它适用于一

切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普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已经普遍化),尤其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 M 为社会所有,具有更大的社

会重要性和历史进步性)。这样在广义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就能建立起广义剩

余价值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并不在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

济,也不在于有无国有经济,也不在于有无资本、剩余价值这些范畴的存在,而
在于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归资本家私人所有则为资本主义,归社会公众所有则

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

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不是一种个人力量的

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物,理应归社会公众所有,为社会公众造福,为社

会进步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进步、更优越的真谛所

在,也是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

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在社会保障理论上,由于剩余价值中不仅包含劳动者活劳动中剩余劳动

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M1,而且包含无偿利用的知识产品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

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 M2,还包含生产力系统

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值或系统效应价值 M3。

M2 是由前人科技劳动的无偿利用形成的,M3 是社会大系统的系统效应形成

的,这两部分剩余价值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这就形成了社会保障基金的

价值源泉,也就形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

步,这两部分剩余价值在全部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而社会保障基

金也就越来越多,社会保障制度也就应该越来越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也应该越

来越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社会保障理论纳入分配理论加以研究,将社会保

障制度纳入分配制度加以研究。从而,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应该是按劳分配、按
生产要素分配、按基本需要分配三结合的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应该是

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基本需要分配三结合的分配制度。

  上述分析表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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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的充分依据和坚实基础的。上述多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是与多

个不同的价值构成部分相对应的。其中,工资(以及各种劳动报酬)是按劳分

配的具体形式;利息、利润、地租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形式,本质上也是间

接的按劳分配和广义的按劳分配;税金、社会保障基金和积累基金则分别是按

社会公共需要、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分配的具体形式。简

言之,是各种特定含义的按需分配形式,或者说是狭义的按需分配形式。由此

可见,我国的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分配制度,都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
按特定需要分配三结合的分配制度,本质上则是广义按劳分配与狭义按需分

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多种分配形

式,包括有无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税金、社会保障基金、积累基金等形式,而
在于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是以劳动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剩余价值是主

要归社会、归人民大众所有,还是主要归资本家、归少数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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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andInnovatingSocialismDistributionTheory

ZhuMiao-kuan

  Abstract Socialistdistributiontheoryurgentlyneedsdevelopmentand
innovation.Tothisend,wemustfirstdevelopinnovativevalueofMarx’s
theoryofconstitution;thenthevalueofcompositioninthenewtheoryof
socialismonthebasisofthedevelopmentofinnovativetheoryofdistribu-
tion,includingthecosttheory,wagetheory,renttheory,thetheoryof
profits,taxtheory,interesttheory,theaccumulationtheory,surplus-value
theory,theoryofsocialsecurity,andaseriesofnewtheories;andthus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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