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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裴晓鹏

　　内容提要　劳动报酬低于资本、技术、管理报酬与收入分配制度直接相

关,要改变既有分配格局,必须调整和完善我国企业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劳动

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偏低的现状,主要在普通劳动者同高管、普通劳动者同私

人资本所有者、我国同国外劳动者三方面收入的巨大差距上表现出来.产生这

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按要素分配成为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和保护劳动者利益

的法律措施欠缺两方面引起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比

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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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１

　　作者简介:裴晓鹏(１９６５－),男,安徽池州人,现任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经济学副

教授,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社科院访问学者.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以来提出

的战略要求,如何提高企业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员工的收入报酬也是近年

来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课题.从现实看,劳动报酬低于资本、技术、管理

报酬与收入分配制度直接相关,要改变既有分配格局,必须调整和完善我国企

业分配制度.

一、我国目前企业收入分配状况

　　近十年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中国

社会科学院发布的«２００８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劳动者报酬

在 GDP当中的比例从５１％下降到３９％.目前,普通劳动者初次分配所得偏

低在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

　　首先,普通劳动者收入与高层管理者薪酬存在巨大差距.«２００８中国企

业家价值报告»指出,２００７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平均值为５４．８２８５万元,比上

年平均值提高了３４．８８７万元,增幅达到了５７．１５％,其中董事长年薪的增幅达

到了７４．１％,而不兼总经理的专职董事长的年薪增幅更是达到９１４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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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２００７年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只有１８．５％.据有关部门对上海部分国

有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些企业集团的正职经营者,最低年薪为２０万元左右,
经营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大约是高收入的一线职工的１０倍左右,是一般收入一

线职工的２０倍左右,是低收入一线职工的３０倍左右”.虽然目前我国垄断行

业的高工资总体判断是处于高位.但其内部工资也同样存在着普通劳动者与

高层管理者巨大落差问题.以电力行业为例,高层管理者年薪高达几十万、上
百万,而普通员工年平均收入不过几万元,虽然其有些普通员工年劳动报酬收

人就达１５万元之多,但绝大部分基层农电工,每月只拿着几百元的工资.

　　其次,表现在普通劳动者收入与私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上巨大差距,据
«２００９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２００９年我国私营企业雇工全年平均工资加奖

金加部分分红,总数为８０３３元,其中资本千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雇工年平均

工资仅为６８１７元,而企业主个人年收入平均值为２０．２万元,为雇工平均年收

入２５倍;与此同时,私营企业资本的资本额以每年４８．４１％的速度增长,这种

增长显然不可能都是从外部融资增加投入形成的,其主要途径还是剩余价值

积累,可以说,私营企业利润挤占工资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再次,我国劳动者收入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新兴工业

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这在企业支付劳动成本时反映出

来.根据２００４年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１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

当于发达国家如日本的２．８９％,美国的４．０８％;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

的６．５４％,新加坡的４．９８％;转轨国家如捷克的１４．７０％,波兰的１８．３３％;相当

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的１６．８９％,泰国的５９．９５％.

　　我国企业分配中的劳动报酬过低,不仅是国内公众的共同感受,也是学界

的一致看法.找准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症结所在,采取得力措施扭转这一下

降趋势,使劳动者劳有所得,实乃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劳动者收入偏低的制度原因

　　我国宪法规定:个人收入分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

度.这应理解为一个总体要求.应该客观承认,现阶段伴随着所有制的结构

变迁,按要素分配已大量增加,虽然从理论上讲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业实行

的是按劳分配,劳动者的工资性质不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但从工资决定机

制来看,它与众多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由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决

定,劳动所得在数量上等同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价格.按要素分配事

实上已成为主要形式.

　　从目前我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公司制企业来看,普通劳动者所得

主要为工资,少数工人在实施“员工持股”企业享有股权收益;经营者所得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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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风险收入(年薪)或股权收益,资本所有者则得到的是剩余收入.这种分

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早期实行的企业经营者和工人薪酬均为工资的“支
薪制”,也不同于目前兴起的全员分享剩余的“分享制”,是我国对企业分配制

度一种探索.应该说,这一探索与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其最大效

应在于提高了效率,但也使得工资在供大于求劳动力市场上均衡在较低水平,
虽然拥有特殊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高级技工)供不应求,但这部分人数规模并

不大,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导致工资低于拥有稀缺资本的

企业经营者,同时由于我国现阶段企业经营者,特别是国企经营者及高管层的

工资收入和其经营绩效的表现为弱相关性,更加拉大了这种差距.

　　不仅如此,现阶段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的缺位还降低了劳动者的

工资实现程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５０％~６０％,
而在中国则是２０％左右,两者相比３０％多的差距既有我国劳动力均衡价格偏

低的原因,也与工资拖欠和克扣有关,特别是发生农民工身上的更为突出,目
前超过７０％的普通劳动者在非公经济单位就业,缺少与资本抗衡的力量,难
以争取到与劳动力市场价格相一致的正常工资,劳动者收入处于一个更低水

平线上,使得收入分布更加不对称.

三、调整和完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路径

(一)改善所有制结构

　　正如萨缪尔森所言:“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①,私有制经

济快速发展,是导致劳动者收入比重偏低的第一位原因.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一般规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可以知道,随着私人产权的相对

扩大,资本的收入份额相对扩大,劳动的收入份额相对缩小.要改变这种局

面,最根本的就是直面财产制度,调整所有制结构.虽然现阶段私有制的存在

与发展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度,在私有制经济发展已经

在就业人数和企业数量上超过公有经济的今天,就有一个边界限定的问题,这
不单是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如果这种格局不做调

整,任其发展下去,贫富两极分化就是一种常态.因此,目前有必要在多元所

有制并存的框架下,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利用公有制的社

会主义属性减小私有经济对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产生的负面效应.当然巩固

和发展公有制不能仅限于公有资产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在就业人数和企业数

量也要有所增加,后者对保障劳动者权益、对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内需

①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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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工资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工资增长机制

　　工资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是对工资市场决定制度的一个修正,是解决劳动

力过剩情况下劳动者收入过低,从而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

在西方国家被实践证明对维护经济稳定有着积极效应的制度安排,被资产阶

级称之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安排.我们既然能够大胆吸收和利用一

些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那么这些本属于或者性质上接

近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更没有理由排斥和拒绝.因此,为了消费增长更好地

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应该在广大企业建立市场决定、民主协商和政府规制相结

合新的工资决定制度,动态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１)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台针对企业工资分配和正常增长制度的单行

法,如«工资法»、«企业工资条例»等,建立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明确工资增长规

则,将工资增长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方面对于企业恶意拖欠、克扣

职工工资的行为有效实施预防、解决和打击,严厉制裁“血汗工厂”企业经营

者;另一方面按企业利润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

工劳动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２)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国际惯例来看,最低工资要以人均 GDP作参

照,最低工资与人均 GDP的比率发达国家为３７％,发展中国家为６８％,世界

平均为６０％.目前中国人均 GDP是４０００美元,如果中国工资与国际惯例接

轨的话,全国最低保障工资应是４０００×６８％＝２７００美元以上,也就是１４００
元/月以上.然而目前,中国许多地方的最低工资一般在５００元/月上下,最高

的也没有超过１０００元/月,因此,当前首要任务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企业

最低工资提高到应有水平.在此基础上,根据物价指数(CPI)、恩格尔系数、
劳动生产率变动情况,定期作出调整,从而为劳动者增资提供基础平台.

　　(３)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建立和推行工资集体协

商制度,为工资正常增长开辟通道.所谓工资集体协商是指企业或产业层级

的工会代表劳动者为一方,与以用人单位或雇主团体为代表的另一方,通过集

体协商来达成工资集体合同或协议,以决定工资分配等事项.近几年,浙江省

“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实现

了员工和企业的共赢,为建立工资谈判机制提供了一个范例.浙江经验表明,
谈判机制要有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来完成.只有社会形成一个劳方—资方—
政府三方制衡的结构,才能从制度上防止出现“向资本、权力倾斜”的工资.因

此,在目前资方(含国有资本)相对强势的态势下,政府、工会要充分发挥推手

作用,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对建立工资增

长机制明确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形成利益引导,助其减轻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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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职工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新机制

　　从理论上讲,如果付给劳动者的只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与价格的工资,社
会主义工资也即是劳动力价值与价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如果

企业的利润只分给资产所有者,劳动者不能分享利润,那么实际上就成为按资

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要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

此,效率优先可暂且不论,作为公平原则,同是生产要素,资本的投入可以有效

益,而劳动力的投入却没有收益,这种分配也就不能称之为公平分配.

　　应该看到,让普通劳动者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企业不仅是社会主义企业的

属性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企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动向.最近３０年西方国家

分享制逐渐取代支薪制(资本独享剩余)成为企业主要分配方式,这一制度是

一种劳资共享企业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工人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

反映厂商经营指数即“厂商的收入与利润”相联系,使工人所得不再是单纯劳

动力的市场价格,其典型的形式有五种: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ESOP)、劳动

者管理的合作社(LMC)、利润分享制(PS)、收入分享制(RS)和劳动资本合伙

制等①.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和企业实行企业职工参与剩余分配目的是为了

得到劳动者的合作,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取得更多的剩余,但劳动者

却也由此获得了一部分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一机制做法又客观地缓解

了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反观目前我国企业,资本所有者

和企业高管占有企业剩余,而普通劳动者被排斥企业剩余分配之外,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且不从政治上讨论这种分配机制的公正性,仅从这种分

配机制运行的经济结果来看,它使企业内各要素之间分配过于悬殊,尤其是普

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过低,不仅降低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影响了企业的

自身发展,因此,让广大职工参与剩余分配当且仅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

　　当然让企业参与剩余分配并不是要走回头路,改回到计划经济状态,而是

要打造一个既有市场经济元素又有社会主义元素的新分配框架.应该说这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它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再造,涉及价值取向和既往改革

评价,涉及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具有非帕累托改进性质,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

都可能很高.要实现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变迁,必须周密设计,精心操

作.建议先行通过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经济民主化的管理制度,然后借鉴欧洲

德法等利润分享性企业的运营机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配制度,使广

大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① 詹姆斯米德．分享经济的不同形式[J]．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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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四)建立健全促进劳动力就业的机制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企业１１个,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每千

人拥有４５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是２５个.目前我国就业压力之大世界罕见,有

２．５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每年还有６００多万大学生和５００万城镇新增劳动力

要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就业岗位是提高劳动报酬的首要任务,在这方

面,政府应积极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

加快发展,其中发展服务业不仅有着特别意义,也有着更大的空间,２００８年,
我国服务业在 GDP中占比４０％,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低６个百

分点;服务业就业比率占全部就业３３％,比一般国家水平低２７个百分点.通

过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大大缓解就业压力,有效改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但仅此努力,还不足以提高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从现实来看,目前就业

困难既有企业岗位不足的原因,还与一部分普通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不适应企

业发展要求有关,通过培训改善人力资源素质和完善职业服务体系确是一项

基础工作,增加对劳动者的培训一方面可以提高其技能和知识,促进就业,还
可提高其工资.另外,高技能和知识能改善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使劳动者具有

更好地和雇主谈判能力,能较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总之,企业普通劳动者作为一个重要群体,在初次分配收入分配所得过低

会直接降低整体的消费需求.虽然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群体能够保持着高消

费水平,但储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无法弥补普通劳动者消费上的缺口,最终

结果必然是消费需求逐渐失去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而无法改变经济增长由外

需驱动到内需和外需共同拉动的转变.改革企业分配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

收入比重,对转变发展方式意义重大.

AdjustmentandImprovementofChina’s
EnterpriseIncomeDistributionSystem

PeiXiaopeng

　　Abstract　Thelaborremunerationlowerthancapital,technology,manＧ
agementcompensationhasacloserelationshipwithincomedistributionsysＧ
tem．Wehavetoadjustandimprovetheenterprisedistributionsystemon
thepurposeoftransformingthecurrentsystem．Nowdaysthereexiststhe
lowlaborremunerationbyreflectingfrombiggapbetweencommon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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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４辑 我国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１１３　　

andexecutives,personalcapitalowners,foreignlabors．ThelackinlawsproＧ
tectinglaborsrightsandfactorincomebeingthemainformofthedistribuＧ
tionshouldberesponsibleforit．Itisthekeytotheproblemtoreformthe
distributionstructureandincreasethecommonworkersremunerationproＧ
portion．
　　Keywords　laborremuneration　distributionsystem　incomedistribuＧ
tion　distribution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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