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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包括国有经济内部收入分配结

构已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鉴于目前社会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

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其中又首先要加快调整国有经济收入分配结构.

在这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采取果

断有力措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坚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　国有经济　收入分配　存在问题　政策建议　按劳分配

　　收入分配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多年来我国收

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且收入分配极其混乱、极
不合理.２００５年全国９１％的人关注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比例居所有问题之首.人们大多数认为政府有责任减少贫富差距,中国约有

７５％的民众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来降低收入差距.①２０１０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新

华网上推出的网上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之榜首.②

　　进入２０１０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中国的

官方表述中.担任政府智囊的学者们指出:从深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是

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决定“结构调整之年”成败的关键环

节.中国多位领导人频繁在不同场合表态,强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

要性.２月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强调

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③４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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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

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

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

不规范.对这些问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

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①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国有经济收入分

配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最重要、最紧迫的方面,也是一个政府最有权主导、最易

于着手的方面.本文就来探讨一下,如何从国有经济入手加快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结构的问题.

一、我国国有经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仅就国有经济来说,主要有:

　　１在国有企业与国家、与全国人民即所有者的分配关系中,绝大部分利润

留在国有企业,只有１０％上缴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是国际的一个惯例,丹
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韩国以及瑞典等国都是如此,而且许多国家

上缴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１/３至２/３,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８０％~９０％.

　　２在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系中,企业收入的比重偏高,职工收入的比重

偏低.有资料表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

重为５７．５％,比１９９２年下降１０．８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

上涨趋势.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１０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５３．４％下降到３９．７％.② 从消费率来看,２００８年中国只有５０８％,世界各国大

多数在７０％~８０％左右.③ 这样的分配关系和消费率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

和内需的扩大.

　　３在不同行业的分配关系中,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而且持续扩

大.据报道,２００５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

有职工８３３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

１．０７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５５％,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水平的部分约９２００亿元.④ 由此测算,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１２．８４５１
万元,⑤是当年全国其他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１４倍.有媒体报道,国泰君

安证券２００８年业绩大幅下滑,但计提薪酬及福利费用高达３２亿元.一家

①
②
③
④
⑤

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J]求是,２０１０７
中共中央宣传部七个怎么看[M]学习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８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９
王小魯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北京:财经杂志网站,２００７０５３１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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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０人的国有控股公司,居然人均收入百万元之巨.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２００８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教师陆建芬每月工资只有２３０元.② 前者一

天的收入居然相当于后者一年的收入.有资料表明,国际上行业之间的工资

差为７０％.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一般不超过一倍.③

　　下面是«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年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的部分统计数

据:

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２００８年) 单位:元

项　目 合　计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全国总计 ２９２２９ ３１００５ １８３３８ ２８３８７
按企、事业和机关分组

　企业 ２８３５９ ３０７８０ １７６１６ ２８３８８
　事业 ２９７５８ ３０００４ ２２６８２ ２８２０５
　机关 ３３８６９ ３３８７８ ２５２９８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农业 １１５９０ １１５３６ １１３７６ １３９８９
　林业 １１７１６ １１６３９ １４１５０ １６１３２
　畜牧业 １０８０３ ９３６２ １２１０４ １８２０９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４６７６３ ４６７６１ １８９３７ ４６７９６
　烟草制品业 ６２４４２ ６６８３１ ３７７１４ ４４０４０
　纺织业 １６２２２ １３０２０ １３０９７ １６６７１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６２７ ４３７６４ ３０６８０ ４０９１２
　航空运输业 ７５７６９ ５８５７６ ２３７３４ ９１８００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４８５３０ ４０３２７ ３１０５２ ５８９５８
　计算机服务业 ７４３２４ ５１３９７ １１７９３ ７８６４３
　软件业 ７４６１ ５３００７ ３６６３５ ７５３２０
　银行业 ６２２５４ ５８６２１ ３２０４９ ９１１３９
　证券业 １７２１２３ １３５１５１ ２２２０３ １７８０６２
　保险业 ４１１９０ ３０８４４ ２６４４０ ４４０３６
　其他金融活动 ８７６７０ ５５５２７ ２８２３９ １２５２５６
　研究与实验发展 ４７８６３ ４６９０４ ４０５４０ ５９１３０
　高等教育 ４４７０４ ４４９９５ ２９１４４ ３６９１０

　　以上统计表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不同所有制之间收入差距较大;二是机关、事业、企
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其

①

②
③

国泰君 安 计 提 ３２ 亿 元 年 薪 事 件 追 踪 [EB/OL]．http://stock．hexun．com/２００９０２０５/
１１４０２７５７１．html

山村教师李桂林,陆建芬坚守“悬崖小学”十九年[N]人民日报,２００９０３１８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EB/OL]．http://www．３６０doc．com/content/１０/０５０４/

１２/５４７７０１_２６０２５５３４．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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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入最高的证券业平均工资是收入最低的畜牧业的１５．９３倍;国有单位证券业平均工

资是畜牧业的１４．４４倍.在年平均工资超过４００００元的行业中,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

科学研究、高等教育行业属于高科技工作,高工资也是合理的;但石油业、烟草制品业、电
力业、航空运输业、电信业、金融业的高工资显然与行业垄断有关,如果加上各种高福利和

灰色收入,实际收入差距要比统计数字高得多.

　　４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中,在经营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与一般职工之间,

在高层管理人员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个人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有统计显示,２００２年初,

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均收入为２５万元;２００３年初增加到３５万元,增幅为４０％,即便是有

所调整后,仍维持在３２．５万元的高位,而同一时期,职工年平均收入从１．９７万元增加到了

２．４万元.也就是说,两者收入差距在２００３年度达到１３．６倍,而２００２年的这一数字是１２．
７倍.① 部分上市国有保险公司公告显示,其“一把手”薪酬从上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

副总一般在８０万元以上,经理一般收入在３０万~４０万元.② 据２００７年的公开数据测算,

金融国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２７倍.③ 而国际上企业高管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

２．２倍.④

　　５在工资外收入上,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人员的灰色收入差距更为巨大.国有企业,

主要是垄断企业有关人员普遍有巨额的灰色收入.王小鲁带领课题组完成的题为«国民

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０５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

性收入总计４．４万亿元,相当于当年 GDP的２４％.这种灰色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国

有垄断企业有关人员的腰包.据央行研究局２００３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

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如果计入少数人的大量灰色收

入,２００５年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１０％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３１倍,而不是统计显

示的９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１０％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５５倍,而不是按

统计数据推算的２１倍.⑤

　　６在工资外收入中,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务消费一般

在其工资的１０倍以上.⑥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平均是薪酬的１２．３
倍.⑦ 据报道,我国“三公”浪费惊人,以２００４年为例,公款吃喝３７００多亿元,相当于“吃”

掉了我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４０００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

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３０００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⑧ 由此测算,２００４年我

国“三公”消费合计达１０７００亿元.加上国内公款旅游等名目繁多的公款消费,数额更大.

在公款消费中,国有单位,包括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是主要的.而当年全国职工工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苗俊杰聚焦央企高管薪酬[J]瞭望,２００５(３)
保险业欲 定 薪 酬 制 度 国 有 公 司 高 管 酬 劳 过 高 被 批 [EB/OL]．http://news．sohu．com/

２００７０１２２/n２４７７４９８４９．shtml．
金融国企高管限薪呼声再起 国务院拟发文管控[N]扬子晚报,２００９０２０９Acceleratingthe

restructuringofstateownedeconomytostartfromthenationalincome．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EB/OL]．http://www．３６０doc．com/content/１０/０５０４/

１２/５４７７０１_２６０２５５３４．shtml．
王小魯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财经杂志网站２００７０５３１
樊纲等中国财富报告[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６
陈冬华等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２)
朱雨晨“三公”浪费惊人[N]法制日报,２００７３１８

　　④　朱雨晨“三公”浪费惊人[N]法制日报,２００７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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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是１６９００２亿元,国有单位工资总额是１０７７７２亿元.由此可见,国有单位的公款

消费总额大体上已经达到国有单位的工资总额.如果说,在工资收入中已经存在分配不

公,但毕竟还能人人有份;那么,在公款消费中,并不是人人有份———根本就没有普通职工

的份,而只是少数国家机关、垄断行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专利”,以致有些人的公款消费

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工资收入,有些干部的公车消费(包括货币化的汽车费、交通费)和公款

旅游消费就远远超过了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这不是什么“中
国特色”,而是“中国式奢侈”、“中国式腐败”.这就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因此,公
款消费中的挥霍浪费已经达到了全国人民不可容忍的程度,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的头号障碍④ ,同时也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和具体表现.近十

多年来,党和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但是由于触犯到一大

批领导干部的重大利益,在法律上又无法可治,以致收效甚微,奢靡之风持续蔓延.

　　仅从以上几点已经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包括国有经济内部收入分

配结构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根据学者刘植荣的研

究,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 GDP的２５％,世界平均为５８％;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

２１％,世界平均为５０％;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６倍,世界平均为２倍;中国国企高

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９８倍,世界平均为５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３０００％,世界平均为

７０％.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解决严重的分配不公了.① 其实,分配不公

不仅存在于工资收入中,还大量存在于工资外的各种收入和收益中.

二、借鉴国际经验从国有经济入手加快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其中

又首先要加快调整国有经济收入分配结构.为此,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许多国家的成功经

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坚
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的来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

入的比重,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但不是从业人员普遍增加收入,

而是在总体上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有升有降,努力提高低收入者

的收入,同时坚决控制和降低高收入者的不合理的高收入.学者刘植荣通过对世界１８３
个国家和地区工资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以下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１工资统计必须覆盖所有从业人员.国家统计局每年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工资统

计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１５％.国家统计局的工资统计必须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土上的所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样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制定正确的政策.

　　２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１１７７元/月.中国２００９年的人均 GDP世界排名第

９９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１５８位,最低工资标准显然与经济发展不相称.世界最

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５８％,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２５％,不及世界标

准的一半.所以,中国工资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

①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EB/OL]．http://www．３６０doc．com/content/１０/０５０４/
１２/５４７７０１_２６０２５５３４．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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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５８％.２００９年中国的人均 GDP为３５６６美元,即２４３５６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

资标准应为１４１２６元/年或１１７７元/月.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省、市、自治

区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国家法定最低工资标

准.

　　３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世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大致等于人

均 GDP,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持平,是最低工资的２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３３８６９元/年,约是最低工资的６倍,这样对比可以说中国

公务员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要制定工资法,该法律必须体现公务员与私营企业以

及公务员内部同工同酬的原则,公务员工资紧盯私营企业并不得高于私营企业.在制定

工资标准时,必须遵守利益回避制度,公务员给自己加薪为非法,任何工资标准的变动,必
须经过人大通过方可生效.

　　４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参照公务员工资.中国政府注资企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悬

殊,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根据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１４家上市银

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４５６２万元/年、３９８２万元/

年和３４．６１万元/年,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１３．０４万元/

年、１４．７９万元/年和１５．３６万元/年.中国建筑、餐饮、编织等行业的工资约在１万元/年左

右,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３０００％,是世界平均值的４３倍! 国有企业职工原则上也

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因为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民雇用一些人经营这些企业,这
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性质是一样的.在国外,凡受人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人都属于公务

员的范畴.所以,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公务员工资,不能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发

天价工资,变相窃取人民财富.①

　　除此之外,还要采取以下多方面政策措施:

　　１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有一半以上归国家所有,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的利润应该把

８０％左右的部分上缴给国家.国有企业有特殊需要时,可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请求国家

拨付.

　　２必须把国有垄断企业的过高收入坚决降下来,特别是坚决取消过高的工资福利标

准,坚决取缔各种灰色收入.首先是把国有垄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标准和各

种灰色收入坚决取消.

　　３要尽快制定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法律法规.要真正实行各行各业、各种所有制单

位和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人员的按劳分配和同工同酬.要统一规定各类国有经济单位各

级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比例关系,切实体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４要真正实现国有经济单位的财务公开、财务民主和财务监督.要让广大人民群众

有权监督政府、监督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状况.全民所有制单位必须真正实行列

宁再三强调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彻底的财务公开.在财务收支上

确有必要保密的单位和事项也要有全面而严格的审计监督.绝不准许任何单位、任何人

的收入状况处于灰色地带和暗箱操作之中.

　　５要严格控制和坚决降低各种公款消费.针对各种存在问题,对公款消费的各个方

①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EB/OL]．http://www．３６０doc．com/content/１０/０５０４/
１２/５４７７０１_２６０２５５３４．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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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各个环节要建立和健全一整套严密的财务制度.要制定和完善公款消费各个方面的

法律法规.要尽快研究制定“公款消费管理法”、“公有制单位财务公开和群众查账法”.

全部公款消费账目必须彻底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检查.要把反浪费作为反腐败的重要

内容,把超标准公款消费作为贪污罪的重要内容,把违反规定用公款请客送礼或接受此类

宴请、礼品,或此类互相请客送礼,作为贿赂罪的重要内容.现在贪污贿赂５０００元就构成

犯罪,而在公款消费中挥霍浪费５万元却可逍遥法外,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客观上也助

长了这种挥霍浪费行为.因此现在必须堵塞这一漏洞,要在刑法中增设“浪费公款罪”,或

者对公款消费中的挥霍浪费作出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许多发达

国家对假公济私的查处是十分严厉的.意大利一市长乘公车到百里之外办私事,被判刑６
个月.３名英国议员到日本出差,为观光东京多住了一夜,３人补交了住宿费,且全部辞

职.① 相比之下,我国对假公济私、挥霍公款问题的查处显然失之过宽.同时,我国对控制

公款消费的要求也失之过宽,有时只要求比上年降低５％~１５％;针对目前公款消费中存

在的严重问题,现应该坚决要求降低８０％~９０％.否则,挥霍浪费公款的歪风就会持续蔓

延,就会放纵腐败行为,加剧分配不公,激起更大民愤.

　　６在税收政策上,要减轻中低收入人员的税收负担,提高高收入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税

率.对各类企业的所得税要实行累进制税率.要充分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单位和个人的收

入.

　　７要利用国家财政收入比较充裕的有利时机,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教育、卫生事业的公共财政投入,解除广大人民群众增加消费、改善生活的后顾之忧.

　　８．要切实加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

显示,约７０％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最主要因素.② 大量案件表明,所

有贪官污吏都有大量黑色收入和来源不明财产,这显然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之一.因此,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科学限制领导干部的权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切实加大监督力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权钱交易既不能发生,更不能发展.

　　总之,现在是政府痛下决心参照国际惯例理顺分配关系的时候了,削峰添谷,该降的

降,该涨的涨,让人民满意,让人民高兴,让社会和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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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theRestructuringofStateownedEconomyto
StartfromtheNationalIncomeDistribution

ZhuMiaokuan　ZhuHaiping

　　Abstract　Thepresentnationalincomedistributionstructure,including
thestructureofincomedistributionwithinthestateeconomyhasbeenvery
fair,veryreasonable,hastobegreateffortstosolveproblems．Giventhe
currentunfairdistributionofsocialincomegapistoolargethesituation,to
transformtheeconomicgrowth,adjustingtheeconomicstructure,firstof
alltospeeduptheadjustmentofnationalincomedistributionstructure,

whichhasthefirststatetospeeduptheadjustmentofincomedistribution
structure．Inthisregard,weshouldlearnfromthesuccessfulexperienceof
manycountries,combinedwithChina＇srealities,employingdecisiveandefＧ
fectivemeasurestodeepenthedistributionsystem,ZhenZhengimplemenＧ
tedaccordingtowork,determinedtoeliminateexploitationandpolarizaＧ
tion,graduallyachievecommonprosperity．
　　Keywords　stateownedeconomy　incomedistribution　problems　
policyrecommendations　distributionaccordingto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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