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40年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导致城镇化与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阶段

性变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城镇化的进程会更快一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趋于合理化；重

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会延缓城镇化进程，导致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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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高的增长

率，GD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 10%左右。但是，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在不断恶

化，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

斜的特征，形成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国民收

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由 1998 年的

53.1%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39.7%，其后有所上升，

到 2016年达到 47.5%。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

变化直接导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GDP）由2000
年的63.3%急剧下降到2009年的49.5%，到2010年
下降到 48.5%，其后有所上升，到 2016年上升到

53.6%。与这种收入分配和消费状况相伴随出现

的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滞后性，2009年，中国GDP
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为9.80%，但城乡人口结构中

乡村人口占比却达到51.66%，到2016年，GDP构成

中第一产业占比为 8.6%，但乡村人口比重仍高达

42.65%①。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原因何在？

为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

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与城镇化滞后的关系

是什么?
进入新世纪，许多学者开始对引起中国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白重恩和钱

震杰（2009）[1](p 99-115)认为：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

份额的变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李稻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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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等（2009）[2](p54-68)认为：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

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

的；龚刚和杨光（2010）[3]( p70-82认为：现阶段中国二元

经济结构下无限劳动力供给是工资性收入份额下

降的主要原因。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4](p1109-1140)则

认为，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

变的重要决定因素。罗楚亮（2018）[5](p1-8)提出，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应归因于具体的经济

发展模式、某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关于

城镇化与收入差距，Pau1，Katy，Roy and Kalpana
(2012)认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Sumon Majum⁃
dara，Anandi Mani and Sharun Mukand (2004)认为，

政府政策的偏向使各种资源都会流向城镇，这将扩

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陆铭、陈钊[6](p81-101)认为，城镇

化战略的实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和林毅

夫（2013）[4](p1109-1140)从实证角度研究了政府发展战略

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分析其核心作用机制

——城镇化。

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国内国际出现的新

形势新变化，本研究将在其他学者对收入分配问题

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对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的特征研究，并力图找到这种

特征变化的内在影响因素。本文认为，不同阶段政

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与中国城镇化特征、国民收入分

配格局的表现密切相关。把居民收入占比变化与

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联系起

来，与城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探究居民收入分

配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我国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

全面小康实现提供政策参考。

二、发展战略通过城镇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机理

分析

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比

是帕累托占优的：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城镇化

水平将与经济发展进程同步，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

定的收入分配状况趋于合理化；与比较优势发展战

略相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城镇化水平，

重工业优先发展所表现出的赶超程度越高，城镇化

水平越低，即农村剩余人口向城镇转移受到抑制，

城乡和工农收入差距的存在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出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导致同步城镇化与收

入分配合理化

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按照本国资源禀

赋状况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发展过程

中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技术和产业，其城镇

化与工业化进程趋于一致，导致收入分配状况趋于

合理化。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劳动力资源丰

富，低收入国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能

够吸引农业人口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有序

转移，这是低收入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城镇化的过

程；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符合比较优势，

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可以实现较高利润，资

本不断积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可以不断上升；

随着资本积累增加，资本要素变得充足，资本要素

的充裕使得经济中主要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国家

财富积累的速度较快。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要

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资本要素发生了由稀缺到丰裕的变化，而劳动

力要素则发生了由丰裕到稀缺的变化，由于生产要

素的配置实现了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动态一致，

因此，包括工资在内的要素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

不断上升。即，在按照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过

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劳动要素发生了由丰裕到稀缺的变化，其收入份额

也将不断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也随之改善，这

说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本身并不会导致收入

分配恶化[4](p81-101)。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镇化滞后与

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出现

1.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镇化的影响。在

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资源禀赋结构是劳动力资

源丰富而资本缺乏，如果在这一资源禀赋条件下选

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的高资本依

赖、低劳动需求特征，将导致城市就业人口数量降

低，就业人口数量少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要素的过

剩，从而在城镇化水平相对下降的同时，劳动力要

素的价格也会下降。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较低的

国家，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符合资源禀赋的

比较优势，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其发展必须

依靠政府的各项政策扶持，因此，这些依靠政府优

惠政策生存的重工业企业不具备形成相关产业集

聚的能力，从而影响产业发展，阻碍城镇化进程。

根据人均GDP水平判断，目前的中国还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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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发展带动城镇化的阶段，由于国有企业中重

工业企业占比较大，这些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相对较

低，减少了城市就业渠道，因此，国有企业比重越

大，则城镇化水平越低。经济开放程度与市场化程

度密切相关，经济开放程度高，则市场化程度一般

较高，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开放部门，比如国际

贸易部门，其产品一般都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

在中国目前阶段，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其产品的

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这些企业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吸引农村人口不断向

城市流动，带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化水平

起到正向影响，即企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推

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城市偏向的各种政策其主要

作用是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对城镇化产生

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政府的各种城市

偏向行为不仅无法有效推动城镇化，反而可能阻碍

城镇化进程。

2. 城镇化滞后导致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出

现。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如果实施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增加对稀缺资源资本要素的

需求，同时降低对丰裕要素劳动力的需求，加剧劳

动力资源过剩状况，进而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不

均衡状况加剧而降低均衡工资水平；同时也将加剧

资本要素的稀缺程度，进而由于资本的供不应求而

提升资本收益水平，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状况在导

致出现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抑制了城镇化

进程。而政府如果在较长时期内推行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将导致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失衡状况日益

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与城镇化进程缓慢并存，收入

分配状况变差。因此，超前工业化是收入分配状况

恶化的主要原因。

城镇化的速度决定于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资

本积累的速度，另一个是单位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比

例。由于重工业更多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其

单位资本需要的劳动数量少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另

外，由于在低收入水平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企业利润只能依靠政

府政策的扶持，企业资本累积速度较慢。资本积累

慢和劳动需求低共同导致低收入国家在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下的城镇化速度变慢[4](p1109-1140)。

城镇化水平内生地决定于政府发展战略，发展

战略和城镇化是高度相关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将相对降低城镇化水平，延缓城镇化进程；重工业

化程度的提高和城镇化水平的相对下降有利于资

本收益的提升而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

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出现居民低收入分

配格局。并且，城镇化水平对收入分配状况存在持

续性的影响，因此，发展战略的转变会对城镇化产

生显著影响，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符合比

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同步提升，进而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

趋于合理化。政府发展战略和城镇化影响居民收

入的机制可以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实践中得以

验证。

三、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战略转型、同步城镇化

与居民收入份额上升

起始于 1978年底的中国改革开放，通过在农

业生产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大

力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在城市进行企业制度改革等

一系列的体制变革，实现了发展战略调整，极大促

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战略可概

括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农业和轻

工业、适当控制重工业。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业和

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得三次产业结构开始趋

于协调发展。二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

发 展 迅 速 ，工 业 内 部 轻 重 工 业 比 例 趋 于 协

调[4](p1109-1140)。1979—1992年，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取

向开始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向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转

变。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体。

（一）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下城镇化的同

步性

1978年以后，发展战略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

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使中国城

镇人口的比重增加很快，1978年为 17.9%，1979年
上升到19%，到1992年达到27.46%。这一阶段，中

国城镇化进程最大的特点是速度快，而且保持比较

均匀的增速，是新中国历史上城镇化发展较为健康

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的特点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速度快。这一阶段的城

镇化是前期城镇化几乎停滞基础上的一个快速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基本保持了年均

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第二，增速稳定。这一阶

段的城镇化处于匀速增长过程中，不存在大起大落

现象。第三，同步性。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与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业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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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等联系在一起的，符合这一阶段的中国资源禀

赋结构特点，基本上表现出与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水

平的适应性，呈现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

局面，因此，城镇化表现出明显的协调性、健康发展

的特征。

（二）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带来居民低收入

分配格局的松动

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发展目标落脚于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上，即由解决温饱、实现小康

到生活比较富裕，因此，从战略层面上推动了居民

低收入分配格局的松动。

1.国民收入向劳动者倾斜。在这一时期，发展

战略的变化起到了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分配

关系的作用，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地方政府和劳动

者倾斜。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也由 1978年以前偏向中央政府和重工业，转

向地方政府和劳动者。1978—1992年间，中央和

地方财政收入中中央的比重维持在30%左右，地方

比重维持在 70%左右①。职工工资总额迅速增长，

1978、1980、1985、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10.5%、

19.4%、22.0%、18.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比率。

这一时期，国家安排了大量城镇劳动力就业，提高

一大部分职工的工资，再加上奖金制度的推行等，

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这些改革措施对居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明显

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即，在

1978—1992年期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

的明显特征是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这是中

国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松动的具体表现。

2.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征。改革开放

以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的主要变化，是从

1979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

比重处在不断提高过程中，由 1979年的 46%上升

到 1990年的 55.8%②。从本质上看，这是在纠正以

前被扭曲的要素价格，是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要求取

得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合理份额的强烈要求。

四、深化改革阶段的重新重工业化、不完全城

镇化与居民低收入重现

1993年至 2010年期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

了重新重工业化趋势，特别是从1999年以后，重新

重工业化的趋势更加显著。1999年重工业增长速

度超过了轻工业1个百分点，到2003年则高出4个
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3.8%猛增至

2000年的 59.1%，2003年更是快速上升到 64.3%，

几乎接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纪录(1960
年的66.6%)③。从1990年代后期到2008年，中国重

工业产值增长迅速，工业结构的重化工特征日益

明显。

（一）重新重工业化战略导致城镇化的不完全性

由于前期中国城镇化水平过低，在重新重工业

化战略作用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首先是表现出快

速发展状态，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到 1995年都

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世界平均的城

市化率为45.3%，中国为29.04%。1995年之后中国

的城镇化率有较快提高，到 2008年达到 45.7%，

2010年为49.95%④，但是这一阶段的城镇化又表现

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不完全城镇化。

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的不完全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相对于这一阶段的快

速工业化，由于管理体制的限制，城镇化仍呈现明

显的滞后状态，这一状况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

导致一些中型城市出现“产业空心化”，产业过早转

移使得这些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第二，城镇

化的速度大于质量，“人的城镇化”不足，突出的问

题是 2.6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展较慢，在

2012年统计的 52.57%城镇化率中，城市户籍人口

只有35%⑤，约有2亿人没有城市户籍，不能平等地

享有城镇的各种公共服务。第三，倾向于“土地的

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导致城市建设重复严

重，相关产业在完成了资本技术积累后跌入“升级

陷阱”[7](p5)。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应该是与相应的经济增长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263页。

②资料来源：劳动报酬数据转引自：李扬，收入功能分配的调整：对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现象的思

考，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7期。其他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数据汇编》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③简新华：载《中国改革报》，2005年3月31日第005版。

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⑤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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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紧密相连的，中国则是在城镇化

水平滞后的情况下，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城

镇化滞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

增长形成了瓶颈约束。

（二）重新重工业化导致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

的重现及强化

从形式上看，这一阶段的重化工业发展与改革

开放前的情况大致相同，因而对居民收入的抑制因

素也基本一致，是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重现的

阶段。

1.重新重工业化对居民收入的抑制。第一，重

新重工业化导致国民收入向资本和政府部门倾

斜。重工业化必然要求国民收入向资本和政府部

门倾斜，因而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这种加

强又强化了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最终导致居民

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第二，重

工业对就业的吸纳有限，降低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来

源。随着中国重工业的规模扩大，重工业发展与增

加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第

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

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工业结构的不断重型化，对资

本的需求高于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

额的下降。

2.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现及强化。这一

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劳动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

国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

重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动，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

速增加，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收入绝

对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从分配结构

上看，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三者的关系调

整和变动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户部门所获得

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小，即劳动报

酬占GDP的比例过低，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

长的成果。在1993—2008年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格

局中，住户部门收入所占份额从 64.6%下降到

57.1%①，呈现出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重现并强化

的趋势。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理念与居民收入

分配格局的改善

2011年至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明

显改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新型城镇化战

略的实施带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质性改善。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是2012—2018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

内在推动力。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催生新型城镇

化快速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催生新型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这种新型城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注

重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从统计意义上，2011年中

国的城镇人口比例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51.27%，其后几年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2012年
达 到 52.57% ，2016 年 达 到 57.35% ，2017 年 为

58.5%。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缩小，

2017年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从17. 3个百

分点缩小到16. 2个百分点，比2012年缩小了1. 1个
百分点②。第二，强调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

有效途径，城市产业就业的支撑能力在不断提升。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带来的居民低

收入分配格局改善

2011—2018年，是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改善

的时期，居民收入表现出增速加快的基本形态。由

于政府发展观由唯GDP增长论向可持续发展观的

转变，劳动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城乡收入差距有所

减小。宏观变化上表现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有所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在越来

越多地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微观上表现为居民之间

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

有所缩小。

1.劳动收入状况明显改善。一是居民收入增

长率高于GDP增长率。2011—2017年间中国名义

GDP增长率 9.5%，7.9%，7.8%，7.3%，6.9%，6.7%，

6.9%，2013年国家统计局采用城乡一体化住户收

支情况调查以来，2014—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 10.1%，8.9%，8.4%，

9.0%，较大幅度高于当年名义 GDP 增长率。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度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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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率分别为 14.1%，12.6%，9.6%，9.0%，8.2%，7.8%，

8.3%；2011—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2013年
以来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名义分别为 17.9%，

13.5%，12.4%，11.2%，9.0%，8.2%，8.6%。2011年

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均

高于同年度GDP的增长率；并且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率更高一些。二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上升。已有

的研究成果表明，2010 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在

GDP 中 的 占 比 处 于 上 升 过 程 中 。 冯 谚 晨

（2017）[8] (p1-9)估算，劳动收入份额在 2010—2014年

分别为 45.0%，44.9%，45.6%，46.0%，46.5%；邹薇，

袁飞兰（2018）[9] (p5-23)的研究结果也表明，2010年以

来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中。

2.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有所缓解。根据中

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为 0.481，之后一直下降到 2015 年的

0.462，2016年微升至0.465。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

诱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大的

主要原因。以倍差表示的城乡收入之比，由 2009
年的最高 3.33下降至 2016年的 2.72，2017年约为

2.71，大体上的变动趋势与同期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相一致。

（三）新时代的发展战略与居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同的

发展战略要求有相应的发展方式与之相配合，以实

现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过程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

键。之所以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是因

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主导

的。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政府主导经济发

展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靠高投入来保障

的，这种发展模式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相矛盾，

所以只要传统发展方式存在，居民收入就不可能得

到实质性提高。传统发展方式正是通过制约居民

收入水平提高而得以维持的，并进而形成了中国居

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延续。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具体采取了推动经济结构

调整、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分配制度改革与相关分

配政策调节等一系列措施，沿着这一发展方式运行

的目标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让发展成果

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六、结论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当前中国经济面

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前

提是找到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本

文从政府发展的战略选择出发，通过发展战略影响

城镇化，进而由城镇化水平影响居民收入的路径分

析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利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数据，对发展战略、

城镇化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

实施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居民收入状况得以

改善；然而，在20世纪后期以来又出现了重新重工

业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对城镇化和收入分配格局有

着重要的影响，导致了城镇化进程滞后、居民低收

入分配格局重现。

有效推进城镇化，促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

化，需要从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制度、政策入

手。以创新发展战略助推新型城镇化，以高质量的

城镇化实现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劳动

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保障劳动收入的提高，从而改善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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