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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社會不和諧﹕勞資關係
—!ࣘෞռᝋďξಞ̳Вڇચ۞Ԋࢨ
઼छ൴Լ؎ࡁտٙ

आ̈ڒ

中共 16 屆六中全會《決定》要求通過“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
制”﹐“發展和諧勞動關係”﹐並在促進就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公共管理和健全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
會管理制度等多角度上﹐對實現這一重大社會和諧的戰略任務提供
了多角度的政策性支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中央全會的《決
定》中﹐這是一個空前的新現象﹐凝聚了多年來中央對於完善勞動
關係協調機制的極大關注﹐以及在這方面積累的各種經驗。這個《決
定》的諸多內容﹐本身也是對於市場原教旨主義“改革”的拒絕。
因為﹐這畢竟是涉及中國總數約為 7.2 億的普通勞動者現在與未
來的生活狀況﹐特別是這個極其巨大的勞動階層與約四千多萬個大大
小小雇主的關係的問題。應該說﹐“發展和諧勞動關係”﹐是完善基

本經濟制度﹑協調社會各階層關係的戰略支點﹐是建立改善收入分配
狀況最廣泛﹑最堅實的戰略基礎﹐是國家社會政策的重點﹐是建設社
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大戰略任務。任何離開了這種理性的政策選擇﹐
而又說要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的議論都是舍本求末的奢談。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經驗表明﹐在市場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歷程
中﹐無論是以私有制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無論是在私有制
部門還是在公有制部門﹐一方面形成了勞動力市場﹐另外一方面卻
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要改善和提高雇員的勞動
權益保障水平﹐要在總體上改進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無從想
像的。
在發展的轉軌國家中﹐所謂依靠資本“自發提高”雇員的收入
和僅依靠二﹑三次分配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是缺乏實質性
作用的。大國印度的醫療制度比較有利於窮人﹐教育制度也有善可
陳﹐但是貧富分化嚴重。一些拉美國家也是實例。
在發達的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中﹐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傳播和
全球化的進展﹐雖然“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機制仍然在作用﹐
已經遭到威脅和侵蝕的“福利國家制度”仍然存在﹐但是﹐在初次
分配領域中﹐資本勢力猛增﹐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受到衝擊的既成事
實﹐已經成為社會分化﹑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加速器。在歐﹑美﹑
日和臺灣地區﹐貧富分化中已經出現了以雇員為主體的中產階級
“土崩瓦解”的現象﹐— 所謂資本社會最重要的“社會穩定器”
已然嘁哩喀喳﹐出現了嚴重的故障﹐前景堪憂。西方主流﹑非主流
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已經受到實踐的嚴重質疑。理論和政策需要
創新。在這種十分明朗的局面下﹐中國對各種打扮的“洋教條”要
有所警惕﹐不要盲目地“邯鄲學步”﹐自廢武功。
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短短 20 多年中﹐勞資關係協
調機制也僅僅處於“初步形成”的水平﹐並不完備﹐以致當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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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分配秩序不規範的矛盾日益尖
銳”﹐“勞動爭議繼續呈大幅度上昇趨勢﹐勞動爭議預防和處理工
作仍將面臨相當大的壓力”﹐1 — 這既是公共治理存在缺失和公民
社會缺乏自我調整機制的表現﹐也是多年來收入分配和相關社會問
題日漸尖銳化﹐勞資兩大階層的矛盾日漸增多﹑增強的一個重要原
因。勞資關係涉及總數 7.6 億的普通勞動者和雇主﹐這個巨大的社
會矛盾“日益突出”﹐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和諧。中央提出
“發展和諧勞動關係”是有針對性的重大政策﹐不是憑空提出來的
宣傳口號。
目前﹐從我國就業結構的角度看﹐在積極擴大就業的同時﹐“發
展和諧勞動關係”和改進初次分配中的相關制度﹐要以非國有部門
為重點（國有部門的問題也不能忽視）。要制定完備的方案和日程
表﹐著力完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
同時﹐也要認真梳理圍繞這個問題（包括與其一體化的分配制
度）而提出的各種理論觀點。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
中﹐要直面私權﹑市場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不要過分誇大公共
服務的作用﹐要探索辯證施治之道﹐直奔建設和諧社會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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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有單位已經成為就業的主渠道。2005 年已經有 3.8 億人在
非國有法人單位（包括鄉鎮企業﹑鄉村私營企業）和城鎮個體經濟
中就業。未來幾年中﹐非國有單位的就業人員有可能進一步大幅增
加。下面是幾組有關數據﹕
就非農產業而言﹐非國有單位已經是就業和新增就業的主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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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2010
年）〉﹐《經濟日報》2006 年 11 月 9 日。
3

門。國有單位的就業人數不斷萎縮。2005 年城鎮單位和個體就業
人員為 27331 萬。其中﹐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為 6488 萬人﹐佔比為
23.7％。如果減去國有單位就業人員中的公務員約 600 萬人和事業
單位約 2900 萬人﹐其中的國有產業單位職工約為 2988 萬人。
1996~2005 年﹐國有單位就業人員減少了 4756 萬人﹐十年中
年均減少 475.6 萬人。相反﹐同期非國有單位的就業人員增加了
12165 萬人﹐十年中年均增加 1216.5 萬人。 2
這一減一增的趨勢還在發展。據國資委的計劃信息﹐2005~2008
年﹐僅政策性破產就涉及 2167 戶企業和職工 366 萬人﹔另外﹐全
國還有二百多萬職工擬通過“主輔分離”政策進行分流安置﹔這
兩部分人共計 566 萬以上。3 之後﹐國企的市場化破產將全面展開。
另外﹐在“十一五”期間﹐國資將加快向重要領域﹑優勢領域﹑中
央企業等方向集中的速度。4 國企的產權改革也將繼續推進。在這
些舉措下產生的失業人員和部分職工進入非國有企業就業的現象﹐
都將進一步增加非國有部門的就業人員。
另外﹐事業單位改革也將全面展開﹐2900 萬人中會有一部分
人因為“國資將逐步退出公立醫院” 5 等各類公益性單位和“減
員增效”等各式各樣的“改革”﹐失去現在國有單位的身份或崗
位。如果要滿足國家發改委某官員關於“應從總體上收縮事業單位
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 年 9 月。其中﹐公
務員人數來自有關政府部門訪談﹐事業單位職工數來自中編辦副主任王瀾明﹕〈事
業單位改革的歷史與現狀〉﹐求是雜誌社《紅旗文稿》2006 年 15 期。
3
〈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國企改革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新華社北京 2006 年 11
月 9 日電。
4
〈搞好國有企業﹐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人民日報》2006 年 3 月 13 日。
5
2004 年 7 月 27 日《中華工商時報》報道﹕〈國資將退出公立醫院〉。2006 年 8
月﹐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又出售一家年盈利 1600 萬的大型公立醫院﹐並允許業主將
這家醫院改為“贏利性單位”。2006 年 8 月 14 日《市場報》報道﹕〈杭州口腔醫
院改制莫名其妙﹐國有資產可能被低估〉。
4

的規模”的個人“建議”﹐6 估計起碼減少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員才
能體現“總體上收縮”的“改革目標”。
現在﹐按 2010 年“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一半”的“中庸之
道”進行估計。首先﹐假定國企從競爭性行業“全部退出”要減少
約 1494 萬人（其他剩餘的 1494 萬人視為在國有壟斷企業上班）﹐7
退出“一半”則將減少約 747 萬人。事業單位作同樣的處理﹐從那
種設計要減少的約 1000 萬人中削減一半﹐祇減少約 500 萬人﹐保
留 2400 萬人。這種情況下﹐2010 年全部國有單位的就業人員總數
減少約 1247 萬人﹐保留約 5241 萬人。
但是﹐僅僅從國資委計劃在 2005~2008 年間﹐國企的政策性破
產和“主輔分離”就要減少 566 萬人的角度看﹐到 2010 年底國企
因其它改革措施僅再減少 181 萬人﹐兩者相加從而達到總共減少
747 萬人的目標﹐這種“中庸”的估計肯定是太樂觀了。比較實際
的估計是﹐2010 年底全部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就業人員總數﹐因
各種各樣的改革﹐將保留在 4000~5000 萬之間。
無論哪種估計﹐未來五年中都可能逐步從國有單位分流出來上千
萬企﹑事業單位人員。假定他們都能夠就業﹐那新就業崗位祇能是非
國有單位（包括改制後的國有單位）﹐多數又將是非公有制單位。非
6

2005 年 2 月 24 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朱國棟在〈我國事業單位改革提速﹐職工
將告別國家幹部身份〉中報道﹐“2004 年下半年﹐國務院已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
究事業單位下一步改革問題。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恒山表示﹐
‘應從總體上收縮事業單位的規模。應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減少到最必
要的程度’”。
7
參考值見新華社北京 2006 年 11 月 9 日電﹕〈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國企改革要維
護職工合法權益〉。報道內容之一是﹐“據國資委統計﹐目前……中央企業職工約
1053 萬。”如果再加上金融﹑鐵路等行業中壟斷企業的職工﹐目前國有產業單位職
工 2988 萬人中﹐國有壟斷企業的職工大約佔一半。但是﹐在這個報道中﹐國有工
商企業的職工為 4300 萬﹐這與《中國統計年鑒（2006）》中國有企業職工的人數
不符﹐故未採用。
5

國有單位﹐特別非公有制單位的就業人員將因此激增千萬以上。
以上這些數據粗略地反映了我國非農產業的就業所有制結構
（未涉及純農戶）﹐以及在未來五年中可能出現的主要走向。但是﹐
國有單位就業人員減少的底線在哪裡﹐仍然難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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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描述一個巨大的就業群體中的勞資關係﹐首先應該將就業
人員中的雇主（俗稱“老闆”）和雇員進行數量上的區分。
第一﹐非國有單位的情況﹕2005 年底﹐城鎮法人單位﹑城鎮
個體就業人員﹑鄉鎮企業和鄉村私營企業就業人員為 43965 萬。8 在
這個總和中﹐減去 6488 萬國有單位就業人員以後﹐城鄉非國有法
人單位和城鎮個體經濟的就業人員為 37477 萬人。直觀地說﹐2005
年有約 3.8 億人在非國有單位就業。 9
以國家統計局 2004 年全國經濟普查報告公佈的企業法人單位
的數據為背景﹐10 扣除其中 19.2 萬戶國有企業後﹐其它 305.8 萬個
非國有企業法人單位按照每個企業一個法人代表計﹐其企業雇主也

8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農村個體經營戶就業人員 2123 萬未計入﹐
因為他們和農戶是緊密混合在一起的﹐勞動和經營的季節性強﹐並且很少有僱傭勞
動關係。
9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10
2005 年 12 月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的數據顯
示﹐2004 年全國二﹑三產業的企業法人單位 325 萬個。其中﹐國有企業﹑國有聯營
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共 19.2 萬個﹔集體企業﹑集體聯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共 45.6
萬個﹔其它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 40.6 萬個﹔私營企業 198.2 萬個﹔其它
內資企業 6.2 萬個﹔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 15.2 萬個。
6

是 305.8 個（其中私營企業 198.2 萬戶﹐雇主也是 198.2 萬個）。11
個體經營戶 3921.6 萬戶﹐從業人員 9422.4 萬人﹐戶均 2.4 人。雇
主近 4000 萬人。 12 2004 年底﹐非國有單位大大小小的雇主總數在
4305.8 萬左右。
2005 年非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約 37477 萬人﹐其中減去上述雇
主人數以後﹐雇員約為 33171.2 萬人。在非國有單位的全部就業人
員中﹐企業雇主和個體戶雇主所佔比例為 11.5％。雇員與雇主的總
體比例大約是 8.9 比 1.1。
第二﹐國有部門情況﹕按每個國有法人單位一個法人代表計
算﹐2004 年國有部門企﹑事業單位等的雇主約為 211.1 萬個﹐13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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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商總局的資料顯示﹕2005 年底私營企業為 430.1 萬戶。按法人代表計算﹐
雇主為 430.1 萬個。這與本文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材料估算的數字相差比較大。根據
作者對政府各部門關於私營企業戶數數據的比較分析和在東﹑中﹑西部的實地調查﹐
認為關於私營企業的數據﹐採用國家統計局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比較符合實際情
況。因為﹐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與財政部﹑稅務總局﹑全國總工會掌握的數據比較
一致。國家工商總局關於私營企業戶數的數據偏大。如 2004 年底﹐他們的數據顯
示全國私營企業為 365.1 萬戶﹐與國家統計局 2004 年進行的全國經濟普查的相關數
據（私營企業 198.2 萬戶）相差比較明顯﹐多出 166.9 萬戶。雖然《中國統計年鑒》
每年都採用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私營企業戶數的數據﹐但是﹐這裡沒有採用。
另外﹐這裡作者對之前計算雇主的方法進行了調整。原來﹐每個非國有企業是
按照兩個投資人和主要管理者計算的（〈2006 年三季度非國有經濟發展報告〉﹐
《中
華工商時報》2006 年 10 月 27 日第七版）。
12
2005 年 12 月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顯示﹐“2004
年末﹐全國共有從事第二﹑三產業的法人單位 516.9 萬個。其中﹐企業法人單位 325.0
萬個﹐機關﹑事業法人單位 90.0 萬個﹐社會團體法人單位 10.5 萬個﹐其它法人單
位 91.4 萬個。……個體經營戶 3921.6 萬戶”。
13
在《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一）》中﹐非企業法人單位的經濟性質
沒有被劃分所有制類型﹐故這些法人單位的雇主未計入非國有部門。按照一般經驗﹐
這些單位的資產多數與國家財政撥款和國有單位的投資有關係﹐故將其計入國有單
位。這樣﹐全部 516.9 萬個法人單位減去 305.8 萬個非國有企業法人單位以後﹐剩
餘的 211.1 個法人單位均視為國有單位。
7

主人數佔 2005 年底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的 3.3％。雇員與雇主的總體
比例是 9.7 比 0.3。
第三﹐國有﹑非國有單位的總體情況﹕2004 年底國有﹑非國
有各經濟類型單位的雇主總數約為 4516.9 萬人﹐相當於 2005 年城
鄉法人單位和城鎮個體就業人員總數的約 10.1％。雇員與雇主的比
例大約是 9 比 1。
發展中的非國有單位是促進就業的重要渠道﹐一些業主也能夠
嚴格依法或憑良心善待雇員。但是﹐國家的執法檢查和一些重要數
據顯示﹐在廣泛的社會層面上﹐人數少的雇主階層（包括部分國有
單位的雇主）和數量龐大的雇員階層之間的矛盾﹐即勞資之間的社
會矛盾和衝突還是在逐步發展。這個涉及數億人的矛盾“協調處理
的難度也相當大”。 14

ˬď઼ܧѣొܝ౻જᝋৈڶېमē
Ύព౻ྤםአ፟ט൴ֈ႖ޢ
現在非國有單位﹐特別是私營部門雇員的勞動權益狀況（包括
收入水平）並不讓人樂觀﹐就業質量低下是普遍存在的事實。這對
改善全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實現“社會和諧”形成了巨大的挑
戰。假定這種狀況在未來 5~10 年中不能獲得實質性的改進﹐隨著
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人數巨增﹐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面積將繼續擴
展﹐糾正起來更為吃力﹐社會不穩定的潛在風險會進一步增加。
2005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中華人
民共和國勞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我國的企業在貫徹實施

14

2005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講話。轉引自關懷﹕〈
建設和諧社會﹐企業應依法履行社會責任〉﹐《工人日報》2006 年 3 月 27 日。
8

《勞動法》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在建築﹑輕工﹑服裝﹑餐飲服務
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中﹐侵害
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五大問題
是﹕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期限短﹑內容不規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沒有得到全面執行。15 超時加班現象比較普遍。社會保險覆蓋面窄﹑
統籌層次低。勞動保障監察力度不足。16 這導致了勞資關係的緊張
度在以多種形式發展。
2005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指
出﹕
ԧࣇ˵ࢋᏹг࠻זĎ༊݈ԧ઼۞౻જᙯܼܧ૱ኑᗔĎםአந
۞ᙱ࠹˵ޘ༊̂Ąଂϫ݈ೠ೪۞ଐ࠻ڶĎѣֱયᗟᔘͧྵࡎĄ౻
જ۰ЪڱᝋৈܬזצचĎϤѩ͔۞౻જۋᛉ९І˯ޘ಼̂৾۬
چĎצੰڱந۞९ІՏѐͽ 30Ʀ۞ిޘᆧܜĎѣֱ͔൴˞ᖚ̍ཏ
វְّІĎѣ۞ᔘд઼̰γౄј˞̙։ᇆᜩĄ 17

2005 年﹐在三資企業和農民工集中的廣東省﹐省總工會主席
的文章指出﹕
ଂϫֽ݈࠻Ďۤົ̙ᘦ۞ؠЯ৵༊̚Ď̂ณ۞९̄ďะ̚

15

聯合國UNDP《中國人類發展報告﹕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的報告指出﹐一些農
民工較為集中的地方（如廣東﹑福建）十多年沒有漲工資﹐實際工資下降（中國對
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5 年 10 月﹐第 39 頁）。另外﹐我們也看到﹐業主暴力對付工
人討工資的事件年年見諸報端﹔全國各地的“血汗工廠”並不少見。
16
〈五大問題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人民日報》2005 年 12 月 29 日。
17
轉引自關懷﹕〈建設和諧社會﹐企業應依法履行社會責任〉。另外﹐在 2000 年﹐
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總工會主席尉健行也指出﹐在“新建企業”（指
非公企業 — 引者註）中“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問題屢屢發生……已經到了令人無
法容忍的地步”（引自浙江省非公有制企業工會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全國新建
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會議文件選編》2000 年 11 月﹐第 12~13 頁）。
9

۞યᗟߏ౻જᙯܼયᗟĄ 18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大批農民工在企業勞動是低工
資﹑無社保﹐但他們在村裡留有承擔社會保障功能的土地和房屋。
這幾年來﹐這種低工資﹑無社保現象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無序競爭﹐
已經衝擊到越來越多的城裡人﹑大學生。其中﹐多數城裡的年輕人
和大學生是沒有房屋和土地充當生存底線的。在這個特定角度上
看﹐如果除去了家庭幫助的因素﹐這些每年為非國有企業所吸納的
數百萬的新生代雇員的生存狀況還不如農民工。他們有可能成為進
一步降低中國的結婚率和出生率的力量﹐加速“老齡化社會”的降
臨和增加那個時期社會問題的壓力。
與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現象相對應的是﹐私營企業的利潤
高速增長。比如﹐在工業企業利潤普遍下降的 2005 年﹐工業類私
營企業的利潤增長達到 47.3％﹐2006 年上半年達到了 52.9％。這
些利潤中包含了雇員在低工資﹑欠薪﹑違法加班﹑無社會保障﹑生
產安全條件惡劣等方面損失的份額﹐或者說﹐包含了雇員合法權益
損失的部分。就這一部分所得而言﹐不僅按照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
論﹐是雇主對於雇員的剝削﹔即使按照薩繆爾森早年在《經濟學》
中說的﹐也是“剝削”。 19
這裡﹐以兩個農民工比較集中的代表性行業 — 製造業和建築
業 2004 年和 2005 年的有關綜合數據﹐20 來計算低工資使利潤暴漲
的事。

18

轉引自關懷﹕〈建設和諧社會﹐企業應依法履行社會責任〉。
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冊第 29 章﹐商務印書館 1982 年 8 月。
20
數據來源﹕行業的國企職工和工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農民工
的工資和就業人員的情況﹐是根據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
（中
國言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第 7~8 頁的有關數據﹐結合《中國統計年鑒（2006）》
有關數據計算的。
19

10

2005 年製造業國有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 16963 元﹐2004
年農民工的年平均工資是 9360 元﹐兩者相差 7603 元。
2005 年製造業國企 599 萬職工的工資總額是 1016.1 億元﹔而
同樣數額的 599 萬農民工的工資總額是 560.7 億元﹔兩者相差
44.8％﹐差額為 455.4 億元。
農民工主要在非國有企業﹐尤其是在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從
業。在這個角度上看﹐僅僅在工資差額這個項目上﹐僱傭同等數量
的員工﹐非國有企業雇主就比國企多獲取了高達約 455.4 億元的超
額利潤。而製造業的全部農民工（約為 2105.6 萬人）與國企職工
的年平均工資比較﹐農民工將為其各類型雇主提供高達約 1600.9
億元的超額利潤。
2005 年建築業國有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 16361 元﹐2004
年農民工的平均年工資是 9360 元﹐兩者相差 7001 元。
2005 年建築業國企 205.7 萬職工的工資總額是 336.5 億元﹔而
同樣數額的 205.7 萬農民工的工資總額是 192.5 億元﹔兩者相差
42.8％﹐差額為 144 億元。在工資差額這個項目上﹐僱傭同等數量
的員工﹐非國有企業的雇主比國企多獲取了高達約 144 億元的超額
利潤。而建築業的全部農民工（約為 683.4 萬人）與國企職工的年
平均工資比較﹐農民工將為其各類型雇主提供高達約 478.5 億元的
超額利潤。
也有企業主違法賺取利潤的案例。2006 年後期﹐深圳市勞動
和社會保障局在代號為“利劍”的最低工資專項檢查行動中﹐已責
令上千家企業限期支付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差額共計 60 多萬元﹐為
勞動者追回二千多萬元“血汗錢”。21 如果不“追回”﹐這些錢就
是企業主的利潤。這種企業主違法賺取利潤的事﹐在前面引用的全
21

2006 年 11 月 7 日《工人日報》記者高鑄成﹑李泓報道﹐深圳上千家單位被責令
限期支付工資。
11

國人大有關執法檢查報告中被認為是“很突出”。如果再計入多數
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障金 22 和偷漏稅 23 等
等嚴重的問題﹐以及一些大型跨國公司醜陋的經營行為和避稅行
為﹐不曉得非國有企業主高速增長的利潤中﹐違法所得佔有怎樣一
個巨大的數額。
另外﹐考慮到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在環境﹑資源保護方面存在
的嚴重問題﹐可以看到﹐這些利潤中還包括了企業應該為“外部
性”付出而沒有付出的費用。
財富就是這樣在合法與非法交織的行為中積聚﹑集中和大幅擴
展規模。勞動者“有工作的貧困” 24 就是這樣地在產生。
問題﹕新增的就業者們﹐在一種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狀況下工
作﹐會具有怎樣的生態和心態﹖由此﹐在初次分配層面的工資上就
被嚴重扭曲了的收入實況﹐在二次分配中能夠得到多少彌補﹖在一
些極端的情況下﹐不少窮人有病不去醫院﹐一些貧困家庭的子女退
學﹐失業者因病自殺。這些事例一方面說明﹐加快健全二次分配機
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說明﹐在比較嚴重的貧困條件下﹐對當事人
來說﹐他與二次分配的連接機制是不存在的。
當然﹐政府對於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勞資關係狀況變化也不可
22

國務院研究室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乏”。
據平新喬的研究﹐2004 年“內資類民營企業（不含個體企業）”職工參與失業保險
的比率是 28.8％﹐而外企在 2003 年已經達到 80％。有關文獻參見全國工商聯非公
有制經濟研究課題組《非公有制經濟深層次問題研究》﹐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 406﹑291﹑514 頁。
23
例如﹐私營企業的稅收與其對GDP的貢獻不成比例。2003 年私營企業的稅收祇
佔稅收總額的約 7.26％。張木生據此提出﹐根據我們國家含稅GDP倒算﹐私營企業
的稅收應該再多出三﹑四千億元左右。否則﹐私營企業對GDP的貢獻就應該小得多。
此前﹐賈紹華（2002）﹑戴建中（2004）等學者也提出過同樣的觀點。
24
錢慰曾﹕〈國際勞工局調查報告顯示﹕全球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工人日報》
2006 年 11 月 1 日。
12

掉以輕心。國企在 20 世紀 90 年代已然形成了“強資弱勞”的格
局。21 世紀初﹐全國勞動仲裁部門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構成中﹐
雖然非國有部門佔的比重最大（佔 72.9％）﹐但是﹐按具體的企業
類型比較﹐數量居第一位的就是國有企業。25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
中的勞資矛盾也是比較突出的。21 世紀以來﹐事業單位的改制包
括人事制度改革“無法可依”強攻堅﹐照樣的“強資弱勞”不耽
誤。 26 例如﹐2005 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完成的《科技工作者權益
保障狀況調查》的報告和相關信息顯示﹐“包工頭”現象越來越普
遍﹐科學界貧富差距拉大。27 受訪的科技工作者認為﹐自身的權益
保障狀況僅僅比個體戶﹑工人﹑農民這三個群體的狀況好一些。科
技工作者普遍面臨職業風險﹐流血衝突時有發生。 28
總之﹐以上各方面都存在的“強資弱勞”的情況反映出﹐本該由
政府﹑工會和雇主組織（或雇主）三方分工合作來規範﹑協調的勞資
關係﹐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太明顯了﹐凸顯勞資協調機制發育滯後。

αďᛈϫម͕ēņૻྤऴ౻Ňᄃќ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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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上的“強資弱勞”格局導致了怎樣的收入分配狀況﹐在宏

25

《中國統計年鑒（2003）》﹐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夏小林﹕〈事業單位聘用制﹕“無法可依”強攻堅﹖— 改革要更注重法制﹑制
衡﹑公平和增強公共服務〉﹐《香港傳真》2006 年第 31 期﹔北京大學“社會學人
類學中國網”2006 年 7 月 3 日。
27
〈科學界貧富差距拉大﹐“包工頭”現象普遍〉﹐人民網科技頻道轉發《江南時
報》文章 2006 年 8 月 22 日。
28
李松濤﹑李健﹕〈調查發現中國科技工作者普遍面臨職業風險〉﹐《中國青年報》
2006 年 8 月 21 日。2006 年 6 月 9 日《新京報》報道﹐“北京建工研究院原院長﹑
書記被下崗員工殺害”。這個“下崗員工”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中年工程師。
26

13

觀﹑微觀和社會層面的後果如何﹖鑒於 2006 年以來關於收入分配
制度的眾多討論中﹐有關改善雇員中的最大多數人﹐即工人收入狀
況的文章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以下特別地大段引用全國人大常委﹑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周玉清在 2006 年 7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內
容﹐來較為系統地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在職職工﹑離退休職工是城市貧困戶主體。͗ࠎЋຽ
۞дᖚᖚ̍ᗓੜЃᖚ̍۞ݱξళӧ͗ҫፋ࣎ݱξళӧ͗۞
86.9ƦĎߏݱξళӧ͗۞វĄ
第二﹐宏觀層面職工工資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過低。
1991~2005 ѐĎᖚ̍̍ྤᓁᗝଂҫGDP۞ 15.3Ʀ˭ࢫࠎ 11ƦĄĞΞ
ͽͧྵ۞ߏĎ1952~2000 ѐĎ઼࡚ัࣶќˢд઼ϔќˢ̚۞ͧࢦଂ
66.9Ʀ˯ זچ70.5ƦĄ̚Ď1969 ѐഅགྷ྿זᕇ 73.7ƦĄ— ͔
۰ොĄ 29 ğ
第三﹐微觀層面的問題更為嚴重。˘ߏЋຽᖚ̍̍ྤᆧܜቤၙĎ
ࠤҌೀѐ՟ѣᆧܜĄፂБ઼ᓁ̍ົ 2005 ѐ၆Ȉ࣎࠷Њ̚۞ 20 ࣎ξ
Ğડğ1000 ࣎ЧٙѣטЋຽͽ̈́˘༱Щᖚ̍۞યסአߤĎ
2002~2004 ѐˬѐ̚Ďᖚ̍̍ྤҲٺ༊гۤົπӮ̍ྤ۞ˠᇴҫ
81.8ƦĎͧ˯˘࣎ˬѐĞ1998~2001 ѐğᆧΐ˞ 28 ࣎Ѻ̶ᕇĒࡇѣ
༊гۤົπӮ̍ྤ˘Η۞ҫ 34.2ƦĎͧ˯˘࣎ˬѐĞ1998~2001 ѐğ
ᆧΐ˞ 14.6 ࣎Ѻ̶ᕇĄՀѣࠤ۰Ďᔘѣ 12.7Ʀ۞ᖚ̍̍ྤҲٺ༊
гҲ̍ྤᇾĄѨአߤᔘ൴னĎ2002~2004 ѐˬѐ̚Ďപ፫ᄂ
ЋຽѐӮड़ৈᆧ ܜ33ƦĎ҃ᖚ̍̍ྤᆧࠎܜĄд͇ߺඈ̣࣎ݱ
ξ۞ৱᖐЋຽĎ90Ʀ۞Ћຽᖚ̍̍ྤˬѐ̶͛ϏႚĄ
˟ߏЋຽ఼ᖚ̍ᄃགྷᒉ۰̍ྤќˢ࠹मᚙঅĄፂ઼ચੰ൴ण
ࡁտ͕̚ 2004 ѐ၆ 1883 छЧᙷЋຽአߤĎЋຽᓁགྷநᄃ఼ᖚ̍
ѐπӮќˢ࠹म 3~15 ࢺ۞ҫ 61.2ƦĎ࠹म 15~25 ࢺ۞ҫ 14ƦĎ࠹
29

坎貝爾‧R‧麥克南等著﹕《當代勞動經濟學（第六版）》﹐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 543﹑5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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म 25~50 ࢺ۞ҫ 7.4ƦĎ࠹म 50 ࢺͽ˯۞ҫ 6.4ƦĄ
ˬߏЋຽ̍ྤ̶੨৩ԔใĄͧтĎ౻જؠᗝ་ĒᑅҲࢍІ
̍ྤಏᆊĒ̂ณ࿁ఢֹϡ౻ચࠁᅋ̍ඈඈĄΩγĎͣٳᖚ̍̍ྤ
ֶ̙ڱගᖚ̍ᘳৼۤົܲᐍ۞ன෪ֶхдĄдፋ࣎ۤົќˢ̶੨
ॾԊ̚ĎЋຽᖚ̍ߏќˢҲ۞ཏវ̝˘Ą
第四﹐企業職工收入過低狀況的長期存在﹐在社會上產生了嚴
重的消極影響。˘ߏᖚ͕̍ၗᚑࢦεᏊĄ˘ֱᖚ̍ᄮࠎĎԼࢭјώ
࿅кгϤЋຽᖚ̍ٚፉĎពனۤົ̙̳πĄБ઼ᓁ̍ົ၆༱Щᖚ̍
યסአߤܑځĎѣ 64.9Ʀ۞ᖚ̍ᄮࠎҋ̎˭ົۤٺᆸĄЯ̙҃͌
ᖚ̍၆ۤົ۞̙႕ଐჰдቺؼĎ၆Լࢭ۞ᄮТޘд˭ࢫĄ
˟ߏᇆᜩ˞ᖚ̍ฤЁ̰ొ۞ဥඕĄధкᖚ̍дळኘົܑ̚ன
၆Ћຽ̰ొ̶੨̙̳۞ᚑࢦ̙႕Ą
ˬߏЯ౻જಡ࿌͔൴۞౻જۋᛉ९І̙ᕝ˯چĄ2005 ѐБ઼
ϲ९צந۞౻જۋᛉ९І 31 ༱ІĎ̚౻જಡ࿌ۋᛉ९І 10.3 ༱
ІĎҫϲ९ᓁᇴ۞ 33ƦĎߏЧᙷ९Іּͧ̚۞Ą
αߏЯ̶੨̙̳͕நεᏊ͔҃൴۞ᖚ̍ཏវְّІ̙ᕝᆧ
ΐĄ2004 ѐЯ̍ྤҲЋຽԼטӀৈצຫඈࣧЯ͔൴۞ᖚ̍ཏវ
ְّІҫ༊ѐБ઼ፋ࣎ཏវְّІᓁᇴ۞ 20.92ƦĄ 30

至此﹐“強資弱勞”多側面負面影響的嚴重性已經躍然紙上﹐
觸目驚心。所以﹐在這個自由放任成份非常大的勞動力市場模式的
支撐下﹐GDP 的規模是高速擴大了﹐企業的利潤和經營者收入也
高速增長了﹐但中國一路摸黑走下去﹐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發
展﹐在涉及數億體力和腦力雇員的勞資關係上﹐以及在收入分配和
社會穩定方面是要出大問題﹐並給各種內﹑外顛覆勢力以可乘之機
的。

30

周玉清﹕〈企業職工工資過低與政府調控責任〉﹐《中國經濟時報》2006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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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౻ྤᙯܼםአ፟טņͣኮŇкēॡ̙ԧޞ
糾正“強資弱勞”格局﹐形成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不
容易。那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用了二百多年的時
間。當下﹐這些國家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又在與全球化較勁中掙扎。
目前﹐中國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建設面臨“欠賬”多的問題。在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形成的僱傭勞動關係﹐從頭就是在沒有《勞動
法》的“初始條件”下高歌猛進﹐與地方政府的“單純 GDP 觀點”
相得益彰﹐使 1995 年 1 月才實行的《勞動法》與血汗工廠層出不
窮的現象多年來並行不悖﹐並形成了至今仍然頑固不化的“路徑依
賴”。有的官員和學人或者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政策意識﹐或者照
搬新古典經濟學﹐刻意迴避和淡化勞資矛盾問題﹐鸚鵡學舌﹐在主
流媒體上公開反對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反對工會作用﹐反對最低
工資制度﹐維護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更是加重了新時期建設社會
和諧的擔子。
當前﹐我們要正視的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勞資關係的協
調機制祇是“初步形成”﹐ 31 現存問題不容忽視。國務院研究室
2006 年 4 月發表的一份全國性調研報告顯示﹐目前勞資關係協調
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現行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執法
監查力量嚴重不足﹐造成在一些方面無法可依﹐另外在實際上還形
成了“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比比皆是”。2﹑政府管理和職
能轉變不到位﹐一些地方“在處理勞資關係時屁股往往坐到了投資

31

2002 年 4 月 29 日新華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
況〉白皮書”。2006 年 11 月 9 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經濟日報》發表的〈勞
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2010 年）〉中﹐重複了這個基
本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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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企業主一邊”。 32 另外﹐這裡做出補充的問題是﹐3﹑三方協
調機制不健全。首先﹐是已說過的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場和行為出現
了偏差﹐其中不乏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如典型的“黑官紅煤”現
象。其二﹐是許多企業工會缺乏維權傳統﹐缺乏獨立性和工作經驗﹐
組織和培訓制度也不健全。在非國有企業的工會建設中﹐這些問題
更為突出。其三﹐是雇主組織大面積缺位﹐組織網絡不健全﹐人力﹑
財力﹑信息網絡薄弱﹐缺乏參與協調勞資關係的傳統﹑專業人才和
知識﹐工作方法簡單。4﹑特別要提到的是﹐在以中小企業為就業
主渠道的大背景中﹐區域性∕行業性集體談判制度的發育嚴重滯
後﹐並缺乏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而國際經驗和國內的已有經驗表
明﹐這種集體談判恰恰是協調中小企業內部勞資關係﹑維護流動性
較強的雇員的合法權益的最有利的低成本方式。 33
在勞資關係協調機制不健全的環境中﹐近年來興起的提倡企業
社會責任的呼籲在應對“貿易制裁”上有直接的實際意義。但是﹐
正如近期的“富士康事件”所顯示的﹐在政府和工會的作為有缺
失﹑力量不足的條件下﹐商業性媒體的作用有限並十分軟弱。跨國
公司作為不力也為人所詬病﹐而國內其它非政府組織在哪裡作用﹐
難得為人所見。倒是國外一些組織在及時發揮“說話”的作用。進
一步看﹐促進媒體和廣大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
法律法規又在哪裡﹖ 34 “富士康事件”的拷問是﹐在調整勞資關係
的機制不健全和執法不嚴的環境中﹐軟性實施機制的企業社會責任
能夠在中國走多遠﹖這個問題的政策性含義是﹕建立比較完善﹑有
32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
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第 16 頁。
33
夏小林﹕〈私營部門﹕勞資關係及協調機制〉﹐《香港傳真》2004 年第 13 期﹔
《管理世界》2004 年第 6 期﹔2005 年 11 月 7 日人民網理論頻道“特別關注”欄目。
34
劉武俊﹕〈“富士康訴訟”凸顯法制“亞健康”〉﹐《中華工商時報》2006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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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是全面倡導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前提條
件之一。 35
另外﹐“富士康事件”和中國血汗工廠著名的“加班”制度還
表明﹐普遍而長期的“加班”具有明顯減少企業吸納工人的作用。
在美國﹐長期以來企業的“加班”衝動是受到法律嚴格規定的高額
加班費限制的﹐所以﹐為了節約費用﹐每年的企業總工時中“加班”
時間非常少﹐36 這促進了就業。換句話說﹐就是政府放任市場會減
少就業。放任的市場會扭曲增長與就業的關係﹐並從負面影響增長。
哈耶克認為﹐工會權利是導致英國經濟衰落的唯一最重要因
素。弗里德曼也反對工會﹐主張勞動力市場自由化。20 世紀 70 年
代保守黨上臺執政﹐深受這兩人影響的撒切爾首相在接受了哈耶克
熱忱的恭賀以後﹐發威摧毀了英國原有的勞資關係協調體制﹐取消
了最低工資保護。十多年後﹐在 1994~1995 年﹐英國的《財經時代》
不斷發文﹐揭露在保守黨政府的領導下﹐“每小時僅有兩英鎊收入
的血汗工廠比率更普遍了”。“不平等不斷擴大﹐處於貧困線以下
的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大約 1300 萬成年工人每小時賺不到 2.5
英鎊（這是社會最低工資率）”﹑“雇員一週工作 50~55 小時是經
常的事”。但是﹐放任市場自由調節並沒有改變在 20 世紀 80~90
年代“英國已經成為低成本﹑低生產率﹑低技術生產和低服務效益
35

在“富士康事件”期間﹐
《環球企業家》記者程亞婷在深圳進行了採訪﹐她在《環
球企業家》2006 年 10 月號〈“血汗工廠”終結者〉的報道中指出﹐在深圳市勞動
和社會保障局工資福利處副處長張國玖看來﹐最惡劣的情形首先是拖欠工資﹐再接
下來才是嚴重的超時加班﹐“我們強調一步步持續地改善﹐而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
讓所有企業都達到標準”。
另外﹐她的報道顯示﹐“富士康事件”發生後﹐企業“旁邊的一家飯店的老闆
娘雖不清楚最近的‘富士康風波’﹐但她還是感覺到﹐這段時間以來富士康控制加
班的時間嚴了許多﹐晚上……工人就餐的高峰﹐比以前有所提早。”
36
有關資料反映﹐由於美國的工會弱化﹐近年在有的行業領域出現了一些倒退的現
象。
18

的中心”﹐“英國的資金則繼續向海外發展”﹐失業﹑貧富分化等
諸多社會問題更加尖銳化。37 放任市場自由調節的最後結果﹐是保
守黨下臺﹐極右翼理論的公信力遭遇了破壞性的打擊。
拉美一些國家在 20 世紀經過“華盛頓共識”的洗禮後﹐既得
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左派上臺後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在
糾正“強資弱勞”局面和緩和社會分裂方面是舉步維艱。 38
一位英國歸來的學人說﹐2005 年 11 月﹐在哈耶克的支持下建
立的英國保守思想庫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舉辦了第 14 次
Hayek 年度講座﹐演講人是英國的傳媒專家和政論評論家。其中的
一個題目是《中國是哈耶克的好學生﹐歐洲不是》。如果中國真正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了﹐中國就不是這種倒楣的“好學生”。

̱ďޙᛉēࠛԹར၁னѣޘטĎؠט
̣ѐ̰ᑓྃ͟۞ͣޘטܑ
當前﹐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建設滯後於國有企﹑事業改革快速
推進和非國有部門的高速發展﹐這對改善收入分配和建設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構成一種最大面積的人群壓力。
以上一些分析撇開了 4.9 億農業勞動者不論。但是﹐這些年來
在全國農民的純收入結構中﹐工資收入的比重已經不斷上昇﹐2005
年已達到 36.1％﹐比 2004 年增加了 2.1 個百分點。 39 工資收入已
經成為了影響農民生活﹑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個非常敏感而重要的因
素。而農村勞動力（包括數千萬失地農民）進入非農產業打工﹐多
37

有關英國的資料均引自約里斯‧范‧魯塞弗爾達特等主編的《歐洲勞資關係 —
傳統與轉變》第二章﹐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38
39

陳泰﹕〈風繼續吹﹕玻利維亞左翼報告〉﹐《香港傳真》2006 年第 50 期。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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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進入非國有單位當雇員。今天非國有部門雇員們的勞動權益狀
況﹐既影響到他們今天的生活﹐更預示著他們明天的生活。加快完
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既關係到 4.9 億農民﹐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
重要保障。
2005 年底﹐中國城鄉就業人員約為 7.6 億。從中減去約 4516.9
萬雇主之後﹐其它各類企﹑事業單位的職工﹑自由職業者和農民約
為 7.2 億。協調勞資關係﹐從不同角度都涉及到他們的切身利益﹐
所謂皆是利益攸關者。協調勞資關係﹐關注雇員﹐關乎絕大多數國
民﹐關乎改善收入分配的大格局﹐關乎國本﹐是最大的社會問題。
16 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一方面是協調全社會各種重要關
係的戰略性規劃和綱領性文件﹐另外一方面﹐由於《決定》中對於
建設社會關係協調機制做出了全面的規劃﹐把“發展和諧勞動關
係”和“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並且與
“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範收入分配秩
序”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等重要問題緊密
地結合在一起﹐在文字表述上給予改革﹑開放以來空前的“濃墨重
彩”﹐所以﹐又可以視為是發展和諧勞動關係﹑健全勞資關係協調
機制的戰略性規劃和綱領性文件。
當前﹐重要的是要狠抓落實現有制度﹐制定五年內基本彌補制
度欠缺的日程表。建議在“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方面﹐“國家
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會議”要聯絡全國人大和有關的黨﹑政部門等﹐
制定綜合配套改革的政策框架。主要內容是﹕改進﹑完善公共財政
制度和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懲治腐敗﹐嚴肅黨紀政規﹐著力在制度
上端正地方政府的行為﹔修改《勞動法》﹐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規體
系﹐在資金和人員上真正落實增強執法力量的政策﹐完善法制和監
管﹔發展工會組織﹐創新工作方法﹐特別是發展區域性∕行業性集
體談判制度﹐增強工會維權能力﹔培育﹑鼓勵和發揮雇主組織在協
20

調勞資關係特別是在集體談判中的作用。要認真總結近些年來中央
和地方在協調勞資關係方面成功的多種新鮮經驗﹐吸取建國初期黨
和政府協調勞資關係的成功經驗﹐組織人馬﹐政府﹑工會﹑雇主組
織和其他國﹑內外利益攸關者一起努力﹐制定中國協調勞資關係的
總體戰略方案﹐並針對不同勞動領域的具體特點制定和完善有關的
各項具體方案﹐完善全國和地方的勞資關係信息系統﹐大力培養研
究和處理勞資關係問題的專業人才﹐加快建設全面﹑有效的勞資關
係協調機制的步伐。同時﹐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建設。
另外﹐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增進社會公平公正﹐還要研究
新形勢下的新課題﹕如何發揮總量日益擴張的國有資本增加就業
的功能。要“減員增效”和“增效增員”兩條腿走路。在解決體制
弊病和贏得效率的前提下﹐即使依照美國的經驗﹐國資也要在增加
就業和增進社會公平上發揮積極作用﹐在“發展和諧勞動關係”上
作表率﹐不能“自廢武功”。
這些方面的政策性選擇有﹕
一是國家要保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重大技術創新等重要
領域的有效投資不斷增長﹐實現“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40 不
排除為解決就業問題在勞動密集型領域進行多種形式的有效投資
的政策選擇。
二是在保障壟斷領域國有企業健康發展的同時﹐還要保障在競
爭性領域已經開始取得制度﹑效益創新的國有及其國有控股企業﹑
國有參股企業的健康發展﹐41 發揮它們在穩定就業和增加就業方面
40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2006 年 3 月第 23 輯﹐第 81 頁。
在被稱為“對私有化進行了最廣泛分析”的《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中﹐英
國牛津大學的作者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提出了兩個值得令人思索的論點﹕
“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和監管政策效力的大小
一般比所有制問題本身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大”﹑“公有制和競爭完全可以相互兼
容”（《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重慶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第 3﹑57 頁）。這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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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作用﹐而不是“一退了之”。 42
三是發揮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傳統優勢和工會作用﹐政府支
持﹐率先在國企全面實現“發展和諧勞動關係”（和企業社會責任）
的目標﹐為其它類型企業做出表率﹐而不是放任一些國有企﹑事業
單位在“尋底競爭”中與血汗工廠同流合污。繼而發揮數億雇員中
數千萬共產黨員和眾多共青團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全面參與
“發展和諧勞動關係”的社會活動。 43 “不信春風喚不回”。

˛ďநኢෞኢēռᝋď44 ξಞ̳Вڇચ۞Ԋࢨ
在 2006 年探索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過程中﹐主流媒體上的一
些文章在列舉和分析該問題的各種成因時﹐可以論及發展問題和壟
斷﹑腐敗等體制問題﹐就是不涉及市場經濟中客觀存在的私權﹑勞
資關係對於該問題的負面影響。45 有的把形成收入分配問題的“本
質”歸結為公共服務體制不健全﹐46 或者強調了市場﹑私權的不發
論點產生於兩位作者對 20 世紀 80 年代英國私有化運動和國有企業的廣泛而細緻的
分析﹐以及對主流經濟學的深刻瞭解。
42
夏小林﹕〈國資轉讓﹑減持底線要堅持社會公平原則 — 試評國資委國資轉讓和
減持底線的規定〉﹐《香港傳真》2006 年第 13 期﹔《經濟觀察報》電子版（全文）
2006 年 3 月 24 日﹔人民網《強國論壇》（全文）2006 年 4 月 3 日。
43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 189~193 頁。
44
本節使用的“私權”是指“財產所有權”。在《經濟學》第 40 章中﹐薩繆爾森
將“財產所有權”列為造成收入差別第一位的原因。他還這樣寫道﹐“收入的差別
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
45
但是﹐前些年經濟學界是有部分研究報告涉及了這類問題的。
46
世界銀行的一位中國籍專家說﹐中國“社會公平方面的問題﹐其原因並非是由於
我們在引入市場機制﹑私人產權方面做得太多﹐而是由於在公共治理的改革方面做
得太少。”“總結起來看﹐當前我們面臨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本質上是公
共治理方面的改革與經濟領域的改革相比嚴重滯後的結果。”“看一看當今世界﹐
實際的情況並不是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張春霖﹕〈公平何處
22

達和沒有實行代議制（即議會制）。 47
但是﹐即使以近十多年來的全球化進程和西方經濟學已經獲得
的新進展為背景來看﹐這些分析方法和論點對於現實的解釋力和演
繹出來的相關公共政策的效用也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一）在“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無論在實
行議會制的發達國家﹐還是實行議會制等政治體制的發展中國家﹐
兩極分化加劇的現象是目不暇接的。美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與中國並
駕齊驅。在歐﹑美﹑日和臺灣地區已經出現了中產階級“土崩瓦解”
的現象。這一切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社會理論和政策實踐
提出了嚴重的質疑﹐48 也向其它非馬克思流派的西方經濟學﹑社會
學提出了挑戰。理論和政策需要創新。
近十年有越來越多的文獻反映﹐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私有化和
求﹖〉﹐《比較》第 23 輯﹐第 69~86 頁。
47
趙曉﹕〈盛世危言﹕縮小收入差距難度高過振興經濟〉﹐《上海證券報》2006
年 11 月 2 日。作者在文章中寫道﹐“陳志武在〈收入差距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
證明﹐代議制（即議會制 — 引者註）政府＋市場經濟模式下人民的收入差距趨同
速度最快﹐而據筆者的分析﹐權力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因素最為要害﹐這也
證明了中國由非代議制政府與非市場經濟（‘第四類國家’）走向非代議制政府與
市場經濟（‘第三類國家’）之路越來越走不通。在這種背景下﹐通過政治體制的
改革來限制權力越位﹐減少權力參與壟斷競爭﹐乃是根本之道。在 20 多年的單兵
突進的經濟改革之後﹐中國必須循序漸進地啟動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真正下決心
厘清公權力與私權力的界限﹐厘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
48
例如﹐1979 年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費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一書
中認為﹐“生活就是不公平的”。在這種宿命論的認識下﹐他提出的增加社會福利
的政策選擇方向是﹐應該取消福利制度（包括逐步取消社會保險）。同時﹐把“自
由”和“機會均等”放在首位﹐這樣才能阻止特權地位制度化﹐從而使每個人都享
有更為圓滿和富裕的生活。他反對工會﹐主張勞動力市場自由化（轉引自朱彤書主
編《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456~460 頁）。
但是﹐近 20 多年來這種自由放任的選擇不僅沒有在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徹底地實行
過﹐並且因其在少數發達國家的部分實行已經受到來自實踐和理論界越來越強烈的
批評。深受其影響的撒切爾﹑里根等首腦人物因此而受到的批評並不比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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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以來﹐亦即“市場機制﹑私人產權方面做得太多”和美式民
主到處推行以來﹐一方面是總體財富的增加﹐或者還應該加上在有
的落後地區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前資本主義狀況下的貧困現象的減
少﹐另外一方面﹐無論是全球﹐還是實行議會制和公共治理水平比
較高的美﹑英﹑日等重要的資本經濟體內部﹐財富的集中度在提高﹐
原有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遭到衝擊和削弱﹐貧富差距都在拉大﹐社
會公平狀況都在下行。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都說﹐全球化
中貧富差距拉大了﹐出現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極端不平等”。收入
分配問題是舊賬未了﹐又添新賬。幾組典型數據如下﹕
經濟全球化進程（本質特徵就是私人資本擴張﹑貿易自由化等）
中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全球化是“極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006
年 11 月﹐聯合國發表的《2006 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
າᇴፂពϯĎБళಱमҾ̪дᕖ̂Ďኢд઼ᄃ઼̝มᔘ
ߏд˘઼࣎छ̰ొౌߏтѩĄČČᕚдˠᙷ൴णࢬ݈̂۞߄ጼߏ
тңঐੵ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ໂბ̙πඈĄ 49

稍前一些時候﹐聯合國的另外一份報告指出﹐
ళಱमᕖ̂ČČళ઼छ൴णᏵቤ̏јࠎņгડࡎď઼̰
ጼใ̙ົۤᘦ࣎˘۞ؠࢋࣧЯŇĄ 50

2006 年 10 月﹐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世界青年就業趨勢》報
告指出﹕
49

〈聯合國報告﹕全球 20％人口掌握 80％財富〉﹐《新華每日電訊》2005 年 8 月
28 日﹔〈不公正的全球規則加劇貧富分化〉﹐《21 世紀經濟報導》2005 年 10 月 1
日﹔〈中國居“人類發展指數”第 81 全球貧富差距仍在擴大〉﹐人民網 2006 年
11 月 9 日。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50
2006 年 7 月 3 日中國經濟網﹕〈全球貧富差距加劇﹕歐美人均收入是埃塞俄比亞
35 倍〉。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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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 1995 ѐ ז2005 ѐ۞Ȉѐ྆ĎБܦѐεຽதӔځព˯چᔌ
๕Ďܦѐಶຽԛ๕ດΐᚑधĒΩγĎனдБ͵ࠧܦѐ̚ѣˬ̶̝˘
۞ˠ̙ߏεຽĎಶߏϠ߿ళӧĄ

報告說﹐1995~2005 年期間﹐15~24 歲的青年失業人數從 7400
萬增加到 8500 萬﹐該年齡段的失業率增長了 14.8％。這樣的情況
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
此外﹐有超過三億的青年雖然有工作﹐但卻生活在日均收入兩
美元的貧困線以下﹐佔在職青年總人數的 56％。
報告還指出﹐各國女青年的失業情況更為糟糕。例如﹐南亞女
青年的就業率要比男青年低 35 個百分點。 51
從這份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到在當今的世界上﹐在工會作用弱
化的同時﹐不僅是就業問題日益尖銳化﹐而且強勢資本已經把一半
以上青年雇員的收入水平壓到了貧困線以下。放眼全球﹐“與國際
接軌”﹐國內部分大學生的工資收入預期標準低於農民工﹐甚至提
出“零工資就業”﹐以及“在職職工成為城市貧困戶的主體”﹐真
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兒了。
另外﹐還在 2006 年初﹐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的一份報告就
顯示﹐全球的“經濟增長無助於窮人脫貧”。 52
近幾十年來﹐在實行議會制﹑公共服務體制和市場體制比較健
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儘管進一步推進了私有化和市場化﹐財富
和收入分配方面還是發生了日顯尖銳的新問題。 53
2003 年在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出版的《一種批判的
51

錢慰曾﹕〈國際勞工局調查報告顯示﹕全球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工人日報》
2006 年 11 月 1 日。
52
〈經濟增長無助於窮人〉﹐新華社《參考消息》2006 年 1 月 25 日。
53
但是﹐在世界銀行《2006 年世界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中﹐對於發達國家公平
狀況後退現象的分析是非常淡薄的﹐並且幾乎看不到深入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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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史》中﹐英國人約翰‧米爾斯利用充分的數據描述了 20 世
紀後期﹐特別經過私有化高潮洗禮後﹐實行福利制度的發達市場經
濟國家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退步”趨勢。這些事實﹐比較充分
地顯示了私有化（和私權）能夠對於財富和收入分配發生負面影響
的問題。
ņдࣣࣣీΝ۞α̶̝˘͵ࡔ̚Ďೀͼٙѣ۞൴྿઼छౌхд
˘ੜՎன෪Ďӈଂќˢੑಱ̶੨͞ࢬྵҲڶې̶̼۞ޘੜՎ
ྵזڶې̶̼۞ޘĄ֤҃ྵҲߏڶې̶̼۞ޘˠࣇд 20
͵ࡔགྷ࿅ፋፋα̶̝ˬ͵ࡔνΠ۞ጬ̖ͽ၁ன۞ĄŇᄃѩТ
ॡĎռѣ̼ྤώҋϤ̼֭՟ѣᑒӄԈ៍གྷᑻ၁னņ·̶ಶຽŇ۞
ϫᇾĞдለ߷ğĎٕд೩ಶຽኳณ˯ઇᚥĞд઼࡚ğĄ 54

早些時候﹐加爾布雷斯等人在分析同一時期的情況時﹐從基尼
係數方面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ΐႬοඈˠд 2001 ѐ൴ܑ۞͛ౢ̚Ď၆ OECDĞགྷᑻЪ
үᄃ൴णᖐğ઼छ 1969 ѐ ז1992 ѐ۞ૄκܼᇴᇴፂซҖ˞ᎡᏴĎ
֭၆ᇴፂԆච۞ࡻ઼Ď઼࡚͟ώ۞ૄκܼᇴү˞аᕩ̶ژĎ
˞˘ඕኢēߏགྷᑻᆧޢܜഇĎќˢमߏᕖ̂Ą˘ܕҜ
ጯ۰ĞChulhee Leeğ၆઼࡚ 1968~2000 ѐม۞ᇴፂซҖ˞ࡁտĎᙋ
၁˞ѩॡഇ઼࡚اϔќˢमд̙ᕝᕖ̂۞ְ၁Ą̝݈̈́ᐌ۞ޢኜ
к၁ᙋࡁտ˵ᙋ၁˞ͽࡻ઼ď઼࡚ͽ̈́ι˘ֱགྷЪᖐј઼ࣶࠎ
ܑ۞൴྿઼छĎҋ 1970 ѐͽֽاϔќˢम̙ᕝٛ̂۞ன෪Ą
ଂ˯ࢬ۞̶ژΞͽ˘࣎ૄώ۞ҿᕝĎӈќˢमٛ̂ߏ˘
઼࣎ᅫّྖᗟБّયᗟĎӈߏܮགྷᑻ൴྿઼छт઼࡚ďࡻ઼
͟ώд̍ຽ̼ѝഇล߱Ďಶ͘ޙϲԆචۤົܲᅪវົۤט

54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商務印書館 2005 年 11 月﹐第 45~50
頁﹑第 6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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ӀޘטĎҭд༊ֶன˞ќˢमٛ̂યᗟĄ 55

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英國以及其它一些經合組織成員國
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消息更是接踵而至﹐
不絕於耳。而這些消息又都與私權擴張﹐財富集中﹐勞資關係協調
機制的日漸削弱﹐雇員相對收入下降﹑就業狀況不佳相關。這種收
入分配狀況下行的現象﹐也意味著民主參與制遭到削弱。
美國基尼係數 0.469﹐創 40 年來最高記錄﹐堪與中國的 0.47 媲
美。最新的數據和評論來自《國際金融報》2006 年 8 月 31 日的報道﹕
઼࡚රঐिē༊гॡม 8 ͡ 29 ͟Ď઼࡚ˠ˾ߤԊ൴ܑ
۞઼̰छलঐ͚አߤಡӘពϯĎၟҌ 2005 ѐĎ઼࡚۞ૄκܼ
ᇴ̏ాᜈˬѐ˯چĄѩѨ 0.469 ۞ᇴࣃՀߏ౹˭˞ 40 ѐֽ۞າĄ
ಡӘពϯĎ઼࡚छलќˢमд̙ᕝᕖ̂Ą઼࡚ಱѣ۞ 20Ʀ
छल̚Ҝќˢ˯ႚ˞ 2.2ƦĎӈ 3592 ࡚̮Ď྿ ז16.6 ༱࡚̮Ďҫ
Бវќˢ۞ 50.4ƦĄ҃ళ۞ 20Ʀछल̚Ҝќˢ่˯ ˞چ0.2ƦĎ
ӈ 17 ࡚̮Ď྿ ז11288 ࡚̮ĎҫБវќˢ۞ 3.4ƦĎ౹˭ҋ 20 ͵
ࡔ 60 ѐ̚ഇͽֽ۞ҲּͧĄ
઼࡚Б઼Вѣ 3700 ༱ˠϠ߿дళӧቢͽ˭Ďҫᓁˠ˾۞ּͧ
ࠎ 12.6ƦĄ
ጐგ઼࡚ߏ͵ࠧ˯ૻ̂۞གྷᑻវĎҭధк઼࡚ˠזצֳڱ
ૄώ۞ᗁᒚܲᐍڇચĄॲፂߤඕڍĎд઼࡚Б઼Ď̂ࡗѣ 15.7Ʀ
۞ˠ˾Ğӈ 4660 ༱઼࡚ˠğ՟ѣЇңᗁᒚܲᐍĄ̣ѐֽĎ࣎ᇴ
ф˘ۡӔ˯چᔌ๕Ą
˘Ҝ઼࡚ጯ۰ᇤ͛ჍĎЊಡӘពϯĎņ߆عдᒺ̈ళಱम
͞ࢬ୮үࠎĎ࠹ͅĎο̦߆߆۞عඉࡇົ΄ళಱमᕖ̂ĄŇ҃
ϔᛨ͚̈́۰˘ۡૻধĎ઼࡚གྷᑻ۞൴ण֭Ϗ΄Бវϔி
צĎ҃ߏШಱྈลᆸ้Ďళӧќˢमᕖ̂۞યᗟޝΞਕј
55

楊英傑﹕〈“收入差距拉大”是全球性問題〉﹐《上海證券報》2006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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ࠎ 2006 ѐ 11 ઼઼࡚͡ົ̚ഇᏴᓝ̚۞൏ᕇયᗟĄ 56

與收入差距擴大相關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企業利潤連
昇﹐工人實際工資反降”（其中包含了美國中產階級收入水平下降
的信息）﹕
ፂĮරฎಡį˭ᛳ۞PARADEฉΏಡĎ઼࡚གྷᑻҋ 2001
ѐͽֽ˘ۡдᆧܜĎҭ̍ˠ۞ќˢ̙ࢫͅچĄ̍ˠ۞ќˢࠎ̦ᆃӔ
˭ࢫன෪Ĕඍ९ߏē઼࡚Ћຽ۞Ӏማᑟҫ˞઼࡚̍ˠ۞ќˢĄ᎗
࢚གྷᑻშ৭ࢵयགྷᑻጯछҹĆᙒ࢚ēņ઼ϔགྷᑻќˢ۞Ћຽ
Ӏማొ̶ߏ 60 ѐֽ۞Ď҃̍ˠ̍ྤߏ።ΫາҲĄŇΩγĎ
ņॲፂ઼࡚౻̍ొາࢍᇴፂĎ઼࡚̍ˠ 2005 ѐ۞πӮฉᓟߏ
659 ࡚̮Ďޠ̚रࠎ 1609 ࡚̮Ďགྷᑻጯछࠎ 1569 ࡚̮Ďਖഛ
ᑅڼᒚ۰ 1531 ࡚̮Ďਝ͇̍र 1362 ࡚̮Ďᗁᒚઉڇચགྷந
1089 ࡚̮Ďഠᜪય 861 ࡚̮Ď̈ጯିर 826 ࡚̮Ďᕪཨ̍ 768
࡚̮Ďᘙर 482 ࡚̮Ď߾༦̍ 296 ࡚̮ඈĄ҂ᇋۏזᆊ˯ႚЯ৵Ď
πӮฉᓟͧ 2004 ѐഴ͌ 1.9ƦĄٙѣϠய˘ቢ۞̍ˠ̈ॡπӮ̍ྤ
2005 ѐࠎ 16.11 ࡚̮Ďྵ݈ѐ˵ரѣ˭ࢫĄѩγĎ઼࡚̍ˠ۞ੜЃ
̈́ܛᗁᒚܲઉඈᑕֳޞ۞צ࿃˵జัχ˞ԶљĄŇ 57

工人的待遇下降﹐與工會力量的弱化有直接關係﹕
઼࡚౻̍ొĞLabor Departmentğ2005 ѐಡӘពϯБ઼ 12.5Ʀ
۞ᖚ̍Ďӈ 1570 ༱ˠĎߏ̍ົົࣶĞ1986 ѐࠎ 20.1ƦğĎ҃ռᒉ
Ћຽ̍̚ົјࣶ۞ּͧࡇѣ 8ƦĎΗ࣎͵ࡔ݈Ď઼࡚̂۞̍ົᓑ
༖౻ᓑ~யᓑЪ۞׀ॡ࣏ѣ 1600 ༱ົࣶĞ16 millionsğĎ̚ռᒉ
Ћຽ̍ˠົࣶҫ 40ƦĎ2005 ѐּ࣎ͧࢫ ז8ƦĄϫ݈Ď઼࡚̍

56

魏紅欣﹕〈美國貧富差距創下 40 年新高〉﹐《國際金融報》2006 年 8 月 31 日。
翁翔﹕〈美國企業利潤連昇﹐工人實際工資反降〉﹐《中國青年報》2006 年 3
月 14 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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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ԩ̍ॡ۞ΐܜď౻જ୧І۞ೋ̼ď̍ྤ۞Ҳརďྤώ۞ঔ
γԸ፟ĄдߙֱҖຽĎͧтᐠᐡຽďјҗຽďᗔఱظďॠᐡຽď҇
ᙷΐ̍ຽඈĎ̍ົ̍ˠ۞̍ྤࡇд۞ؠڱҲ̍ྤ˯˭Ąҹڒॡ
۞ڰڽ࿅ޢĎ2003 ѐ઼࡚շّ̍ˠ۞၁ᅫπӮ̍ྤ̙̈́ 1973 ѐ
۞ͪπĄ 58

英國富人佔據了更多的財富。英國《獨立報》報道﹐2004 年
夏季英國公共政策研究協會（IPPR）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雖
然避開極右翼的“哈耶克陷阱”﹐走上了折衷調和的“第三條道
路”﹐普通雇員的工資狀況有所改善﹐但是相對貧困和貧富兩級分
化現象繼續加深﹕
οႬે߆ഇมĎࡻ઼ಱˠ৺ಱѣ۞ˠҫፂ˞Հк۞ੑ
ಱĄଂ 1990 ѐҫࡻ઼ 10Ʀ۞ˠ˾ೠ೪˞ࡻ઼ 47Ʀ۞ੑಱĞߏ
ࡻ઼ռѣ̼ሗॡഇ۞ඕ͔ — ڍ۰ොğĎҭߏனдࣇٙೠ೪۞
ੑಱ̏གྷҫ˞זٙѣੑಱ۞ 54ƦĄТഇĎࡻ઼ˠӮќˢᆧࡇܜѣ
45ƦĎҭߏࡻ઼݈˘Ѻछ̳̂Φ۞ҁᓁࣇ۞ќˢᆧΐ˞̱ࢺĄ
дࡻ઼ಱѣ۞ 1Ʀ۞ˠ˾ 1981 ѐॡٙҫБొˠ˾ќˢ۞ͧ
ּࠎ 6.7ƦĎ ז1999 ѐ 1Ʀˠ˾۞ќˢҫ˞זБొˠ˾ќˢ۞
13ƦĄ1990 ѐ ז2000 ѐมĎࡻ઼ಱѣ۞ 10Ʀˠ˾ҫѣ۞ࡻ઼Б
ొੑಱ۞ּͧଂ 47Ʀᆧΐ ˞ז54ƦĄଂ 1990 ѐ̝ޢĎࡻ઼఼̍
ྤͪπᆧΐ˞ 45ƦĎҭߏТഇࡻ઼ૻ 100 छ̳Φ۞ҁᓁ۞ќˢ
ᆧΐ˞ 288ƦĎߏ఼̍ྤᆧࢺ̱۞ܜĄд 1994 ѐ̃ќˢߏշ
ّќˢ۞ 79.5ƦĎ ז2003 ѐ̃ќˢൾᆧܜĎ྿˞זշّќˢ
۞ 82ƦĄ 59

58

嚴海蓉﹕〈利益群體症﹕剖析美國勞工運動中的美國病〉﹐烏有之鄉網站《批判
與再造》2006 年 9 月 11 日。
59
章田﹑雅龍﹕〈英報告稱布萊爾執政期間英國貧富分化明顯加劇〉﹐中新網 2004
年 8 月 2 日。
29

在這種分化之下﹐新古典經濟學和社會學推崇的解困濟貧的四
大藥方“機會均等”﹑“向上流動”﹑議會制和民主參與制度﹐仍
然是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忽悠多數人﹑麻痹多數人的“光榮的
夢想”﹐難得發揮實質性的神奇作用﹕
ϫ݈дࡻ઼ĎϠٺ఼ˠछďᛳྵٺҲۤົลᆸٕѣ͌ᇴϔ
ࡦഀౌΞਕјࠎ࣎ˠ൴ण۞ᅪᘣĎֱଐౌڶΞਕົᆧΐ࣎ˠᏖϠ
۞ӧᙱĄࡻ઼ϔણᄃ۞ޘטϒд݇ऴĎጾѣۤົгҜੑಱ۞ˠ
ᒔ˞Հ̂۞ۤົᇆᜩ˧Ą

報告的結論是﹐“英國目前遠遠不是一個公正的社會。貧困兒
童人口比例比歐洲其它國家高很多﹐同時收入﹑財富佔有等方面的
不平等依然十分嚴重。”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協會的社會正義委員會主任尼克‧皮爾斯的
評論是﹕“政府沒有始終如一地去努力建設一個公正﹑平等的英
國。……英國政府目前應當引入政治辯論來討論如何建設一個公
平﹑平等的國家。” 60
日本二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經濟增長沒有惠及“許多日
本國民”。2006 年 6 月外電報道的標題就是《日民眾收入兩極分
化嚴重﹐56％國民生活艱難》﹕
͟ώݓϠ౻જ࠷ 6 ͡ 28 ̳͟Ҷ۞ 2005 ѐ઼ޘϔϠ߿ૄᖂአߤ
ඕڍពϯĎѐќˢ̙ ז300 ༱̮͟۞छलѐќˢ࿅ 1000 ༱͟
̮۞छलӮдᆧΐĎѣ 56.2Ʀ۞జአߤ۰ᄮࠎࣇ۞Ϡ߿ޝᓞᙱĎ
ពϯ͟ώ˟ໂ̶̼ன෪ֽᚑࢦĄ 61

60

章田﹑雅龍﹕〈英報告稱布萊爾執政期間英國貧富分化明顯加劇〉。
〈外電﹕日民眾收入兩極分化嚴重 56％國民生活艱難〉﹐中國經濟網 2006 年 6
月 29 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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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日本經濟財政大臣提供的一份報告指出﹐日本
經濟增長的利益主要體現在企業的高利潤上﹐許多日本國民對於經
濟景氣大漲並沒有切身感受﹕
͟ώགྷᑻனጼޢܜᆧܜഇĎЯߏ˾ĄҭߏĎ઼̰ঐ
িహĄ͟ώЋຽ۞Ӏማ֭՟ѣග͟ώ۞఼̍ˠֽк͌၁Ď
˘ֱЋຽᔘдࣶĄЯѩĎధк͟ώ઼ϔ၆ٺགྷᑻഀঈ̂ႚ֭՟ѣ
၁ᅫ۞̷֗ຏצĄ 62

“私有化”以來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收入差距擴大﹐其長期依
賴的社會穩定器 — 中產階級慘遭分化瓦解﹑規模縮小的危機。
“福利國家制度”也阻擋不住貧富分化加劇。這些現象挑戰西方主
流經濟學理論和其它相關理論。在這種已經十分明朗的局面下﹐中
國對各種打扮的“洋教條”要有所警惕﹐不要盲目地“邯鄲學
步”﹐自廢武功。
在收入差距擴大過程中﹐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的中產階級
收入和工作穩定性下降﹐階級的規模縮小﹐陷入被市場∕經濟結構
變動力量在總體上分化瓦解的危機﹐並成為“選戰”的熱門話題。
2006 年﹐在一篇主題為〈美英日中產階級漸漸消失〉的文章中﹐
就全面介紹這種全球化中的新現象。主要內容如下﹕
д઼̚Ďѣ̚ய҃ņล৺Ň˘ඕኢᔘϏֽ̈́זБۤົ
۞ᄮΞĎņ̚யล৺႙႙ঐεŇ۞ᄲݒڱฟؕд͟ώď઼઼࡚ࡻ
߹็ฟֽĄ
͟ώ̏གྷᔙˢņ˭߹ۤົŇĄ͟ώঐۤົࡁտछˬण
֏༊̫͟ώۤົ̏གྷᔙˢņ˭߹ۤົŇĄд 2005 ѐ 9 ͡۞ۍ
Į˭߹ۤົēາ۞ลᆸะဥ۞னįјࠎঐۤົጯၰዚ३Ą͟ώ
62

〈日本經濟出現戰後最長增長期﹐國內消費不振依然帶來隱憂〉﹐《中華工商時
報》2006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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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ಫវ၆ޘᙯڦĄү۰ᄮࠎĎᐌۤົฟؕ˯˭̶߹Ďੑಱ
Ш˯߹ะ̚Ď͟ώۤົลᆸళಱໂ̶̼͟ৈΐᆐĄĮ˭߹ۤົį
˘३Ď2004 ѐ࣎ˠѐќˢҲ ٺ600 ༱̮͟۞̏ҫ͟ώৼඁᓁ
ˠ˾۞ 78ƦĎՀѣ 37.2Ʀ۞ᓜॡัࣶ͡ᓟ̙זȈ༱̮͟Ąॲፂ͟
ώ̰ᅦعአߤ۞ᇴфĎд 20~34 ۞ѐᅅཏ̚Ďᄮࠎҋ̎дۤົ˯
̚ٺاมลᆸ۞ˠĎȈѐֽଫ˞ܕȈ࣎Ѻ̶ᕇĒ҃ᄮࠎҋ̎ᛳٺ
ņ˭ᆸŇล৺۞Ďݒᆧΐ˞ 13.3ƦĄ2006 ѐ 1 ͡غΏ۞͟ώੑ
གྷᗔᄫĮ២ϮฉΏįĎͽĲ˯߹ۤົvs˭߹ۤົĳࠎְ߇ࢬދĎଣ
ņ˘࣎͟ώĎࠧ͵࣎ŇĄ
ᄃѩТॡĎ2006 ѐ 1 ͡غĎგந̂र݈̂ࡁ˘۞үĮ̚Ҳ
ล৺૦۞ᑝįĎՀͽ઼छੑ߆ᄃགྷᑻඕၹ۞ᆸѨĎۡņ͟ώ
ۤົϒ߹˭ـજŇĎ˘࣎̚யล৺ঐε۞ņM ົۤݭŇ̏д͟ώ
႙႙ԛјĄֹņ˭߹ۤົŇд͟ώڳڳĄ
ˠࣇ̙༰ࢋયēഅགྷཱིჍņ˘ᆆᓁ̚߹ŇĞӈϠ߿̚ඈ۞઼ϔ
ҫˠ˾̂кᇴğ۞͟ώ̚யล৺ᙱ̏གྷ̶૪ᗓژĔ͟ώৌ۞ซ
ˢņ˭߹ۤົŇ˞Ĕ
͟ώಫវ۞ෞኢ࿆ᄮࠎĎ఼࿅Į˭߹ۤົį˘३Ξͽг
࠻זĎҋ̈ߵЇࢵ࠹̝ޢĎࠎ῁ྋڰڽགྷᑻ˭ֽ۞ 1000 Џ
̮͟ੑ߆֔фĎଳϡ˞ҋϤฟع߆̈۞ٸგநሀёĎ΄ፋ࣎ۤົళ
ಱໂ̶̼ΐᆐĄт̫۞͟ώۤົࡇटధ͌ᇴಱˠٕѣ̖ර۞ˠј
ࠎᛏछĎညк྿ 500 ༱ˠ۞ҋϤᖚຽ۰Ҍ͌ 60 ༱۞ņNEETŇ˘
Ďࣇ՟ѣ۞ؠќˢܲᙋĎ˵՟ѣ࠹ᑕ۞ۤົгҜĎ̙ٽ᎕㖣
ੑಱĎٙͽ̖ົళ۰ດళĎᖙ֗୕ĄĮ˭߹ۤົį˘३೬ϯ۞ϒ
ߏٙᏜ̚யล৺̶૪ᗓޢ̝ژĎ͟ώۤົЧลᆸ̝มڱ၁ன۞࠹
̢நྋᄃ఼Ą
࡚ለ̚யล৺˵ฟؕঐεĄፂĮ͇˭įᗔᄫಡĎ઼࡚˵ฟؕ
னņ̚யล৺ঐεŇ۞ன෪Ď˝ј઼࡚˯זצֳڱϠய˧
˯۞јڍĎࡇѣќˢк۞֤˘јˠĎֳזצрĄດֽດк࡚
઼̚யล৺ຏᛇҋ̎ϒར˭זᆸล৺Ąܕአߤ൴னĎд઼࡚Ď
32

ѐќˢ 2.5~7.5 ༱࡚̮۞̚ඈќˢˠ˾ుѐഴ͌Ďҭ 2.5 ༱࡚̮ͽ
˭Ď 7.5 ༱࡚̮ͽ˯۞࣎ཏౌдᆧΐĄ1989~2003 ѐĎ઼࡚
̚யล৺छलๅᆧΐ˞ 75ƦĎд࣎ˠய९̚Ď̚யล৺ౣ
྿ 92ƦĄ
ࡻ઼னņIPOD ͵ŇĞiPod generationğĎజԛटߏ˘ཏ
՟ѣщБຏĞinsecureğďᑅ˧̂Ğpressuredğďඁ࿅ࢦĞover-taxedğď
ๅચᜇ֗Ğdebt-riddenğ۞˘Ď၆ˠϠಉεሤଐĄ
ࣖགྷᑻጯੰۤົጯିநߤᇇĆκপ(Richard Sennett)д
2006 ѐ൴ܑ۞າĮາྤώཌྷ̼͛į˘३̚˵ኘ˞זņඃ࢝۞
ለ࡚̚யล৺ŇયᗟĄᄮࠎĎϤٺາགྷᑻ۞ᇆᜩĎд઼࡚Ďٺ
̣ඈ̶̚ม 20Ʀ۞̚ᆸќˢͧ 15 ѐ݈ೀͼр̙˞к͌Ąጐგٗய
˞ࣃچĎҭඊྤயޝᙱүࠎ఼ќˢซҖෞҤĒࠎ˞ٛજঐĎ
઼઼࡚̚ࡻඈќˢछल˘ۡдુ᎕ๅચĎ҃ለ߷۞̚யล৺˵р
̙ࣹ྆זΝĄ
ᄂ៉̚யล৺ᄐ൴Ą2006 ѐ 3 ͡ 15 ͟۞ᄂ៉Į͇˭įᗔᄫ˵
ͽĲ˭߹ۤົ — ̚யล৺ᄐ൴˞ĳࠎְ߇ࢬދĎΏ൳˞րЕ͛ౢĎ
д̬͟ώņ˭߹ۤົŇ۞ТॡĎᄮࠎۤົņШ˭߹જŇ۞ᔌ
๕ϒд͵ࠧीјԛĎᄂ៉˵ּ̙γĄ
ԧࣇ̂ౙĔņາεຽཏវঙͪࢬŇ۞ྖᗟ͍д҅ᙝаᜩĎ
̂ጯϠಶຽᙱ۞Ϭ࠼˫ᕚд˞ԧࣇ۞ீ݈Ąԧࣇߏӎ˵ົѣП
፟Ĕ 63

大面積的 中產階級貧困化已經影響到美國國會的中期“選
戰”。2006 年 11 月 5 日﹐來自臺灣中央社的消息﹕“共和黨告急﹕
失業＋貧窮﹐美中產階級變新貧階級”﹕
11 ͡ 7 ઼઼࡚͟ົഇ̚ᏴᓝࣆᇴࢍॡĎᏴଐӘާ۞Вᛨ࣏

63

祝碧衡﹕〈美英日中產階級漸漸消失﹐社會貧富分化加劇〉﹐上海情報服務平臺
www.istis.sh.cn﹐供稿時間﹕2006 年 3 月 30 日。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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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ႷᇋĎֹχགྷᑻൕ۞ВᛨౝˢࡴጼĄ美股雖創新高﹐民眾實
質薪資才是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 64

才過五天﹐新報道就出來了﹕共和黨全面失守﹐“美國參眾兩
院盡落民主黨囊中”。 65 道理很簡單﹐“伊戰”不利要丟失選票﹐
加劇貧富分化更不得人心。
借用羅馬俱樂部最近一份長篇報告的話說﹐在採用了更多自由
主義政策的富國內部﹐以及在臺灣地區兩極分化加劇﹐中產階級面
臨蒸發的國際現象反映了“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
“局限”。66 這種現象也在事實上提示人們﹐要正視“私有化﹑市
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兩極分化加劇的普遍現象。
到目前為止﹐與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在具有比較完
備的公共治理體制﹑具有更多的“機會平等”和私權更為發達的市
場體制下﹐在公權腐敗和經濟秩序問題解決相對較好的富裕國家﹐
在存在議會制和相對發達的公民社會制衡機制的體制下﹐無論是親
近壟斷資本集團的布什執政﹐還是“親民”的布萊爾執政﹐兩極分
化依然我行我素的在“大躍進”﹐社會矛盾也在起伏波動中發展。
以上現象的理論和政策性含義是﹕
1﹑把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原因歸結為公共服務體制
不健全﹑缺乏“機會平等”﹐或者歸結為沒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和
“代議制”的理論分析框架﹐或者在探索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時過分
64

倍可親網站京港臺時間 2006 年 11 月 5 日﹕〈共和黨告急﹕失業＋貧窮 美中產
階級變新貧階級〉。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65
《新京報》2006 年 11 月 10 日報道。
66
魏伯樂﹑奧蘭‧揚等﹕《羅馬俱樂部報告﹕私有化的局限》第五部分﹐上海三聯
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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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了反腐敗﹑反壟斷﹑市場和私權不發達的分析框架﹐都不能容
納﹑解釋發達國家在推進“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
“改革開放”30 多年後﹐呈現出來的收入貧富差距拉大並在進一
步發展的趨勢。也忽視了對於發展中的轉軌國家﹐私有化和代議制
“改革”背後隱藏著的巨大的社會成本和風險。
2﹑如果據此去策劃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顯得缺乏
比較成熟的﹑廣泛的﹑成功的國際經驗支持﹐也缺乏風險評估。雖
然﹐這些分析中的各種因素﹐包括代議制涉及的擴大民主參與的因
素﹐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以及在即定約束條件下的不同角度或程
度上﹐都可能與改善收入分配問題發生關係。其中﹐有的重要因素
具有兩面性﹐如私權和市場。在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
論框架中﹐私權和市場發展的基本指向都是拉大財富和收入分配差
距。對於中國來說﹐在增加財富﹑就業機會和改善收入分配上﹐它
們祇能在特定層面充當有限的政策工具。“物極必反”。中國不能
照搬別人的模式﹐也不能單相思式的以為反腐敗﹑反壟斷行為就抓
住了解決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環節﹐— 這祇是問題的一部分。
發展中轉軌國家基尼係數提昇最快﹑數值最高。在發達市場經
濟國家之外﹐發展中轉軌國家中也存在同樣的兩極分化加劇的問
題。在這些國家中﹐轉軌使“不夠”的市場關係和私權加足了勁發
展﹐財富呈現高度集中的趨勢﹐結果仍然是兩極分化加劇。
所不同的祇是﹐由於在這些國家缺乏比較有效﹑廉潔的政府治
理體制和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體制﹐缺乏公民社會機制的有效制衡﹐
市場秩序紊亂﹐內﹑外有勢力的私權往往俘獲公權﹑官商勾結﹑鯨
吞公產﹑操縱媒體﹑魚肉百姓﹑槍殺左翼﹑肆虐成性﹑放蕩不羈﹐
基尼係數提昇最快﹑數值最高﹐收入分配問題是加速惡化。以至有
人說﹐在這些國家﹐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稀缺資源”。這些社
會問題的發展﹐導致了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中﹐左翼利用自由派
35

鼓吹的“民主程序”上了臺﹐有的左翼政府並開始實行大企業和土
地國有化﹐這令在鼓吹“民主化”上“始作俑者”的美國尷尬不已。
即使在情況“最好的”中國﹐相關情況的發展也引起了中央﹑
政府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近期﹐聯合國的提醒是﹐中國“貧富
差距亟待解決 ”﹐這將是“ 最大挑戰”。 67 另外﹐“世界銀行
（World Bank）的經濟學家分析發現﹐在當今中國明顯比以前富裕
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 68
這種現象的理論和政策性含義是﹕
1﹑對發展中轉軌國家﹐在促進私權和市場關係發展時﹐完善
政府治理結構﹑公共服務體制﹐強調反腐敗﹑促進競爭﹐反對壟斷
行為﹐對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就業和收入分配狀況﹐幫助窮人（“反
貧困”）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但是﹐正如發達國家的“前車之鑒”所提示的那樣﹐如果發展
中轉軌國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類問題﹐依然會在一個新的
基礎上出現財富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怎麼辦﹖發達國家和經濟
學都沒有答案。這正應對了 2003 年約翰‧米爾斯認真地表達的一
個觀點﹐經濟學還“沒有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從未作出過回
答”。 69 當然﹐新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學派對此有著完全不同的回
答﹕財富和收入分配方面出現的問題要依靠進一步地私有化﹑市場
化來解決。費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一書中就充分地表達了這一邏
輯。70 但是﹐面對現實﹐極右翼的構想祇是一張無法兌現的支票。
67

〈德國技術合作公司總裁﹕中國不能祇有富豪和窮人〉﹐《中國青年報》2005 年
12 月 29 日。2006 年 3 月 31 日《中國青年報》﹕“聯合國預測中國GDP增長 8.4％﹐
貧富差距亟待解決”。〈聯合國駐華機構代表﹕貧富差距將是中國最大挑戰〉﹐《中
華工商時報》2006 年 4 月 11 日。
68
〈世行﹕中國貧富差距加大﹐窮人更加貧窮〉﹐中國金融網 2006 年 11 月 22 日。
69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第 5 頁。文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70
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第 272﹑275~300 頁。並參見朱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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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一個非常現實的約束條件是﹐在全球人口快速增長﹑
不公正的資源分配格局﹑脆弱的環境治理能力和有限的技術條件
下﹐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中﹐是否允許眾多的發展中轉軌國家
的財富增長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從而能夠實現它們那樣的工資和
福利制度﹐這是一個不能得到論證的問題。
更何況﹐發達國家的工資和福利制度正面臨著種種問題﹐其持續
性受到拷問。所謂的“放鬆勞動力市場管制”和“社會保障私有化”
引發的社會抗議風潮和理論界的尖銳批評﹐就是當下的典型案例。
這些反思意味著﹐發展中轉軌國家需要探索自己的特殊道路﹐
在實踐中創造自己的特色理論。
2﹑對中國而言﹐由於歷史傳統和改革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必須特別地注意“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制
度……運行會在社會公平方面帶來一系列消極後果。”當然﹐“這
種消極後果的嚴重程度是與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關聯的”﹐加強
公共治理是非常正確的﹑重要的政策選擇之一。71 但是﹐發達國家
“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的政策能否提供治本的藥方﹐這劑藥的
“化學成份是否穩定”﹐是缺乏事實支持和在理論上存在嚴重疑問
的。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開出的代議制＋市場經濟（＋私有化）
的藥方﹐72 沒有能夠治住歐﹑美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的宿疾
新傷﹐更沒有必要指望它可以解決中國的複雜問題。
（二）要依據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
和全球化的新鮮經驗﹐認真評估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
體制的運行﹐會在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方面帶來的一系列消極後果
主編﹕《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第 456~460 頁。
71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第 23 輯﹐第 80 頁。
72
參閱趙曉在〈盛世危言﹕縮小收入差距難度高過振興經濟〉中介紹的陳志武的文
章﹐《上海證券報》2006 年 11 月 2 日。
37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承認這個現象）。對策是﹐一方面要以中
國的環境﹑實踐和理論為基礎﹐以“為人民服務”為導向﹐對各類
型國家的正﹑反經驗進行綜合分析﹐在反復比較中吸取營養﹐探索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新方向。要採取靈活的發展政策﹐增強經濟實
力﹐不斷地適時完善公共治理﹐增強公共服務。政府既要彌補“市
場失靈”﹐又要設定機制防止“政府失靈”。另外﹐在所有制政策
方面﹐根本性的對策還是要保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
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憲法制度。既發展私權﹐又抑制私權過分
膨脹。 73 要在憲法的框架內不斷完善政治體制和公民社會機制。
不用多說﹐市場機制在實現社會公平等方面存在“失靈”﹐政
府作用也不是盡善盡美。創建兩者相互補充的機制是必要的選擇。
一個社會要比較穩定的正常運行﹐需要市場﹑政府和社會之間形成
比較理想的良性互動。
需要再分析一下的是私權和收入分配的關係。按照西方的傳統
經濟學理論﹐市場以私權為基礎。但是﹐對大量私權缺乏效率的現
象﹐新古典經濟學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論證。20 世紀 70 年代日
漸展開的全球性的私有化運動﹐就是企圖在公共政策中徹底清除凱
恩斯主義的影響﹐以進一步擴大市場﹑私權的範圍來解決傳統市場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包括社會公平問題。但是﹐如
前所述﹐事實不盡如人意﹐自欺欺人﹑南轅北轍﹑禍國殃民的現象
此起彼伏。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也是在馬克思之後的一百多年﹐一些西
方學者通過對私有化運動的實證分析再次發現﹐在發達國家﹐在進
一步擴張私權和市場的作用後﹐社會公平問題和原有的工資和福利
73

孫中山先生早年考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後﹐就針對中國國情提出了“節制資
本”的主張。他明確指出﹕“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
要旨也”。《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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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可持續性又遭遇了嚴重的挑戰。而對外貿易和勞動力市場是
萬萬不能徹底開放的。
在發展中的轉軌國家﹐私權表現的作用更為複雜﹕在一定條件
下﹐私人企業比缺乏競爭﹑管理無方和腐敗官員治理下的公有制企
業有效率﹔但在大量買賣國企和建立了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
中﹐發生了收入分配狀況惡化﹐不能實現具有可持續性和公平性的
經濟增長的問題。一些拉美國家還出現了增長中斷的極端現象。而
過度的貧困現象也在破壞私權的委託~代理關係的有效性﹐並使得
建立市場秩序的努力常常落空﹐社會動蕩不安。
另外﹐目前為止﹐在中國﹐無論是在壟斷行業還是在競爭性行
業﹐一批國有企業在改革中已經提高了效率﹑效益和在國內外的競
爭力（在歐盟和其它一些國家也有這種事）﹐並且表現出有希望的
發展前景﹐— 這就更加映照出私有化的弊病和局限﹐使私有化造
成的財富集中對收入分配造成的負面影響表現得格外刺眼。這裡簡
約地介紹一些有關理論。
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理論。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
（1861~1863 年）》中寫道﹐“財產與勞動相分離是資本和勞動進
行交換的必要規律”。 74 這種分離就是財產在資本家的手中集中﹐
是工人的“絕對貧困”。“工人的絕對貧困……無非是說﹐勞動能
力是工人唯一能夠出售的商品﹐工人祇是作為勞動能力與物質的﹑
實際的財富相對立。” 75 在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中﹐資本天然會為了
利潤最大化而利用自身的優勢和工人之間的競爭﹐拼命壓低工資和
勞動條件。在工人進入生產過程後﹐有了工資﹐是脫貧（指脫離了
“絕對貧困”）了﹐但在通過工資形式參與社會總產品分配時﹐祇
得到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的相對部分﹐這部分價值與為資本家提供
74
7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第 193 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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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的比例關係﹐形成了工人的“相對貧困”。資本主義生產是
“以剩餘價值為目的即以生產者群眾的相對貧困為基礎的”。76 這
種“相對貧困”通過工人的相對工資（或稱為“比例工資”）表現
出來﹐反映了“產品的價值在他（指工人 — 引者註）與資本家之
間進行分配的比例”。77 當然﹐馬克思非常聰明地指出過﹐從社會
總財富的分配比例來看﹐工人所得不會絕對地減少﹐祇是相對地減
少。隨著生產率提高等因素的影響﹐工人的工資會提高。馬克思很
注意這種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比例關係。他認為﹐“階級和階
級相互之間的狀況﹐與其說決定於工資的絕對量﹐不如說更多地決
定於比例工資”。78 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由於同物的
財富分離而處於絕對貧困﹐因此他必須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出售
成功後﹐他在參與分配時又陷入相對貧困。這種相對貧困並不排除﹐
在一定條件下工人的工資會提高﹐以及在另外一種條件下工人的工
資會下降。階級關係狀況取決於財富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配比
例。工人分散的自發鬥爭和工會有組織的鬥爭﹐可以改變資本和勞
動之間的分配關係﹐增加工人所得份額。但是﹐工人要徹底出離這
兩種貧困狀況﹐祇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才能實現。 79
現代西方學者對於私權的認識和反思。現代西方經濟學﹐包括
主流學派並不否認私權是“不平等的原因”。新古典綜合派的大師
薩繆爾森就說過﹐“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
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或者
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第一位的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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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11 月﹐第 135 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6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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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卷﹐第 4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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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林﹕〈馬克思的工人“絕對貧困”觀和工人“相對貧困”觀〉﹐中國社會科
學雜誌社《未定稿》1980 年 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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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教育﹑訓練和機會﹐年齡和健康。在資本經濟體內解決收入
差別的基本政策方向是﹐建立現代福利制度和混合經濟。但帕累托
遵循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人們對於不平等實際上是無能為力
的﹐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強大到國家干預所不能影響的地步”。
薩繆爾森則以為﹐福利制度和混合經濟的出現﹐或者還應該加上
“普選權”對於強勢集團的制約作用﹐已經解決了嚴重的不平等可
能引發社會革命的問題。但是﹐不平等本身依然存在。80 不過﹐哈
耶克﹑費里德曼一直反對福利國家的政策選擇。 81
20 世紀 70 年代逐步展開的私有化運動﹐已經在發達國家和發
展中國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這引發了西方學術界對私權和不
平等關係﹐以及不平等對經濟增長負面影響的嚴重性進行再探索。
這些年來﹐在西方的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已
經有一批學者先後提出﹐“資產不平等對消費增長具有非常有害的
影響”。同樣﹐“收入的初始不平等對未來的增長速度具有十分消
極的﹑統計上十分重要的影響”。82 有的學者甚至發現﹐“最初極
不平等的財富分配造成的影響能夠永遠持續下去﹐並且長久地限制
增長”。 83 不平等還會帶來各種社會危機。
私有化導致的財富集中和兩極分化﹐會削弱工人的談判能力﹐
在“強資弱勞”的不對稱關係中形成低工資﹐並摧毀窮人“向上流
動”的社會機制。多年來非常關注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
革”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卡拉‧霍夫和前副行長約瑟夫‧E‧斯蒂
格利茨曾經寫道﹐“如果許多人根本沒有資產或者資產很少﹐那麼
80

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第 40 章。
朱彤書主編﹕《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第 343~358﹑456~460 頁。
82
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 — 未來展
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 139 頁。
83
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 — 未來展
望》﹐第 2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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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率將會很低。因為低工資﹐最初財富很少的人就會給下一代留
下很少的遺產。這樣﹐最初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可能從一個時期到
下一個時期自我複製”。 84
私權能夠對收入分配﹑社會穩定和可持續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的
觀點﹐在中國也不乏事實的支持。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人
類發展報告 2005》中﹐數據顯示﹕
ԼࢭฟޢͽٸĎੑய۞ะჸะ̚јࠎ˘υ۞ᔌ๕Ąдᓁ
ੑய̚Ďಱѣ۞ 20Ʀ۞ˠጾѣ 59Ʀ۞ੑயĎ҃ੑய͌۞ 20Ʀ
۞ˠ˾ѣ̙֖ 3Ʀ۞ੑயĄ2002 ѐБ઼ᓁੑய̶Ҷम۞ૄκܼ
ᇴಶ̏གྷ྿ ˞ז0.55Ąमᄃќˢम۞ᕖ̂Ğૄκܼᇴ྿ז
0.45ğϹᖐд˘Ď၆ۤົயϠ˞۞ૻޝᑝ˧Ą 85

既然如此﹐在完善公共治理﹐增強公共服務的改革中﹐確實需
要直面私人財產快速﹑高度集中對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
性和公平性產生的嚴重影響﹐— 這也屬於公共治理視野之內的事。
可能﹐正是由於發達的私權和不平等是傳統市場經濟的常態﹐
是“被默認的正常值”﹐所以﹐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政
策分析框架中﹐這就成為了不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例如﹐現在世
界銀行談論的平等重在兩個含義﹐即要保證“機會均等”和避免在
“結果均等”方面出現“絕對貧困”﹐ 86 — 這等於說﹐要避免因
“絕對貧困”而引發針對富人和政府的社會革命。而“相對貧困”
問題在其分析框架中就相對淡化了﹐— 但是﹐這也比極端的自由
放任主張“仁慈”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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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 — 未來展
望》﹐第 2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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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UNDP﹕《中國人類發展報告﹕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第 27~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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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第 23 輯﹐第 75 頁。並見 2006 年世界銀
行報告《公平與發展》﹐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2 月﹐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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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關於私權和不平等的各種複雜關係可以繼續去談論﹐但
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不
同學派﹑學科的角度看﹐私權是不平等首位原因的事實和邏輯的存
在﹐畢竟在提示人們﹐反思我國日益嚴重的不公平問題的成因時﹐
在“本質上”排除“私人產權”和市場的重要的負面影響﹐僅僅是
批評政府“公共治理”和市場化的改革“嚴重滯後”是非常片面
的﹐不利於全面地認識問題和制定有效的對策。
特別是﹐對於數億雇員而言﹐改進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
公共政策和現狀﹐規範市場秩序﹐是可以在有限範圍內改善就業質
量和收入分配狀況﹐但是﹐綜合近 30 年左右的國際經驗﹐特別是
在中國十分缺乏公民社會機制對強勢利益集團的制衡和腐敗比較
嚴重的條件下﹐長期地看﹐具有很多放任因素的勞動力市場﹐配合
以私權為核心的非國有部門在就業領域持續的巨大擴展﹐將促進財
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現象進一步發展﹐將使越來越多的沒有資產的人
成為其雇員。如是﹐中國的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狀況（包括馬克思
說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確實將如美﹑英等國一樣﹐繼
續下行。所以﹐就是在世界銀行專家的分析中﹐政府公共治理的內
容﹐也包含了政府要適當干預勞動力市場的政策性選擇。 87
另外﹐全球化中私權主導的“尋底競爭”不僅在一再抑制工會
作用和雇員工資的增長﹐而且在抑制和開始瓦解政府的公共服務﹐
包括現行的社會保障體制﹐破壞“國家與市場的同步增長”。這也
是我們需要警惕和防範的一種政治和社會風險。 88
綜上所述﹐就是要正確地把握和處理影響收入分配的各種複雜
因素之間的關係。
87

張春霖﹕〈公平何處求﹖〉﹐《比較》第 23 輯﹐第 77 頁。並見世界銀行《公平
與發展》第 9 章。
88
魏伯樂﹑奧蘭‧揚等﹕《羅馬俱樂部報告﹕私有化的局限》第二﹑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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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包括“基本經濟制度”）
需要保持﹐— 但不是“資改”。
公共服務需要在改革中加強﹐爭取建立能夠長期實現“國家與
市場的同步增長”的政策機制﹐— 而不是連社會保障制度和其它
合理的社會福利也要逐漸私有化（這是布什政府設計的新自由主義
政策之一）。
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需要大力發展﹐以改善國家治理結構﹐發
展社會和諧﹐— 但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腐敗和壟斷行為是需要治理﹐— 但“反腐敗”不是製造“小
政府”和促使政府從經濟領域全面退出﹐以及把國企徹底私有化的
藉口﹔治理壟斷行為不是要把壟斷型國企變壟斷型“私企”和
“外企”﹐或在虎視眈眈﹑碩大無朋的跨國公司面前把相對小的國
有大企業肆意分割﹐剁成肉末﹐讓民族工業的精英“揮刀自宮”。
勞資關係協調機制需要抓緊建設和加快創新的步法﹐— 但不
能就事論事﹐迴避它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密切關係﹐迴避私權﹑
市場﹑全球化能夠對它和收入分配帶來的負面影響問題﹐從而非理
性地重複哈耶克∕撒切爾政治聯盟的致命錯誤。
總之﹐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是和諧﹐是強國﹐不是“打左燈往
右拐”。
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會促進收入分配不公狀況的發展。這
種現象並不否認﹐在一定條件下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會促進總
體財富的增長﹐窮人的狀況有所改變。 89 這是資本和市場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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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馬克思曾經寫道﹐“不應當因為在某個國家中勞動的相對價值隨該國勞動
生產率的增長而下降﹐就認為在不同國家中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情況恰恰相
反。在世界市場上一個國家同其它國家相比﹐生產率越高﹐它的工資也就越高。在
英國不僅名義工資比大陸高﹐實際工資也比大陸高。工人吃較多的肉﹐滿足較多的
需要”（馬克思著《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第 5 頁）。
44

性。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其它西方理論中都可以找到的一種
共識。但是﹐在馬克思的眼中﹐這種財富增長方式對多數人所帶來
的是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交織出現﹐儘管他們中部分人的狀況縱
著比會有所改善﹐但也離不開相對貧困的陷阱。90 現代福利國家的
出現﹐進一步增加了窮人在社會總財富中分配的份額﹐也沒有消除
這種相對貧困的存在。更何況﹐資本全球化導致的“尋底競爭”﹐
已經在侵蝕和瓦解這種福利制度。現在﹐由於對人口增長﹑地球資
源有限性和環境脆弱性認識的深化﹐人們看到了全球化帶來的增長
實際上是少數富國在進行“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先富帶
後富﹐全球共同富”祇是一個夢。“夢已經醒來”﹐該尋找新長征
的路徑了。
（三）中國的日程表﹕用 5~10 年間先後基本解決增強公共服
務和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兩大問題。
在國內﹐積極解決過於滯後的公共治理領域的改革問題﹐增強
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是絕對必要的。涉及二次分配的看病﹑教育﹑
住房類問題需要投入大量財政資金並進行新的制度安排﹐其日程可
能不太長﹐2~5 年內可以初見成效。
但是﹐在初次分配領域中﹐建立比較完善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
主要依靠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投入﹐修改和補充相關的法律法
規﹐以及各方當事人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其日程要比較長一些。
參照美國在 20 世紀 30 年代建立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經驗﹐估計要
5~10 年時間。爭取在前五年內基本完成《勞動法》的修改和形成
比較完整的配套法律法規﹐彌補制度欠缺。在整個十年內﹐精心策
劃完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的總體戰略方案﹑各項戰役方案和戰術性
90

馬克思寫道﹐當我們從社會總基金的分配比例關係來計算工人所得部分時﹐“不
應得出結論說﹐工人從中取得收入的基金會絕對地減少。這種基金同他們所生產的
總產品相比﹐祇是相對地減少”（馬克思著《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第 6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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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認真安排具體進展的日程﹐進行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進﹐
直至覆蓋全國。如果中國在改善雇員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實質性
的進展﹐比如﹐扭轉了在職職工都成為了貧困主體的荒唐局面﹐扭
轉了農民工低收入﹑無社會保障的局面﹐雇員的合法勞動權益能夠
得到充分保障﹐生活水平提高﹐這也可以支持二次分配領域內的改
革繼續深化﹐增加財政政策的靈活性﹐進一步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
面﹐於國於民兩利。
在這方面﹐建議中央和國務院要進一步制定政策﹐安排領導同
志專人負責﹐大力強化“國家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會議”（由勞動和
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企聯∕企協組成）的功能﹐進一步發揮
它在“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發展和諧勞動關係”方面的組
織策劃﹑統籌協調﹑逐步推進﹑監督實施等作用。糾 正 現 在 幾 乎
沒有人知道這個組織的異常狀況。
完成以上日程﹐基本的保障條件是中國保持正確的改革方向﹐
加大改進政府治理結構和反腐敗的力度﹐國企改革不斷取得成功﹐
保持黨和政府對最廣大民眾的動員能力﹐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這
些條件中的任何一項出了問題﹐都構成衝擊日程的風險。
最後﹐綜合馬克思和其他西方學者對於市場﹑私權負面作用
的批評﹐設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要堅持憲法規定的基本
經濟∕政治制度﹐要直面市場經濟的複雜性和“弱肉強食”的基本
趨向﹐充分認識到政府作用的意義﹐充分認識到改革中的國企已經
在發展的意義。不要真當了“哈耶克的好學生﹐而歐洲不是”﹐美
國也不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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