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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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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何干强(１９４６－),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规律研究”(０５＠ZH００５,主持人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李长征同志)的中间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内容提要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强化维护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意识,为此,有必要阐明以下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观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其本质含义是,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

中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人数的多数;它要求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公有职能资本

占主体地位;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既有相互

依存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斗争的一面;公有制与经济管理体制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绝不应当用“垄断”来贬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

主导作用;搞活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要促进国有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不是退

出竞争性领域;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才能促进就业稳定增长;维护农村集体

经济,必然要求城市工商业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农村集体经济要振兴,必须

发展集体工商企业;扩大就业,应当积极推动城市集体工商业经济发展,这有利

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扩大集体土

地的统一经营;要制止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必须坚决制止公有制比重不

断缩小的趋势;所有制结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必须重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需要大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国

家宪法意识.

　　关键词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经济发展方式　
宪法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

思主义的界限”① .这种自觉性,当前尤其应当体现在维护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尤其要体现在宪法所规

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上.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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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观点 ３３　　　

　　必须充分认识,在是否必须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个重大问题上,近些年

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袭,
造成了人们、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为此,有必要针对目前人们思想

上存在的误区,阐明以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１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其本质含义是,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中

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人数的多数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资料表现为资

本.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生产关系,核心

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公有资本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关系,私人资本

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在社会总资本中,如果公有资本比重大,则公

有制占的比重大.在公有制中,劳动者处于主人翁的地位,生产中人与人之间

经济关系是平等的.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那么

一个社会,只有劳动者多数处在公有制中,才能说公有制生产关系占主体地

位.这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本质含义.

　　用这个观点看,公有资本在全社会占５１％,还不能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已

占主体地位;因为同量资本的有机构成(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可以用劳动者人均

固定资本来衡量)高,劳动者的人数相对就少.只有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

的比重能保证５１％的劳动者处于公有资本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说公有制占

主体地位.

　　例如,目前国有企业劳动者人均固定资本(以此近似地表示有机构成)大
约是私营经济的５倍(据了解,是人民币２５万元︰５万元 ＝５︰１);现在,假
定集体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相等;假定在二、三产业劳

动者总人数中,公有制企业劳动者人数要达到占５１％(同时假定其中国有企

业人数占３１％、集体企业人数占２０％),私营、外资企业中的劳动者占４９％;
那么,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二、三产业的总资本中,国有企业的资本就应占

６９２％,集体企业资本占８９％,私营和外资企业的资本共占２１９％.也就是

说,二、三产业中如果要求５１％(起码的多数)的劳动者处于公有制生产关系

中,那么,由于国有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公有资本的比重大体上就应当占

７８１％.(其计算方法见本文后的附录.)这里的数据是假设的,但是这可以阐

明,在国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条件下,如果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

者占多数,就要求公有资本总量占有更大的比重.

　　让我们用上述观点来对照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从业人员的生

产关系结构.由于近些年来,国有资本(国家资本)和集体资本在这些产业资

本中的比例下降了,劳动者在公有制生产关系中的人数就更多地下降了,相应

地,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严重削弱了:

　　———从资本量的角度来看,到２００８年末,尽管我国国有企业资本总额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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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对量在增长,但是私营企业资本总额绝对量增长更快.所有制结构变化已为

“国家资本占３３４％,集体资本占３０％,法人资本占２５５％,个人资本占

２２９％,港澳台资本占６１％,外商资本占９１％”.①

　　———从劳动者或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由于国有资本有机构成高,同量资

本从业人员少,所以在这些产业中的公有制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就更少.据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到２００８年末,我国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９２％,集体企业占２９％,私营企业

占４４４％,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１０７％,外商投资企业占１１７％,其余类

型企业占２１１％;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

公司占１２７％,集体企业占６７％,私营企业占３７０％,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

３４６％,其余类型企业占９１％;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国有企业占８３％,集体企业占４６％,私营企业占５４１％,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占２０％,外商投资企业占３３％;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中,国有企业占１１８％,集体企业占３１％,私营企业占４９４％,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占５２％,外商投资企业占７２％.② 在这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

据公报中,虽然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房地产业企业没有公布有关比例

数据,但是从公布数据的上述有关产业中,已经可以看出,在工业、建筑业、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几个部门或行业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从业

人员的比 重 明 显 低 于 非 公 有 制 经 济,只 分 别 占 １２１％ (９２％ ＋２９％)、

１９４％ (１２７％ ＋６７％)、１２９％ (８３％ ＋４６％)和 １４９％ (１１８％ ＋
３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公有制生产关

系,的确是明显削弱了.为什么当今从全社会总体上看,企业中发生的劳资矛

盾呈激化趋势? 原因就在于现在二、三产业的绝大部分劳动者已经不是在公

有制生产关系中,而是在私有制关系中从事工作或劳动了! 这值得严重关注.

　　２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要求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公有职能资本占主体地

位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的财产,都是公有的,把这类

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公有财产加总起来,再加上国有工商资本、银行资本等,其
总量将大大超过私营资本和外商的资本,所以,不能认为公有制的比重下降

了、受到削弱了.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唯物史观认为,“任何时候,我们总

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

①

②

引自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任务基本完成 普查取得重要成果２００９
－１２－２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统 计 局 网 站: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２００９１２２５_
４０２６１０１００htm 其中的法人可以理解为多种投资主体构成的企业组织,由于统计数据显示国有和集
体企业数量明显下降,可以判断,法人资本中主要是私人资本.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第一、二、三号)２００９－１２－２５,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２００９１２２５_４０２６１０１５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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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

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

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①这就告诉我们,只
有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或生产关系,才是社会深层的经济基

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能资本,也就是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和商业资

本,它们是处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生产和实现价值财富,从而生产和实现剩余价

值的;它们的运动,对包括借贷资本(现代条件下形成银行资本)在内的各种非

职能资本的运动,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工商业职能资本,或者说现实经济

中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的资本所体现的生产关系②,才是全社

会真正的经济基础;而工商业职能资本的社会性质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
更是决定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的非生产性财产的社会性质的,例如,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的财产和国家机关的财产,本质上是由资本

家阶级的国家(或总资本家)支配的,是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在中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的工商业资本在职

能资本中占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公有制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

　　３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既有相互依存

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斗争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能把它理解为只有

统一性,而没有斗争性.根据唯物辩证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处于同一历史阶

段,是在相互矛盾中此消彼长地发展的;“共同发展”在措辞上突出了统一性,
这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基本前提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或者私人资本的本

性,决定了它们与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矛盾,也决定了它在强大的外国资本面前

有软弱性的一面.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私营经济才会成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才会成为对民族经济有利的经济成分.因为,它
们是受到公有制制约的,它们的私有性质的副作用是受到控制的.如果公有

制失去主体地位,私有制不再受到必要的制约和控制,那么其私有制脱离社会

主义本性的一面,就必定会扩张起来,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如果我们忽视公有制同私有制之间客观存在矛盾和斗争,那么,面对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削弱的事实,就可能麻木不仁,就会丧失扭转被动局面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４公有制与经济管理体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党中央历来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深刻表明,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８９１~８９２
这里说“大部分”,是因为现实中的第三产业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属于消费范畴的行业,即人

力和物力投入使用的结果是人化而不是物化的行业,如住宿、娱乐、理发等服务行业,即马克思所说的
“纯粹服务业”.投入纯粹服务业的资本体现的社会关系不是处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它们不属于经济
基础范畴,应当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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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绝不是要削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里专指社会主义公有

制),而是要把它改成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体制,来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

越性,促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从而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构成的

整个民族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这方面看,公有制与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体制

具有同一性.但是,经济管理体制总是具体的,是人们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认识

水平制定的,是有可能带有主观性的.如果管理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就必须进

行改革.从这方面看,公有制与经济管理体制又是有区别的.所以,改革管理体

制,无非是要克服公有制及其主体地位的作用与具体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在管理体制上保证公有制的优越性得到符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的发挥.因此,
改革计划产品经济体制①,绝不是要把公有制改掉.这好比一个人,在成长中生

病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消除病症,却有两种对立的方法,一种是针对病的本

身,治好病,人就健康了;另一种是针对人,把人弄死,其病也就没有了.发生在

改革中的把公有制企业私有化,采取的就是后一种办法.这已不属于管理体制

的改革,而是要消灭公有制经济,因此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与改革的方向完

全是对立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维护公有制的改革,也就是要根据经

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创新管理体制,从而更好地处理好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

关系,促进公有制经济形成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从而更完善的实现形式.
这也就意味着,当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削弱时,我们提出要振兴公有制经济,绝
不能把这种要求理解为“又要回到旧体制了”,而应当理解为通过科学的改革措

施,促进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高效结合,促进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中形成巩固而不断强大的主体地位.

　　５绝不应当用“垄断”来贬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垄断在汉语中就是独占的意思.市场经济中“垄断”,是指少数私有制大企

业在市场竞争到势均力敌的程度条件下,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或联合,为了维护私

人资本的利益,共同控制和占领市场的行为.把“垄断”用在公有制企业上,是概

念上的混淆.新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物质

生产领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或者说是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

决定的,而不是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产生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实际上就决

定了,在生产领域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主体与从属

关系.只有在市场买卖关系或流通领域中,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才能谈得上平

等竞争.因此,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病固然必须改革,但是,
如前所述,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更好地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国有经

① 注意,这里没有把旧体制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而称之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这是因为过去
我们受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用产品经济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单一的计划管理,所以,国民经济管理的体制
背离客观经济规律,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称之为计划产品经济是恰当的.计划经济是社会化生产的
客观要求,如果把计划经济本身当作旧体制,那就容易造成在经济管理中否定计划导向,这显然是不合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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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主导作用,如果以消除“垄断”为由,要求去除这种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那
就等于要消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绝不允许的!

　　６搞活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要促进国有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不是退

出竞争性领域

　　有人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国有经济只能处于生产公共

产品的领域,因此必须退出市场竞争性领域.如果是这样,那就根本谈不上坚

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既然中

国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管理体制就必须促进公有制

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应当从国有资本整体和个别国有企业两个层面,搞
活国有经济.整体上管好管活,就要求“国资委”接受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代

表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成为在全国劳动人民监督之下的,保证全

国国有资本稳定增值的总经营者机构(当然在具体机构上应当有必要的管理

层级);从个别企业来看,就要求坚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鞍钢宪法”这样的

管理原则,面向市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抓好内部管理,贯彻按劳分配

的激励.国有企业理所应当在市场竞争性领域做强做大,使自己的市场竞争

力强于非公有制经济,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

位,才能发挥出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那种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市场竞争性

领域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种主张以资本主义经济为

参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可取.

　　７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才能促进就业稳定增长

　　现在的舆论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有人只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而不提振兴

被削弱了的公有制经济.其实,民营经济除了个体户之外,指的就是私营经

济.与此相联系,还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才能增加

就业.殊不知,«资本论»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也就是

揭示了全社会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必然产生的现象,一是两极分化,二是产生相

对过剩人口.① 也就是说,如果公有制不断削弱,私营经济不断增长,社会经

济的性质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失业率的增长和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

的现象.其实,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逐步增加比重的条件下,追加私人

资本(这种私人资本不是由公有资本私有化而形成而是私人自己投资),才能

有助于增加就业,才能有助于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８维护农村集体经济,必然要求城市工商业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的条件下,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因

为,中国国情决定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比土地私有制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工

① 资本论[M]第１卷第２３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７２~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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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更要求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新中国的历史已

经证明了的.但是,如果在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却搞

私有化,放任发展私营工商业经济,那么,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从而工农联

盟的基础也就难以巩固了.从历史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关系侵入农业

领域,正是因为城市工商资本家掌握了比农业生产领域更先进的商品生产和

经营方式.从现实看,目前农村出现的“‘龙头’企业加农户合作经济”的模式,
其中有不少“龙头”企业都是有一定实力的私营企业,尽管说,这种模式有利于

组织农户进行协作生产,有利于农产品走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的收入

相对于从事封闭的家庭土地经营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来说,农民在这种模式

中从事协作性商品生产产生的利益,却让私人‘龙头’企业的企业主拿了大头.
这意味着,私营工商企业充当“龙头”企业,结果就是让私人企业主取得了对集

体农民的控制权,占有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农民不能获得应得的利益.
相反,如果城市工商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到农村作为“龙头”企业的主要是公

有制企业,那么,“‘龙头’企业加农户合作经济”的模式,就可以依据工农联盟

的制度要求,合理地分配利益,从根本上增进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成为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的经济形式.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要求城市工

商业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实,那种认为只要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

有制,城市以私营经济为主就没有害处的观点,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其实是十

分错误的.

　　９农村集体经济要振兴,必须发展集体工商企业

　　农村“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这是现阶段农村工作得出的符合

实际的经验.问题在于,是着力于发展集体工商业,还是着力于发展私营工商

业.现实中的情况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１０多年来,许多农村原有的

集体工商企业纷纷进行私有化“改制”,这造成了集体工商业经济严重削弱的

后果.尽管如此,从原有的集体工商企业置换出来的集体资本,仍然有一定的

数量.这些集体资本转化为实物形态的借贷资本,也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投资盖成厂房,租赁给私人工商企业,以取得租金(利息)的方式,仍能取得一

定的集体收入.在党中央强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明确要求下,
现在农村基层干部越来越认识到,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当初对集体工商业搞私有化“改制”,要求“改彻底”,是有弊病的.但

是,他们目前还不敢直接组织农民发展集体工商企业,认为那样风险太大;而
靠现有集体资本盖厂房拿租金,可以没有风险.殊不知,根据这种认识来经营

集体资本,就使集体资本变成了依赖于私人资本、外商资本的附属物.须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出,借贷资本的利息是依赖于工商业资本

带来的利润的,工商业资本的风险,迟早会反映到借贷资本上.因此,要壮大

集体经济,就应当敢于发展集体工商资本,唯有如此,才能直接取得工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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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才能根本改变集体非农经济依赖于私营、外资经济的被动状况.应当认

识到,既然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大环境,就理应促进集体农民树立敢于竞争的风

险意识,坚信只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一定能使集体工商企业在市

场经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１０扩大就业,应当积极推动城市集体工商业经济发展,这有利于维护社

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

　　目前,城市集体经济经过私有化“改制”,比重已经显著缩小,这是不利于

维护、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不利于扩大就业的.面临劳动

者就业的困难,目前各级领导正在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这是十分必要的;可
是,却鲜有鼓励劳动者自主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的,倒是鼓励人们“当小老

板”的言辞不绝于耳,这就形成一种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倾向.其实,片面地

鼓吹人们“当小老板”创业,是不科学、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小老板”
除了工商个体户,就是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人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设法成为“小老板”,这不应当受阻止,而应当制定政

策予以支持.但是,其一,成为私营企业主毕竟要以人数更多的雇佣劳动者存

在为前提,那种人人都当“小老板”的主张,不过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一

种幻想而已;其二,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小老板”在市场竞争中,必然要产

生两极分化,不可能“稳坐钓鱼台”,可能其中许多人会重新变为雇佣劳动者;
其三,从价值观导向来看,这种宣传会助长私有观念的发展.所以,在鼓励劳

动者自主创业的过程中,绝不应当把重心放在鼓励人人充当“小老板”上.从

共同富裕的大目标来看,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人民群众来看,我们的

重心,应当放在鼓励、支持和帮助劳动者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上.发展集

体经济,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样做更有利于维护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１１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扩大集体土地的统一经营

　　现在农村实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全面地说,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相结合的集体土地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因而要求逐步扩大集体统一经营.
邓小平同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提出,农村集体经济要实行“第二个飞跃”.①

现在有一种提法,叫做“土地向大户集中”,也就是把土地经营权集中到种田大

户手中,让他雇用其他农民来实行土地的集中经营.这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

雇佣劳动形式,来取代集体土地双层经营体制要求的集体统一经营形式.实

践证明,这不利于农民的共同富裕,只会造成农村居民的两极分化.令人宽慰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３３０~１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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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市县级基层干部已经发现了“土地向大户集

中”的弊病,开始在当地农村实施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

制,以此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扩大集体统一经营.这就端正了方向,实际上

开始实践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第二个飞跃”.这是值得大力推广的.

　　１２要制止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必须坚决制止公有制比重不断缩

小的趋势

　　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舆论的热点.从报刊对解决问题提

出的主张和措施来看,众说纷纭.其中,有主张用再分配来解决的,有主张二

次、三次分配乃至四次分配来解决的.近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舆论主张要重视

初次分配的公平,这已朝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走前了一大步.但是,总的来

看,这些主张仍然停留在分配关系的层面上.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揭

示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和结果,而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资料所

有制关系.① 用这个基本观点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正是与私有

制经济比重不断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缩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受到

削弱,成正相关关系的.因此,着眼于调整所有制关系,把被削弱的公有制经

济重新振兴起来,这乃是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性科学途径.

　　１３所有制结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
须重视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当前,遵照党中央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国各地都在调整经

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走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不难发现,报刊舆论在谈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普遍

重视的是生产力层面的结构,很少提到所有制关系或生产关系这个层面的结

构.这是有片面性的.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经济结构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和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三个基本层面,而这三

个层面又是相互联系的.② 如果不调整好失衡的生产关系结构,就不可能调

整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化.例如,产能过剩是经济

发展方式中的不科学现象,产能过剩是与市场产品供过于求联系在一起的;市
场需求不足的经济学解释只能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人们的购买力又是取

决于分配关系的;而分配关系不过是所有制关系或生产关系的表现和结果.
因此,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必须与解决所有制关系中的问题联系在一

起.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保证按劳分配关系在分配关系中的主

体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大多数人的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从根本上促进消费与

生产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所以,绝不能撇开生产关系来谈调

①

②

参见资本论[M]第３卷第５１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９９２~
９９９

参见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９２４~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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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经济结构.在这方面,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才能做到标本兼

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化.

　　１４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大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国家宪法

意识

　　以上我们说到,在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推行私有化“改制”,这导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削弱.可见,错误的意识形态

一旦渗入上层建筑机构,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削弱乃至破坏作用.我

们要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

的维护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与建

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国
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①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意识是最高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遵守宪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维护国家宪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但

是,对处于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来说,增强宪法意识更为重要.发现削弱公有

制主体地位的经济行为,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站在维护宪法的高度,挺身而出,
站出来说话,那么这些错误行为就有可能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各级领导干

部率先增强宪法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和人民经济利益的高度责任感,这是维护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织保证.

　　附录:

　　关于全国企业中如果要求５１％(起码的多数)的劳动者处于公有制生产

关系中,那么,由于国有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公有资本的比重大体上就应当占

７８１％.计算方法如下:(需要说明,这里说大体上,是因为下面计算中的“有
机构成”概念并未严格按照“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c/v)”,为简化计,用了“企
业资本(c＋v)比劳动者人数”,但是,这并不影响要说明的道理)

　　假定全国工商企业的社会总资本为C,国企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为

x１％,集体企业资本占的比重为x２％,私营企业资本占的比重为x３％,x１
(或x２、x３)＜１００,x１％＋x２％＋x３％＝１;假定在全国工商企业中的劳动者

总人数为n,国有企业劳动者占总人数的比重为y１％,集体企业劳动者占

y２％,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劳动者占y３％,y１(或y２、y３)＜１００,y１％
＋y２％＋y３％＝１;这样,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规定,我们

近似地把国有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表示为(x１％×C)÷(y１％×n),或者

x１％C/y１％n;还可以进一步假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有机构成相等,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J]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５年特刊,３~１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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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有机构成则是:

　　x２％C/y２％n＝x３％C/y３％n
　　从经济现实看,我国国有企业设备先进、科技水平高,国有企业资本的有

机构成高于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的有机构成,这可以表示为:

　　x１％C/y１％n＞x２％C/y２％n＝x３％C/y３％n
　　假设国有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与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的有机构成之比用

β(β＞１)表示,因为(x１％C/y１％n)÷(x３％C/y３％n)＝β,所以:

　　x１％C/y１％n＝βx２％C/y２％n＝βx３％C/y３％n.由此,可以推出简化

公式:

　　x１/y１＝βx２/y２＝βx３/y３ [甲]

　　由于假设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有机构成相等,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两者

的资本之和与劳动者之和加起来计算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是:

　　(x２％＋x３％)C÷(y２％＋y３％)n＝x２％C/y２％n＝x３％C/y３％n
　　此式在数学上可以简化为:

　　x２/y２＝x３/y３＝(x２％＋x３％)/(y２％＋y３％) [乙]

　　将公式[乙]代入公式 [甲],得出:

　　x１/y１＝(x２％＋x３％)/(y２％＋y３％)

　　由于:x２％＋x３％＝１－x１％,所以,上式可以表示为:

　　x１/y１＝β(１－x１％)/(y２＋y３)％,由此可以求得:

　　x１＝１００βy１/[(y２＋y３)＋βy１] [丙]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国企和集体企

业的劳动者人数,应占５０％以上才能实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y１％＋
y２％＞５０％.为了容易说明问题,我们假定y１％＋y２％ ＝５１％,在国企的劳

动者比重y１％＝３１％,集体企业的劳动者比重y２％＝２０％,私营企业劳动者

比重为y３％＝４９％.这样,y２＋y３＝２０＋４９＝６９.

　　在现实中,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人均固定资本占有数额大体为２５万元人

民币,私企为５万元人民币(按照假定,集体企业也是如此).两者之比为５︰
１,为简略计,这里我们假定国企与私企“企业资本比劳动者人数”之比也等于

５比１,即β＝５.

　　将y１＝３１、y２＋y３＝６９、β＝５代入[丙]式,得出:x１＝６９２
　　再将x１＝６９２、y１＝３１、y２＝２０、β＝５代入[甲]式,可以得出:

x２＝y２x１/y１β＝(２０×６９２)÷(３１×５)＝８９
　　同样,可以将有关数字代入[甲]式,可得出:

　　x３＝y３x１/y１β＝(４９×６９２)÷(３１×５)＝２１９
　　因此,在国有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在全国企业中公有制企业的劳动

者占５１％的上述假设条件下,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占全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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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总资本的比重应当达到:

　　(x１＋x２)×１００％＝６９２％＋８９％＝７８１％

SomePerspectivesaboutMaintainingtheDominant
PositionofSocialistPublicOwnership

HeGanqiang

　　Abstract　TodivideMarxismandnonMarxism,it’sanimperativeto
strengthandperfectthescientificrecognitionofbasicsocialisteconomicsysＧ
temsTherefore,it’sverynecessarytoexplainthefollowingMarxistecoＧ
nomicsperspective:theinstinctmeaningofthedominantpositionofpublic
ownershipisthatlaborsintheproductionrelationshipofpublicownershipof
productionmeansaredominant;publicownedcapitalaredominantinthe
productionandcirculation;andatthesametime,publicownedcapitaland
privateownedcapitalinthebasicsocialisteconomicsystemarebothinterdeＧ
pendentandconflictingwitheachother;“monopoly”shouldn’tbeusedto
abasethedominantpositionofpublicownership;promotingstateownedeＧ
conomyisactuallypromotingthecompetitivenessofstateownedeconomy
whilenottoretreatthemarket;andonlytoadheretothedominantposition
ofpublicownership,employmentcouldbeincreased;ruralcollectiveeconoＧ
myrequirestobemaintainedanddevelopedtopromotecollectiveindustrial
andcommercialenterprises;itisalsonecessarytoreducetheinequalityof
personalincomeStructuresofownershiparethemainpartofsocialandeＧ
conomicstructures Tochangethe 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the
dominantpositionofpublicownershipmustbemaintainedandthesenseof
nationalconstitutionmustbestrengthenedamongleadingcadresatalllevＧ
els
　　Keywords　basicsocialisteconomicsystems　dominantpositionof
publicownership　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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