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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市场化”,还是“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化”?
———浅议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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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宇(１９６９－),山东经济学院所属经济与城市管理学院,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　在如何解决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上,一些学者倡导的继

续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是不可取的.这种观点有三个方面的谬误:首先,是无视

市场经济本身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其次,存在着明显的“市场迷信”倾向;第

三,提出的是因噎废食式的政策主张.从现阶段看,这种观点要求的实际是“过

度市场化”.我国应该走的是“社会主义化”的道路,即通过发展壮大公有制经

济来最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关键词　收入　市场　社会主义　民生

一、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与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一)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概况

　　根据现有的讨论,对于我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如果用最简练的语

言来概括,那就是:因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论者的

观察范围,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配领域的种种不公现象,二是居民

间的收入差距.

　　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分配不公现象,包括诸如:(１)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偏低.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０７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５７５％,
比１９９２年下降１０８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２)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１０年间,劳动报酬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５３４％下降到３９７４％.尽管这里面有统计口径变化

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３)部分国有企

业高管阶层的薪酬和福利水平畸高,过高的收入水平与获得者做出的贡献及

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也不合乎世界各国在处理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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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务员三类群体收入差距的通用做法.(４)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比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

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

等.这些被统称为“灰色收入”或“隐性收入”.(５)因违反国家分配政策而造

成的某些群体收入偏低.比如,一些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与经济

发展和物价水平不相符;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不按规定给工人

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久

治不绝.等等.

　　在不少人看来,正是由于分配领域存在的种种不公,导致了我国居民群体

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是高收入阶层财富拥有量的迅速增长,今
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在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

有超过４０００万人,低收入人口还有２７亿①.研究者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表

示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２０００年开始我国的

基尼系数即已越过０４(这还是一个相对适中的估算),并逐年上升,至２００４
年逼近０４７.而按照国际流行的观点:基尼系数超过０４,即已表明收入分配

过度集中,社会处于比较危险状态;若基尼系数达到０６,则表明社会已处在

两极分化之中,可能发生社会动乱.

(二)国内理论界在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上的争论焦点

　　围绕着当前分配领域存在的种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理论

界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争论的焦点无疑是指向了市场化所扮演的角色上.有

两派观点是截然对立的②:

　　一派观点认为,目前的过度市场化是造成分配领域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强调由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指

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结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变成了单纯的

市场化.在这个进程中,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

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国企职工已经从主人翁地位沦为雇佣工人,许多农民因农

田被征用而一夜间流离失所,农民工则连最基本的权力都得不到保证.普通

群众的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却通

过不合法的手段迅速暴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收购卷走了国家财富,没有增加

①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１０[Z] 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７~８９

　 刘国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J]百年潮,２０１０(４),１３~１８卫兴华、张宇构
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研究[J] 现代财经,２００８(４),３－６,２０ 杨承训 初次分配兼顾
效率与公平的科学依据[J] 红旗文稿,２００８(６),６~８ 李济广 所有制收入分配和谐社会[J]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７(１１),２９~３４吴敬琏腐败是造成收入不公的首要因素[J] 当代经济,２００６
(９),１蔡继明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和对策[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５ 李实
我国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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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反而制造了几千万下岗职工.这派学者呼吁应终止这种单纯的市场化,
主张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来解决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不是市场化改革造

成的,而是由于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权力干预太多,造成了市场的扭曲.
政府的权力部门就利用这种扭曲来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与商人之间的权力

资本勾结造成了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由此,这派学者得出结论:收入差

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种

权力经济.如果实行竞争的市场经济,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而不是扩大.所

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市场改革还不配套,还不到位,还不完善.因此,政府政策

的目标不是要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要继续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削弱行

政权力的空间,减少权力导致的市场扭曲.

　　当然,在两派观点之外,还有一类观点,大致属于居中调和型的.即主张

接受现实,强调理论界及媒体不应过度渲染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而应该对与

我国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进行“冷思考”,要寻求实现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

和谐①.

二、对市场化改革能否解决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考

　　理论界的这场交锋究竟孰是孰非? 有学者强调对有关问题应进行“冷思

考”,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在“冷思考”下,可以先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市

场化改革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言那样能解决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

(一)市场机制作用下贫富分化的必然性

　　即使是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学者也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收入分

配差距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按生产要素(的产权)进行分配,各
人占有生产要素状况不同,分配所得必然不同.若进一步分析,按要素分配,
如果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积累

的这些描述会成为现实,即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

导致: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使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推动了资

本的积聚和集中.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中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增加.由于资

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了工资总额的相对减少,这就使就业岗位减少,或者使

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降低,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整体贫困化.最终的结果,
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一极则是工人阶级的贫困积

① 邹东涛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冷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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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累.马克思称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①.如果要搞单纯的

市场化,这种情况就必然出现.

　　由此导致的贫富分化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看看１８、１９世纪工业化时期

的英国就能体会到.这一时期的英国,因首先完成了工业化而成为世界上最

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由于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太多,其国内社会的贫富差距也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鲜明.有关研究者谈到,在１８０１年,英国１．１％
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２５％;到１８４８年,１．２％的最富有者就取得３５％
的国民收入;到１８６７年,２％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４０％.
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１８０３年的４２％下降到１８６７年

的３９％.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英国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贵族与新兴的

中产阶级垄断了大部分财富,变得愈来愈富有,过上了日益豪华和奢侈的生

活;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其中一部分人的状况反而恶化,据
析,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有１/３ 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
对于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曾这样说:“英国可以

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拥有一条巨大的鸿沟.”②正是基于

对英国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观察,结合严密的理论分析,马克

思作出了这种矛盾积累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灭亡的预言.

　　对于接受了多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中国学者而言,这些方面

的知识是不陌生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也承认,市场机制对于缩小社会中

的贫富差距无能为力,在此问题上“市场失灵”③.由此看来,即使如一些人所

言,当前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形成就是由于政府权力的影响,腐败是造成收入

不公的首要因素,所以要引进市场竞争来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减少权力导致

的市场扭曲.但这样做的实质,打一个比方,不成了反对盗窃,而鼓励抢劫吗!
减少了一种类型的贫富分化,带来了另外一种类型的贫富分化,有什么意义

呢? 何以见得市场竞争之下的贫富分化,就小于非市场竞争之下的贫富分化.
所以,坚持以市场化改革来减少分配不公、缩小收入差距的学者,其真正的关

注点实际不在社会的贫富差距,而在于要捍卫他们心目中的公平.这个公平

也不是广义的公平,而仅限于机会平等.机会平等之下的贫富差距在他们看

来是理所当然的,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出现的部分人极端贫穷问题,那是可以

通过社会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解决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嘛.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６８２~７１０
Jackson,Hampden．EnglandSincetheIndustrialRevolution[M]．London,１９７５,１１４．黄光耀、

刘金源成功的代价———论英国工业化的历史教训[J]求是学刊,２００３(４),１１７~１１９
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从其所著的«经济学»第１２版(１９８５年)中,就开始把“不合理的收入

分配”、“垄断和外在性”以及“失业的不稳定性”归入“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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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寻求机会平等而引入市场竞争的逻辑

　　为了寻求机会平等,而要引入市场竞争.对于这种思想逻辑,我们可以参

考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此书通常

被认为是“公平与效率负相关说”的始作俑者.奥肯在其中倡导机会平等,但
他也承认这是很难把握的,生活中清晰可见的是机会不平等,所以他着力于讨

论的是纠正那些机会不平等现象,比如工作机会中的歧视、获得资本方面的歧

视等.在他看来,纠正机会不平等将带来这样的结果:更大的收入平等和更大

的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变动性.而“促进机会均等的努力,自然会接受一种个人

主义的、成就导向的、必不可少的竞争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将继续存在奖励的

获得与等级的变动”.奥肯虽有此说,但实际上连他自己都对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平等没有信心,所以他在分析的最后,强调有必要在

社会中形成金钱收入以外的、多元的衡量成功的标准,因为这种标准越多,就
越有益于保持人的自尊①.这种做法,在我们中国的读者眼里,是不是有点

“精神胜利法”的味道呢?

　　客观来讲,不管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由于各种先天和后天因素

的影响,都很难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竞争———按奥肯的说法,是“很难找

到这个起跑线”的.所谓机会平等,我们只能接近而不能完全实现.把机会平

等与市场竞争划等号,实源自于“市场迷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市场交换

中,买卖双方“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商品是天生

的平等派”,这决定了买卖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②.由此,市场经济通常被认

为崇尚平等竞争.但这只是它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够完全

做到.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市场迷信”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的预设主义情结

的.现代科学哲学的预设主义认为,在科学发展中存在某种预设的、超历史

的、不变的、不可违背的方法、基本假设、推理原则和“元科学”概念③.西方经

济学家曾长期把市场看作是完全竞争的、无摩擦的状态,直到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大萧条”时期,才开始承认市场是有缺陷的.但在不少人那里,对完美市

场的迷恋依旧,正如他们所说的:“先验的理论并不是来自经验.”④这不就是

鲜明的预设主义的观点吗? 而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说体系在中国公众中广泛

传播.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的高收入亦激起了公众的不

满.有人提出,在这些行业引入市场竞争以消除既有的分配不公,这是一种寻

求解决问题的探索,但在这种思路的背后,是否就有“市场迷信”的因素在里面

①
②
③

④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王奔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６６~７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０３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 载程恩富选集[M]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４５~２４６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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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呢? 恐怕是有的.

(三)对权力利用市场牟取私利的防范

　　倡导继续市场化改革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学者,认为当前政府财政收

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大,特权与腐败收入膨胀,以及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和员工

收入过高,和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密切相关.政府掌握了过多的

经济资源,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政府依靠固定资产投

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官员的许多

特权利益在不断固化和强化,致使腐败上升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设租寻租

行为司空见惯.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政府职能错位,是造成现阶

段诸多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蔡继明,２０１０).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实行市

场化.以实行市场化来“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因

为“寻租的前提是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没有

了这种行政干预和权力,垄断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所以,寻租问题只有靠

实现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才能解决”(吴敬琏,２００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市场机制的运行原理,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一说来概括是很贴切

的:市场中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

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

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

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

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

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显然,市场机制的运行是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基础

的.但是现实中人,不唯有利己倾向,还有利他倾向.对人而言,受何种倾向

主导,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环境②.作为公权力的掌握者,也就是公权力的人

格化,虽然公权力的运用应以为公众服务,即以利他为宗旨,但当面对以利己

为价值取向的制度环境,如市场环境时,掌权者的利己本性就会被激发、膨胀,
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压制住自身所具有的利他本性,这个时候权钱交易等腐

败寻租行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实质而言,是权力在利用市场,利用市场为

掌权者的利己本性服务.由此来看今天的许多分配不公,就是权力利用市场

牟私利的产物.

　　要抑制公权力掌握者利己倾向的膨胀,防止权力利用市场牟私利,可取的

是营造相应的制度环境,而不应寄希望于权力退出,以市场运作代替权力运

作.因为政府的存在取决于其财政基础,有较高行动能力的政府其背后必然

①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 载程恩富选集[M]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３８~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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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力充沛,所以讲到底,政府权力涉足营利领域是为了保障自身的行动能

力.公权力掌握者利用这种机会进行寻租,我们的解决办法不是针对这些掌

握权力的人,而是要让公权力退出有关经济领域,这不是因噎废食吗? 当然,
在政府的存在方式上,可以有“小政府”、“大政府”的选择,但这不是问题的关

键,关键是对于防范腐败的路径选择出现错误,这可能是致命的.处理得不

好,前苏联废党解国的命运就离我们不远了.

　　要营造防止权力利用市场以牟私利的制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都是

要借鉴的.它们是在市场化氛围,即利己的社会氛围中寻找出路的,办法就是政

党制衡制度,也就是让利己者相互制衡.但这种制衡的成本必然是相当高昂的,
且不说三权分立形式下的相互扯皮,政党的竞选费用也是非常浩大的.更糟糕

地是它造成了政府行动能力低下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中国政府在“汶
川大地震”中的动员能力和日本政府在处理“福岛核泄漏”事故中的表现,就不难

看到了.所以,类似西方的权力制衡制度不是不可以借鉴,但必须认识到其制度

绩效的低下.在笔者看来,作为最优的选择,应该是营造一种利他的社会氛围.
从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三、放弃“过度市场化”而选择“民生

导向的社会主义化”的解决思路

(一)“继续市场化改革”实为“过度市场化”

　　根据前述分析,显然,那种寻求以继续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我国现阶段收入

分配问题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如果根据当前的现实,来对这种思路做一个贴

切的界定的话,那毋宁说是“过度市场化”.虽然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道路,对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不二的选择;但是,这里有一

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

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体现,基于公有制经济还

不能覆盖全社会,必须以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的现实,国家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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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策①.由于我们

是在摸索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某些偏差势在难免.在前些年打着

市场化改革旗号而进行的“民进”、“国退”中,大量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企业

通过诸如“经理层购买”、拍卖等各种方式纷纷转化为私有经济体.结果,一时

间公有经济成分迅速降低,私有经济成分大幅增长.从客观上看,目前的居民

①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J] 海派经
济学,第２４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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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其根源就是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从道理上讲实际

是很明显的:目前社会中的贫富两极,极富者群体中,既有私人企业主,又有国

企高管、政府官员.其中,私人企业主的高收入来自于资本积累,国企高管的

过高收入是政府政策给予的,政府官员的过高收入往往是贪污受贿来的,就算

这三类人的收入水平相当.再来看极贫者群体,从便于比较和从机会平等的

比较原则出发,我们只观察城镇中有收入的劳动者,既然哪一派的研究者都承

认国企职工的收入水平大大高于私企职工,那就是在说处在极贫者这一端的,
除了无收入的人之外,主要就是私有经济体形式下的劳动者.是什么造成了

他们的低收入呢? 不就是私有制下受资本剥削压榨的结果吗? 他们的贫穷积

累和大私人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已足以在这个社会中划分出贫富两极.有无

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和政府官员的寻租暴富等现象,对这种贫富分化的格局

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只是加强了分化的程度而已.这样来看,说前些年的市

场化改革造成了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过高,是导致今天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

原因,那是没有错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而今天主张继续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则是基本无视已造成的危害①,反而

愈行愈远.他们根据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最高约占

GDP的１５％左右,最低在５％以下,提出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太高,应该

维持在２０％左右就够了.这些学者打着“反垄断”的旗号,目标直指我国一些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还有人以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大部分集

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行业为依据,主张我国国有经济应退出所有非公共

事业领域,并使之私有化②.如果这样做了,那已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问

题了,而是要彻底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当初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目的来看,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过度市场化”.

(二)“社会主义化”是解决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正确思路

　　如果说寻求以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

说,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化”的路径选择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所谓“社会主义化”,就是要积极扩大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
根源上彻底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显然,我
们坚持在分配领域,所有制是最终决定因素,要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

回到所有制这个根源上.这样做,是由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决定的:生产决

定分配,因此在分配的顺序上,生产要素分配决定收入分配,也就是所有制决

①

②

陈弘收入分配差距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海派经济学,第２９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

项启源、杨承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壮大国有经济[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０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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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入分配.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观,也是对分配问题本质的科学分析.
而西方经济学割裂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视生产方式为一般,将其看成“描写

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分配上,则强调其

特殊,“好像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①.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下,
是不可能找到能够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办法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

　　在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为所谓的“国有企业垄断经

营”说所迷惑.在某些固定成本高而活动成本低的领域,如电力、电信、铁路运

输、自来水等领域,一旦有自由竞争,就往往形成垄断格局.而私人垄断形成

之后,就无法通过竞争机制去优化领域内的资源配置.因此,在这些领域往往

是需要由政府垄断经营.在我国,由于政府目前在垄断行业产品定价、成本核

算、利润分配等方面,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导致垄断行业既可以凭

借经济特权从市场上获得垄断收入,还可以凭借国家行政权力制定的政策获

利,因此就造成所谓垄断行业收入偏高的结果②.所以,讲到底,这反映了现

阶段公有制经济在经营管理方式上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在今后的发展中,随着

种种“规则”的建立,这些漏洞会逐一被堵上,这些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偏高的局

面也必然会被扭转.在如何看待国企职工收入上,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

教授所说的,“国企职工的收入原本就比私企职工的高”,这是“劳动者是主人

翁(尽管在国企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还没有等于

无)还是(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奴隶的问题.显然,主人翁的工资怎么能与雇佣

奴隶的工资相同呢? 因此,不是国企的或垄断行业的工资高了,而是私企的工

资低了.这是根本的问题”.而今后的发展思路,按余教授所说的,应该是扩

大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增加国有企业的数量,让更多人的人成为国有企业的员

工,以此来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③.

ExcessiveMarketOrientedReformationorSocialization
———Thediscussingaboutthewaydealingwiththe

questionofincomedistributionatpresent

ZhouYu

　　Abstract　AnumberofscholarsaskedtokeepthemarketorientedreＧ
formationfordealingwiththequestionofincomedistributionatpresent．

①

②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２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张素芳非市场分配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J]理论参考,２００６(３)
余斌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把握正确方向[Z]文稿该文部分内容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

沿»２０１０年８月(总第２９９期)的«如何牵住收入分配改革的“牛鼻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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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it’smisguiding．Therearethreewrongwiththeopinion:ignoringthe
gapbetweentherichandpoorpeople,“MarketWorship”,thestupidpolicy
whichsimilartorejectthefoodbeingafraidtobechoked．Itleadsto“excesＧ
sivemarketorientedreformation”．It’sadvisabletoacceptthewayof“SoＧ
cialization”,whichneedstohaveastrongpublicownedeconomytosolve
theproblemthoroughly．
　　Keywords　income　market　socialism　people’s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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