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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国有经济,制止两极分化

刘国光

　　内容提要　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一跃升至世界第二,但随之而来的却

是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

为私,财富积累集中于少数私人是导致巨大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根本在于壮大国有经济,这样才能保

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关键词　国有经济　贫富差距　所有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１２

　　作者简介:刘国光(１９２３－),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教授.

　　３０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
由于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才形成的.要改

变当前的现状,必须重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只有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才能

制止两极分化.

一、我国收入分配中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２０１０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人均 GDP不到日本的１/１０,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

计,２０１０年列世界第９５位,所以说我国经济总量虽很大,但总体发展水平还

相当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非常大.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

化现象相当严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过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群迅

速积累财富,富裕程度堪比世界富豪.据估计,２００９年我国百万美元以上的

富豪人数已达６７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１０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

国,名列全球第二.但是大部分国民确实不够富,甚至很穷.所以,一方面内

需不足,消费率低;另一方面奢侈品市场热销,居世界第二.一方面“朱门酒肉

臭”,另一方面在菜市场、超市旁边可以见到拣拾菜帮子过日子的群众,媒体和

网络上也有在城镇桥洞、农村陋屋发现饿死人和冻死人现象的报道.反映贫

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０２５,１９９２年突破了０４的国际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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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世界银行估计,２００９年已达０４７.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

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０５,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

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５％的人口掌握了６０％的财富,而中国则是

１％的家庭掌握了全国４１４％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

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二、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收入分配中贫富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谈

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
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这些都有道理,也必

须一一应对.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

资本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问题了.按照马克思

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

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３０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

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

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伊始,还是比较清一色的公有

制经济.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政策取向的执行,以私有制为

主的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超过公有制经济,从而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局面.这是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但这种私有经济超前发展的势

头一直延续下去,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公降私升,在分配关系上按劳分配的比重

就要缩小,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资本财富)的比重就要增加.有人分析,我国

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已经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要素(资本)分配为主.我们从

资本积累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可以知道,这一分配方式所带来的

后果,就是随着私人产权的相对扩大,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会相对扩大,劳动的

收入份额则相对缩小,从而扩大贫富收入差距.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与资本

份额变化的统计,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第二个阶段是从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第三

个阶段是从２００１至现在.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由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以公有制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

经济)比重逐渐下降,非公有制(特别是私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迅速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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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壮大国有经济,制止两极分化 １７　　　

会开始的,从体制外改革到体制内改革,从局部推进到整体转变.１９７８年我

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单一公有制,几乎是一统天下的局面.１９８１年７月,中共

中央发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文件指出:“私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

一种补充形式,对于实现资金、技术、劳力的结合,尽快形成社会生产力,对于

多方面提供就业机会,对于促进经营人才的成长都是有利的”.这标志着党对

私营经济的作用充分肯定.１９８７年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把它载入宪法,确定了私营经济合法地位.这样,我国私营经济得到迅猛地

发展.到这一年底,我国已有１０００万家个体企业和２０万家私营企业,雇佣工

人总计２４８０万人.１９９１年工业企业数为８０７９６万家,其中国有企业１０４７
万,集体企业１５７７２万,个体６３８６７万;工业总产值２６６２５亿元,其中国有

１４９５５亿元,集体８７８３亿元,城乡个体工业１２８７亿元,它们的占比分别为

５６１７％、３２９９％、４８３％.这一阶段,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
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８９１６％.

　　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公有制经济比重大

幅下降,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同志在

视察南方时指出:“三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

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样“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和引

进外资,出现了一个新高潮.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在所有制

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和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实行多

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党的

十五大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９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改革力度进一步加

强,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进行制度

创新和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导致了非

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绝对主导地位的丧失.以工业

领域为例,１９９２ 年工业企业数为 ８６１２１ 万 元,其 中 国 有 １０３３ 万,集 体

１６４０６万,个体６８５４０万;工业总产值３４５９９亿元,其中国有１７８２４亿元,集
体１２１３５亿元,城乡个体工业 ２００６ 亿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 ５１．５２％、

３５０７％、５８０％.２０００年工业总产值为８５６７３６６亿元,其中国有２０１５６２９
亿元,集体１１９０７９２亿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２３５３％、１３９０％,两者加起

来占比为３７４３％.而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占比达到了６２５７％.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一时期,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比重不断

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完成和国有经济战略布

局的调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滑,这一比重已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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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国有经济的比重相近.２００１年工业总产值为９５４４８９８亿

元,其中国有企业工业产值１７２２９１９亿元、集体企业工业产值１００５２４９亿

元,分别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为 １８０５％、１０５３％,两 者 加 起 来 占 比 为

２８５８％.此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比逐年下降,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国有和集体工业产值之和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２４２７％、

１９６４％、１５００％.２００９年工业总产值为５４８３１１４亿元,其中国有４５６４８０２
亿元、集体９５８７２９亿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８３３％、１７５％,两者

加起来占比仅为１００８％.目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国有经济进一步下

滑.国有经济没有一定规模,是很难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对国

民经济的控制力.

三、解决两极分化必须靠壮大国有经济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着手解决“两极分化”这个问题呢? 邓小平在１９８７年

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就是要解决两极分化、地区差距的问题.他讲到: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

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

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应该讲,现在已经到了邓小

平所讲的“第二个大局”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富人帮助穷人,沿海帮助内地,实
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邓小平设想,在２０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

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地区差距这个问题.到这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

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

区又大多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

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②

　　如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一问题呢? 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

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

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

做了,而且要加大力度.但是,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

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

从所有制结构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

着手,扭转生产数据所有制“公”降“私”升和“国”退“民”进的趋势,阻止化公为

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所有制发展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

①
②

邓小平文选[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４６．
同上书,２７７、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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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壮大国有经济,制止两极分化 １９　　　

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毫不动

摇”;要延缓“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
邓小平同志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

化”.① 又说,“基本生产数据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
“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②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非劳动要素(主要是资本)参加分配,但这一切都要

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那种让私人资本向高利行业渗透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那种盲目地鼓励增加“财产性收

入”之类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应该调整.只

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

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

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不会产生

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这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

权的发展,容许非劳动要素(主要是资本)参加分配,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为

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也应该扭转按

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的趋势.那种让私人资本向高利行业渗透(关系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那种盲目地、有违背社情地鼓励增加“财
产性收入”之类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应该调

整.只要保持这两个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

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社会

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

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

体、按劳分配为主的“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发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容易,实现社会公平

克服两极分化反而非常困难? 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集中精力进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事业以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效率优先做大 GDP
规模上面,而把社会公平和分配好社会产品的问题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以
至于一些同志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基本常识也模

糊淡忘了.比如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个、私经济是应该允许发展的,但
不能忘了列宁指出的小生产时刻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规律;比如说,私人资本

是应该允许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积累必然引起两极分

化的规律;又比如说,私营企业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应当承认的,但不

①
②

邓小平文选[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４９.
同上书,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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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能忘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这一本性迫使

他们不断为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奋斗,推动社会走向两极分化.“两极分化

自然产生”,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至理名言.但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却竭力回避

“两极分化”的字眼.党内一部分有影响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ABC,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政策的时候,对于私人资本经济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励其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积极方面,而不注意节制和限制其剥削和导致两极分化后果的消极方面,
即与社会主义本质不兼容的东西.先富带后富和共同富裕长期难以实现,贫
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当前,关于“国富”与“民富”的争论很热烈,但我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

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不

是什么“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

或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的政策

转向,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

　　应当指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两极分化趋势,不能单纯靠国家财政调节

手段.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甚多,如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
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必须一一应对.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

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３０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

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
“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只有不断

壮大国有经济,才能制止两极分化.

StrengtheningtheStateEconomy
andStoppingthePolarization

LiuGuoguang

　　Abstract　After３０years’development,TotaleconomicoutputofChiＧ
najumpeduptothesecondintheworld,butitisfollowedbythehugegap
betweenrichandpoor．Therootcauseisthe“publicdroppingandprivate
rising”,the“public”into“private”and“hugepropertyinlesspeople”ofthe
ownershipstructureandpropertyrelations．Therefore,thereforming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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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壮大国有经济,制止两极分化 ２１　　　

incomedistributionsystemandthereversingofthewideningbetweenrich
andpoorshouldbefocusedonstrengtheningthestateownedeconomy．
Thus,wecanensuretheimplementofthe“twooriented”principlewhichis
publicownershipisdominantanddistributionaccordingto workbased
“twooriented”．
　　Keywords　Stateownedeconomy　Wealthgapbetweenrichandpoor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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