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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所有权、产权与股份制

———经济学家智效和访谈

曹 雷

  内容提要 本文在理清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概念的同时,也阐明了所有

制实现形式和所有权实现形式的区别和联系,界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

涵,从而指出了许多论者把股份制混同于公有制或公有制实现形式,主要是与

人们长期形成的不正确的所有制观念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有关,特别是把所

有权实现形式误认为是所有制实现形式了。文章的结论是:私人控股的股份制

没有消除资本、私有产权与劳动的对立,没有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

合,因而还是向社会主义公有企业过渡的形式,虽然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不

同,股份制企业的性质也会呈现出差别。

  关键词 所有制 所有权 产权 实现形式 股份制

  曹雷(以下简称曹):智教授,您曾长期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和马列

主义研究所所长,现在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理论经济学学科组成员,一直从事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包括指导博士生的培养工作。我

读过您在中央参考的内参等报刊上发表的不少有独立见解的论文。在2004
年4月由武汉大学商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海

派经济论坛研讨会上,我听到您就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这几个概念的关系作

了即席发言。由于时间的限制,您未能展开讲。据我所知,多年来您就所有制

问题写过不少理论文章,还系统地研究过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此,想
请您就那次会上的话题再深入地谈一谈。

  智效和(以下简称智):很高兴和您一起讨论问题。我偏重于做基本理论

研究,喜欢抠名词概念。那次发言是由讨论股份制的性质引起的,咱们今天还

从股份制这个话题开始谈好不好?

  曹:好的。

  智:许多学者认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对

此,我有自己的看法。股份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比个体经营和私人独资

  收稿日期:2004-5-26

  作者简介:曹雷(1972-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经

济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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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更具有历史进步性,因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承认股份制在社会主

义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不等于非要承认股份制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就像

承认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必要性不等于承认私营经济也是公有经济一样。

  撇开樊纲那种“骗出一个新体制”的主观故意不谈,从理论上讲,许多人把

股份制混同于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一是与误解马克思的论述有关,二
是与人们长期形成的不正确的“所有制”观念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有关。
所谓对马克思的论述误解,指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的误

解。1997年我曾针对有人精心编造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语录写过文章,
发表在《真理的追求》当年第7期(署名肖力)。此文后来受到《交锋》的批判,
但《交锋》作者只是批了我的所谓“倾向”,并无一字指出我在理解马恩思想方

面的错误。按《交锋》作者的意思,为了某种迎合“倾向”的目的,伪造、篡改马

恩语录和歪曲马恩思想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批评,批评了反而有“倾向”问题。
真搞不懂这是哪家的逻辑!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不正确的所有制观怎样导致人们

误以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涉及的是个方法论问题,这个方法

论问题最为关键,是理解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我曾在

《关于什么是私有化的讨论》和《关于股份制性质的讨论》两文中都有涉及。①

  人们一般承认个人独资企业是私有的,例如,张三的企业、李四的企业、王
五的企业是私有企业。但是,如果说到张三、李四和王五联合起来办的一个股

份制企业,往往就糊涂了,总以为应该是公有制企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不

是公有企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变成公有制企业了,因为这个企业既不

是张三的,也不是李四的或者是王五的,而是他们共同所有的。不少人虽然在

感性上或下意识地不接受“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判断,他们知道股份制在资

本主义社会早已遍地开花,但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
知道马克思从未讲过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这样的话,也知道非国

家或集体资本控股的股份制是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的主要形

式,但终究解不开股份制的“共同所有”之谜,不能从正面讲清股份制不一定是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道理。迷误也好,困惑也罢,原因就在于不正确的所有制

观念作怪。

  曹:这是怎样一种不正确的所有制观呢?

  智: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把所有权等同于所有制的所有制观。由于这个原

因,许多人就把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共同所有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实际

上,这里有一个从法律权利关系上看问题还是从经济关系上看问题的分野。

  曹:按理说,人们好像都知道,“所有权”和“所有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

① 经济科学,1999(6),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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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法学概念,后者是经济学概念,两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怎么会把所有制和

所有权等同起来呢?

  智:在我看来,许多人实际上并不明白两者的差别在哪里,搞不清两者是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到具体运用这两个范畴分析问题时,人们就把所有制归

结为所有权,用所有权的分析代替了所有制的分析,例如用张三、李四、王五等

股东的共有权代替了对他们的股份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认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人们从教科书上开始接触“所有

制”这个概念时,往往接受的是关于所有权的定义。“什么是所有制? 所有制

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大概是每个上过中学的人都熟知的定义,并且至

今用此定义来分析所有制问题。如果我们再问:什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想必也会这样回答: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样一来,不管你心里怎样想区分所

有制和所有权,实际上却把两者合一了,并且是用对所有权的回答代替了对所

有制的回答。有的人或许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把所有制的含义作了拓

展,说所有制包括占有、使用、处置、受益等关系在其中,这里面讲的是经济利

益,似乎这样就可以与所有权区分开了。然而,法学上的所有权不也是讲占

有、使用、处置、受益这些权利(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权利)关系,并且规范着经济

利益吗?

  按照多少年来流传的所有制定义,人们不仅搞不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区

别,也搞不清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的区别。如果我们问什么是私有制,通常的回

答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可是,如果我们继续问什么是地主的所有制,什
么是资本家的所有制,通常的回答也必然是:前者是生产资料归地主所有,后
者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现在我要问:你怎么知道张三是地主,李四是资

本家? 难道他们脑门儿上刻着“地主”或“资本家”的字样吗? 地主也好,资本

家也罢,都不外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人格化,离开对实际的经济关系的分析,
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一类的所有权含义是分不清谁是地主、谁是资本家的。

  曹:那么,究竟怎样区分所有制与所有权呢?

  智:我们还是先从这两个词的来源说起吧。

  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所有权”和“所有制”这两个词,在西文中本来就是同

一个词,并且这个词本来就是个法学概念或法律词汇,即“所有权”或“财产”
(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意思,这里不作解释)。中国人发明了“所有制”这个词,是
为了翻译马克思著作的需要(这也是后来的事情,早先的译本中并无“所有制”
这一译法)。这就不能不说到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革命。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本来只有所有权(或财产)含义的这个词随处可见,但
往往用法不同。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只是从法律意义上谈论所有权,把所有权

归结为人的意志关系或法律关系,好像所有权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或法律控制

的。马克思不满足于这样来认识所有权,他致力于揭示所有权的现实基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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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同的所有权是怎么确立起来的,其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强调从经济关系上

把握所有权。蒲鲁东把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或财产归结为“盗窃”人的意志行

为,马克思则把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或财产归结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
马克思有两段很有名的话:一段是说,对于财产关系(或所有权关系),政治经

济学不是从人的意志关系上、从法律关系上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基础即

经济关系上来认识的①;另一段说,要想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就必

须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全部描述一番,并说,把所有权与现实的经济关系割

裂开来,把所有权孤立于经济关系之外,这只能是形而上学和法学的幻想②。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也使用“所有权”或“财产”这个词,但往往讲的却是另

外的意思,是从另一种含义上即从经济关系的考察上使用这个词的,或者说是

从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统一上来使用这个词的。这就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有权”或“财产”这个概念所进行的革命。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为了与通常所理解的“所有权”或“财产”相区别,马恩著作的中译文

后来就有了“所有制”这个词。此后,至少在理论研究中,“所有制”这个词成了

我们广泛使用的思维工具。

  我们这里不去追究马恩著作中译本中“所有制”和“所有权”(或“财产”)这
两个译法是否全部准确,也不去追究中译本是否非得发明“所有制”这个词不

可(西文包括俄文并无此举,也不妨碍正确把握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发明了“所
有制”又译得不准反而碍事,更何况有时真不好判定该译作什么),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既然我们使用所有制这个词,并且把它作为思维工具来分析问题和

认识问题,那就一定要按照与所有权不同的含义来认识所有制,不能用所有权

代替所有制;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没有发明所有制这个词,我们也应遵循马克

思的方法论,从经济关系上来认识社会主义所有权或财产,不能被单纯的法律

关系遮住了眼。

  曹:那么,怎样从经济关系上进一步认识所有制呢?

  智:关于怎样从经济关系上认识所有制,理论界有不同看法,例如,所有制

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呢,还是仅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 就我们今天讨

论的问题而论,我以为,只要把所有制的核心抓住就可以了。

  所有制不是人们之间关于物的权利关系,不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不归谁

所有的权利问题,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资

料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有这样一段话:不论

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
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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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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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为我们认识什么是所有制提供了一

把钥匙。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别,在于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即生

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反映着生产资料所有者

(占有者)与劳动者的特殊的经济关系。

  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所有制的共同点在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者)与劳

动者的分离,为了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起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
过劳动者直接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从而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奴
隶主的所有制),有过借助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附关系而使两者相结

合的方式(封建主的所有制),有过使劳动者变成自由劳动者,从而通过劳动力

的买和卖把生产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相结合的方式(资本家的所有制)。奴

隶主的所有制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
换句话说,若不是把劳动者变成“会说话的工具”,用超经济的强制使用劳动,
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也不会成为奴隶主。封建主的所有制是封建主与农奴之间

的关系,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归封建主所有;换句话说,若不是借助人身依附关

系使用劳动,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也不会成为封建主。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资本

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换句话说,若不是使用

雇佣劳动,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也不会成为资本家。毋庸置疑,在上述几种生产

方式中,生产资料分别归奴隶主所有、归封建主所有、归资本家所有都是事实,
但是,不管这些剥削者的生产资料最初是从哪里来的,生产资料归他们所有终

究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的结果。由此可见,所有制的核心或本质是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看到,不讲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社会结合方式,离
开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或者说,把劳动者撇开,是不能

正确认识所有制的。单纯讲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实际上讲的是人们之间关于

物(例如生产资料)的权利关系。

  曹:这样看来,我们过去把所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确是值得

反思的了。

  智:把所有制与所有权区分开以后,两者的依从关系也就很明白了。马克

思说,财产关系(亦可译作“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② 因

此,所有权和所有制的相互关系,用一句话来表述: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现实基

础,所有权则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或法律用语。

  再重复强调一下,把所有权看作是所有制(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法律表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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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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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是按照发明了“所有制”这个词汇并给定了这个概念的经济关系含义以

后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基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或生产关

系是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现实经济基础这样一种认识。

  明白了上面所讲的关于所有权和所有制的相互关系的道理,我们也就不

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所有权不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所有权不属于所有制范畴,所谓“核心”、“主要内容”原本就无从谈起;所
有制是所有权的现实基础,因而说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就等于说法律关系

是经济关系的核心,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原理。

  曹:那么,讲“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可不可以呢?

  智:这涉及到“产权”是什么、是不是“所有权”这样一个问题。

  “产权”这个中文词本不新鲜,旧中国出的词典里就有,指的就是财产权、
财产所有权。新中国很快实现了公有化,人人都是公家人,没那么多产权问

题,大家都在谈论“所有制”,并相应地广泛使用“所有权”这个法学概念,“产
权”一词于是从日常语汇淡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

在当地报章连篇累牍地用“产权理论”指点中国改革,一讲就是好多年,目的只

有一个:私有化是中国改革的惟一出路。南风北渐,后来内地经济学家也开始

讲起了“产权”,并且觉得“产权”这个词很新鲜。其实,“产权”就是“所有权”。

  “产权”一词在中国重新“走红”,还有隐情在其中。当初内地经济学家还不

敢公开谈论所有权改革,“产权”在字面上与“所有权”拉开了距离,因而讲产权改

革要比讲所有权改革来得保险。不过,产权改革讲到现在,人们都知道产权改革

就是所有权改革,也就不必再来一次话语转换,不必再换成“所有权改革”了。

  我说产权就是所有权,大概会招来批判。迄今为止,硬说产权不是所有权

的论者,生吞活剥地讲“产权”是可以与“所有权”分开的“一组权利”,诸如使用

权、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租赁权等,后面这一类权利被笼统地纳入“产权”。
其实,被纳入“产权”的这“一组权利”,正是从原来完整意义的“所有权”(财产

所有权)演变过来的。

  所有权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完整的所有权本来就包含着后来人们讲的

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等具体权能。例如,我有一亩土地,我就可以使用它、
处置它,用它为我谋取利益。否则,我的所有权就是空的,所有等于所无。因

此,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不外是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随着社会经济关

系的发展,所有权关系也在发展,完整的所有权逐渐演化为复杂的权利系统。
例如,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并不一定耕种(使用)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

体发生了分离,而拥有使用权的人也不见得永远耕种,他后来又把土地租赁给

了另一个愿意耕种土地的人,这就又有了第一层次的使用权与第二层次的使

用权的分离,第一层次的使用权实际上转化为租赁权。这样一来,原来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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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所有权逐渐转化为由各种具体权能组成的所谓“产权”(西文用复数表

示)。新的“产权”系统也讲“所有权”,但这时的所有权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所有

权,已不是完整的所有权,而是与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等具体权能并列的、
完全独立的所有权,单纯的法律归属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样的单纯所有权是

被大大弱化了的所有权,是已经“不好使了”的所有权。

  例如,我有一亩土地,我把它交给别人使用,别人就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
我则失去了使用权。在无限期和无偿使用的情况下,我的所有权完全是名义

上的,毫无意义,别人则不仅拥有了使用权,而且在事实上拥有了所有权(使用

权转化为所有权),连同处置权、受益权等各项所有权权能在内。在有约定期

限的无偿使用情况下,我的所有权在期限内也还是空的;而在有约定期限的有

偿使用的条件下,我的所有权仅表现在得到使用金,或者说实现在受益权上

(若无其他特殊约定的话),即使这样,别人也不是没有受益权,恰恰相反,我得

到的使用金不过是别人使用我的土地所得到的收益的一部分。所以说,有所

有权而不使用所有物,所有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条铁路不使用则不是铁

路,一座工厂不开工则不是工厂,在这种情况下,说我对铁路或者工厂有所有

权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不使用但可由别人使用,在别人使用的情况下,我
的所有权至少不是完整的所有权了。

  由此可见,对于完整意义的所有权,“产权”改革意味着分解所有权,使所

有权与其实现形式相分离,使所有权主体不同程度地失去行使所有权具体权

能(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等等)的权利(不管这样的改革有没有利)。也就是

说,产权改革不能不涉及所有权。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既然“产权”就是“所有权”,又怎么能说产权是所有制

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呢?

  顺便补一句,又有谁能把“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句不合道

理的中国话翻译成让外国人能明白的外国话呢?

  曹:看起来,所有制、所有权、产权这些概念,的确需要认真地抠一抠,抠这

些名词概念对于改革不无价值。

  智:举个例子说吧。理论上把所有权或产权看作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

内容,就会导致人们离开现实经济关系更多地关注财产的法律关系,关注财产

所有权的法律名义。这样一来,很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实际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会以为“所有制没有变”。

  大约在二十年前,经济理论界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叫做“只要生产资料

的终极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就不会改变”。事实怎

么样呢? 许多企业在被个人承包或租赁给私人经营后,尽管企业的财产(存
量)在名义上仍然是国家的,尽管营业执照的“企业性质”一栏还是写着“全民

所有制”,但企业在承包或租赁期间实际上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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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是为私人利益进行的生产,工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如今的私人企业主

有多少就是在那个年代通过此类方式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呀! 顺便说一

下,我们这里不是要评论这么做对不对,我们只是为了在理论上说明,单纯的、
法律上的所有权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因为所有权不是所有制。

  后来,经济理论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把所有制归结为所有权的基础

上,又进一步把所有权划分为所谓“价值形态的所有权”和“实物形态的所有

权”,声言“只要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的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企业的全民所

有制性质就不会改变”。按照这种理论,企业的生产设备属于“实物形态”,这
些生产设备值多少钱(比方说10亿元)属于“价值形态”,当国家把企业连同它

的生产设备出售以后,只要收回一个等价(10亿元),就是仍然掌握着企业的

“价值形态的所有权”,因而企业的性质没有改变。这完全是为私有化暗渡陈

仓。在国家出售企业给私人的场合,把企业的价值(10亿元)是否装在国家的

口袋里,这只是一个是否等价交换的问题,是卖亏了还是卖赚了的问题,而企

业已经归了别人则是不争的事实。把卖企业的钱“坚持”在国家的口袋里不是

坚持了企业的公有制,用卖甲企业的钱另办乙企业,并不能改变甲企业已经转

归私人所有的事实。或许有人糊涂地认为,由于企业的生产设备等等确有实

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之分,当国家出售企业后,买者只得到了“实物形态”的企

业,卖者仍保留“价值形态”的企业,一家一半,似乎并不能说企业的性质完全

改变了。如果真的这样,买者是决不干的。事实上,买者既得到了企业的实物

形态,也得到了企业的价值形态,因为这两种形态统一于这个企业;卖者则既

失去了企业的实物形态,也失去了企业的价值形态,因为卖者已经失去了这个

企业。卖者只是收回了10亿元货币,而这10亿元货币只是原来那个企业的

等价,他不能凭这10亿元货币再对那个企业去主张什么“价值形态的所有

权”。十年前,有人曾经在电视上宣传“白给是私有化,拿钱买不是私有化”,把
坚持公有制归结为坚持“价值形态的所有权”,至多不过是为“拿钱买的私有

化”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理论油彩而已。

  曹:说到这里,我还想问,您反复强调所有权不是所有制,强调生产资料归

谁所有不是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内容,您是否不重视所有权、不重视生产资料

归谁所有呢?

  智:这是两个问题,或者说,这要看从哪个层面谈论问题。

  不论任何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前提。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能

够进行生产,从而能够支配生产和生产的成果;谁不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无法

进行生产,因而也就谈不上支配生产及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没有生产

资料当然是重要问题。此外,从我们在前面讲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来看,
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因而法律上明确的所有权对现实的所有制也是

一种保护。反过来说,改变所有权也会为改变所有制创造前提条件。因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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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但是,在我们讨论“所有制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的,还是由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决定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由法律规

定出来的,还是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这类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说,生产

资料在法律上归谁所有并不决定所有制的性质,所有权的现实基础是一定生

产关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这里的问题不是对所有权、对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是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相比哪个是基础的问题。

  刚才说过,不论任何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前提。这里所说的占有

生产资料,有一个“名义占有”和“实际占有”的差别,“法律上占有”和“经济上

占有”的差别。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生产

资料的所有者也可以不是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例如在把生产资料出租给

别人的场合)。在前一个场合,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是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

支配者;在后一个场合,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不是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支配

者。“谁”只有在经济上实际占有了生产资料,“谁”才能支配生产和生产成果。
只知道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在法律上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问生产资料

实际上由谁占有,这是本末倒置,就会用法律上的所有权模糊、掩盖所有制性

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生产资料在经济上的实际占有,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形

式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问题。不论任何社会,在事实

上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占有生产过程及其产品,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形式,一定

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经济上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是同生产的社会形式即

生产关系分不开的。同时,作为生产前提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管最初是

怎样形成的,从再生产的角度看,则表现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再生产出来的

结果。因此,“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不是什么孤立于生产关系之外的、单纯

法律上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也不是什么离开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占有权。

  人们常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然而,生产资料归

资本家所有不是靠法律规定出来的,而是靠雇佣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张三拥

有工厂设备等生产资料,他通过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从而支配了生产过程和雇

佣工人的劳动成果,张三成了资本家,张三的所有也就是资本家的所有。张三

若要确保他的资本家所有权,就必须不断地使用雇佣劳动。张三如果没有雇

用工人,没有进行生产,他就没有成为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他虽然在法律上是

工厂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张三并没有在经济上占有这些生产资料,因
而也无所谓归资本家所有还是归什么人所有。当然,张三可以把归他所有的

工厂设备等卖掉,他有这个权利,这如同卖掉归他所有的消费品一样,并无特

别的意义(对买者可能是生产资料对张三只是可出售的物品)。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我们常会看到类似“社会主义要把生产资料转

归社会所有”这样的说法。他们这样讲,绝不是离开生产关系谈论“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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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社会所有”的产权问题,而是把“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作为经济事实来看待

的,这包括:一方面,“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
“社会”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占有生产过程和成果)
的。只要我们明白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法律上而是从经济上认识所有权和

财产,就不会误以为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主要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含义上

谈论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了。

  曹:那么,按照您的观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呢?

  智: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清楚。一个是,社会主义现阶段或现实社会主义中

的公有制不同于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个是,运用前述关于所有制

的方法论原则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法论原则,搞清楚现阶段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涵或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①,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表述,
意思是一样的,即社会所有。马克思后来提出了共产主义“两阶段”学说,但始

终没有区别过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阶段

实行的都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的

共同占有,不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所有制,是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商品

生产的社会所有制,他们没有讲过还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存在商品生产的社

会主义社会,因而也没有讲过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有制”。斯大林在

1930年以后逐步变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把马克思“消灭了阶级”的社会

主义变为“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从而使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观与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形成一定差别。实际上,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第一阶段),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社会主义,属于马

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阶段。至于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由于非公有制

经济大量存在,连剥削阶级都没有完全消灭,因而是既没有完成斯大林讲的过

渡时期任务(消灭剥削阶级),更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消灭阶

级)的社会主义,属于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② 现实社会主

义中的公有制,实际上是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公有制,是
像马克思讲的社会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公有制。因此,既不能简单地用马克

思的社会所有制标准来评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例如说社会主义国家

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能反过来把现在我们认为是

①

②

“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词只在恩格斯著作中出现过一次,即“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440.

对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的说明,见智效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现
实社会主义[J].海派经济学,2003(3).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解读马克思与斯大林的“对立”[J].当代
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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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说成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

形式。

  关于过渡时期的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讲过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讲
过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社,后来斯大林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实际上也是因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公有制

的思想。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有哪些形式,我们这里不拟讨论,我
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说过,所有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社会方式,是生产资

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说过,剥削阶级的私

有制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相分离的所有制,生产

资料的所有者不是劳动者,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前者使用后者的劳

动,因而是以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剥削阶级的

所有制相对立的所有制,因而是对使用他人劳动的所有制的否定。不管过渡

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未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相比如何不够成熟,在不以他

人的劳动为基础,而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这一点上,应该是一致的。换

句话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包含任何一个别人劳动的原子,不带有任何占有他

人劳动的成分。这只有在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以后才能实现。由于

劳动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社会主义生产取得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

直接结合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过渡时期的公有制,是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直接结合的所有制。

  在历史上,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所有制,因而以生产者自

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首先是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也正是由于小生产

的个人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这样的共同点,马克思才把社会主义公有

制比作“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同的是,历史已经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

时代,社会主义生产不再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而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因而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者都表现为联合起来的集体所有者和集体劳动者。
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者联合的范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

  曹:在作了以上说明之后,我想可以回到谈话一开始提到的“股份制是不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问题了。

  智:是的。我们兜了个大圈子,但目的还是为了在理清概念的基础上回答

股份制的性质,兜圈子只是一种铺垫。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现实基础,所有制不是生产资料归谁所

有,所有权或产权不是所有制的内容,因此,那种企图用明确所有权或产权,用
明确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来界定所有制性质的思维,是本末倒置的思维。我们

已经知道,所有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是生产资料所有者

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离开劳动者,离开对劳动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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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和认识,单从生产资料与其所有者的关系上,单从生产资料所有者这一

个方面,是不能认识所有制性质的。我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一定范

围内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所有制,是以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以他人的劳动为基

础的所有制,是劳动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

直接结合的所有制,因此,不讲劳动者是否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仅仅

看生产资料是不是共同所有的,是否存在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是否存在生

产资料所有者的共同所有关系,并不能识别企业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

质。

  让我们回到谈话伊始由张三、李四和王五等股东共同出资的股份公司的

例子。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是存在的,但那是张三、李四、王五等股

东的共同所有权。他们雇用别人进行生产,劳动者是单纯的劳动者,既不是生

产资料的所有者,更不是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支配者。这是典型的资本主

义企业,张三、李四、王五等股东的共有权,并没有克服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

立。当人们把这样的股份公司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时,完全是用所有权

的认识代替了对所有制的回答,是用股东的共有权代替了对公有制的回答。
在他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关系,因而股东的共有

就是社会主义公有,至于劳动者的地位如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怎样结合起

来的,劳动者是不是所有者从而是不是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主人,完全消失

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视野之外。

  股份制之所以成为股份制,就在于作为联合资本的股份资本仍然承认私

有产权及其利益。股份制没有消除资本、私有产权与劳动的对立,没有实现劳

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因而即使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也还是由小生产、
私人独资企业向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公有企业过渡的形式。当然,股份制企业

的股权结构不同,股份制企业的性质也会呈现出差别。在社会主义国家,股份

制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克服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它就在多大程度上向社会主

义公有制靠拢。例如由劳动者人人持股且差别不大、实行共同管理的股份制

企业,就较多地具有合作经济的性质,但国家控股的企业较多地具有社会主义

公有性质。

  许多论者把股份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有一个原因,是
把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误认为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了。例如,把国家持股看作

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前面我们讲过,完整的所有权是各项具体权能的

总和,这些权能实际上就是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所有制也有自己的实现形式。
所有制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等各

个领域,它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例如,社
会主义公有制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所有制,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也是管理

者,因而劳动者自主管理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果劳动者只是单纯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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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不能过问管理,劳动者的公有制就落空了。再如,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实

行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主义

公有制也就落空了。由此可见,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与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不

一样的。在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国家股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表现在一定程

度上参与管理方面(管理权),也表现在按股分红派息方面(受益权),等等。但

是,由私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不是劳动者的企业,
自然也就谈不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这里,劳动者的地位同在完全的社会主

义国有企业大不一样。

  最后,作为谈话的结束,我想介绍一个情况。2003年11月3日《中国经

济时报》第5版发表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的访谈,其中有

一段关于公有制理论突破的说明:“我曾讲过,因为在理论上要坚持社会主义

的性质就不可能否定‘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但可放大公有制的界限,把集体所

有制、股份制都包括进去,今后由于绝大多数企业都将是股份制企业,这样就

没有必要再争什么姓‘公’姓‘私’的问题了。”这就是说,由于社会主义和公有

制为主体不能突破,出路只能是把股份制说成公有制。这样一来,股份制遍地

开花,公有制为主体照讲不误,你满意,我也满意,还争什么公与私呢! 这大概

就是某些理论家为什么把私人控股的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秘密所

在吧。

OnOwnershipSystem,Ownership,
PropertyRightsandShareholdingSystem
———AnInterviewwithEconomistZhiXiao-he

CaoLei

  Abstract AccordingtoMarx’soriginalmethodologyandworks,thispaperdefines
thebasicconnotationoftheconceptsofownershipsystem,ownership,propertyrights,

socialistpublicownership,anddiscussesthedifferencesandrelationsofthem,andthecon-
creterealizedformsofthem,andtherebyindicatesjustbecausetherearemanymistakeson
theconcepts,therearemanypersonsmistakeshareholdingsystemforsocialistpublicown-
ershiportheconcreterealizedformofit.Thearticleconcludesthat:theshareholdingsys-
temwithproprietarycontrollingstakedoesnoteliminatetheoppositionbetweenlaborand
capitalorprivateproperty,anddoesnotrealizethedirectcombinationofthemeansofpro-
ductionwithlaborers,andthusstillisatransitionalformtowardsocialistpublicowner-
ship,althoughthecharactersofenterprisesoperatingonshareholdingsystemdifferaccord-
ingtheirstructuresofstock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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