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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所谓“滞胀”就是指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共存的现象.通俗

地讲,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世界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凯恩斯政策在治理“滞胀”问题时束手无

策.

　　内容提要　反“滞胀”是个世界性难题,凯恩斯政策在治理“滞胀”时无效.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加大.为化解“滞胀”风险,本文提出一种

新思路和可行对策,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

手,构建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关键词　后危机时期　滞胀　社会主义分享经济　微观运行机制

　　２００７年夏,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触动“多米诺骨牌”.２００８年９月,次
贷危机升级为“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危机

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经济危机.美、日等发达国

家就业市场迅速恶化、经济衰退.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

了极大冲击.２００８年,中国有２千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实际失业率达到

１０％、GDP增速六年来首次降到１０％以下.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国外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取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化解

危机并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比如,美国政府推出了首轮７千多亿美元的刺

激方案,并采取了减税、建设福利体系、向金融机构注资或国有化,稳定金融市

场以保持经济稳定;欧洲各主权国家先是运用大规模国债的扩张性政策救市,
导致希腊等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必须严控欧

元区各国财政赤字转和经常收支赤字的增长,欧洲经济由此陷入严重紧缩.
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是严重制约.同时,紧缩赤字带来工资和福利的削减,导
致了英国和希腊大罢工,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与社会动乱.不难看出,这
些经济政策的实质都是利用凯恩斯政策将危机向后拖延,而不能消除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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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两防”(防止经济

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为全面通胀)调整为“一保一控”(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以防止经济滑坡.２００９年,中国政

府实施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广义货币(M２)增长１７％,增发５万亿元贷款等

措施;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又安排财政赤字１．０５万亿元,广义货币(M２)增长

１７％,新增７．５万亿元贷款.从本质上说,这些措施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必然加大通胀压

力.

　　后危机时期,谨慎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运行态势,可以看出世界经济

体仍处于震荡之中,经济复苏基础不牢.这表现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

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

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

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保护主义继续升温,
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多数国家突现出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乃至衰

退为主要特征的“滞胀”风险加剧,中国也不例外.

一、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滞胀”风险

　　目前,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尚令人欣慰,按可

比价格计算,２００９年中国经济增长８．７％,完成了“保八”任务.２０１０年,中国

经济增长１０．３％.但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面临“滞胀”风险.

(一)通胀显著上行,风险加大

　　从物价指数上看,从２００９年３月起,物价指数大幅攀升,大宗商品的市场

价格同比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较快.２０１０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３．３％,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５．５％,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

同比上涨９．６％.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超过５％,创两年多来新高.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４．
６％,而１２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５．９％,１２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

进价格同比上涨９．５％.根据商务部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测算,２０１１年１月份

食品价格上涨１１．５％,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提高２个百分点.受此影响,２０１１年１
月的CPI较上年同期上涨４．９％、２月份仍为４．９％,但需要指出的是,２月份

翘尾因素的影响高达３．７个百分点.通胀的压力仍然显露无遗.从目前看,
食品价格的上涨仍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动态来看,非食品价格已

经连续５个月维持升势,今后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对 CPI的推动值得关注.成

本增加推动物价上涨,如果需求并未增加,高物价低需求必然导致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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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２０１０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警示称,“流动性因素、结构

性因素与通胀预期可能相互交织影响,将加剧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
国际清算银行(BIS)最近也对新兴经济体日益显现的通胀压力提出警示,并
指出“通胀威胁在新兴经济体呈现某种普遍性”、“食品价格上涨是一大推

手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新兴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通胀

率也持续创出高点,如中国、巴西、印度等.”温家宝(２０１１)也指出,“目前出现

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

汇率和大宗物资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

了２％ .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１５％,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
价高企超过每桶１００美元”、“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

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目前,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与资源品价格上行、大宗商品价格

飙升、国内流动性依旧宽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将推高通胀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面临着通胀恶化风险.目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表现

在:一是流动性增加由此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中国面临要么人民币升

值、要么忍受通胀压力的“两难选择”;国际市场投机资金逐利性和操作行为,
受到大量流动性的追捧,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泡沫严重;通胀预期增强,
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等.

(二)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潜在的经济下滑风险加大

　　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

　　１．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失衡.在过去的十几

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程度高居不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而经济危机后,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出口需求迅速衰减,在有效消费需求不

足的情况下,只好继续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２００９年净出

口、投资和最终消费对 GDP的贡献率依次为:－４４．８％、９２．３％和５２．５％,投
资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消费驱动的作用仍有待提高,而外贸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为负.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继续加大投资,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

年增长２３．８％,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３３．２％,而消费增长却依然很弱.

２０１０年,净出口、投资和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依次为:８％、５４．７％和

３７．３％,经济增长依然主要依赖投资拉动.

　　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及消费与积

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此外,政府

的过度投资必然引起债务风险.目前我国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

大,效益又很低,因此相关部门债台高筑,必然制约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２．经济高增长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并存.目前,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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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牺牲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换来的.２０１０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同比

增长１０．３％,但付出的代价太高,其中工业增加值仅占２６．５％,而７３．５％都是

消耗物化劳动产品的转移价值.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平均都在４０％以

上.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格局没有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

依然艰巨.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资源、环境已经成为制约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瓶颈.

　　因此,为了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从２０１１年起的“十二五”规划

中,中国将经济增速目标调整为年均７％,温家宝总理(２０１１年)指出,“７％的

发展速度不算低,实现并非易事.”

(三)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过大,制约经济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１．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从基尼系数、财富集中度、城乡收入差距以及

区域收入差距上看,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国收入

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业已形成.目前,中国已由改革开放前实行极端平均主

义收入分配政策的国家,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２．分配不公比较突出.从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

３０．５％,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９．９％.从总量上看,劳动者收入、政府收入和企

业收入共同构成国民收入,它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劳动收入在

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过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１９．４％,而
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１３％;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加较快,进
而引起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

者的报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收入差距过大必将严重地损害社会公平,更与“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相悖,
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并会导致社会贫困人口和弱势群

体的增加、市场需求不足和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益凸现,对我国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极大威胁.以城乡差距为例,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在“生产要素流向高报酬行业”的驱动下,会使进城谋生的农

民加速增加,加大城镇就业压力.温家宝(２０１０)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

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失业率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虽然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依次为４．２％、４．３％、４．１％,但由于很多真正失业

的人不一定去登记,加上农村就业没有包括在里面,因此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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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记失业率数字,比调查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要低.比如,２００８年中国社

科院调查结论是:该年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到了９．４％(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

４．２％),超过了７％的国际警戒线.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更能反映经济的实

际,因此被誉为“真正有效的经济晴雨表”.

　　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指出,劳动供给总量的现有趋势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全
国每年净增新劳动力８００万~１０００万人,再加上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

力、城市下岗并需要再就业的人员,每年新增需要就业的人数将维持在２０００
万人以上.这种劳动力净增长的趋势可能要到２０１４年左右才停止.高校毕

业生数量每年又有所增加,农村外出打工人数也在增加.以２００９年为例.该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６１１万人,再加上２００８年毕业生约１００万人没有就

业,２００９年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７１０万人左右,中国高校毕业生未能就

业的比例已达１５％左右.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分析结论是:２０１１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

供给可能增长３９００万人,其中包括７５８万人的大学毕业生,６００万~７００万人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２５００万人失去和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
而预计中国２０１１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能仅有８００万个,这将导致中国明年的失

业人数达到３１００万人.

　　整个就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绝不能片面地用

出现“用工荒”现象来说明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解决.

　　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

导致经济增长基础较弱,再加之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通胀压力不断加强,所以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二、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

“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一)后危机时期,被长期使用的凯恩斯政策组合应该淡出

　　毋庸置疑,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审时

度势,逆经济风向而行事”,对抑制经济衰退,促使经济早日复苏,起了重要作

用.但通过对这些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能力的分析表明:运用凯恩斯

政策这把“杀手锏”应对经济大震荡事件十分必要,但绝不可长期使用.

　　１．首先看财政政策.从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直至目前,中国已实施了十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的实质

就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

失衡,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无论哪一个国家,支撑经济持续发展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３辑 后危机时期反“滞胀”的新思路与可行对策 ２１３　　

的最根本的动力应该是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

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

便会停止.

　　依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生产资料和

消费资料要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且社会总供给必须与社会总需求保持平衡.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

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

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如果这种严

重失衡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得不到根本性改变,最终的结

果只能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严重时会酿成经济危机.刘国

光(２００４年)曾指出,“在投资没有最终消费支撑的情况下,如果再扩大投资规

模,那么今天的投资就是一两年后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大量的企业停产、倒
闭和职工下岗,以及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这一精辟见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高投资政策的弊端.

　　２．再看中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以及货币传导机

制经常受阻等缺点.为应对危机,从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直到２０１０年９月,中
国政府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大规模扩张.但由于大多数企业面临

产能过剩的问题,加之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拿到信贷资金的企业不愿投资于实

体经济,反而停留在虚拟经济进行投机.这些信贷资金流向楼市和股市,其结

果必然造成资产价格的上涨,从而使经济严重泡沫化,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使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起,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与资源品价格

上行、国内流动性依旧宽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推高中国的通胀压

力,中国将货币政策向稳健方向调整,主要通过调高“双率”(存款准备金率和

存贷款基准利率)来实施.这些政策必然会增加企业运行的成本,会给银行和

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风险,从而加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

之间的冲突.此外,近期美联储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之人民币升

值的预期,这势必给中国带来外部通胀压力.成本推动价格上涨是温和的,但
它具有惯性和刚性,会长期存在,所以,解决目前成本推动型通胀需要一个长

期的准备,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很快见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

“组合拳”,单独应付经济衰退或者单独应对通胀单个政策目标时,政策组合选

择非常明确.但面对“滞胀”,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
凯恩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滞胀”问题面前已经束手无策.

　　所以,为应对危机,中国实行的凯恩斯“组合拳”政策固然必要,但绝不能

长期使用.从经验上讲,“滞胀”也是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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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结果.因此,化解中国的“滞胀”风险,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理论思

路与对策.

　　(二)消除“滞胀”风险,必须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建立“标本兼治”的
长效机制

　　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健康、可持续运行必须有一个

可靠的微观经济基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功能

的紊乱,大都是微观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深

层次上看,不是宏观的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所以,在处理

宏观经济问题时,绝不能忽视甚至偏离微观结构.

　　１．制约经济增长的微观原因.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中国

经济增长的“顽疾”,而扩大内需战略难以真正启动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合

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导致的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劳动报

酬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资本剥削劳动问题严重.而广大劳动者尤

其是农民、农民工和普通工薪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少,基本生活来源主要依

靠劳动获得报酬.劳动报酬被不断地压低,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

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从而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

　　同时,企业内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但会导致企业和员工的利益摩擦,
而且会降低工人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制约

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础,它形成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原始收

入.无论从国外的事实还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初次分配都是人们利益的根

本所在.它占国民收入的８０％~９０％,即使在福利国家的分配中,再分配充

其量不超过３０％.不合理的企业分配制度会减少企业活力,影响企业的效

益.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必然引起消费不足.
所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起“兼顾公平和效率统一”
的微观经济调节机制.

　　２．对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分析.宏观经济学上解释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的理论,可以归结为需求拉动说、成本推动说、结构性成因说以及复合型通货

膨胀说.这些学说都从不同角度对通货膨胀的引致性因素加以解释.这些引

致性因素可概括为货币供给量、货币余额需求、产业结构、资源瓶颈等.但无

论哪一种通胀,都有自身的微观层次上的原因.由于 GDP增长率提高的同

时,大多数行业的初次分配领域的分配不公,导致中国收入的两极分化加剧,
产生“暴富”阶层.由于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投资渠道单一,导致了富裕阶

层将过多资本投入楼市和股市,推动了资产价值的上升和价格上涨.

　　同时,微观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是支撑通胀“惯性”的重要因素.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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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后危机时期反“滞胀”的新思路与可行对策 ２１５　　

不完全的情况下,政策的摇摆和预期的不确定都会导致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化

为现实的通胀.一旦通胀预期形成,就会产生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因为在通

胀预期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将进行“趋利避害”的行为调整.比如,消费者将感

受到货币急剧贬值,将会减少货币需求,抢购耐用品和保值增值的资产品,引
起资产价格的上扬;生产要素持有者将在新一轮合同中议价,提高要素报酬

率,企业的定价往往采取“成本加成法”,导致新一轮产品价格上涨,等等.

　　后危机时期,再审视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宏观政策,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采

用凯恩斯政策进行医治经济病症时,往往减轻一种病症时,却加重了另一种病

症.比如,应对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确保了经济增

长,却推动了通胀压力;而为缓解通胀压力,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又给经

济增长带来了制约.这种“反经济周期”的策略,导致政府的调控措施左右摇

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之所以不能有效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

根本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着力从微

观经济组织行为入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治本之策.因

此,治理中国经济的“停滞”、“通胀”以及“滞胀”问题,必须从调整微观机制入

手,寻找能够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

机制.

三、以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①为指导,调整微观经济

运行机制,建立自动化解“滞胀”风险的经济调节机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分配对生产具有重要反作用,人们所追求

的一切,无不与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停滞”、“通胀”以及“滞胀”等问题,主要是因为企

业分配领域出现了大问题.

　　因此,当前我们必须从新价值分配体系确认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

地位;必须将分配范畴置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充分重视分配

对社会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重新恢复分配范畴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不应

靠行政手段,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立一种新的微观经济机制;不是仅停留

在宏观政策上,而是深入到微观经济基础中去解决问题.

　　笔者所主张的新思路和新对策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

为指导,进行企业分配方式改革,从而建立自动矫治“滞胀”的长效机制.

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思想,最早由笔者李炳炎于１９８１年率先提出.１９８４年,美
国经济学家 WeitzmanMartin在其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也提出了与笔者基本相似的研究成果.
这两种理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详见笔者的«利益分享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９
年)一书中的导论部分(第１０~１７页).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２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要点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

　　它就是经济观从“利益独占”转到“利益分享”.该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
理念,要求建立一种利益分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由各经济主体按照

一定比率去分享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建立起

一种共同消长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新利益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追求的一切,无不与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即便是传

统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也离不开利益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

论主张的“利益分享”新经济观,其实质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按一定的比率

分享净收入,协调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使之公平分享,利益均占.

　　那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利益分享制度”呢? 基本思想就是以新价值分

配体系确认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企业分配方式改革入手,重塑

微观经济运行机制.通过建立起一种“能自动实现各种经济主体经济利益均

衡增长”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从而解决经济发展

动力不足和可能出现的经济“滞胀”问题.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总公式

　　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公式:w＝(c
＋v)＋m.

　　式中,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 为剩余价值.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构成公式进行了

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w＝c＋(v＋m)＝c＋n.式中,c为

社本,n为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m 为公共需要价值.建立了“自主联

合劳动”、“社本”和“需要价值”这三个新的范畴.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

生产资料的主人,是为自己劳动的自主联合劳动者,因此,用“自主联合劳动”
范畴取代了长期沿用的“雇佣劳动”范畴,在理论上确立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

主人翁地位,有助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社本”是生产资料的

价值的社会主义形式,是自主劳动关系在物化劳动方面的表现.因此,用“社
本”取代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其价值等于马克思价值构成公式中的

c;“需要价值”(用n表示)是全部预付“社本”的增加额,是价值产品的社会主

义形式,它是自主劳动关系在活劳动方面的表现.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

动者是“自主联合劳动”者,所以分配的价值就是全部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这个新价值等于马克思价值构成公式中的(v＋m),由于“联合自主劳动”的多

层次性,需要价值又划分为国家需要价值(n１)、企业需要价值(n２)、个人需要

价值(n３)并表现为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所以,n＝n１＋n２＋n３＝v
＋m.以此为基础,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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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后危机时期反“滞胀”的新思路与可行对策 ２１７　　

值构成公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总公式.下面对总公

式做简单介绍.

　　以上述三个范畴为基础,我们将价值构成的一般公式做一下修正:w＝c
＋(v＋m)＝c＋n＝c＋(n１＋n２＋n３),式中,n＝n１＋n２＋n３＝v＋m.省略修

正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总公式:w＝c＋
(n１＋n２＋n３)这个公式是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总纲,具有极其深刻的理

论内涵,它反映出新创造的价值必须按既定的比例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合

理划分,使经济个体、整体的利益分配同每一单位新增利益之间建立起新的变

动关系,从而实现利益共享.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企业分配方式改革方案简述

　　马克思指出,“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因此,目前中国建

立社会主义利益分享制度,必须结合不同的所有制结构,针对不同所有制性质

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１)对公有制企业,用净收入分成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

　　所谓企业净收入,就是实现企业的净产值,可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

得.净收入分成,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间按既

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分成制具有工资制无可比拟的优点:一是作为分配基

数的净收入(n)等于企业销售收入减去生产资料成本(c),所以,在销售收入不

变情况下,个人分配多少与生产资料成本高低有关,个人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

益增长的驱动下,生产节约和技术创新;二是核算中不再将工资列入成本,把
“剩余关系”变成了“分享关系”,使国家、企业、个人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有利于

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２)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用利润分享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

　　非公有制企业的重要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

分享经济制度时,除了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外,还
要考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

　　首先,职工从净收入中取得固定的工资收入(np１),这是职工个人收入的

一部分.其次,对于剩下的净收入(w－np１),国家通过各种税收从企业中分享

到净收入(ng１),企业从净收入中获得技术革新、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企业基

金(ne２).最后,对于余下的部分利润(w－c－np１－ng１－ne２),再按一定比例在

资本所有者和企业职工之间进行分配,各自所得收入依次记nc３、np２.

　　因此,非公有制企业中运用利润分享制的分配公式可以表示为:w＝c＋
(n１＋n２＋n３)＝c＋ng１＋ne２＋nc３＋(np１＋np２),式中,ng１为国家收入、ne２为企

业收入、nc３为资本所有者收入、(np１＋np２)为企业职工收入,从而,利润分享制

兼顾了国家、企业、资本所有者、企业职工四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

　　４．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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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就是从建立新的企业分配制度入手,建立新

的经营机制和财产约束关系,重塑微观基础,从而自动产生如下经济运行机

制.

　　(１)动力机制

　　①收入增长动力机制.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 w＝c＋(n１＋
n２＋n３),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

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入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
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

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

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

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

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从根本上说,个人收入

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②技术进步动力机制.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

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

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

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

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
“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

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

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

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

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③激励动力机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

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

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
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

的激励动力.

　　(２)调整机制

　　①市场调节机制.企业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

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

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

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

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
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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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后危机时期反“滞胀”的新思路与可行对策 ２１９　　

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账的发生,及时回笼

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

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

“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

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

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

　　②结构自我调整机制.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

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

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

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

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

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

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

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３)约束机制

　　①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

目的与动机,成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

多的净收入,从公式 w＝c＋n１＋n２＋n３ 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
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从源头

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

行机制.

　　②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

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

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４)协调机制

　　企业的净收入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

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
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
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

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缴了国家税收.通过实行净收

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

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

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５)冗员排斥机制

　　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

成的.企业的净收入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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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

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

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的人数愈多,
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

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６)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企业可以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

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

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

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

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

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

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

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几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

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

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
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

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

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

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

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

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二)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构造从根源上化解中国经济的“滞
胀”风险的长效机制

　　由以上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的分析可得出一个重要结

论:当经济运行受到干扰偏离均衡时,分享经济制度能使偏离均衡的经济自动

地向均衡状态收敛.因此,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重塑微观经济运

行机制,在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下,可以有效地对付通货膨胀、
失业增加和经济效率下降,是化解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有效武器.

　　１．分享经济机制能有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抵御经济衰退,增加就

业

　　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利益分享”,理顺了分配关系,化解了利

益矛盾,实现了初次分配领域“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各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

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平稳高效地运行,从而产生良好的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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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管理权,企业和

员工为了追求“净收入最大化”,必然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竞争和节约

意识”,发挥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动地进行“经
济增长发动机”的技术创新,从微观层次上提高经济效率;自觉将经济增长方

式由“粗放型”转换为“集约型”,高效益地增加产品供给,实现宏观经济的又好

又快发展.

　　其次,利益分享制能有效纠正中国十几年来失衡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
能从深层次上解决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增

长.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和关键因素必然是内需,而内需占主导地位的

必然是消费.利益分享机制就是“共同富裕”机制,通过利益分享,能增加在数

量上占中国绝对优势的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并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严重不公、
收入两极分化”,提高整体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有效提高人民大众有支付能

力的消费需求,纠正宏观领域的消费和投资的失衡.

　　２．分享经济机制具有天然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经济衰退时,分享经济能通过自身强有力的内在机制,自动减少失业.分

享经济中,劳动的边际成本小于劳动的平均成本,所以,在某一特定时期,经济

受到外在冲击,经济状态偏离了均衡,出现了失业的状况时,在短期内,如果企

业的分配制度是净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润分成制,此时,企业如果削减员工,企
业分配到的企业收入会减少.相反,如果企业增加员工,则会使企业收入增

加.所以,当经济衰退时,失业会自动减少.正如马丁威茨曼(１９８６年)所
说,“分享经济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地吸收失业工人增加产量降低价格的内在冲

动,像一台没有熄灭的发动机,试图在充分就业的循环上自觉启动.”

　　３．分享经济机制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天然武器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表现诸多方面,既有输入性因素,也有

成本性因素,也存在着预期引起的通胀惯性.实行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能
有效化解目前的通胀压力.一是利益分享的激励机制,能提高经济效率,增加

供给,同时,企业在“净收入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节约生产,减低成本,进而

缓解需求拉动的和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后,由于

成本是c,员工收入不再计入成本,所以员工收入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的上升

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

型膨胀;三是由于分享经济的结果是“共同富裕”,它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过

大,从而抑制目前中国“富人”消费和投资引起的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所形成

的通胀压力;四是分享经济弱化了工资刚性,并强化了财务预算约束,能抑制

收入攀比机制,克服企业预算软约束倾向,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

通胀的基础;五是由于分享经济能自动地抑制衰退,能自动地增加就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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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放心大胆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币值”,从而避免出现“过多

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宏观现象,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自
动稳定器”,它通过重构微观基础,从根源上化解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因

此,后危机时期,为应对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中国政府将应转变政策思路.
首先,目前中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大冲击”时的独特作

用已经走出低谷,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以长期使用.所以,目
前中国应该淡出数年来凯恩斯政策组合的实施,尽快进行微观经济运行机制

的重塑;其次,对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改革,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而是着重

于在企业初次分配领域引入利益分享制度,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

经济发展停滞、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即“滞胀”问题,这是治本之策.为此,我
们在此郑重地呼吁建议在“十二五”经济规划纲要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
在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和利润分享制的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

资制经济模式.唯有实施该对策,方能在“十二五”及以后有效地从根本上消

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２]李炳炎．利益分享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