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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
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

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等公有制经济和私营企业等

非公有制经济的分配制度都很不完善,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既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

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精神,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正视问题,下定决心,从多方面

采取措施,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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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

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趋势。[1]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的这一重要精神,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

方面面,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本文只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例初步

探讨一下,如何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

和谐的问题。

一、完善分配制度是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的迫切需要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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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经

济基础。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3.7万亿元,实现利润

1.1万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资产总额达29万亿元。中央企业资产总额

12.2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4.25万亿元,实现销售收入8.14万亿元,实现利

润7546.9亿元,上缴税金6611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率达到144.4%。[2]国有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物质

基础。国有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做出

了重要贡献,使国家有财力解决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

谐。因此,中共十七大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完全正确和

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历史

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这些存

在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只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方面列举

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与国家、与全国人民即所有者的分配关系问题

  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收益权理应属于全国人民,但是至少在过

去10多年中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作为所有者的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的权益

没有得到保障。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重视。从2007年10月起,央企国有

资本收益已按“适度、从低”原则分三档上缴财政部,其中,石油石化、电信、煤
炭、电力、烟草五个行业的上缴标准为税后利润的10%;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

3年内暂时不上缴;其余央企均按照5%的标准上缴红利。据了解,烟草企业

及国资委监管的155家中央企业已从2007年10月起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

约17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3]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是国际的一个惯例,丹
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韩国以及瑞典等国都是如此,而且许多国

家上缴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1/3~2/3,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有

数据显示,2006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2193万亿元,税后利润达6252亿

元,170亿元仅相对于税后利润的5%还不到。国企应该提高上缴红利比例,
尽快“与国际接轨”。[4]

(二)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收入差距问题

  据统计,2005年按细行业分的职工年平均工资,证券业达5.64万元,航
空运输业达4.96万元,金融业达4.84万元,烟草制造业达4.28万元,最低的

是林业职工,只有7250元。最高和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7.5
倍,扩大为2005年的7.8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6.5倍。若包括高收

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5]据报道,国家劳动和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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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副部长步正发2006年5月表示,当前我国企业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
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供应、烟
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

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6]2005年电力、
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

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

元。[7]由此测算,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451万元,是当年全国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元的7倍,[5]这也印证了5~10倍一说。这种垄断行

业的过高收入,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要素贡献分配,而是凭借公共资源

和垄断地位获得的不合理收入,是分配制度亟待改革的一个突出表现。

(三)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在不同身份、不同职务、不同岗位人员之间,在经

营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与一般职工之间,在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管理人员

之间,个人收入差距也很大。这种差距有一部分是通过改革克服平均主义而

形成的合理差距,但有更大一部分是由于体制因素、政策因素等客观因素以及

企业负责人的主观因素形成的不合理差距。浙江省衢州市一位烟草局职工在

网上留言说:我们这个烟草局(公司)仅市本级就有员工200多号,其中属行政

干部即烟草局(公司)在编的,也就是平时大家认为钱多得没处发的这种身份

的烟草员工大约有45人。这45人年薪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不等,其他

的几百号人一年全部收入在1万元至2万元之间。这几百号人承担了烟草公

司的几乎全部业务工作。[8]在移动通信公司内部,有所谓 A岗、B岗、C岗之

分,不同岗位人员之间,收入差距也有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我们不

仅要看到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平均数的差距,更要看到少数收入畸高者与

大多数普通职工之间实际收入的巨大差距。这里所说的收入畸高者,以国有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甚。有统计显示,2002年初,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均收

入为25万元;2003年初增加到35万元,增幅为40%,即便是有所调整后,仍
维持在32.5万元的高位,而同一时期,职工年平均收入从1.97万元增加到了

2.4万元。也就是说,两者收入差距在2003年度达到13.6倍,而2002年的

这一数字是12.7倍。[9]而且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差距是否合理,还在于:薪酬制

度很不完善;绩效考核方法缺乏科学性;有的自己考核自己、为自己定薪酬;有
的薪酬不透明,缺乏监督;有的职务消费失控;有的灰色收入较高;有的同时有

官员身份和待遇;有的薪酬制度没有按企业功能分类。因此,现在需要完善国

企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推进经营者市场化选拔机制,按“市场价”确定薪酬,建
立健全企业家考评指标体系和科学方法,有效控制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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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企业与垄断性企业,区分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建立科学透明、规范分类

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9]

(四)国有企业的灰色收入问题

  国有企业、主要是垄断企业的一些有关人员有巨额的灰色收入。这里的

灰色收入是指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所谓职务消费和其他不规范、不合理、
不公开、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收入。王小鲁带领课题组完成的题为《国民收入分

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

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这种灰色收入有

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国有垄断企业有关人员的腰包。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

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

项“潜规则”。[7]由此可为银行信贷人员带来巨额灰色收入。再就职务消费来

说,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务消费一般在其工资的10倍以上。[10]1999~2002年上

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平均是薪酬的12.3倍。[11]如果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这种收入差距严重

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的和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对

全国1500户国有企业职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本单位工资分配制度不

能调动积极性的占61%。[12]

(五)生产条件的分配问题,即劳动就业和干部人事制度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缺乏一套科学、规范、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劳

动就业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

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

质。”[13]所以,这个问题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还是官员所有制、是公

有制还是官有制的问题。垄断行业一般都只吸收内部职工的子女以及领导干

部的亲属,外部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的。烟草行业是人所共知的垄断行业,内
部干部职工工资待遇高得惊人。前不久因一场官司爆出小科长(中层干部)年
薪30多万元的消息,使公众对该行业的“垄断高薪”有了直观了解。正是由于

这种其他行业没有的“垄断高薪”,行业内部就自然萌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
心理,自上而下都想着让直系亲属“顶职”,让子子孙孙都享受这“垄断高薪”。
此外,垄断行业知道自己的高薪不得人心,内部又空前团结地想瞒着外人“独
享其肥”。于是,“顶职”旧制被顽固地保留了下来。业外人员有所不知,保留

“顶职”旧制的并非烟草行业一家,电力也一直以“内招”的形式,让电力系统职

工子弟继承“衣钵”。此外,邮电、银行等行业也都这样搞过。除了少数专业学

校毕业的高材生能够进入这些垄断行业之外,普通就业者费再大的心思也是

白搭。因为有“垄断高薪”,所以要“垄断就业”。这既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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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突破口。[14]

二、完善分配制度是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光辉的历程,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伴随改

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仅就个体私营经济来说,一是个体私营经济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个体私营经

济增长速度达到了20%~30%,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个体私营经济是新增就业的主渠道,是支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截至

2007年6月,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12236.5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

当前社会就业和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三是个体私营经

济是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日益重要的来源。2006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

企业的工商税收达到4689.9亿元。个体私营经济缴纳的各种行政性收费,
弥补了财政的不足,也是各级财政的重要收入。此外,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

还广泛参加赈灾、架桥修路、建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等社会公益活动。四是个

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个体私营经济大部分分布在零

售、餐饮、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而且点多面广,经营灵活,求新求快,使商品更

加丰富,服务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使人们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据统计,2005
年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占全国的39.1%,极大地促进了

市场繁荣和流通的活跃。五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促进了工业

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六是个体私营经济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主

体单一化的局面,推进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创造了充满活力的竞争环境,形
成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促进了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重要的

条件。[15]由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共十七大要求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有些人片面地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地

位和作用,而忽视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片面地强调公有制经济的

弊端和问题,而忽视了私有制经济的弊端和问题,以致在反对公有制崇拜的名

义下陷入了私有制崇拜,在改革过程中或明或暗地提出了私有化主张。然而,
实践证明,私有制也并非全是优越性,也有它固有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只有妥

善解决这些存在问题,才能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从目前来看,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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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很多,这里只从私营企业的分配制度和劳资

关系方面列举几个问题。

(一)私营企业主压低、拖欠和克扣劳动者工资

  2004年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私营企业雇工工资呈

现不升反降趋势,不仅与国有企业的差距明显加大,并且首次被发现低于集体

企业。与以往调查结果相比,私企雇工工资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差距从1.2倍

拉大到1.8倍。更加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资本千万元级的私营企业平均工资

仅为6817元,远远少于小私营企业8118元的雇工平均工资水平。”[16]据全

国总工会调查,私营企业中50%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不涨工

资,起码有25%的人不能按时领取工资。[17]

(二)私营企业主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报道,在非国有企业中,每天

工作12~13小时的情况很平常,个别企业甚至更长,这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法

定工作日,而且,不执行国家的加班工资制,不执行双休日制度 。据全国总工

会的调查,私营企业中工人劳动超过法定工时的占45%,每周超过51小时的

占17%。某地私企50%的人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62%的人一周劳动7
天。[17]

(三)部分私营企业工人劳动条件十分恶劣

  企业主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开支,往往置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于不顾,让工人

常年在高温、有毒、有害的环境中工作,造成事故、伤亡或工人身心的伤害。据

报道,我国产煤大省山西,从2004年开始,山西煤老板至少有4000亿元的资

金流入新疆开掘煤矿。有人质疑说,这4000亿元,看着是钱,也可能是

血。[18]

(四)私营企业工人社会地位低下,享受不到社会保障

  有些企业用工方面违法违规现象较多,甚至严重侵犯工人的人身权利,诸
如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的“封闭式管理”,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打骂和体罚工

人,对工人实行野蛮的强制劳动和暴力管理等非人的待遇。一些私营企业对

女工根本无保护措施,不准女工怀孕,一旦发现,就予辞退。个别企业还有使

用童工的现象 。2007年震惊全国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案

件。

(五)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内容不规范

  私营企业中多数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在工人受到伤害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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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被动地选择离开。[19]

  有资料表明,1989年到2002年,私有企业的总产值从97亿元增长到

15338亿元,增长了157倍,年平均增长47.6%;而工人的工资总额从11.4亿

元增长到204.5亿元,增长了19.8倍,年平均增长3%,增长相差上百倍。

2002年私营企业主的利润总额为5438.2亿元,

  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大部分年份都高于20%。2005年拥有超百万元的企

业主已上升到23.6万人,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达到41%,而占

总人口比重20%的收入最低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只占4.7%。[20]在这种情况

下,私企劳资纠纷上升。据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提供的调查分析显示,目前,
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非公经济领域劳资纠纷呈多发态势,数量逐年上

升,而且从以前的温和型、散发个案式向群体型、突发性的方式转变。如浙江

省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都在以超过30%的速

度增长;深圳市的劳动纠纷数量几乎每年翻一番。一些地方政府只顾片面追

求经济指标,因而在劳资纠纷的问题上往往无原则的偏袒和支持企业老

板。[21]由此可见,多年来,我国私营企业在得到巨大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

时,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私营经济是不可能持续、
稳定、健康地发展的,更谈不上劳资关系的和谐,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三、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由于国有企业等公有制经济和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分配制度都很

不完善,在分配关系中普遍存在着种种问题,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

拉大,导致少数人收入畸高乃至迅速暴富,引起多数人的不满,挫伤了许多人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

的健康发展,从而不利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

整个社会的和谐。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下定决心,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

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此,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

施,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分配制度,这里只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例,略
举几点如下:

(一)完善国有企业工资福利制度

  一切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补贴、福利待遇,应该规定基本统一的标

准。要确保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面前人人平

等,确保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同工同酬,既不能不同工也同酬,也不能同工不

同酬。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都应该以劳动贡献为依据,工资差别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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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差别相一致。要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要合理确定工资

总额,不能简单地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只能将经济效益中确实由于职

工劳动贡献的增大而增效的部分与职工工资适当挂钩。要严格控制一切工资

外收入。奖金只能发给付出超额劳动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能普遍都发。
补贴必须有充足理由和合理标准。垄断行业职工不得凭借行业垄断获得过高

收入。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包括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的

提取,应该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或国有企业的平均标准,而不能按上限标准,
更不能数倍于其他企业。要严禁滥发奖金、补贴、多提福利基金。要实行国有

企业全体人员的阳光工资制度,取缔一切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据统

计,2005年按细行业分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364元,电力业为27037元,
电信业为36941元,银行业为32236元,保险业为27104元 ,证券业为

56418元,烟草制品业为42772元,石油业为30666元,铁路业为24327元,
航空业为30791元。[5]按此统计,垄断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也只是全国职工平

均工资的1.32倍至3.07倍。但现在实际上已有5~10倍的差距,是统计数

据的3倍以上。这表明垄断行业平均只把30%的收入纳入统计,还有70%的

收入是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这种收入既然是瞒报的收入,说明垄断

行业人员也知道这些收入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所以这种收入是应该取缔也

能够取缔的。因此,目前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的重点应该放在取缔大

量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上。这样做,绝不是改革走回头路,回头搞平均

主义,而是深化改革,纠正社会分配不公,坚持按劳分配,完善分配制度,促进

社会公平,保证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要正确考核和评价国有企业效益和企业负责人业绩,并在此基础上合理

确定国企负责人薪酬。首先,如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效益不高,甚
至大面积亏损;经过改革改组改造,加强管理,减员增效,效益有所提高,但这

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的成果,是靠国家和下岗职工付出了巨大代价取

得的。其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实际利润率总体水

平还不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
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再次,企业效益是企业内外多因素多变量起作用的结果,
要准确计量和考核国企高管人员贡献的大小,以及他们与其他人员贡献大小

的比例关系,必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高管薪酬,拉
大与职工收入差距,显然需要经过准确考核,慎重决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

改革,要放在改革发展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中,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政
治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的全局中加以研究。在相关配套改革完成之前,还不适宜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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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也不适宜与外国企业攀比。在许多

国家有比较健全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制

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企业初分配后收入差距很大,经过再分配后收入差距

将大大缩小;即使第一代人财产差距很大,到第二代、第三代人财产差距将大

大缩小。而我国这些制度还远未建立健全起来,因此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

水平不能简单地与外国企业攀比。例如,德国企业高管人员收入是一般制造

业员工的13倍,日本为11倍。[22]但德国基尼系数是0.28,日本是0.25。[23]而

我国高达0.5左右。又如,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

20%的家庭纳税前的最初收入比为120︰1,经过纳税和各种社会保障补贴的

增减后,其最终收入比为4︰1。[24]据统计,1995年英国这一收入比为7.2︰1,

2000年德国这一收入比为4.3︰1,1993年日本这一收入比为3.4︰1,而

2001年中国这一收入比却是10.6︰1。[23]鉴于这些事实,我国国有企业高管

薪酬显然不能与外国攀比。

(三)完善税收制度,主要是各类企业所得税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制度

  要把现行各类企业所得税统一的25%的比例税率改为累进制税率,对垄

断利润要规定几档较高的税率。个人所得税的费用减除额要由固定数额改为

大体按平均生活费用计算,并要提高高收入部分的税率。现在有些人月收入

已高达20万元以上,因此,在计税月收入10万元以上税率45%之外,可增设

几档更高的税率。这样有利于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公平和社会和谐。

(四)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

  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循名责实,真正体现全民所有,确保全民受益,使企业

利润让全民共享。要把按税后利润的10%或5%上缴改为按国有资本占用额

的银行贷款利率上缴,或者参照国外成功经验,按税后利润的50%~80%上

缴,既从分配制度上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又与国际接轨。

(五)完善国有企业的民主理财制度

  每个国有企业的一切收入分配和财务收支都要建立起列宁早已反复强调

的“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体系[25]。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益不高,国有资

产大量流失,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管理不善、
管理混乱,特别是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严、财务暗箱操作、失去监督制约,
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此,国有企业都必须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务制

度,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具体地说,就是依靠全民智慧和力量,对全民所有制

的全部财产及其财务账目加以严格监管。要建立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财务

公开制度、财务检查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每一个职工、每一个公民,都要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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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一定法定程序去检查每一个全民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全民企业事业单位)
的每一笔账目(有明文规定的保密单位和保密事项除外)。财务公开不是一年一

度的收支账目总额公开,而是每月每笔账目的公开。财务审计不是审计机关的

抽查审计,而是有审计机关和单位内外群众参加的对全部单位、全部账目、全部

单据的全面审计、全员审计、公开审计。对发现的一切违纪违法问题,都要严肃

追究和处理。总之要从制度上坚决堵死国有财产流失的漏洞。采取这一措施,
诚然要耗费相当多的人力和财力,支付较高的监督成本,但一切耗费归根到底都

是人的劳动耗费,而我国失业人口众多,有能力参与财务检查和监督的人员也众

多,完全可以通过精心组织、精心培训,建立起对国有财产的最全面最严格的全

民计算和监督体系。可以肯定,这一体系的建立,必将在扩大劳动就业、发展民

主政治、遏制腐败现象、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国有财产、巩固国有经济等方面取得

很高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收益一定会远远高于成本。所以采取这

一措施是必要的、有益的、是可行的。

(六)完善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

  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就业制

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国有企业招收、录用每一个员工,都必须像国家机关招收

公务员那样,面向全社会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员公开招收,通过严格的考试、考
核程序,平等竞争,择优录用。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得受到歧视。各

级管理人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也要通过公推公选,平等竞争,择优上岗。

(七)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法律制度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的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如何使之在各单位各方面具体化、规范化、法
律化、制度化,使之成为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这是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重

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目前收入分配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各种混乱、无序、
失范、失控状况表明,整顿分配秩序,完善分配制度,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

法律法规,是我们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对国有企业一切形式的个人收入分

配,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待遇、职务消费等,都要制定严格的规章

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规,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八)完善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劳动合同、劳动制度、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

保护、工资福利和职工各方面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监管。建立健全私营企业财

务账目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对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利润情况和纳税情况

的监管。私营企业要每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送用工情况、劳动合同订立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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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情况、工资福利报表、社会保障基金缴纳和使用报表等资料。政府和工会必

须协调好、解决好企业主与雇工、与消费者、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各种利益关

系和矛盾冲突。

(九)建立健全各类企业的工会组织

  在国有企业,普通职工虽然在人数上占有多数,但比之领导干部仍然处于

弱势地位。在私营企业,受雇员工更是处于弱势地位。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

位的各类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各类企业员工必须组织起来,建立真正代表自

己讲话、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真正具有为职工

维权的意愿和能力,专职工会干部要独立于企业之外,与企业内部员工保持密

切联系,勇于和善于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十)政府机关要加强对各类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

  人民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也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完全有理由、有权

力、有可能、有必要对各类企业收入分配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
只要地方政府加强和完善调控和监管好各类企业的收入分配,目前收入分配

上各种混乱现象和存在问题都能很快得到治理,从而就能很快理顺分配关系,
完善分配制度,确保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和谐。政府机关要能

对各类企业收入分配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必须依靠公务人员、
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勤政廉政。打铁必须自身硬。地方机关要能监督管理好企

业,首先必须监督管理好自己的公务人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如果地方政府机

关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如果领导干部依仗权势把自己的亲属子女

送进垄断企业,或者贪图私利,巧立名目,吃拿卡要,索贿受贿,那怎么能去监

督管理好企业呢? 2004年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2003年私营

企业各种交费、摊派、公关招待费用与纳税之比是66.2︰100,与税后净利润

之比是91︰100,与投资者分红之比是190.2︰100。这组数字不仅凸显私营

企业负担之重,而且表明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正常。‘管理就是

收费,协调就是喝醉’,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26]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

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

“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

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

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

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

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

方式。[7]就按这“一小部分”5000亿元计算,700万公务员人均一年就达7万

元。如果加上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形式贿金,再加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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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私人贿金,总计数额就更为巨大。由于公务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多大

实权或比较清正廉洁的,因此,毫不奇怪,一些腐败分子动辄就有几百万元甚

至上千万元的受贿数额和巨额财产。少数官员在子女劳动就业上的特权和巨

额的灰色收入,使他们与垄断行业高收入人员结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只想

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愿改革分配制度。这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很大障

碍,也是多年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深入、难以奏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深
化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政府,在公务员,在党政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而要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指望从思想道德和个人品质上解决问题,而必须从政

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上解决问题。必须坚决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

象,必须实行权力分解、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必须由人民来监督政府、监督领

导干部,必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可以相信,只要

党政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下定决心,果断决策,从各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就一定能深化分配制度改

革,消除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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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erfectBasicEconomicSystembystarting
fromPerfectingDistributionSystem

ZhuMiao-kuan ZhuHai-ping

  Abstract 17thNationalCongressoftheCPCreportpointsout,need
toupholdandimprovebasiceconomicsystemunderwhichpublicownership
playsadominantroleinthenationaleconomywhileotherformsofowner-
shipdevelopsidebyside,unswervingly,consolidationanddeveloppublic-
ownedeconomy,impregnableencouragement,supportdevelopmentofthe
non-publicsectorsoftheeconomy,guide;Needtodeepenthereformofin-
comedistributionsystem ,reversetheincomedistributiongapstepbystep
expandingatrend.Ourcountrystate-ownedenterprisewaitsforpublic-
ownedeconomyandprivateenterprisesetc.tobenotthatthepublic-owned
economyassignmentsystemisallextremelynotperfectatpresent,thein-
comegapcontinuesexpandingbetweenleadingtothedifferentgroup,both
andbeharmfulforthepublic-ownedeconomyconsolidationandthehealth
developing,non-pubic sectors ofthe economy also Bu Li Yu to
develop.Spirit,wemustberealistic,faceaproblemsquarely,areresolute,

fromadoptingmeasureinmanywaysforputtingpracticable17thNational
CongressoftheCPCintoeffect,startwithperfectassignmentsystemper-
fectingbasiceconomicsystem,boostsciencedevelopingsumsocietyharmo-
niously.
  Keywords chstributionsystem basiceconomicsystem scientificde-
velopment socialha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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