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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
———访经济学家王振中

周肇光

  内容提要 国内外的各种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

持续扩大。对此,王振中教授在被采访中强调了三点:第一,对于基尼系数中所

存在的“警戒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库兹涅茨50年前所得出的“倒U曲

线假说”经不起历史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数据表明,

美国仍然没有消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第三,日本在缩小地区收入差

距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味地偏好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维

来回顾或总结历史,否认政府的作用,那么就会扭曲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

  关键词 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 “倒U曲线假说”

  周:作为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杰出代表之一,您身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

究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华

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国光基金秘书长等职,又发表过《经济特区与加工

区的比较研究》、《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发展依据》等不少很有影响

的论著,目前您又在关注中外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王教授是否可以介绍一些

这方面的情况?

  王:可以。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如何解决世界范

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国际经济组织

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对世界(WORLD)范围或国际(INTERNATIONAL)
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方面有三个代表

性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银行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例如,世界银

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其主题就是《与贫困作斗争》。在这份报

告中,它特别谈到了过去40年中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该报告指出,

1960年时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

18倍,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7倍。这说明,在过去的40年中,国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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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急剧增加,其必然导致出现世界范围内个人收入差距的

拉大。在这种背景下,为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动乱或战争就不可避免,而这些动

乱或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最终却相当多地落在了世界的穷人身上。为此,美国

国际开发署曾经研究了1990~1995年期间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冲突和内战

的发生率,结果发现冲突和内战过于集中在贫困国家。还有一位在世界银行

工作的经济学博士2002年写了一本书叫《20年内解决20个全球问题》,对到

2020年时的全球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更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FrancoisBourguinon和 ChristianMorrisson在

2002年《美国经济评论》所刊登的一篇论文。该文章研究了1820~1992年期

间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两位作者通过对170多个国家有

关资料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世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基尼系数提

高了31.4%,泰尔指数(Theilindex)提高了63.8%,这表明世界收入不平等

在剧烈地恶化。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系列报告。如果说,前
面所述的研究对象属于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那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系列

报告的研究对象就属于国际范围的收入不平等。拉美经委会报告的主要内容

是对拉美国家近15~20年期间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实施改革开放的影

响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其中的教训之一是“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

社会不公在恶化”。令我们深思的是,该报告的作者曾在书中自信地说到:“我
们得出的任何结论也适用于拉美以外的地区。”

  周: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反映的贫富差距程度,这是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研究上述问题时,许多人仍然偏好运用基尼

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虽然已经存在90多年了,但我认

为,把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至今仍然是一个极为简明有效的工

具。根据该指标,基尼系数可在0和1的区间内取值,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

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大,则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联合

国有关组织曾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等;0.2~0.3表示

比较平等;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

示收入差距悬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等,大于0.6为高度

不平等,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应该说,将基尼系数0.4作为判断贫

富差距的警戒线并非多余,它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也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的

一种客观总结,因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

其是对于0.4这一“警戒线”的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关注经济发展

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反映的贫富差距,它的现实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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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高还是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过大,这就

反映了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这种经济增长中的不公正现象,如果任

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2001年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就曾经告诫人们:全
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已是连续4年在上升,虽然

与我们建议的0.45实际控制线还有一段距离,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及其

发展势头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同时,国家统计局对于非常贫困的底层

百姓的困境还进行了分析,提出对一些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欠缺的底层

百姓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在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请愿、示威、静坐、
卧轨、自杀、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等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从客观上讲,国家统计局告诫并不是危言耸听,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

更为严重的局面。例如,有的学者曾计算了1988~1999年期间我国居民正常收入

(即不考虑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以及其他非法等非正常收入)差别的

基尼系数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从1992年起就已经连续突破0.4的警戒线。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尤其是在

2001年的“两会”期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成为了“热点”问题。在“十五”计划

纲要里,有关“增加居民收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内容都出现在显著位置上。但是,当时在公众的内心,对于未来我国收入分配

差距的担心并没有得到缓解。以至于2003年年末,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人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和关注。原因是,目前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我国却为3.3︰1或3.5︰1。
应该说,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告诫,还是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担忧,都是有道理

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2003年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的现象,正是在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到2020年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目前许多学者都喜欢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印度有关人士也说21世纪是印度世纪。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21世纪究竟属于谁,目前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如果在收入分配

方面我们与印度相比,那么,无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根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403,印度1997年为0.378;
在最穷的1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12.7
倍,印度是9.5倍;在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20%的人口收入之比

方面,中国是8倍,印度是5.7倍。这些数据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同印度相

比,虽然我们的GDP增长速度是高的,但是,在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我们却是逊

色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高速下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平等

式的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不是按收入而是按消费来衡量的话,我国

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比如,据家庭调查显示,在1990~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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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人均消费方面,我国人口中10%的最贫穷人的年均消费仅增长2.5%,
而10%的最富有人的年均消费却增长11%。

  在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收入分配格局时,我们回顾一下库兹涅茨在60年前

做过的对印度与美国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那时他发现,在收入分配方面,

1949~1950年的印度,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是28%,而美国为34%;相应

地在最高的1/5份额中,印度是55%,而美国为44%。由此,库兹涅茨得出的

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
我想,库兹涅茨得出该结论的根据是: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

话,那 么,更 低 的3/5所 占 的 份 额 与 最 高 的1/5所 占 份 额 之 比,印 度 为

1︰1.96,美国为1︰1.29。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印度的1.96倍

大于美国的1.29倍。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欠发达国

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是有道理的。

  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库兹涅茨60年前曾得出的结论现在还有效吗?
我们还能够对此结论给予教条式的理解吗? 显然不能。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印度(1997),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分别

是34.7%,而美国(1997)为31.3%;相应地在最高的1/5份额中,印度是

46.1%,而美国为46.4%。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
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份额之比,印度为1︰1.33,美国 为

1︰1.48。也就是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印度的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平等,
因为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印度的1.33倍小于美国的1.48倍。这一事实的

展现,可以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

  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按照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如果基尼系数从大到小排列

的话,在世界银行所能获得数据的107个国家中,我国位于第43位,属于进入

“警戒线”国家的行列。在收入分配份额方面,如果最低的10%人口所占比重

也从大到小排列的话,我国位于第67位;如果最高的10%人口所占的比重也

从大到小排列的话,我国位于第47位。1998年,我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

为31.2%,最高的1/5所占的份额为46.6%。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

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份额之比为1︰1.49。
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我国无论是与上述印度的1.33倍相比,还是

与美国的1.48倍相比,我国都是最突出的。

  美国学者布朗早在20年前就警告过人们: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

家,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

世界国家,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爆发社会骚乱和

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对于这些20年前的忠言,我们应该引起警惕。
综合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的印象: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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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占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续扩大,我国在世界

上已经从一个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财富占有

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分配不平等

问题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周: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几乎存在着一种言必谈库兹涅茨倒 U曲线

的现象,对于该理论,您有何评价?

  王: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一种言必谈库兹涅茨倒 U曲线

的现象,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洋教条”。坦率地讲,我对库兹涅茨提出的倒 U
曲线假说,从来就不相信它科学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我们知道,所谓

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来源于他在1955年所写的《经济增长与收入

不平等》这篇文章,虽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

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但它还是被人们视为研

究收入分配问题中的一篇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代表作。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经济学界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的重点是收入的功能分配,但自1955年

起,经济学界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的重点基本上开始转向了收入的规模分

配,至今对于后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当前浮躁的环

境中,由于有人盲目地教条式地推崇该理论而出现了扭曲现象,因而非常有必

要深入探讨库兹涅茨提出倒U曲线的假说。

  例如,库兹涅茨指出,美国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从1929年的

13.5%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8%(即1944年、1946年、1947年和1950
年的平均数),而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从55%下降到44%。在此基础上,他
得出了如下的判断:(1)不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缩小是最

近发生的,可能并不代表它们早期增长阶段的特点。同样,前面提出的各种因

素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而不是早期收入不平等的稳定和缩小。(2)因此,
可以假定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构成长期收入分配的特性: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

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

不平等缩小。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考虑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工

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果接受部门B(即非农部门)分配不平等更大这个

假定,那么,低收入份额应该显示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早期的经验证据表明,
在最近50~7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没有进一步扩大。相反,近20
~40年内还有所缩小。对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此缩小是

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

  他的这个结论经得起历史验证吗? 现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过去了将近

6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的不平等是否继续缩小了?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的资料计算,美国家庭1980年时的收入分配状况

如下: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5.3%,第2个20%的家庭占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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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收入的11.9%,第3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17.9%,第4个20%的家

庭占整个收入的25.0%,第5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39.9%。又根据

世界银行2001年的资料计算,美国家庭1997年时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下:收入

最低的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5.2%,第2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10.5%,第3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15.6%,第4个20%的家庭占整个

收入的22.4%,第5个20%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46.4%。通过这些数据,我
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库兹涅茨用美国1929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4
年、1946年、1947年和1950年的平均数)的情况为依据提出“倒U曲线假说”
似乎说得过去,但用半个多世纪后的数据来分析,则这个假说就很难成立。

  例如,用1997年与1980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97年与1980年相比,
美国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从1980年的17.2%下降到15.7%,而最高

1/5收入组的份额从39.9%上升到46.4%。前后两者之比由1980年的

1︰2.32变成了1997年的1︰2.96,表明贫富差距又扩大了27.6%。

  再如,用1997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个最低1/5
收入组的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8%下降到1980年的15.7%,而最高

1/5收入组的份额从44%上升到46.4%。前后两者之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1︰2.44变成了1997年的1︰2.96,表明贫富差距又扩大了21.3%。

  总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97年期间,两个最低1/5收入组的

份额持续下降,而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反而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不拿两

个最低的1/5收入组与最高的1/5收入组比较,而是拿最低的1/5收入组与

最高的1/5收入组这两个极端组比较,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在1980年

时,美国最低的1/5收入组与最高的1/5收入组之比为1︰7.53,1997年为

1︰8.92,表明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又扩大了18.5%。

  即使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也无法否认上述事实,因为根据萨缪尔

森的《经济学》第10版和第12版的数据计算,美国最低1/5收入组的份额与

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之比,1973年为1︰6.83,1997年则变为了1︰8.92,
也就是说,在26年期间,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扩大了31%。如果用更低3/5
收入组的份额与最高1/5收入组的份额相比,则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就更加

显著。1973年,美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35%,最高的1/5所占份额为

41%,前后两者之比为1︰1.7。1982年,美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

33%,最高的1/5所占份额为42.7%,前后两者之比为1︰2.9。也就是说,在

10年期间,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了71%。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缩小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

们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尽管美国经济得到了增长,但并没有根本消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

  周:由此可见,对于阐述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时不能充满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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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会出现扭曲现象?

  王:是的。我早就注意到有人在阐述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时
充满了随意性。如有人这样解释:根据库兹涅茨的估计,倒 U曲线从上升到

下降,也就是走过“倒U曲线”的“拐点”(“倒U曲线”的最高点为“拐点”),必
须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必须达到60%~70%,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走过这个“拐点”,英国大约经历了

100年时间,美国和德国大约经历了60~70年。

  这里起码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美国到底用了多长时间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 库兹涅茨在分析美国时用的是1929年与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4年、1946年、1947年和1950年的平均数)的数据,如
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29年为847美元,1942年

达到1171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的时

间,如果从1776年算起,用了大约166年;如果从1900年算起,用了41年;如
果从1929年算起,只用了13年。哪里有什么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000美元以上经历了60~70年?

  我国理论界有人教条式的诠释“倒U曲线假说”时充满了随意性的另一

个表现是,无视库兹涅茨在研究方法方面所曾经做出的一系列警告。

  例如,当前人们在研究收入的规模分配时偏好使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
但库兹涅茨告诫大家,在解释分配变化的原因时,有5个规定要遵守,其中之

一是“分配应该是完全的,即涵盖一国所有单位而不只包括一小部分高收入者

或低收入者”。因此,那种仅仅靠几百个、几千个或几万个样板调查就做出结

论的研究,恐怕是值得斟酌的。

  又如,库兹涅茨在研究收入份额及分配不平等的长期变化时,要求研究的

时间长度方面为“一代人或大约25年”,不然“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
间的划分就会失去其意义。而在国内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收入规模分配的实证

研究所需数据的时间跨度仅仅不到10年。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会出现库兹涅

茨式的担心,即“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划分是否失去了意义?

  还如,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方面,库兹涅茨曾在一段话里

连续对4种观点提出了“危险”警告。

  第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发达国家过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储蓄的积累以

及为基本资本形成(basiccapitalformation)提供了资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

的结果,保持和加强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是实际必要的。对于这种

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

  第二种观点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缺乏隐含在累进税中的惩罚等,对当

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在过去被证明是起促进作

用的。对于此种观点,库兹涅茨又批评道:这个观点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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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为过去在较小的欧洲国家或者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

后裔,国外投资为推动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本资源,所以欠发达国家

能确信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今天也可以期待类似的结果。对此,库兹涅茨告

诫人们:这个观点是危险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采取对立的立场和宣称目前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我们必

须设计一套完全不受以往知识约束而想象出来的解决办法。对于这种充满了

浪漫主义的狂热做法,库兹涅茨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同样危险的。所以,库兹

涅茨48年前就诚恳地提出了如下的见解:要在这个领域中做出成效必须要求

市场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转变。

  这些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周:在我国的收入分配研究中,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为很多学者所偏

好。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教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我注意到,近
来一位学者发表了“日本地区收入差距的倒U字”的研究成果,他做出了如下

的结论: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地区收入平均化过程中作用非常小,大致说来,只
有5%~10%。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王:我对此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先后持续了约10年的时间。上述那

位研究员的论文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我仔细看过上述文章之后,深深感

到,在日本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例

如,该研究员指出,在1961年,日本正处于高速成长的时期,逐渐扩大的地区

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在1961年之后地区收入差距开始趋于缩小,
出现了一个倒U字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流动;并且,认为日本在1961年

之前,无论是人还是资本,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但1961年之后,可流动人

口几乎没有了,因而日本企业开始流向落后地区。最后,该研究员做出了如下

的结论: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地区收入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小,大致说来,
只有5%~10%。我感到,仅仅上述这些内容就涉及到了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流动人口问题,即是否在1961年之后日本的流动人

口几乎没有了? 根据日本1977年的统计资料,日本人在城市之间、行政区之

间或村镇之间的迁移人口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1954年至1961年期间

的最低值为5.43%(1956年),最高值为6.42%(1961年);而在1962年至

1977年期间的最低值为6.52%(1977年),最高值为8.02%(1970年)。该数

据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1961年之后,日本的人口并没有停止流动;二是在

1961年之后日本人口流动的比重反而提高了。因此,断言“1961年之后,可流

动人口几乎没有了”就显得似乎有点武断。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人口流向问题,即是否在1961年之后日本的流动人

口已经流到了经济不发达地区?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
仅1961年以后,流动人口仍然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即使在1973年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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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达国家以后也是如此。根据日本的统计资料,在1960~1965年三大都市

圈的净迁移(即迁入者超出迁出者)为311.5万人,1965~1970年净迁移为

202.1万人。东京都会地区表现更为突出,1960~1964年净迁移185.4万人,

1965~1969年净迁移145.2万人;尽管1970年东京等地发生了轰动的大气

污染、水污染和噪音等公害问题,但人口仍然流入东京都会地区,1970~1974
年净迁移87.6万人,1975~1979年净迁移16.9万人。结果正如日本的其他

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日本三大都市圈即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过密化

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没有得到控制,在1960年占全国人口比

重为37.4%,1965年为41.1%,1970年为43.9%,1975年则为44.9%。对

于这个问题,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在1987年公布了第三次中长期经济

发展战略的研究,在展望20世纪90年代的地区劳动力流向问题前景时曾指

出,劳动力仍将进一步向大城市流动;并推算2000年时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占

全国的比重为50.4%。其原因之一是青年阶层向往大都市。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政府的作用问题,即日本政府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是

否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这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讲,还是从

实践的角度讲,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也就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流动

的过程。所以,仅仅研究地区差距与经济结构转型或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
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实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在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中,究竟是

什么力量促使了经济结构转型或与人口的流动。这就必然涉及到政府的作用

问题。实际上,在缩小地区差距问题上,日本政府的作用体现得十分明显和重

要。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政府通过不间断地制定经济发展计划,防止城市过度集中,分
散工业布局,以求得地区之间发展的平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1960
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1962年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在《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曾明确:对那些在经济增长中落后了的部门,必须按照

缓和社会紧张的观点,给予特别的考虑。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所谓就业的改

善,不仅只是增加劳动力的就业,而是还要积极地消除低所得者阶层。该计划

并且严肃指出:决不能胡乱追求工业的分散,即使是分散,也还是要有一定的

计划性。日本政府1962年在《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则进一步强调:该计划以

“防止城市的过度集中”和“消除地区差别”为口号,提出了利用大规模建立新

据点的方式来发展工业的设想。对此,正如大来佐武郎所说:政府的计划使企

业家有了信心,以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均衡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出,日
本经济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集中到分散的转折,都是在政府的计划指

导下发生的,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自发行为的结果。

  另一个方面是政府运用特殊的财政投融资机制,做大“蛋糕”,为地区之间

的平衡发展提供物质保证。根据大内兵卫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日本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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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核心是设备投资的激增,而国家在导致高速发展的设备投资中起主导

作用。日本国家政策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般会计支出项目比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加更为迅速;二是财政投融资的增加较一般会计支出更为迅猛。
在财政投融资特别是会计方面,十年期间增长了5倍。与此相适应的是,同期

内的银行对设备投资贷款余额也增至5倍。这决不是巧合,而是日本国家政

策的结果。因为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基本运用在三个领域:一是向民间提供低

利率贷款;二是向政府经营的企业投融资;三是承兑地方债,对地方公共事业

提供融资保障。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产业投资和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所以,1984年一位美国学者在日本实地考察了一年之后写了《日本的

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形成和实行国家战略方面,日
本有着极为出色的系统机制。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日本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可无

论如何,那种否认或贬低政府作用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我们也看到

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这是有其现实根源的。但是,如果一味地

偏好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维来回顾或总结历史,那是需要十分小心的,不然

就会扭曲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因为世界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

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没有市场。例如,哈耶克由于出版

了《通向奴役之路》后曾变得“声名狼藉”,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放弃了经

济学理论研究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PayAttentionto“WarningLimit”
andRefute“ForeignDoctrine”

———AnInterviewwithEconomistWangZhen-zhong
ZhouZhao-guang

  Abstract Datafrombothhomeandabroadsuggestthatthedegreeofinequalityin
China’sincomedistributioniscontinuallygettinglargerintherecentyears.Inviewof
this,ProfessorWangZhen-zhongmadethreepointsintheinterview.Firstly,thewarning
limitsetfortheGiniCoefficientcan’tbetreatedlightly.Secondly,theInverted-U Hy-
pothesisadvancedbyKuznets50yearsagocan’tpassthehistoricaltest,sincedataforthe

periodfromtheendofWorldWarⅡtothelate1990sindicatethattheissueofpolarization
therichgetricherandthepoorgetpoorer-isstillinexistenceintheUS.Thirdly,consider-
ingthefactthattheJapanesegovernmentplayedaveryimportantroleinnarrowingthe
regionalincomedisparity,wecan’thaveblindpartialityfortheeconomicthoughtofneo-
liberalisminreviewingorsummarizingthepastanddenythefunctionofgovernment,oth-
erwisetherealcourseofhistoricaldevelopmentwillbedistorted.

  Keywords Incomedistribution GiniCoefficient Inverted-U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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