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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剖析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层矛盾

杨承训 张新宁

  内容提要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提法使得改革的内涵深化、外延

扩展,分配制度改革应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用综合重度指数廓清造成收

入分配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因子和改革的重点,还要揭示新剪刀差的趋势和中国

私营企业发展的特殊性,找出改革的难点所在。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应正确

处理重点难点与系统治理的关系,使之真正切中要害、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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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邓小平.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6.

  领会胡锦涛同志“6.25”讲话精神,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

阔的前景,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升华对改革的认识,做到发展和改

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体

现这些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这表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进

一步落实邓小平的一条重要遗嘱:“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

配问题。”①而近年来对于分配制度改革存在着许多迥然不同的观点,需要进

行科学分析,以便从实际出发,把科学发展观与科学改革观联系起来,抓住重

点和难点推进系统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

一、在新的高度上认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内涵与外延

  仔细领会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有一个新的提法值得注意:在推进社会建设

中列出了八项重要方面,七项都是措施,惟有分配问题属于改革范畴,要求“深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联系到四个“坚定不移”,就意味着改革分配制度是带

有革命性的举措,比之十六届六中全会所说的“完善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

局”、“完善分配制度”有了进一步升华。为了领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新提法,必须完整地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实质上是深化了改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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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大了改革的外延,意味着改革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改革的内涵上说,进一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改革成果人民共享统

一起来,实际上也就是体现发展与共富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凸现了“改
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把邓小平晚年关注的

解决分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在经济学界,有一些人把生产力的发展与实现

共同富裕割裂开来,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不管谁富都行;或者以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为依据,认为这样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现在扩大

得还不够;甚至说为了发展必定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根本不讲改革成果共

享。有人在理论上概括为“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闭口不谈怎样“调
整”,实际上是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人的财富迅猛膨胀起来,以至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产生一个为数不多的暴富阶层和人数众多的低

收入与贫困阶层,基尼系数超越了警戒线,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

塔形结构,根本忘记了邓小平20多年前提出的警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
革就算失败了。”①胡锦涛同志强调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人民共享,不
但坚持改革的根本方向,而且科学地回答了发展、改革、和谐的关系问题。改

革成果共享,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属性。没有成果共享,也就没有人民的积

极性,更偏离了“为了人民”的方向,当然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从长远看根

本不会有发展的后劲。所以胡锦涛同志要求“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紧密相联,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解决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使建设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而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尤其要注重”的重点之一。这就进一步明晰和深化了

改革的内涵和绩效标准,也正是持续发展的后劲所在(其中广大居民消费力就

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子)。

  从外延上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比之原来有些人理解的改革范围要大

得多。以往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叫做“体制内改革”,划定改革的对象就是国

有经济、政治制度,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不在其内。所谓“深化改革”,当然不

包括它们,似乎对它们没有改革问题,只有发展问题。这就在理论和政策上实

行重点支持与袒护。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改革的科学界定。既然改革

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成果是为了利益

共享,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包括整个社会所有领域、所有经济成分

的改革。什么东西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发展,就要改革它。所谓“体制”
内外的划分,本身是不科学的,而且早已过时了。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旧的

体制整体上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残余碎片),新的体制初步成型,非公有经济早

就进入“体制”之内,已经形成了专门的管理体制和企业体制以及企业内部的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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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制度。因此,现在的深化改革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政府制度,而且基于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那就应当“毫不动摇地”包括它们自身的改革(以前称之为

“引导”)。私营企业问题出了那么多,矛盾相当尖锐,难道本身就不应当改革

吗? 事实表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还在非公有经济(当然国有企

业中的分配制度还要深化改革,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这就要纠正一个错误

的概念:认为“民营企业”没有改革问题。明确这一点,就不应存有总怕它们受

损失或者得罪它们的恐惧心理,而应明确地倡导私营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
事实上,它们自身的改革只能有利于其健康发展,并不会限制、削弱它们对社

会主义事业的应有贡献。况且,改革也不是搞什么“群众运动”,而是进一步按

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加以规范,与“三大改造”不可同日而语。

二、用综合重度指数廓清分配改革的重点

  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有的强调归之于垄断

行业,有的主张归之于城乡和区域间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有的把腐败等其

他因素装在一个筐里,而闭口不谈私营经济带来的突出问题。毫无疑问,所有

这些都构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子,需要系统治理。然而,如果不找出重点所在

(即最重要的原因),就不可能明确改革的方向。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就抓不

住主要矛盾。我们应当首先确定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因素,
然后抓住重点分层次地深化改革。

  怎样区别出差距大小、影响面广狭的诸因素呢? 看来仅靠基尼系数还不

够,因为它只反映全社会收入最高人群和最低人群之间的差距,却反映不出造

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分析,无法看出各种因子的整体结

构。现在必须对各种因子进行比较,做全面的排序,才能分出主次。这就不能只

看一个层面,需要综合起来考察。如果仅说最低收入人群和最高收入人群的差

距,那是私营企业主的家庭与受其雇用的职工家庭之间的差距最大;如果仅说影

及的人数,那就是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由于情况复杂,几种因素很难比较。

  科学的方法是把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度(差距倍数)和差距的广度(涉及人

数)综合起来,找出一个统一的指数,再作比较。我们提出一个衡量影响收入

差距扩大的权重综合重度系数,包括三个内容(或三个计算步骤):(1)把各因

子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度和影及人数的广度综合计算;(2)综合后进行比较,排
出高低顺序;(3)折算成百分比,按统一的权重指数在同一个框子内再排序,考
察各个因子影响的程度,从而廓清造成分配收入差距扩大成因的整体结构。
简言之,综合重度指数就是基于对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因子综合深度和广

度而得出权重进行排列的指数。

  首先,怎样分析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度和广度? 流体力学中有个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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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强度关系公式:压力F 等于压强P 与载面S 的乘积,即为

  F =P·S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把两个维度综合起来,称之为收入差距的综合重度的

单项指数,差距倍数即深度(δ)与差距影响的人数即广度(ξ)之乘积等于差距

的综合重度指数(β),公式应为:

  β=δ·ξ
  由于因子太多,这里我们抽出四个主要因子:行业间的差距(Ⅰ)、城乡间

的差距(Ⅱ)、地区间的差距(Ⅲ)、私营企业雇主家庭与其雇用职工之间的收入

差距(Ⅳ)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再得出各自的综合重度指数。

  Ⅰ.垄断行业与低收入行业差距。以2003~2005年这三年平均数的金

融、电业、通讯三个工资最高行业与低收入的农林、餐饮、批发和零售三个行业

相比,为26096(元)︰13225(元),即1.97︰1;如以最高(金融)与最低(农林)
比为3.65︰1,涉及人数(3年平均)仅为0.0346亿人,两者乘积为0.1263。
退一步说,以2005年工资最高的行业(金融、科研、电力)与各行业平均工资相

比为28622(元)︰18253(元),等于1.63倍,乘以所涉及的人数1.0611亿(减
去了高资行业人数793万),乘积为1.728①。

  Ⅱ.城乡收入差距。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为3255元,即1︰3.223;涉及人数为7.4544亿。其乘积为:7.4544×
3.223=24.026②。

  Ⅲ.区域收入差距(东部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以2005年城镇居民

收入为例,东部为14548.6元,中部为9393.22元,西部为9418.36元,东北为

9295.57元。后三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为9369.05元,与东部的差比为1︰
1.553③。2005年 农 村 人 均 纯 收 入,东 部 地 区 为4720.78元,中 部 地 区 为

2956.60元,西部地区为3644.02元,东北地区为3378.98元,后三者平均为

2904.83元,与东部地区差比为1︰1.625④。东部与其余三地区综合(城市居

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平均)差比 为1︰1.589。中、西、东 北 三 地 区 涉 及

8.43283亿人口,深度和广度的乘积为:8.3283×1.589=13.234。

  Ⅳ.私营企业主与雇工收入差距(不包括外资和港台企业)。根据全国工

商局的全面调查,2004年业主收入人平均值为20.2万元,雇工人平均收入

(工资 + 奖金 + 部分分红)为8033元,两者差比为1︰25.146。业主家庭收

①
②
③
④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131,161~163.
同上书,347,369.
同上书,352.
同上书,376;李炳炎.共同富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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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平均为26.7万元①,如雇工家庭收入按1.2万元计算(90%以上系农民工,
还有其他收入),两者差比为1︰22.5倍。涉及职工人数2004年为4714万,
加家庭成员(每户按3.2人计算,因农村民工占大多数)人数为1.5085亿。其

乘积为1.5085×22.5=33.941。计算结果四个组各自的β指数为:Ⅰ为

1.728;Ⅱ为24.026;Ⅲ为13.234;Ⅳ为33.941。为便于比较,可用几何图形

表示(以δ/ξ为面积单位):

图1 四种因子综合面积比较

  从图1中看出,小方块Ⅰ(abcd)面积最小,为1.728单位,两个横长块Ⅱ
(aefg)、Ⅲ(ahij)次之,面积分别为24.026单位、13.234单位,最长方块Ⅳ(ak-
lm)面积最大,为33.941单位。

  如果折算成百分比,各种的权重排序更为明显:总数为72.929,计算下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N]
.中华工商时报,200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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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Ⅰ为2.37%;Ⅱ为22.94%;Ⅲ为18.15%;Ⅳ为46.50%。按权重系数

(%)的大小排列为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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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种因子权重排序(%)

各因子名称 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率(%)
私营企业主家庭与职工家庭差距(Ⅳ) 46.5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Ⅱ) 32.94
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Ⅲ) 18.15
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Ⅰ) 2.37

图2 各种因子综合重度指数权重比例

  这里没有减去1978年前的差距(其中城乡差距为2.57倍,行业之间差距

1倍以上),如果净算1990年以后私营经济所造成的差距,则要占50%~
60%。还要说明,这几种计算中有互相重复的现象,特别是城乡差距与地区差

距之间重复较多(约30%,即城镇人口部分),现在尚无减少重复计算的方法。
如果减去重复计算,私企造成的差距实际也会超过50%以上。或许有人会

说,造成收入差距的还有其他因素,如腐败、各类明显的高薪等。但因其涉及

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等)、影响面较小,可姑且省略计算(但并非不治理)。

  上述综合重度指数的计算表明,私营经济迅猛膨胀及其缺乏规制是收入

分配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应当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三、揭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新剪刀差趋势

  我国29年的发展十分迅速。分配与发展相关,但发展起来了不等于分配

公平。我们可以再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做一个比较。由于私营企业收入无完整

材料,下面均按全国工商联的调查计算(现价):私人企业中造成的收入分配差

距最大也最快,从1993~2004年10年间按企业主与职工之间相比,扩大为

25.15倍,按各自家庭收入比扩大为22.5倍,年递扩36.5%。私营企业主的

注册资本增加了90.07倍①。在1978~200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由2.56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N].中华工商时报,2006-02-03.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生历史性变化[N].中华工商时报,
200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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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扩大为3.236倍,净扩大为0.676倍,每年净增扩大1.9%;地区差别大致

扩大(因划分有差别)为近1倍,每年约为2.5%;行业差别,最高的与最低的

相比由1︰1.81倍扩大为3.65倍,净增1.84倍,每年扩大为2.3%;若与各

个行业比,仅扩大1.62倍,年均扩大1.8%①,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前就有

一些差别,今后还会带有一些行业技术特点。而同时的私人企业主家庭收入

一职工家庭收入的差别由近乎0到22.5倍,年均扩大11.7%。如果从1993
年算起,则年均扩大29.6%。

  再从财产上看,按照全国工商联的调查,1993年私营企业(不包括私人控

股的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为681亿元,到2005年为62018亿元,后者为前者

的91.07倍,每年递增45.6%。② 按照全国经济普查材料计算,2005年私营企

业 注 册 资 本 为87006.34亿 元11,为1993年 的127.76倍,12年 每 年 递 增

49.8%。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将私企财富收入与居民的人均收入做一个对比。

表2 1993~2005年私企财富积累和居民收入比较(均按现价计算)

2004年
私企资本总额

私企资产增长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③ 农民纯收入④

增长倍数 年均增长 增长倍数 年均增长 增长倍数 年均增长

81006.34(亿元) 127.77 49.8% 4.25 12.8% 3.53 11.1%

  从图2的比较看,12年中私企的财富增长倍数等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

长倍数的30.1倍、农民纯收入增长倍数的36.20倍,形成了一个富人积累快

和一般居民收入增长慢的新“剪刀差”。这里还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财富的积累>收入的增长。积累 + 消费 = 收入。如果加上消费

部分(姑且估计收入的20%),则私企主的收入累计比一般居民收入更高,平
均可能在40倍上下。

  第二,这是平均数。实际上,最穷的年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人与拥有几

百亿的富翁相比,要相差几百万倍。据全国工商联调查,经过十几年的变化,
到2003年仅私营企业主内部收入最高的20%的人(户)与收入最低的人(户)
的20%收入份额之比,在业主个人年收入指标上为46.6︰1,业主家庭收入指

标差比为38.8︰1,业主家庭人均收入指标差比为39.1︰1。⑤ 而这个差比要

比同居民的差比还小得多。按国家统计局调查,主要在私企打工的农民工工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347,158~160;
李炳炎.共同富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31.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综合卷[M].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2006,222~223.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347.
同上.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N].中华工商时报,2006-02-03;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华工商时报,2006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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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按照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材料与《中国统计年鉴

(2005)》。

图2 1993~2005年私企财富和全国GDP、城乡居民收入及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的“剪刀差”

资收入2005年达到960元(其中还有经商户占10%),也只比12年前增长

92%,年均增长5.6%,扣除物价因素(12年涨了139%),实际上仍为负3.9%
(5.6%~9.5%)。其中一半以上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按平均700元

计算(我们在浙江调查,2005年私企雇主月工资大多在500~800元之间———
作者注),增长40%,年递增2.9%,扣除物价因素则更是负值①。这同私企主

收入年均增长50%以上正好形成一个剪刀差。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上来:归根到底,分配关系最终取决于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

配方式只是表现生产要素的背面。”②“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

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

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③决不能把分配视为一种不依

赖所有制关系而单独起作用的东西(所谓“分配决定论”),它不可能脱离所有

制关系。在今天,仍然是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既然存在私营企业中雇

佣劳动关系,特别是大量违法经营,也就必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实况。
这是私营经济迅猛发展的自然结果(并不否定它在今天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扩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966元[N].人民日报,2006-10-
24(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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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就业空间)。

四、中国私企突起的特殊性带给分配制度改革难度

  现在需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探究:我国私营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资产规模如

此之大,连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恐怕这是以往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

一代领导集体难以预料的。其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我们可以从它的收入来源

上作一般分析。

  邓小平晚年语重心长地讲过:“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

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

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为什么说“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

困难”①? 从共性上说,改革分配制度要触动既得利益,已经占有的财富是刚

性的,很难调整;从个性上说,中国的私营经济如此迅猛膨胀有其独有的特殊

性。我们应当着重分析它的特殊矛盾。

  目前,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现时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

构成:(1)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收入,马克思称之为“他们所完成的劳动等价物”,
“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②;(2)资本的回报,马克思比作贷款的利息,即
“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③;(3)剥削收入,即个人占享剩余价值。这个分析

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然而,中国的特殊性之一在于:一般私营主都领工资,而
工资是打入成本的(即v),不列入利润,可减少税负。这部分工资平均为普通

职工的8~10倍,支付了他们经营管理劳动和大部分领办企业的技术人员的

报酬。所以,在计算他们的创造利润的因素构成时,不再全部计算这种脑力劳

动报酬,剩下来的因素是以下几个方面(见表5的粗略评估):

表3 我国总体私营企业减去成本后收入来源和支出结构

收入(各种因素贡献率)(%) 分配结构(%)

资本 25 缴税 10ⓓ

管理与技术 50Ⓐ 扩大再生产 55ⓔ

廉价劳动力 50ⓑ 企业主个人 85

其他来源 20ⓒ 个人和家庭消费 15ⓕ

储存(储蓄) 15

①
②

③

邓小平.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0(23卷),550

(26卷(Ⅲ)).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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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各种因素贡献率)(%) 分配结构(%)

其他费用 5

  此表根据专家座谈和调查基础上的大致估算。应做如下说明:

  a.大约有10%的私营企业是科技人员创办和领办的科技型企业,管理和

技术劳动的收入大部分已以工资形式打入成本,只有少量作为创造利润收入

的因素。

  b.多数劳动者的工资不是依据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格,算总

账不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c.其他来源包括:占用国家的矿藏、土地、水利和交通设施等,由国家规

定的优惠政策减少支出转化为收益和利用不规则的市场投机侵害消费者权益

及从事商业欺诈等带来的收益。

  d.这里特别需要说一下国家税收政策。多年来税收负担,外资平均负担

率为11%,内资企业平均负担率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①。
在规定的22%中除去国企的重税,私企的负担率仅为平均数的一半以下,即
为11%~12%,许多地方实行包税制则更低。虽然有国家规定的税率,但多

数偷逃税款。根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报告:2002~2004年3
年中营业收入分别为9324.67亿元、15225.43亿元、22141.57亿元,其缴税总

额分别为471.30亿元、648.32亿元、884.29亿元②。算下来,其税负分别占

营业收入的5.05%、4.26%、3.99%,不仅负担轻,而且年年税负的百分比是

下降的。2005年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45%(其中私企约占30%),而税

收仅占13.3%,其中个体占4.5%,私营占8.8%,与它们的经济总收入相差

30多个百分点③。而第三产业漏税现象更加严重,如房地产业的利润率高达

50%以上,偷税却几百亿元。所以只能按10%计算。据国家税务总局的同志

估计,几年来私企可能偷逃税款约1.5万亿元。

  e.其利润的一半用于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对经济发展

有好处,仅次于国有企业(70%)。

  f.用于消费的支出,主要是奢侈性消费(包括不文明的非正常消费),若
包括其工资收入的部分,实际数量多于20%。

  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私营企业对国家的贡献低于当年民族资本家24.5
个百分点(那时的税负是34.5%④),绝大部分职工工资很低,又没有福利费,

①
②

③

④

新华社.暸望,2006(49).
黄孟复、胡德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D].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30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课题组.中国民营经济的三大历史性变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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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经常无偿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多数连最低工资都无保证,基本上没有

安全设施和健康补贴(如防治职业病),还大量使用童工。2004年私有企业工

人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另据国家统计局调

查,主要在私企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每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

动时间多40%,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国企职工工资的

30%多①。就是说,现在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是劳动力价值,而是劳动力价

格。估算一下,私营企业中职工工资成本占总成本的15%以下(还包括老板

的工资),其资本的技术有机构成一般又比较低。其剩余价值率(m/v)一般要

在200%以上,而且主要是绝对剩余价值。

  归结起来,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1)原始积累中的畸

形现象,相当一批私营企业主无偿超额占有职工(主要是农民工以及童工)的
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有的相当残酷;(2)利用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
市场秩序混乱等大量盘剥消费者(假冒伪劣产品、短斤少两、欺诈销售等),这
本质上也是一种剥削;(3)无偿占有国家的资源、破坏环境、偷逃税款、廉价或

无价鲸吞国有企业的资产(2万亿元以上);(4)之所以造成这种多渠道的大量

占有财富,与一些地方的有些政府官员保护乃至官商勾结、有的国企和政府的

官员蜕变相关(据统计,这样的蜕变官员占私营企业主的67%②)。这就是中

国当前一些私营企业迅猛膨胀的特殊因素。在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有大批

原有官员(包括原企业领导者)借机暴富,形成一个新的权贵阶层。今天的中

国也出现了一部分这样的私有企业主;有的行业结成价格联盟与政府抗膀子;
在一些地方结成了黑业主、黑贪官、黑社会的“黑三角”联盟。最近曝光的山西

“黑窑工”事件、小煤窑掠夺财富的行为、一部分房地产商暴富巨头操纵市场等,
都有保护伞和政治后台。改革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会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③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者,应当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说:私营企业有剥削,在我国私

营企业发展中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并且存在着官商勾结的严重问题,它们对

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党风建设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当然,并
不否定现阶段私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五、分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与系统工程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如果仅仅是少数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966元[N].人民日报,2006-10-
24(6).

杨涛.警惕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自“权力精英”[N].经济参考报,2007-02-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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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
“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①。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展开,但关键在于要抓住重

点突破难点,处理好重点难点与全面的关系,取得实质性突破。忘记了重点、
避开了难点,就等于不改革。

  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明确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方向。在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敢于提出对非公有经济的

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敢于依法打击那些非法暴富者,敢于打破“黑三角”,
鲜明地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把剥削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为此,要对干

部、群众、私企老板开展深入的教育工程,认识矛盾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一方

面承认私人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在理论

观点上不能含糊。

  其次,要有明确细微的立法,从各方面保护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至少不低于

劳动力的价值;依法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国有、集体财产;严格执行税法,加
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和监督,偷逃税者必须受到惩罚并限时补交;加强个人所

得税的征管和监督,加强收入分配的调节。

  再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具体化,使它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对

于私营企业主,要表彰守法者,鼓励多尽社会责任,处罚违法者,更严厉惩办包

庇私商、戕害劳动者的贪官污吏,对于行贿者也要依法严处,倡导阳光执法、阳
光施政。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规导非公有经济的经营行为,并且逐步

制度化,使之在合法的范围内健康发展。

  复次,建立健全非公有企业中的工会组织,把职工群众组织起来,特别要

吸收农民工参加工会,建立民主参与制度,定期评议企业主的行为,并健全劳

动仲裁制度。在私企中也要倡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针。

  最后,对各领域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系统改革,规范所有企业工资发放比

率,增强公共福利制度,健全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公共资源的全民共享,有计

划地通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逐步缩小差距。总之,应当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实施,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健康地推进新阶段的改革,
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服务。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4;邓小平.邓小平年谱[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6-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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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DeepConflictofDistributionInstitution
ReformPracticallyandRealistically

YangCheng-xunZhangXin-ning

  Abstract Thenewparlancedeepeningdistributioninstitutionreformis
todeepentheconnotationandextendtheextension.Distributioninstitution
reformwillarriveatanewstage. Weshouldfindoutthereasonofincome
distributiongapextendingandthekeypointofreform,makeclearthetend-
encyofthenewscissorsdifferenceandtheparticularityofChina’sprivate
enterprises,andfindoutwherethedifficultiesofreformlie. Wemustdeal
wel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keypointsandsystemicgovernancein
thedeepeningdistributioninstitutionreforminordertogetpractical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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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cissors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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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