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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改革开放 40 年历史进程相一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同样经历了一系列实践

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4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基本的经验和特点就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发展的规律，以分配制度改革为契机，不断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生产力水平发展提供内在激励

和动力；不断坚持市场化导向，既体现效率发展的工具理性，又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40

年收入分配改革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分配理论，这一理论极大丰富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收入

分配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也为推动新

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借鉴，也对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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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

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

式共同发展，并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

结合起来的实践创新，不仅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奇迹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收入分配理论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

新发展做出了重大历史和理论贡献。

一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国收入分配制度 4 04 0 年年：：

实践创新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逐步探索收入分配制

度的实践创新与发展，基本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这一

基本分配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实践创新与不断发展

的过程。40年来，收入分配制度实践创新过程可

以概括如下六方面。

（一）探索收入分配理念的实践创新，提出先

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分配指导思想

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分

配理念和做法，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通过勤奋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

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新理念，引领按劳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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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真正落实和体现。在实践层面上建立多种形

式的经济责任制，收入分配要体现商品生产、价值

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承认合理的收入差距及其对

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反对传统的平均主义

分配思路。

（二）探索收入来源多元化与按要素分配实践

创新，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

基本分配制度以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

结合的分配方式

根据先富带动后富的分配理念，逐步探索以

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多元化

收入分配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和发展

规律出发，提出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式除了按劳

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应该有

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风险补偿收入、非劳动收

入等；国家在政策上应当鼓励和保护这些合法收

入，体现收入分配的来源多元化客观趋势。党的

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

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和公平。”党的十五大

报告进一步把“其他分配方式作为补充”发展为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出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

参与分配，在实践上明确指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

素参与分配。

（三）探索对合法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都应

当加以保护的实践创新，确立了非劳动收入的合

法地位和性质

随着改革开放和实践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党

的十六大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

术、管理等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明确提

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

应该得到保护”，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公开表示保护

“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意味着我国从体制上、政

策上和法律上进一步保护各类合法投资行为及其

收益。

（四）探索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实践创新，注

重如何加快缓解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

实问题和分配的公平正义

针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

和问题，党的十七明确提出我国收入分配实践发

展要“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尝试探索小康社会的收入分配新格局。针

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在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实践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

平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

收入。党的十八大针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

题，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创新，实现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从实践上系统地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

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思路，强调要完善劳动、资

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

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

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这为探索中国特色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体系奠定了实践创新和发展的基

础[1]。

（五）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实践

发展，提出我国收入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目标是构

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为进一步加快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战略部

署。在这个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我国收入分配

改革的目标就是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即一是形成市场化机制和效率导向的初次分配格

局；二是形成政府调节和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

三是一体化发展导向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四是

规范化透明化导向的收入分配秩序格局；五是科

学高效导向的分配管理格局；六是激励导向的分

配制度格局 [2]。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顶层设计的改革目标，国务院又批复了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

部委提出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

意见》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从我国经济新常

态和创新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第一次系统地从

完善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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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合理分配秩序以及加强对分配制度改革的组

织领导等方面，对于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

了 35条具体的指导意见，对于指导收入分配实践

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3]。

（六）探索“共享发展”新理念的体制机制实践

创新，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共享发展新理念，

坚持公平正义，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和创

新，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是我国进入

新时代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实践和

创新发展。一是强调以共享发展为引领，坚持按

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

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进一步强调鼓励勤劳守法

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

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二是立足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的合理化发展，从单一的“同步”到“同

时”和“同步”，即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

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

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一实践创新更加科

学地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在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防止二者

脱离或者单项发展，这有助于更加理性和科学地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三是提出逐步完

善再分配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发挥公共政策

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明确

提出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实施精准脱贫，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

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4]。

这一重大实践探索和政策方向，表明我国收入分

配从原来以制度创新实践为主，转向以制度创新

实践与政策创新实践相统一的方向发展；从原来

按劳分配为主、实行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

体制机制向以完善基本分配制度和宏观分配政策

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原来以注重解决

收入差距为主，转向以解决不合理差距和形成合

理有序分配格局、体现公平正义相结合的新理念、

新实践的方向发展。

二二、、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中国收入分配改革 4 04 0 年年：：

基本经验和特点基本经验和特点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

的奇迹。在 40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

收入分配发展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增

长、收入差距与分配制度改革并存发展。因此，如

何科学总结和看待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规

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

特征，对深化新时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必然

与经济增长的奇迹一样，也格外引人注目。40年

的创新、探索和实践，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经

验。

1. 收入分配改革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

的内在规律，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契机，为提高

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注入内在激励机制和发展

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生产力发

展阶段就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改

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

段，而初级阶段的根本性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需要发挥激励机制为生产力发展和提高

注入新的动力。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求

和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我们提出改革原有的传

统的具有平均主义特点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真

正恢复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允许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

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无论是改革一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

城市企业承包经营，本质上就是通过改革利益分

配关系，形成差异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发挥收入分

配的利益激励机制，为加快发展生产力注入新的

动力机制。

2. 收入分配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规律，坚持市场化导向，既体现市场化效率发展的

工具理性，又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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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坚持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发

挥市场竞争机制规律、价格竞争机制规律的作用，

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和效率提升。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又实行按要素分配相结

合，体现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价值和贡献，允

许除了劳动要素以外，也让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

收入分配，极大地推动了收入分配多元化和收入

来源多样化发展，把收入分配制度创新与资源有

效配置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

速高效发展。

3. 收入分配改革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

大力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按照国际化规则和管理

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 40年，也是中

国顺应全球化发展规律，积极参与全球化，参与国

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的一

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动参与收益

报酬、国际贸易参与收益分配必然会对国内收入

分配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外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根据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获

得比较收益，国内收入分配体系由此也受到全球

化收益分配机制的深刻影响。地方政府围绕GDP
竞争，吸引外资，扩大开放，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

倾斜性的收入分配政策，推动中国加快参与全球

化和实施进一步对外开放新战略。也正是因为中

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政策优惠等利益分配政

策，有利于外资流入中国获得更多的回报和收益，

进而也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融入全

球化的发展过程。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收入分配

体制机制改革一开始也就是顺应全球化导向，在

参与国际化和国际市场分工中加速经济发展，奠

定收入分配的国际化基础。

4.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坚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

长融合统一发展的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增

长-收入分配”一体化互动关系。中国收入分配改

革从一开始，就面临如何解决好生产与分配的关

系，或者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如何在促进生产和

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好更合理地进行收入分配，

始终是所有国家在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然面

临的一个问题。一些国家采取“先增长、后分配”，

而另一些国家则实行“先分配，后增长”，如何处理

好增长与分配始终是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中国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上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从改革一

开始面临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严重抑制生产力

发展和经济增长，到提出“先富后富、后富带动先

富”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思路，再到

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消费和增长，则又明确提

出“效率与公平兼顾”，强调“共同富裕”和“公平正

义”“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新格局”。可以看到，

无论是提出收入分配多元化，还是提出“缩小收入

差距”、实现“两个同时、同步”等，其背后的逻辑和

思路都是一切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

主线，坚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突出强调收入分配改革要坚持促进经

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更加彰显了收入分配

改革旨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有机统

一，构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

也探索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收

入分配改革的这一主线，有效地避免了“公平与效

率”究竟“哪个优先”的无谓争论和价值判断，科学

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有利于中国加快

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

分配一体化互动发展。

5.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探索收入分配

领域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配改革

逐步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领域必须探索和处理

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初次分

配与再分配关系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效率与公平

的关系，进而反映的也是收入分配领域中市场与

政府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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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简单复制和照搬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和模式，其结果则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机制，既

无法体现真正公平，也无法体现经济效率，当然也

不存在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显然，在

这样的分配模式下，无法区分并有效处理好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探索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过程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按劳分

配原则，体现多劳多得和收入分配的差异特点，提

出按劳分配为主，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既遵循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分配原则，又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出发，体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机制、

效率原则。这样也就必然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下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这一基本问题，即初次分

配如何更好体现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和

要求，而再分配则如何更好地体现政府的作用，确

保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始终坚持

初次分配领域如何体现效率，通过不断探索和改

革清除一切不利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体

制，实现公平竞争和效率最大化，完善合理有序的

初次分配体制和机制；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探索

和改革来清除一切不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

制机制，构建社会政策和完善转移支付等体系，建

立和完善更加有效的再分配体制机制。通过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探索，有利于更

好地处理收入分配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6. 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也始终顺应法

治化、透明化、规范化的收入分配发展趋势，构建

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纵观收入分配改革

40年，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封闭的收入分配

模式，到逐渐探索多元化、多样化、市场化的收入

分配模式，其背后的另一个逻辑就是探索和推动

收入分配制度的开放发展、公平发展和透明发展，

进而也就是逐步探索多元化、合理化、公开化的收

入分配体系和制度。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一

直面临两大问题和难点：一是如何避免经济发展

过程中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二是如何消除收入分

配不公问题；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表面上来看似

乎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分配体制和机

制下，二者相互影响，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40年
改革发展经验表明，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因为

经济发展过程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带来的差距本

身问题，也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大量的分配不

公因素导致不公平的收入和差距扩大，这显然已

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差距扩大问题，而是制度

性的分配不公问题。因此，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既

要探索如何解决差距问题，更要探索如何解决分

配不公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后一个问题难度是

超过前者的，因为这涉及如何推动收入分配的法

制化、透明化、规范化发展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改

革探索收入分配以及如何克服广义的经济甚至包

括社会的不公平等因素。中国收入分配改革40年
的逻辑，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和规

律：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探索多样化、多元化收

入来源，发挥分配的激励机制作用，收入分配来源

多元化，同时差距也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在

逐步探索规范化、法制化的收入分配和监管模式，

通过探索和逐步推动收入和财产的公开化和有效

监管，实现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有序、收入分配格局

更加合理，逐步消除影响分配不公的体制机制因

素。显然，中国收入分配40年，客观上是一个不断

推动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有序，收入分配结构和监

管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

符合收入分配发展的趋势和合理化的内在要求。

（二）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鲜明特点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中国

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内

在利益激励和动力，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环。在此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

收入分配改革与创新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特色。

1. 收入分配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统一。

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创新发展的历史表

明，任何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来自实践发展本

身，这一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导向和问题导

向的方法论。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坚持马克思主义

按劳分配基本原则，同时又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实践，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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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实践发展和

要求出发，立足解决实践问题，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更加符合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

践要求。这一改革实践过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分配理论与当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发展相结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并以

创新的分配理论指导分配实践发展；与此同时，收

入分配改革坚持开放性原则，积极吸收和借鉴国

外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合理经验，丰富和

创新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和实践发展。可以说，中

国特色分配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

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发

展实践相结合、并吸收西方发展经验的集大成，为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先行先试的

经验和典范。

2. 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相结

合。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特色就是

来自顶层设计，无论是提出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

还是提出“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乃至提出“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等，每次重大的理论创新

首先来自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的演变，进而来推

动和指导分配实践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实践

发展又能够注重发挥基层实践的创新和试点，注

重发挥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探索精神，把每一

次关于收入分配指导思想的顶层设计与农村改

革、城市改革等基层实践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全国

不搞一刀切，这也是中国特色分配制度改革与创

新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所在，也是中国特色收入分

配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特色。

3. 分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与经济增长激励性

内在动力相结合。中国收入分配理论创新和改

革，始终坚持以调整利益关系为出发点，遵循先易

后难和渐进式改革的规律和特点，把分配制度改

革与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在激励机制有机结合起

来，使得每次收入分配改革都能够成为推动其他

领域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渐进

式改革和先易后难的方法，有助于降低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社会震荡，有利

于稳中求进，稳中突破；把分配改革与激励型机制

培育结合起来，为收入分配改革找到了一个“锚”，

避免了简单化围绕分配问题进行改革，从而有利

于更好地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4. 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中国特色分配制度改革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运用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

导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发展；坚持以

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基础，首先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

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在此过程中，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在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同时提高劳动者报酬，科学辩证地看待经

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内在关系。

三三、、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对经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对经

济学的理论贡献济学的理论贡献

从 40年改革与发展经验来看，我国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具有鲜明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特色，至

少在以下几方面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新的

理论贡献。

（一）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分配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按

劳分配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真

正体现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使得马克思

主义分配理论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错误和

教条中解放出来，获得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生。

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

推动分配理论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

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阶段，这一创新与发展

既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过程和生产

成果的占有支配方式和权利”这一马克思主义基

本分配理论，又创造性地提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

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使得按劳分配原则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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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丰

富生动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中国特色

分配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按

劳分配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建立在“以生产资

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基础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发

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共赢的劳动关系、实

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完善政府再分配政策等，

均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并解决当下中国如何防止

异化劳动、剥削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等现实问题。

显然，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也注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将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而继续深化并

得到丰富；中国特色分配分配理论的不断创新和

发展，也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

入新的创新活力和内在动力。

（二）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也为推动新古典经济

学分配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为国际范围内

解决收入分配和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

国智慧

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创新和发展，有助于我们

重新审视和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

论。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分配理论，遵循所谓

的边际生产力分配即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决定要素

报酬假说、基于要素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进

而形成劳动-工资理论、资本-利息理论、土地-地
租理论和企业家-利润理论等，其背后的逻辑都是

市场竞争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并且假设市场机制

会自动实现所有生产要素报酬均衡，因此不会出

现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即使出现差距也是短期现

象，最终会依靠市场自动均衡和收敛。这些主流

的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一次分配由市场解决，二次

分配由政府通过再分配方式加以解决。但实际

上，除了极少数国家依靠再分配政策有效调节分

配以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他们

的收入差距几乎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

由市场决定的一次分配领域收入差距更大，甚至

到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内部劳动与资本收入差距急

剧扩大，出现了诸如“占领华尔街”“1%与 99%”的

冲突等等不断诞生，全球性不平等上升也成为逆

全球化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实践发展表明，新

古典经济学崇尚的所谓市场自动均衡假说、收入

分配趋同及“收敛”假说，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理

论假说，在现实中往往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和情

况。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提出运用卡尔多程式化事

实，来描述劳动者份额变化趋势，即尼古拉斯·卡

尔多(Nicholas Kaldor)在总结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在

发展过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特征，认为

劳动报酬收入占GDP份额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

性。根据这个事实，似乎劳动者报酬占比到了一

定阶段会出现稳定状态。但问题是，卡尔多事实

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

构升级转型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如何变

化？尤为关键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配理论，依

然无法有效和科学地解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实际

上依然存在着马克思当年分析中指出的劳动异化

问题、资本雇佣劳动关系问题以及所谓分配极化

现象。

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从所有制尤其是以公有制

为主体出发，这就使得西方式的劳动-资本关系从

利益对抗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劳动与资本的收入

分配问题，矛盾的性质在中国特色分配理论框架

下发生转化，即对抗性的劳动资本关系实质上成

为劳动—资本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就收入分

配差距来说，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主张两个“同时”

和“同步”提高的理论，解决劳动与资本要素的报

酬份额和居民收入增长问题。此外，中国特色分

配理论摈弃所谓的“报酬均衡”假说，立足收入分

配非均衡发展模式和手段，实现各类要素主体及

其收益协调发展，即非均衡式协调式增长理念，实

现共享式发展。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强调市场决定

资源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质上是政府和市

场的二元调节模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二

次调节模式不一样；因此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也是

通过完善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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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及政府职能转型，进而实现一次分配更有

效率，二次分配更加公平的发展目标。显然，中国

特色分配理论对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

及其政府和市场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关系等具有

重要的启发和意义。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主张和

政策方案对于解决西方国家分配问题和全球性不

平等加剧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国际发展提供的中国

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中国特色分配理论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

完善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思路，对于重新审

视“库兹涅兹倒U型假说”及其正确处理经济增长

与收入分配关系具有理论启发和现实意义

发展经济学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

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长期以来，西方

发展经济学理论始终坚持所谓的经济发展与收入

分配遵循所谓“涓滴效应”以及“库兹涅茨假说”。

所谓“涓滴效应”是认为，只要保持合适的经济增

长，增长收益总会逐渐“涓滴”到中低收入阶层，特

别是经济发展和增长会自动“涓滴”到贫困阶层和

人口那里；而所谓的“库兹涅茨假说”则认为，一国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变化之间的关系，总是存在收

入差距变化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倒U型曲线”，换句

话说，一国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其收入

差距在初始开始阶段，会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出现

扩大，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到了一定水平以后，

收入差距会出现下降趋势。其实，无论是“涓滴效

应”还是“库兹涅茨倒U假说”，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都是假定市场机制作用会导致收入差距出现均衡

和趋同。现实发展却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

水平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并未出现所谓的“涓滴

效应”或者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实际上，值得肯

定的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消除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基

础，没有经济增长，也就不会有收入分配的基础和

条件。但是，经济增长是否能够自动甚至必然带来

贫困下降和收入差距缩小，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况且，涓滴效应和库兹涅茨假说，其分析的依据和

基础都是以工业化发展为实践背景，问题在于到了

服务经济时代，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和结构

背景下，收入分配差距如何发展和变化，则是需要

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

中国特色分配理论跳出单一的“公平论”和单

一的“效率论”，跳出二者所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

得”的单一思维，创新性地提出“效率与公平都要

兼顾”理念，并引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始终

围绕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体化互动和良性发展

而开展，探索有利于促进增长的分配体制和有利

于改善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政策上也提

出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在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思

路，较好地匡正了收入分配研究中公平与效率的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分析框架和思维，有助于丰

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四）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对于深化认识中国经

济奇迹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推动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现实意义

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来说，正确理解中

国经济增长必须紧密联系收入分配，只有把增长

与分配放在统一分析框架中，才能客观全面的理

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新时代的创新转型发

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经

济理论研究的显学之一，国内外学者都把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作为重要的命题开展研究，也

的确形成一批重要的且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成果。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研究和理论成果都是

围绕经济增长本身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奇迹进

行分析；从方法来说，多数研究都是从经济增长理

论、生产函数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出发，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及速度奇迹和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等；而大多数研究忽略了从收

入分配视角去观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及其未

来的创新转型发展问题，即使有很多研究收入分

配问题的理论成果，但仅限于就分配本身谈分

配。中国特色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

须把收入分配考虑进来，构建增长与分配统一的

分析框架，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40



的奇迹。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创

新实践表明，分配改革始终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

内在的激励，“人们对激励总会做出正确的反应”，

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秘密，也是

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

键所在。无疑，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新时代，核心

就是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而创新驱动

与转型升级则需要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动力，这就

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为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驱动的激励

机制。这一点也许是总结40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最大经验，也是新时

代中国经济持续且成功发展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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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stent with the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has also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s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e most basic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the 40 years is to adhere to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On one hand, take the reform of distribution

system as an opportunity, constantly providing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for 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 leve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other hand, adhere to the market- oriented

direction and reflects both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efficiency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social justice.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ing in 40 years formed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greatly enriched and innovated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Marxis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theory also

provides Chines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distribution theory, and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in China,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Empirical theory, Innovation

and Its new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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