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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研究了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间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一世界性难题,通过对大量

历史数据的分析,继马克思之后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真理”,并指出财

富的高度集中和收入的不平等会造成诸多后果。本文基于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

学派理论对皮凯蒂采用资本/收入比的分析方法以及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的观

点进行了比较批判,最后得出了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 《21世纪资本论》 收入不平等 分享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14.4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最早以法文形式在

2013年9月出版,英文版随即于2014年3月上市。该书英文版发行之后,迅
速引发了众多学者和媒体的关注。2014年9月中文版的问世,在我国更是引

起了对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本文的任务

是在对《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一方面分

析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基于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理论对其

进行比较批判,揭示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最终得出对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

问题的启示。

一、皮凯蒂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

  (一)把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作为研究的基础

  皮凯蒂用历史和统计的方法对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将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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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跨空间的数据整理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数据库WTID(并且仍在对之进行

扩充和完善),这个数据库为皮凯蒂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根据 WTID数据

库,皮凯蒂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用所得税申报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用地产税申报表、财产继承和储蓄来研究财富不平等的变化,其中还详细研究

了财产继承和储蓄在财富构成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以及财富不平等的动态

过程。这样就规避了以前靠抽样调查来获取数据的弊端:抽样方法明显会低

估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其中有瞒报的原因,也有选取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的原

因。其中,将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用资本/收入比研究

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依据一些估算值研究较早的历史时期的有关

经济现象。然而,皮凯蒂把财富和资本不作区分:“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

权、可在市场上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托马斯·皮凯蒂,2014:46),在量

上定义为若干年的国民收入。比如,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总额等于8年的国

民收入,则资本/收入比即为8,他认为这样跨年度的数据便可比较。
  (二)用分配表测量不平等的程度

  皮凯蒂放弃了比较常用的评估不平等的综合指标———基尼系数,参照马

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劳动的两分法,用分配表来分析不平等的程度。分配

表把人群分为三个层级:收入最底层的50%、中间的40%和最上层的10%
(10%又分为最上层的1%和其后的9%)。劳动收入的分配表与资本占有的

分配表分别显示了各个层级的劳动收入和财富在总劳动收入和总财富中的比

重。一方面揭示了金字塔各自最顶端的10%和1%的人群分别占据了总劳动

收入和总财富中绝大部分比重,另一方面用数据验证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
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因此相比之下,基尼系

数不仅不能反映出层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把劳动不平等和资本不平等混淆

起来;而分配表不仅清楚地表明了各个层级的劳动收入和财富水平,而且能表

明增长的成果有多大比例被最上层级获得。总之,皮凯蒂所采用的分配表能

让我们更具体、更直观地了解社会不平等。
  (三)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和分化的根本原因、解决措施

  皮凯蒂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并对美国1910~
2010年间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以及1870~
2010年间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的资本/收入比变化趋势进

行了研究,发现整体上均呈U型态势,这表明了不平等程度在扩大。皮凯蒂

用历史估算和推断的方法,绘制了从古代到21世纪的全球资本收益率和产出

增长率的演变比较图,得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是造成分化的根本力

量的结论,且认为其远远大于趋同的力量,即知识的扩散和对技能的投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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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在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①的条件

下结合两个定律对不平等的程度必然会加大进行了分析。皮凯蒂将资本/收

入比率用符号β表示,资本主义第一定律是:α=r×β,其中,α代表资本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例,r代表资本收益率。资本主义第二定律是:β=s/g,其中,
s代表储蓄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在r>g的前提下,结合这两个定律分析:
当经济增长率g下降甚至趋于0时,β

 

趋近无穷大,此时无论r多么小②,α都

将增大,即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大,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于是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疲软时资本回报率高,这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更加严

重的不平等。皮凯蒂认为,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大幅度的累进税收体系,无
论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还是保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都是意义重大的。

二、撼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真理”
 

  (一)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不能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

  “完美”的资本市场能够让每单位资本投到最富有成效的地方,在经济允

许的情况下获得最多的边际产出,就像很多经济学模型所假设的:资本收益不

受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者的财富的大小,资本收益都是相同的

(托马斯·皮凯蒂,2014:443)。事实并非如此,初始资本规模不同会直接导致

资本收益率的显著不同。皮凯蒂认为,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

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托马斯·皮凯蒂,2014:444)。一个原因是资产规模

大的人更能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者财务顾问,如果这些理财中介是能干的

(通常情况下是成立的),他们能比普通人找到更好的投资选择,在资产管理中

将会出现“规模效应”;另一个原因是资产丰厚的人更愿意为高收益承担风险。
于是持有资本数量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收益率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最

富阶层只要不断把收益用于投资,或者只消费很小的比例,累积收益定律③不

仅会自动引起原始资本数额的巨幅增长,而且持有财富的数量将与他们财富

的增长速度正相关,最富阶层的资产的增速也将远远高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增

速,这样的机制将会自动拉大贫富差距。
  同时,政府干预下的权利和机会平等也不能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皮凯

①

②

③

皮凯蒂在理论解释中指出r>g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并非逻辑上的必然。他在文中指出
在20世纪出现了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资本纯收益率(税后及扣掉损失后)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现象,这是
因为战争的破坏、1914—1945年实施累进税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辉煌30年”的卓越增长,并推测
在21世纪r>g仍然会成立。

在这里,皮凯蒂指出资本有多种用途,而且在长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所以人
们积累巨额财富的收益率r不会下降到0。

例如,根据累计增长定律,每年1%的增长率将使样本总数在30年后达到原来的1.35倍,在
100年后达到3倍;如果是每年2%的增长率将使样本总数在30年后达到原来的1.81倍,在100年后
达到7.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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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以法国为例进行了论证:法国大革命期间制定了平均主义、反独裁主义、自
由主义的法律,如民法典;也废除了一切特权的继承,可谓“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但皮凯蒂对数据研究得出的趋势表明,法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那么这就表明即使法律平等,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平等。
  (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导致全球化的趋同

  皮凯蒂不仅研究了一国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对国与国之间收入

和财富的差异也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一定能促

使国家富裕。虽然在理论上,发达国家把多余的资本投向落后国家,不仅发达

国家能够获取更好的收益,同时落后国家能够增加产出,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这也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基于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和资本边际产出

均等化的机制会促使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趋同,最终通过市场力量和竞争

缩小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2014:70)。皮凯蒂指出该理论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均等化机制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至多保证全球人均产出趋同,虽然这些

假定很难成立,比如假定跨国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各国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技术

水平完全一致等;二是全球人均产出的趋同并不代表全球人均收入的趋同。
因为富国一直拥有投资并且可能增长至相当高的比例,穷国必须持续不断地

把资本收益支付给富国,这将不断拉大贫富差距。皮凯蒂进而认为,“落后国

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

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托马斯·皮凯蒂,2014:71)。历史也证明,发展水平

日益接近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并不是主要受益于外商投资,而是依靠自己持

续投入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
  (三)财富不仅仅是预防性储蓄

  按照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理性的消费者总是期望自己的一生能

够比较安定地生活,使一生的收入与消费相等,财富积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支

付退休后的生活。就像他著名的“莫迪利安尼三角”表明的:财富最初是随着

年纪的增长而增加,由于人们需要积累储蓄应对退休后的生活,去世前必将花

掉大部分储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财富的不平等只不过是劳动力收入不平等

的延续,然而这无法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现实,就像皮凯蒂在书中指出的:巨
额的财富集中在最富有的阶层,并在代际之间传承。其真相只能是:为退休养

老储蓄只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让家族财富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资
本主义又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皮凯蒂指出富人的收入大部

分来自财富或者继承的财富,只要财富超过了相应的界限,就会不断自我复制

并开始加速积累。即使有些企业家在年轻时很有智慧,自己创业,创造了巨额

财富;而在年龄大时思维迟钝,可是他的财富还在增长,那么在年老时就成为

食利者,其子孙后代也会继承财富,不可避免地也将成为食利者。这些资本一

旦形成,在不平等规律r>g的作用下,过去累积的财富将比目前的收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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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会加剧资本/收入比的结构性扩大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财富占有的不

平等和资本收益的不平等的共同存在,使个人很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

个人受教育及努力奋斗改变自己所在的财富占有阶层。
  (四)长期中收入不平等程度并非呈倒U形轨迹

  库兹涅茨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即在资本

主义早期不平等程度会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后又会下降。而资本主义国家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似乎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库

兹涅茨也因论证这种现象的库茨涅兹曲线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
皮凯蒂认为,这是一种短期的巧合,这并不代表随着经济体的成熟贫富差距会

自动呈现缩小趋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能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20
世纪贫富差距的缩小大部分源于战争对物质财富的破坏以及“大萧条”导致的

资本亏损和企业破产,当然也有工会运动和科技进步的因素。他从对300多

年数据的研究中,发现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资

本所有者的财富增长速度永远高于没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结果是二

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长期中收入不平等程度并非呈倒U形轨迹,而是

呈现U形轨迹。
  总之,以资本的累积收益定律为基础,皮凯蒂指出资本的自由流动、机会

和权利的平等都不能带来一些经济学家所向往的财富分配的平等,财富的积

累和继承使不平等的程度在长期中呈现U形的趋势。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更是从根源上揭示了“不平等”的秘密:在生产资料资本主

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是由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

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结果。表面上看,工人通过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获

得了工资,资本家依靠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获得了利润,即各主体都取得了

合法的收入,但生产资料虽然是创造价值的客观条件,其本身的价值只是转移

到新产品中去,剩余价值却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无偿占有是合法而不合理的。
这是由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与皮凯蒂的累积收益定律相对

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在一极是财富

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

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2004:744)。所

以,皮凯蒂对大数据的研究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一般规律。

三、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及收入不平等的后果

  (一)财富集中将动摇民主的根基

  皮凯蒂推算21世纪的资本回报率在4%左右,由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在发达国家放缓(而中国和印度在赶上发达国家后将呈现同一趋势),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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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叶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将下降到1.5%,r>g的程度大致恢复到19世纪,
继承财富将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我们正在倒退至“承袭制资本主

义”的年代,“拼爹资本主义”将重现。
  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而且还由承袭的财富决

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而民主社会的根基是

崇尚奋斗的价值观,或者说是要通过奋斗实现自我价值,财富占有的差别是由

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由遗产和租金决定的。全体公民追求享有平等权利的民

主价值观与实际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将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加剧和状

态的持续将引起人们对民主本质的怀疑,进而会威胁到民主的根基。
  (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除了对所谓的民主造成威胁外,还会造成很多恶劣的

后果:比如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皮凯蒂考察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30年

(1977~200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了增长总额

的3/4,对于底部的90%的人群来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即1980年

以来,美国大约有15%的国民收入从最穷的90%转向了最富有的10%。这

样,中下阶层的购买力有可能出现停滞,这必然增加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受利益驱使的信贷机构为了赚取丰厚的利息收入而提供日益增长

的授信额度,这就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三)收入不平等扩大导致受教育的不平等

  最富有的人集聚了巨额的财富,就会使为子孙后代在教育上投资更多成

为可能———这不仅是物质资本上的增多,还有父母有更多时间的陪伴和耐心

教导等精神方面的投入,从小接受教育的不公平的机制本身就更有利于富人

的子女跻身名校,加上世界著名的私立大学有的收取昂贵的学费,有的录取与

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对学校的捐赠能力,即“拼爹游戏”,其结果就会使穷

人和富人所受的教育更加悬殊。不可否认,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方式,那么接受更好的教育则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其结果

将产生“马太效应”。
  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后果不能一一穷尽。要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进而减少其

带来的危害,需要国家的回归。像20世纪发达国家那样构建“社会国家”为代

表的现代化财富分配机制,至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领域通过公共服务实现社

会公平。然而,为了避免国家只是履行过去的“王权”职责,必须对国民收入征

收充分的税收。并且,皮凯蒂提出民主政治要想重获21世纪全球化金融资本

主义的支配权,全球累进资本税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尽管皮凯蒂本人也认为这

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2015年第4期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及对中国的启示 27   

四、基于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理论的比较与批判

  (一)“资本”等概念的理解不同导致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分析的差异

  皮凯蒂在书中提出“国家资本”和“全球资本”两个概念,并认为“全球资

本”是各个“国家资本”之和。但是从马克思角度来看,两种“资本”实质不同,
所包含的内容并不一致,不能简单地加总。从经济统计角度来看,比如已上市

的实体公司及其市场价值的估算等难以从国家和全球两个方向进行统计;从
经济关系角度来看,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内部经济关系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

系完全不同,直接用国家资本之和衡量全球资本无法反映马克思和新马派“资
本”的实质含义。
  皮凯蒂对一些基本概念理解有别于马克思和新马派思想,所以其分析的

理论和方法都与马克思和新马派有所不同,但是都反映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

不平等不断扩大的事实。
  (二)资本/收入比忽视经济关系难以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本质

  皮凯蒂运用的资本/收入比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比率指标,缺乏坚实的理

论基础。以这种国民经济核算的方式分析资本情况,忽视了社会关系等对经济

变量的决定性影响。皮凯蒂用资本主义内部的统计方式、经济变量来分析收入

分配,而这些统计方式以及经济变量设定都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无法反

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透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
  由于世界体系具有明显的等级性,高层组织能够通过操纵和利用劳动,对
资本主义分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目的是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这
样就很难用简单的内部数据反映长期历史的收入分配情况,尤其不能够充分

地描述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状况。
  (三)解决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入手

  皮凯蒂提出21世纪福利国家的构建,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将富人的财富以

税收的形式转移给穷人。而这些政策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制定出来

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一旦劳资矛盾缓解,政策就会马上改变。
这种“用政府公权力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系自然产生的财富分配结果进行

再平衡”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以也无法改变不平等问题,最终

还是会出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收入分配不平等成为广受人们关注的主要矛

盾。而随着社会发展复杂程度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即将进入一个

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该阶段将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一旦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人们的福利都将得到改善,就会不那么关注一直都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

象,那时就成为次要矛盾。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收入分配不平等将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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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28   海派经济学 第13卷第4期

在,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打破它。
  总之,资本主义不平等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它是生产方式、分配方

式以及所有权方式的不平等。皮凯蒂运用忽略社会关系的统计数据以时间序

列方法分析全球不平等现象,反映了其经济分析的表面化,这种分析方法忽略

了不同制度下社会关系对不平等现象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中

的社会关系所导致的不平等,其提出的方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收

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但皮凯蒂的研究不失为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
其丰富的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材料以及思想都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

五、对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启示

  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皮凯蒂对中国着墨不多。虽然书中关于财富

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关于发达国家的,但是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及改变

收入不平等的状态,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把“蛋糕”做大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平等的最终目标

  皮凯蒂指出:虽然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新兴经济

体正在追赶发达国家,似乎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趋势,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追赶

过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贫穷国家的投资所带来的。相反,历史经验表明当

贫穷国家能够靠自身开展投资时,发展成果会更好。所以,对我们国家来说,
在这个既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时代,程恩富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学

者指出:“要摒弃依赖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程恩富,丁晓钦,
2003),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优势,立足本国,学习发达国家而不依附于发达国

家,自强自立,从根本上把“蛋糕”做大,不仅要实现“平等”、“公平”,而且要实

现“富裕”,不能停留在贫穷的基础上讲收入分配的平等———我们社会主义国

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制度———收入平等的基础

  皮凯蒂经过分析得出结论:拥有的初始资本的规模不同会直接导致资本

收益率的显著不同,所以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并不能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而

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本质上是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

面”(马克思,2004:994),分配依赖于生产关系,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约,因
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底线,重塑国有

经济的质量和数量优势,坚决抵制“国退民进”、“公退私进”。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作用”,以国有资本

的利润反哺于民,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刘国光,2013)。
 

  (三)继续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收入平等的有效调节

  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其原因不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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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自发作用,而是来自战争等外在的政治因素和对房租的管制、国有化等国

家政府的干预。这与“完美”的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自动达到最

优并不一致。无独有偶,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发展成“大萧条”,应主要归

功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一方面阻止了金融体系的

崩溃,另一方面创造了必要的流动性,从而避免了金融机构的破产。而我国坚

决实施的资本账户管制,更是成功地抵制了国外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热
钱”的侵袭,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总有一些学者认为中

国政府干预太多,让政府尽可能地退出市场经济才是明智之举,且根据科斯定

理,只要私有产权明晰,市场配置资源时就是有效率的。皮凯蒂对那些发达国

家的贫富差距的数据分析结果无异于给这些论调带来了沉重打击。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这就强调既要有一个强的市场,又要有一个强的政府(刘国光,2014)。刘

国光指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存在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

和滞后性,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更有效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

的宏观调控作用(刘国光,2014)。在分配领域,使以政府为主导的再次分配和

市场为主导的初次分配有机结合,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政策对收入

进行有效调节。
  (四)建立合理的企业分享机制———解决收入平等的根本

  再分配虽然能够对收入进行有效调节,但再分配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

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用于再分配的资源来源于初次分配的原始收入,
这决定了再分配必然受到初次分配的根本性制约。所以,初次分配是收入平

等的前提和基础,再分配只是初次分配的保障和补充。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就隐含了初次分配就要重视

公平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又强调:“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①。但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

能仅仅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做文章,应从初次分配的微观领域研究如何实现

收入分配合理化,犹如《决定》指出的:“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

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

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利益共同体。”②

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分享的企业分享机制,处理好劳资利益关

系,即劳动力所有者和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各生产要素的

所有者应该按照其对生产的贡献“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中,尤其要体现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让一切劳动、知识、

①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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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在初次分配环节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格

局,是实现收入平等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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