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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品社会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曾志立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概括了国民收入分配的概念及意义,从社会产品供

求平衡、消费结构平衡、城镇化发展、创新科技发展等六大方面论述了再分配实

现途径,并讨论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收入分配　再分配　国民收入　价值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４

　　作者简介:曾志立(１９３９－),男,湖南蓝山县人,铜陵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访问学者.

一、国民收入再分配概念及意义

　　１国民收入再分配含义及层次

　　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后,分别归属国家、生产经营者(企业)和劳动者个人

三个层次的利益主体所有,并分别由这三个层次所有者再次按其消费需要同

时注重公平而展开分配,此即谓之国民收入再分配.此外,还有基于国家、企
业、劳动者三个层次利益主体为发展经济、谋取各自某种利益以自己闲置所得

投融资(含保险)而产生的国民收入衍生再分配———信用分配(基于民间捐助

衍生的公益慈善基金再分配在此不讨论).这样,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就表

现在如下四方面:

　　(１)国家财政分配.国家依法将集中的财政收入通过国家预算对各级行

政机关层层分配,以保障其履行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方方面面职能的消费

需要.

　　(２)企业收入再分配.企业依相关规定将留给自身的收入分配额从市场

购买有关物质资料和劳务,用于保障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风险后备及公

益福利等方方面面的消费需要;以闲置所得购买国债及证券投资或银行存款

备用.

　　(３)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劳动者则将属于自己的劳动收入依法缴纳个

人所得税和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及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及有关家庭

投资(如智力投资、储蓄、证券投资、购房)与劳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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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论商品社会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９５　　　

　　(４)国民收入衍生再分配———信用分配.主要是财政信用(国债)分配,银
行与保险信用(银行存款中有一部分是暂时闲置的折旧补偿基金,在此从略)
分配,企业信用(发行证券)分配(民间货币借贷信用存而不论,商业信用不

论).这是一种信用转移支付,通过借贷转移可以弥补财政投资的不足.

　　２货币银行信用分配要积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信用特别是货币银行信用转移支付更要讲公平,当前特别是不能歧视对

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于农民致富及促进广大农

村面貌的改善,货币信用分配大有作为.本来,货币信用是适应商品生产与流

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国只要仍处在商品社会,货币商品经营者对融资对

象选择不应存在姓公姓私的差别,只宜以公平的信贷条件判断.然而,时下,
非公有制经济或曰民营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融资难、受歧视,致使一些农村

由此引发高利贷盘剥.这个问题的出现在于国有银行操办者怕对非公经济融

资追究风险责任,而对国有企业融资则无责任,即使被吃掉也不过作坏账而

“一风吹”(这正是信用腐败漏洞之一).如果世界上的货币商品经营者都持此

种心态处事,那么人家资本主义发达经济如何出现!? 其银行家恐怕也会成

“行尸走肉”.关键在严谨的融资管理措施跟上,信贷监督认真下工夫.现在

提倡解放思想,好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

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国家银行应对非

公企业实行信贷便利政策,除政策性银行的适度支持和政府适度担保外,还可

考虑成立个私经济联合会,以会员缴存的合伙基金成立劳动互助合作银行(或
叫“股份财务公司”,但应接受国家金融政策指导).现实中,由原城市信用社

改革成纯民资金融机构的浙江台州泰隆商业银行所走的路子及其敬业精神值

得借鉴、效仿①.

　　３严管企业股份信用分配

　　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实践,实行企业股份制,发行股票并上市,是国

民收入再分配形式之一.这个再分配对促进国企振兴及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

巨大作用.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由于有的善于包装,使上市企业良莠杂存.
我国的国企实行股份上市已有些年头,为促进股市良性发展,时下该是整顿、
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笔者以为,无论怎么整顿,至少这样两件正常业务应

做,而且监管部门必须敦促企业做:

　　一是凡上市企业都至少每半年一次如实公布集资量及其使用情况,和实

现的主要经济技术财务指标,特别是经营利润指标信息(经审计核实).

　　二是公布股息及股利分配情况.这是股票市值判断主要参考依据.如此

有助遏止股市蜕化成赌市.

① 上海证券报,２００７－２－９;文摘周刊,２００７－２－１４,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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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试想,如这两件基本业务不做,投资人对企业生产经营相关信息丝毫不

知,再加上股息股利长年分毫不付,不守上市承诺,还有何信用可言.对这种

长期(可以两年期为限)无投资回报的上市企业应清除,该破产的破产,不允许

其继续挂牌吞噬老百姓血汗钱,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４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意义

　　从总的情况看,国民收入再分配是社会产品货币价值分配上的一种表现,
实质上是使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而实现消费,即社

会再生产进入消费环节.生产的目的就是为着保障人类生存的消费需要,特
别在现阶段经济欠发达情况下,生产目的的第一要义首先应是保障人类生存

的基本需要,具体为简单再生产(含劳动力再生产)需要与适度扩大再生产需

要.对大量贫困群体基本生存需要的保障尚艰难情况下,尚不可奢谈“满足人

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满足说”令权贵强势者得意傲慢,
无助增强忧患意识,却会使贫困弱势者悲凉失望,于构建和谐社会不利,何况

这个不着边际的理想在相当长时间内也难以实现.不断的生产,不断的实现

消费和积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并由此促进人类社会

的不断延续、发展和进步.

　　５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社会产品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的把

握

　　国民收入反映社会产品中新创造的一定货币价值量,国民收入分配实质

就是一定量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因此,为促进消费顺利实现,社会产品

的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应做到匹配.货币价值分配表现为需求,实
物价值分配表现为供给.若产能过剩,使实物供给超出货币价值分配量,产品

不能实现消费,招致增产增值不增收,通货紧缩、生产萎缩,带来失业、贫困等

种种有碍社会安定发展的后果;若国民收入货币价值需求分配超出实物价值

供给量一定的度,又将招致通货膨胀,引发人心恐慌,同样影响社会安定.因

此,对社会生产的管理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处理不可掉以轻心.

　　把握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供求关系,以通过市场和必要而适度的行政干

预相结合的手段来调节其大体平衡为理想,其标志是不出现过度通货膨胀或

过度通货紧缩.但这不过是一种宏观笼统说法,为使把握具体有数,窃以为,
大体可以盈亏平衡或供求均衡原理推导以下简单均衡供求计量公式算一算:

　　国民收入货币价值表现为一国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总和,即

　　∑(V＋m)

　　社会产品实物价值表现为无数种类产品市场价值的总和,即

　　∑(各种产品供给量 Q×市场单价 A)

　　这个市场价值中含生产资料消耗转移价值C,应剔除之,以求其与国民收

入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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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论商品社会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９７　　　

　　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再分配量是前期给定的,C值额相对稳定,设物价

也是相对平稳的,为满足需求,这里只需求当期未知数实物产品供给量 Q 为

多少.

　　即:供给＝需求

　　 ∑[(各种产品供给量 Q×市场单价 A)－C]

　　＝∑ 国民收入再分配(V＋m)

　　∑Q＝∑
(V＋m)＋C

A
é

ë
êê

ù

û
úú

　　此公式用文字描述,即:社会产品实物应供给量为国民收入再分配量加生

产资料消耗转移价值额之和除以物价所得之商所决定.

　　考虑社会需求变动因素,此公式还可考虑增加一个社会需求综合变动的

正负系数,用符号i代表,则社会产品实物应供给量公式即为下式:

　　 ∑Q＝∑
(V＋m)＋C

A
(１±i)é

ë
êê

ù

û
úú

　　６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市场分配匹配的综合平衡

　　国民收入再分配以货币价值分配为主,它应与社会产品实物价值的市场

分配在供求结构上基本对应平衡,实物产品可归纳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

大部类,劳务产品可视同为无形生产资料划归生产资料部类.国民收入货币

价值分配后,无论归属哪个利益主体,无论其用于积累或消费,对两大部类产

品均有不同结构、不同用量程度的需求.

　　从财政分配看,消费部分是用于国家各级各类机关事业从业人员的生活

及其公务办事消费资料.积累部分是用于各类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工程建设、
生产及科研的生产资料(包括军需资料)购置,但其中对生产建设、科研人员的

劳酬支付是消费资料.有小部分闲余收入用于投融资.

　　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再分配也都各自有对两大部类产品与投融资的需

求.

　　信用分配主要是针对简单再生产的短期信贷和扩大再生产的中长期信贷

需求,还有消费信贷,都要有相应的两大部类产品供给匹配.

　　假定国民收入１００货币单位,经初次分配后,国家财政所得２５,企业所得

３０,劳动者所得４５,分别具体再分配如下简化表式,说明:

　　财政分配所得２５货币单位,其中用于积累的生产性投资９,非生产性投

资４,用于消费９,都各自有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再分配结余有３货

币单位用于投融资.

　　企业所得３０货币单位,其中用于积累的生产性投资１３,非生产性４,用于

消费９,都各自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有需求,再分配结余有４货币单位用于

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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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劳动者所得４５货币单位,其中用于积累５,用于消费３８,再分配结余有２
货币单位用于投融资.

　　信用分配有９货币单位,用于贷款７,分别购生产资料５和消费资料２,结
余２货币单位备提存.

　　编制综合平衡表如下:

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市场分配匹配综合平衡表

货币价值

实物价值
初次分
配收入

再分配去向
最终使用

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合计
投融资 总计

财政分配 ２５

积累
生产性 ７ ２ ９

非生产性 ３ １ ４
消费 １ ８ ９
合计 １１ １１ ２２ ３ ２５

企业分配 ３０

积累
生产性 １０ ３ １３

非生产性 ３ １ ４
消费 １ ８ ９
合计 １４ １２ ２６ ４ ３０

劳动者分配 ４５

积累 ３ ２ ５
消费 ３８ ３８
合计 ３ ４０ ４３ ２ ４５

合计 １００ ２８ ６３ ９１ ９ １００
信用分配 ９ ５ ２ ７ ２

总计 ３３ ６５ ９８ ２ １００

二、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途径

　　１再分配实现

　　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讲国民收入再分配,只单纯注意到货币价值分配,忽视

了国民收入再分配是使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而实现

消费,即社会再生产进入消费环节的这个实质.因而,现有理论只阐述了怎样

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诸如国家预算、劳务费用、价格调整、银行信贷等渠

道,①而没有阐述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途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国民收

入再分配实现”是两个不同层次含义的概念,如国家财政支付职员工资,这叫

“再分配”;若物资短缺,职员手持货币买不到商品,这叫“再分配”未实现;若职

员买到了所需商品,即货币变成了消费品,才叫“再分配实现”.再分配实现,
即消费实现(包括生产、科研、教育、娱乐等消费,奢侈消费又当另论),才能形

① 参见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第２４２~２４３页．中国经济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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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论商品社会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９９　　　

成现实生产力.如用一概念描述可为:所谓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就是使社会

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而实现消费.

　　２再分配实现途径

　　要使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涉及社会产品供求平衡、产业结构调整、随企

业效益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员工收入、生产经营中的盈亏风险责任主体确立、城
乡人口比例调节、创新科技创新消费发展市场等六个方面深层次问题.笔者

以为,这些问题就是处理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途径,应一揽子紧密协同配

合,不能孤立于某一项.基于国民收入再分配是使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配

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而实现消费的认识,在此讲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途径,
这实际也是促进社会产品消费实现的途径.

　　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途径,在突破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人为分配

而实行市场配置的情况下,是一个对国营生产经营者和民营生产经营者整合、
协调两大物质资料部类再生产的有效供给问题.要使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分

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而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与社会产品消费实现:

　　第一,要力求社会产品供求平衡.为此,在生产环节要遵循马克思阐明的

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

　　(１)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１)社会

资本简单再生产要遵循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

本相符,即I(V＋m)＝IIC的基本实现条件.２)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要遵循

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必须大于第二

部类的不变资本,即I(V＋m)＞IIC;二是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与用于积累的

那部分剩余价值之和必须大于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那部

分剩余价值之和,即II(C＋m－
m
X

)＞I(V＋
m
X

).

　　不过,这里要指出,马克思阐明的上述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前提条件是以

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为立论前提,资本家是生产经营

利益主体,m 全部归其所有,m
X

代表“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m－
m
X

即为资本家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２)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理解.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时,物质

生产经营利益主体转为劳动者集体主人们了,m 归劳动者集体主人们占有支

配了,上述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又怎样表述呢? 笔者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

下,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仍然可用I(V＋m)＝IIC的公式表

示,即第一部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者主人们所创造的价值 V＋m(其实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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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态是生产资料)要同第二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C(其产生的实物形态是消

费资料)相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的第一个前

提条件可表述为:第一部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者主人们所创造的价值 V＋
m 必须大于第二部类物质资料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仍可用I(V＋m)

＞IIC公式表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的第二

个前提条件,在于把符号
m
X

看成是劳动者主人们的自身消费.因为马克思的

商品成本学说揭示了企业利益主体(资本家)所得来源于 m,并由 m 实现多寡

决定的自负盈亏原理,实行公有制下的企业利益主体———劳动者主人们的所

得也一样应来源于 m,并由 m 实现多寡决定.(«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
期拙作«对商品成本观念的再思考»阐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应把公有制企

业支付的 V视为对企业无支配决策权的合同制劳动者的所得.这样,社会主

义公有经济制度下,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第二部类

的生产资料C与企业积累 m－
m
X

之和必须大于第一部类物质资料的全体生

产劳动者(无论是否对企业有决策支配权)自身所消费的 V＋
m
X

部分,仍可借

用公式II(C＋m－
m
X

)＞I(V＋
m
X

)表示.上述说明,两大物质资料部类按比

例的生产平衡是社会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现实看,两大部类不仅是量比的

平衡,还要其结构平衡,并力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量及其需求结构平衡,形成

有效供给.通过订货可以获取各类物资供求量与其结构方面的信息.

　　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协调两大物质资料部类的再生产供给,产能短缺

不好,产能过剩带来资源浪费更不好,应在前述均衡供求计量公式大致算出社

会产品实物应供量的基础上,遵循“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综
合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制的手段来实现,还要有盈亏责任制的制约和鞭策.

　　第二,与消费结构对应,合理确定农、轻、重与服务业发展比例,奠定社会

产品消费实现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基础.这个观点似乎有点老生常谈,
但现在再谈不是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人为供求比例,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而
是应达到一个目的———社会产品消费实现和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避免“工业

报喜,商业报优,财政虚收”旧态复归,要做到这点,笔者以为:现在早已不是解

放初期的“临战经济”时代,当时为巩固政权需要,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

击某种短缺急需物质的生产,后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实际上,国民经

济是由无数行业经济发展组成的,在和平正常生活年代,就应相应依据正常社

会(市场)需求,按比例有计划地协调各行各业循序渐进发展,避免再走类似过

去“以××为纲”一类孤立突出某一行业发展的老路.实际上,脱离社会需求

这个现实国情,一厢情愿,也难人为带动其他行业的同时自然发展.如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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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论商品社会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１０１　　

把国民经济结构笼统概括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不问国情,鼓动在经济结

构中增大服务业比重,笔者以为,甚为不妥.该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制造业依

赖廉价的劳工,创造的附加值小,在GDP中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

越落后.服务业依赖大量白领,创造的附加值大,在GDP中比重越大,经济结

构就越先进.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在 GDP中仅占１５％,服务业却占７５％;德国

制造业占 GDP的２３％,服务业占６９％;日本制造业是其 GDP的２１％,服务

业则为６８％;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太大,达到３９％,服
务业则仅占３３％.”(文汇报,２００６－９－１５,第１１版)[※附议２].此例对说明服务

特别是高级知识服务参与价值创造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有一定意义,但服务毕

竟只是社会总必要劳动中按比例的一部分,不宜以此例作范本来规划我国产

业结构调整.这在于国情不同,前提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具体说,就是我国

市场经济起步不久,不成熟,商品生产社会化不发达,从总体看,我国市场经济

处于正在发展中阶段,市场经济基础不厚实.我国时下制造业在GDP中所占

比例大,是长期计划统制经济“大锅饭”体制下,有国家支撑依托,企业不承担

经营风险责任,导致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又无非公经济发展,使得一些高

知服务业不能分化独立出来形成生产社会化,都加入到了制造业成本中所然.
基于此,笔者以为,要提高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根本之途还在于促进

市场经济发展,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促进商品生产社会化发展,三者相辅相成,
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发展成熟过程,不能性急.

　　再要看到,就依国民经济结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分类总体而言,制造业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奠基性产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无制造业或其薄弱,就
没有服务对象、服务手段或其量不多,就谈不上服务业发展.如物业产业不发

达,运输业就难发展起来.更要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独
立自主发展的大国,没有制造业或其薄弱,整体经济发展就要受制于人,就无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知识与物质的基础,就难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特

别是依现实资源局限和城乡劳力富余状况,就业严重受制约,制造业能容纳较

多廉价劳工,有助缓解就业压力.

　　第三,树立剩余价值创造观,激发劳动创造积极性,力促公有企业实现正

常生产经营效益,使员工收入随企业效益的不断增长而相应不断提高,为国民

收入再分配实现和社会产品消费实现奠定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用“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夺取政权

后,不应视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专利”而避开科学的剩余价值论,在建立公有

企业中应继续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因为抽去“剥削”罩衣,剩余价值论同时也

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须知,社会发展是需要

剩余价值积累的,关键在剩余价值谁创造,怎样创造,为谁占有和使用.问题

在社、资两种社会制度对剩余价值谋取的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的雇主对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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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一般是实行不等价交换的资本占有强权分配制,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
资本所有权人抛开对等劳动交换市场法则,强权占有依附性弱势,雇佣工人创

造的绝对剩余价值,多劳不能多得,少劳却要少得;后期科学技术发展了,是采

取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效率方式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公有

企业员工不是劳动力商品,是企业主人,其公有剩余价值的形成是劳动者主人

们自己创造,又同时为着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自我制约、自我积累的结果.

　　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剩余”呢? 相对公有企业利益主体———劳

动者集体主人而言,抽象讲,一样如恩格斯所言是其“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

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具体讲就是其生产经营收入扣除其所费的生产资料消

耗、外购劳务和补偿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需求消费,以及完税后形成的那

个差额———净利润———企业公有剩余价值.

　　在此有必要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了,于是,
有学者认为“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已基本不适用.”①.笔

者以为,只要我们仍处商品社会,无论经济怎样发达,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决

定原理就不会过时,只不过是不同经济发展时代,其“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内
容及标准不一样罢了.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标准是让劳动者能够“填饱肚

皮”,那么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这个标准就应提高到能基本保障劳动者“智力

的发展和再生产”的必要需求,上述所言,公有企业补偿劳动者主人们“自身劳

动力再生产的必要需求消费”部分实质也是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这个“必要

的生活资料价值”框定,就产生不了“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国
家征缴不到企业利税,一国“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就无从

谈起.总之,剩余价值形成前提———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

的原理依然适用,必须坚持.

　　还有必要指出,树立剩余价值创造观,应同时树立“节约劳动”观.“节约

劳动”概念已在拙作«评商品社会下的利息观»(«铜陵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
期)阐述,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节约劳动对剩余价值创造及其积累形成具有不

可忽视的作用.特别从宏观看,“节约劳动”利环保,利资源有效利用[※附议１],
利生产经营,利国,利家,对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第四,确立剩余价值创造观,就应用商办方式深化国企改革,在剥离历史

遗留的政策性负担(含冗员)和非生产性资产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险的前提下,
通过企业对国资租赁或负债经营或结合职员参股的股份经营形式,确立利润

为公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使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者主人们的所得

由 m 实现多寡决定,从而成为具有税后剩余收益索取权而真正承担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风险责任的企业利益主体(前提是要选拔深孚众望的懂生产经营

① 见«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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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论商品社会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１０３　　

的能干者领导当家),进而依物权法明晰相对企业劳动者主人集体对税后剩余

收益日益积累形成的应归其所有的产权[※附议３],在培育员工对企业存归属感

的基础上,促使企业在内在动力激励和外在市场竞争及国家以经济手段调控

的压力制约下,真正以主人翁姿态“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而自觉(用不着

号召)在生产经营各环节力促人力物力财力消耗的节约、降低及其使用效率的

提高,力促产品一定质的保障及其量、价与结构上的有效供求平衡和正常生产

经营效益的实现(要无虚盈实亏).这是对一个自立于社会谋生存的生产经营

者的基本要求,同时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每一个企业做到这个基本要求,是逐

步实现我国经济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从速度型发展到效率效益型发展,切实转

变的根本之途和措施,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和社会产品消费实现的

基本保障,是传统上讲的“四大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需

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现的微观基础,也是币值平稳

及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总之,意义十分深远.

　　第五,促进城镇化进程,调节城乡人口比例,提高非农谋业人员比例.这

在于:逐步提高非农谋业人口比例,是提高务农收入,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实

现和社会产品消费实现的途径之一.据资料,我国农户人口９亿,到２００３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达４０．５％,而２０００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已达４８％左右.
鉴于此现实,为促进“三农”问题解决,早有学者提出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
市场化找出路.此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就经历基本相符,有一定道理.务

农人口多,非农人口少,加之多数农产品种类雷同,难以变现,增产增值不增

收,既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从而又影

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智慧在有限土地上的充分发挥作用.农产品难以变现,农
民收入有限,又使城市工业品不能流往乡村这个广阔市场实现消费,由此又抑

制城市居民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拓展及其经济的发展.因此,促进乡村

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以此逐步提高非农人口比例,既是增加农民

就业,实现农产品销售以脱贫致富的出路,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和社会产

品消费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然,也应看到:(１)就我国广大农村现状而言,由务农向非农转移将是个

漫长的自然渐进过程.因为大多数务农人员转非农就业的条件如谋业手段、
素质不具备,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化程度尚有很大距离.(２)综观世界经济发达

国家城市,无论生产型城市或消费型城市,其兴起和形成都是基于商品经济及

其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之结果,而这正是我们有巨大差距的.美国务农人口

不到其总人口的４％,除其天时、地利之外,主要是由于其商品经济及生产社

会化的高度发达所然[※附议４].(３)商品经济及生产社会化的日益发达,会促使

城乡差别逐步消失(这应是我们谋求的主要目标).这说明,“城市化”的标志

并不在人口居住的集中化,其核心点在“非农”谋业,即能脱离田土谋业一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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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农人口比例的增长.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非农人员为了生

活、就业、就学的便利及养家成本的节约,会逐步自然趋向定居集中而形成城

乡一体式的城市化.笔者认为,这将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４)即使要

形成一定人口规模的城市,也应是让其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自然渐进

形成,使居民定居集中与就业岗位创造及社会保障措施的完善并行不悖.一

句话,在城市发展上不能违背规律,人为搞“大跃进”而形成“造城运动”,要未

雨绸缪,想到后顾之忧.若不然,给“农转非”者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灾难,也使

政府工作被动,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５)基于以上认识和我国人多地少国情及

农民生活传统,要采取得力措施果断遏制时下一些城市及乡镇借“城市化”为名

盲目圈地扩张(发土地财、吃后代和谋“政绩”的权欲动机),掠夺资源之恶行.

　　第六,放手民众不断创新科技,创新消费,发展市场,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

实现和社会产品消费实现.可从以下方面深入认识:

　　(１)科技发展从民众生产实践中自然形成.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一五建议»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提法是就国家整体经济

发展上以免受制于人而言.但就一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形成而言,新技术

新产品自古就是民众在生产实践中自主创新操办出来的,如我国古代四大发

明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即是.综观现今世界发达国家发展历程,大致都走

过一条任由民众创新科技、创新消费、发展市场、调节分配以富民安邦强国的

漫长路程,从实际看,这也是执政者应遵循的一条富民安邦强国的执政规律.
这在于,民众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出于生存所迫和一定利益驱动,促其不断自

觉发明新的生产手段谋发展.再则,也只有创新科技才能创新产业,并由此推

动生产社会化,拓展就业,增加民众收入,增加社会购买力;新科技又同时创新

了消费需求内容;增加了社会购买力,有了新的消费需求,又使市场得到发展.

　　(２)明晰科技发展政策,放手民众操办“自主创新”.基于上述,“自主创

新”也有一个是国家操办还是民众操办的问题.过去搞计划统制经济,实行公

有制的国有化,一切科技资源国家垄断,所有重大军品、民品生产国家垄断,科
技资源分配不公,缺乏利益激励机制,加之众所周知的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带

来的伤害等种种原因,抑制着民众创新智慧的发挥.当然,也要考虑到,科技

创新与实物生产是一个利益链条,基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国情、国家安全及国民

经济命脉把握的考虑,现行国家政策也不容许涉及国家安全的大型尖端工业

品(如各种陆、海、空运载工具)让民众自主创新研制投产,搞私有化(国民可以

理解这一点).坚信,随着科技与人才管理体制、经济体制、分配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民众的自主创新热情定会焕发出来.但现在应明确一个粗线条原则,
国家操办的“自主创新”宜囿于涉及国家安全与居民安全一类的科技产品,除
此之外,均可放手让民众去操办“自主创新”,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在此范围内对

民众操办的“自主创新”开绿灯.须知,民众把新兴产业发展了起来,也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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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权机关的利益———税收.何况,还能增加就业,有利社会安定.

　　(３)科技创新要贴近老百姓平常切身需求.科技有国家用于发展尖端科

学之用的属于国家才能消费并消费得起的高、精、尖科技,如宇航器具、尖端军

火之类.笔者在此着重指的是创新以不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民用消费品,
从而促进“低代价经济增长”,并能为社会提供就业,为国家提供剩余积累的民

用科技.正是千千万万民用小商品支撑起庞大的就业群体,其创造的剩余价

值积累构成一国强大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并由此而导致富民安邦.因此,科技

发展要注意不同层次,一般着眼点要从贴近老百姓平常生产生活切身需求的

商品做起,这没有什么制度属性,一国无论谁执政,只要其善于引导民众这么

去做,就会带来士农工商各业兴旺,民间经济根基牢固,其社会就不会“一天天

烂下去”.所以,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硬道理!”

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辩证关系

　　从初次分配对再分配的关系看:(１)在初次分配前的生产经营中,确保产

品一定质及其量和结构上的供求平衡与应有效益的正常实现,给社会产品的

货币价值分配与实物价值分配匹配打下基础,而成为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与

社会产品消费实现的基本保障.(２)初次分配目标的实现是再分配目标达到

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初次分配于“国家的”所得目标的达到,更成为维护国家

机器正常运转消费需要的基本保障.(３)初次分配讲效率,有利于调动生产经

营者的劳动积极性,促其创造更多国民收入,而分别增加归属国家、生产经营

者和劳动者个人三个层次的利益主体所得再分配量,有助富民安邦.

　　从再分配对初次分配的关系看,国民收入再分配顺利实现,意味着社会产

品消费也同时顺利实现,由此而导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加之再分配讲公平,
就给生产经营者营造出一个安定有序的从业环境,反过来促使社会再生产顺

利循环,而实现下一个初次分配目标.

　　※ 附议１:根据目前全世界的资源形势,最近来自９５个国家的１３６０名科

学家联合发布一份报告:全世界２/３的自然资源已被破坏消耗.这个严峻信

号提醒我们,节约不仅是为了省钱,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的消耗,以
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也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明天.①

　　※ 附议２: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位学者所言美国的服务业占比高于制造业.
据报道,美国渣打银行经济学家大卫西门斯说:“制造业仍是美国经济复苏

的重要推手.”美国在２０１０年实现出口２１％的增长,达到１．２８９万亿美元,是

① 安徽老年报,２０１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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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自１９８８年来最大的增长.而其中超过８５％的出口货物为制成品,总额达到

１０９８万亿美元.从制成品的美元价值上来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

业国家.据密歇根大学的经济金融师马克佩里调查,自２００４年开始的每

年,美国的制造产品超过２万亿美元(２００５年定制美元),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产出的２倍.美国制造业生产了全球２２％的制成品,日本占１３％.①

　　※ 附议３:无产阶级政党用“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

当家作主后,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应认识到,从整个

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看,其掌控的国家仍处商品社会,就是称“社会主义”,如邓

小平所说,也还是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不可逾越,因而,其执政者同样应遵

循客观经济规律,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用商办方式发展国有经济,激励劳动

者努力创造剩余价值积累,以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

续发展的基础”,这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富民安邦意义深远.因此,确立

利润为公有企业生产发展的直接目的,使各个具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劳动

者主人集体所得,由 m 实现多寡决定而承担其所属务业谋生的企业的盈亏风

险责任理所当然.如此,才能使“主人翁”们从根本上甩掉躺在国家身上吃社

会主义的惰性,使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起作用,不致使无产阶级政

党领导下的国家走进危机四伏的死胡同而解体,而是永葆发展青春.

　　※ 附议４:商品经济及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另一面,是同时衍生市场生

存竞争压力,有助人口节制,这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

现实所证明.

ResearchontheRedistributionofNationalIncome

ZengZhili

　　Abstract　ThepaperfirstsummarizedtheconceptandmeaningofnaＧ
tionalincomedistribution,andthenanalyzedthemethodtoconducethereＧ
distributionanddiscussedtherelationbetweennationalincomefirsttime
distributionandredistribu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socialgoodssupply
anddemandbalance,consumptionstructure,urbanizationdevelopment,techＧ
nology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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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庆日报,２０１１－５－１３;文摘周刊,２０１１－５－１６,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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