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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長時期以來﹐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居民收

入差距持續擴大﹐分配不公現象趨於嚴重﹐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

滿。近年來﹐中央和國務院的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的措施深得人

心﹐有效緩解了當前的社會矛盾。但是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並沒

有從根本上逆轉﹐主要由腐敗現象導致的灰色收入還在繼續增加﹐

社會深層矛盾產生的基礎並未消除。 
許多跡象說明﹐目前關於居民收入的統計調查數據有明顯失

真﹐主要是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統計遠低於實際水平。這是因

                                     
1 本文為“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報告的摘要﹐全文將於《比較》雜誌第

31 期（2007 年 7 月）刊出。本項研究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改革基金

會國民經濟研究所資助。但報告中陳述的觀點和可能的錯誤由作者負責。 



為對高收入戶進行收入調查並取得真實數據面臨種種困難﹔特別

是由於高收入居民中有相當大量的灰色收入。本報告將非法收入﹑

違規違紀收入﹑按照社會公認的道德觀念其合理性值得質疑的收

入﹑以及其他來源不明的收入統稱為灰色收入。 
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統計數據過低的一個證據是﹐他們的收

入水平與其實際消費和投資能力不相稱。據統計﹐2005年城鎮 10％
最高收入家庭（約 1900 萬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 2.9 萬元﹐

這與當年家用汽車的普及程度（約 1300 萬輛）﹑商品住宅普及程

度（十年累計銷售超 1800 萬套﹐合 2005 價每套逾 30 萬元）﹑銀

行存款的數額和分佈（居民存款 14 萬億﹐大額存款數量鉅大）等

情況嚴重不符。 
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估計過低的另一個證據是居民收入總額

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過低。據國家統計局的城鄉居民收入和人口

數推算﹐城鄉居民收入總額為 8.7 萬億元﹐僅佔當年國民總收入

47％。而根據對世界 56 個國家情況的分析﹐絕大多數國家的居民

可支配收入總額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都在 50~70％之間﹔美國該

比重為 73％。只有少數國家低於 50％﹐都有其特殊情況﹐而中國

不屬於這些情況。 
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估計過低的第三個證據是按收入調查算

的居民儲蓄不足以解釋實際居民儲蓄和投資的增長。按 2005 年城

鄉居民收支數據推算﹐居民儲蓄總額新增 1.95 萬億元。而事實上

僅當年居民儲蓄存款就增長 2.15 萬億元﹑新發行各種債券 1.6 萬

億（其中個人認購佔相當部分）﹑農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近 4000
億﹐再加上城鎮居民直接投資﹑居民在股市上的投資﹑在海外的

儲蓄和投資﹑手存現金增加等等﹐實際儲蓄大幅度超過統計推算。 
為了搞清楚這方面情況﹐本報告基於兩次專題調查和若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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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分析﹐對收入差距的實際狀況和灰色收入規模進行了初步估算

和分析。 
我們於 2005~2006 年對全國幾十個城市和縣兩千多名不同收

入階層的居民進行了家庭收支調查。為取得真實數據﹐調查採用

社會學方法進行﹐調查對象全部是調查員關係密切並瞭解情況的

親屬﹑朋友﹑鄰居﹐取得了他們較真實的收入消費數據﹐並根據

“一定的恩格爾係數與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對應”的原理﹐將樣

本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進行了分組比對。結果發

現﹐在恩格爾係數相同的情況下﹐統計局樣本中各高收入組的人

均收入都低於調查樣本﹐而且收入越高﹐差異越大。這說明統計

局的高收入居民收入數據有嚴重遺漏。 
初步推算﹐佔城鎮居民家庭 10％的最高收入居民（約 1900

萬戶﹐五千萬人）﹐200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7 萬元﹐相當於原

有統計數據（不到 2.9 萬元）的三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

也高於原有統計。平均而言﹐2005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

能達到 1.96 萬元﹐而不是原來統計的 1.05 萬元。推算全國城鎮居

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可能達到 4.8 萬億元。這與實際觀

察到的城鎮居民購買力能夠較好地吻合﹐也能夠較好地解釋統計

收入與超常增長的儲蓄﹑投資﹑奢侈性消費之間的不一致。 
分析結果說明﹐統計收入的遺漏主要發生在佔城鎮居民家庭

10％的高收入戶﹐佔全部遺漏收入的四分之三。這說明我國高收

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使國民收入分配越來越向高收入階

層傾斜。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 10％家庭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

約為 31 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九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

收入 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 55 倍﹐而不是按統計數據推算

的 21 倍。我國實際收入差距要遠遠大於統計顯示的水平。由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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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充分﹐難以重新計算基尼係數﹐但肯定會明顯高於世界銀行

計算的 0.45 的水平。 
為了驗證上述調查和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作者分別根據居民

的家用汽車﹑商品住宅﹑出境旅遊﹑銀行存款分佈等數據進行了

驗證。各項結果大體一致﹐證明以上關於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

的推算是基本可信的（甚至可能偏於保守）。 
上述結果說明﹐在我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

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關於灰色收入的來源﹐目前

無法取得完整的資料。但據一些公開報導的資料分析﹐主要有以

下一些方面﹕ 
 

 
據一些案例和公開報導的情況﹐財政資金通過部門的渠道分

配到地方的部分存在嚴重的管理漏洞。有大量資金脫離了財政管

理程序﹐透明度低﹐管理不嚴﹐濫用和漏失嚴重。2005 年這部分

資金全國約 5600 億﹐漏失部分待查。 
近年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數額鉅大（2006 年 4.5 萬億元）﹐

投資項目層層轉包﹑工程款層層剝皮﹑營私舞弊現象嚴重﹐漏失

鉅大。據有些項目的情況﹐施工單位實際拿到的工程投資還不到

工程撥款的三分之一。“豆腐渣工程”層出不窮。 
另一個有嚴重漏洞的資金渠道是各級政府部門的預算外收

費。經過多年的演變﹐有些收費項目已經固化為某些行政部門的

既得利益﹐有相當部分不納入財政監管﹐不僅可以用於收費單位

的工資﹑獎金﹑福利﹐還成為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乃

至私分的來源。據某些估計﹐2006 年全國預算外收費總規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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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1.3 萬億元的規模。 
 

 
據央行研究局 2003 年一項大面積調查﹐全國正規金融機構的

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成為一項潛規則。平均而言﹐

企業在每筆貸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和為維持與金融機構

“良好借貸關係”而付出的“維持”費用合計相當於貸款額的

9％。企業實際負擔的利息和“暗”成本合計﹐平均佔貸款額的

15~16％﹐與民間借貸利率相當。2006 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 22 萬

億元﹔考慮到一般來說大型企業貸款條件有利﹐較少發生這種情

況﹐因此按貸款額的一半推算﹐額外付費可能給全國金融機構相

關人員帶來的灰色收入高達一萬億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貸款損失

還未計算在內。 
2006 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的四千家企業調查在一定程度上

印證了上述結果。據該調查﹐對“從銀行貸款是否要付出規定利

率之外的額外費用”這一問題﹐絕大部分企業領導人回答要付出

額外費用﹐其中表示額外費用的數量“一般”﹑“較多”和“很

多”的合計達 70.7％。 
 

 
例如各地黨政官員入股煤礦﹐為無資質煤礦非法開採充當保

護傘﹐成為惡性礦難頻發的根源。這些“股權”多數是憑藉手中

的審批權﹑檢查權﹑資源控制權換來的。2005 年有關部門要求各

地幹部限期申報並退股﹐但這方面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又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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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業為例﹐一個時期以來藥品審批和流通環節極為混亂﹐每年上

萬種藥品通過國家藥監局註冊上市﹐大多數僅僅是更換了包裝﹑

型劑﹑藥名﹐價格虛增幾倍到幾十倍﹐給醫藥行業和相關權力部

門某些人帶來了鉅額灰色收入﹐而對普通居民卻造成了沉重負擔﹐

患病放棄治療和因病致貧的情況相當普遍。據2003年衛生部調查﹐

城鄉居民患病兩週未就診率達到 48.9％﹐比 1998 年上昇了十個百

分點。 
據 2006 年一項企業調查﹐對“企業 2005 年用於政府和監管

部門人員的非正式支付”這一問題﹐全國近四千家企業有 80.2％
回答發生了這種“非正式支付”。在“對當地政府官員廉潔守法

的評價”中﹐認為“很好”﹑“較好”的不到 21％﹐其餘 79％認

為“一般”﹑“較差”或“很差”。其中評價“較差”﹑“很差”

的佔到 35％。這說明政府官員受賄索賄等腐敗現象已發展到了非

常嚴重的地步。 
另據 2004 年一項企業家調查﹐全國各地四百多家私營企業負

責人中有 65％認為官員貪污腐敗對企業的經營和發展造成了影

響﹐其中 36.5％認為問題“比較嚴重”﹐或甚至“威脅到企業生

存”。這說明賄賂的動因不單在企業。一些黨政官員濫用職權﹑

索賄敲詐等行為已嚴重影響了企業經營和發展。 
世界銀行 2006 年進行的中國 120 城市競爭力調查指出﹐企業

的旅行和娛樂花費是一個可以衡量對政府官員“非正規支出”

(行賄的委婉說法 — 引者註)的指標。這項花費佔企業銷售額的

比例在各地區和各類企業有所不同﹐最低 0.7％﹐最高 2.3％。如

果以 0.5％作為企業的正常支出水平﹐超過部分作為行賄部分﹐按

2006 年全國工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銷售收入 55 萬億元計﹐企業

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花費約為五千億元。需要注意﹐這只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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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直接的現金﹑存款﹑實物﹑信用卡劃賬﹑

股權贈送等行賄方式。 
 

 
2005 年有價出讓國有土地 16.3 萬公頃﹐其中“招拍掛”出讓

面積只佔三分之一。“招拍掛”與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地價相差

4~5 倍﹐差價每公頃 500 多萬元。除去其中 0.5 萬公頃經濟適用房

建設用地不適於採用“招拍掛”方式﹐其餘 10.1 萬公頃土地少收

5400 億元。這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

來源。未採用有價出讓方式但進入了市場的土地還未計入。此外﹐

在土地徵用開發過程中估計地方政府獲益平均每畝十萬元﹐合計

2080 億元。這部分本該用來補償失地農民和用於社會長遠發展的

土地收益﹐在大多數情況下作為地方政府的額外收入花掉了﹐其

使用嚴重缺乏監督。 
 

 
2005 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

等壟斷性行業共有職工 833 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 8％﹐但平

均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 1.07 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

工工資總額的 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 9200
億元。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性壟斷。 

以上有些內容還無法進行數量分析。但以其中有數量依據的

項目推算﹐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

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已接近三萬億元﹐佔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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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鉅大

漏洞和嚴重的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

是由於市場化造成的﹐而在於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

入。 
在改革期間﹐市場化是會帶來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擴大。

這與過去平均主義的分配相比是一個進步。特別是在市場競爭條

件下﹐對人力資本的回報比過去有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專業技術

人員﹑高級技工﹑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等﹐以及企業經營者通過

正當經營對經濟和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從而得到較高的報酬﹐

這是有積極意義的﹐有利於促進提高生產率﹑推動科技進步﹐保

持經濟的長遠發展。 
但是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它干擾

了國民收入的正常分配﹐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不僅造成收入

分配不公平﹐而且帶來低效率。在初次分配領域﹐灰色收入扭曲

了競爭條件下形成的要素配置格局﹐導致資源配置劣化﹐影響經

濟發展。在再分配領域﹐灰色收入造成國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

把本該用於低收入居民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

手中﹐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 
事實上﹐一個時期以來廣大群眾對收入差距擴大的不滿和憤

怒﹐主要針對的是後一種情況。因為它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平和不公正﹐並會引發社會衝突。 
近年來﹐收入差距擴大已經引起越來越明顯的經濟結構失

衡。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儲蓄過度和大眾消費增長滯

後﹐內需相對不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在過

去 20 年中﹐最終消費佔 GDP 的比重已從 66.0％下降到 51.9％﹐

居民消費比重從 51.7％下降到 38.0％﹐為建國以來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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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2006 年居民儲蓄存款已超過 16 萬億元（大部分屬

於高收入居民）﹐外匯儲備超過一萬億美元。金融機構貸款與存

款之比從 1995 年的 94％一路下降到 2006 年的 65％﹐說明儲蓄過

多無法轉化為投資﹐造成資金閒置浪費。 
在內需不足的壓力下﹐儘管人民幣逐步昇值﹐淨出口卻在加

速增長。2006 年外貿依存度擴大到 GDP 的 66％﹐淨出口佔到

6.6％﹐而且還在繼續擴大。這說明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外需的拉

動﹐並正在向國際市場釋放過剩的產能﹐使外匯儲備越來越難以

有效利用﹐並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摩擦。一旦主要出口對象

國對我國採取嚴厲的貿易保護措施﹐很有可能引發經濟增長停滯。 
通過近 30 年的改革﹐我國現在面臨著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經濟仍保持著高速增長﹐但這也掩蓋了經濟的內在結構矛盾。這

些矛盾正在積累﹐如不儘快改變﹐有可能在未來幾年中在某些內

外因素誘發下出現經濟危機。這說明目前的增長方式是難以持續

的。而增長方式改變之所以困難﹐其內在根源是目前的收入分配

機制的嚴重扭曲和公共服務的缺失。 
更嚴重的是﹐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非正當途徑越來越向少數

人集中﹐導致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和社會兩極分化。這是引起社會

廣泛不滿的主要原因﹐是對建設和諧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

威脅﹐需要以力挽狂瀾的決心進行應對。 
因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體制缺陷導致的國民收入初

次分配扭曲﹐也就不可能單靠收入再分配來解決這些問題。再分

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在體制缺陷和監督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由政府部門掌控大

量資源進行轉移支付﹐可能進一步導致公共資源流失和逆向再分

配﹐惡化收入分配格局。需要通過改革﹐從體制上消除腐敗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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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 
腐敗和灰色收入的大量發生說明問題出在制度層面﹐不能簡

單地歸結為幹部素質和社會風氣問題。事實上﹐廣大群眾和許多

幹部對於腐敗現象是深惡痛絕並進行了抵制的。但制度缺陷對腐

敗有強烈的誘發作用﹐缺乏有效的遏制和監督。因此不僅需要加

大反腐敗的力度﹐而且迫切需要加快公共管理體制改革﹑首先是

政府改革的步伐﹐通過制度改革堵住漏洞﹐理順機制﹐從根本上

防止腐敗蔓延﹐也才能挽救大批幹部。下面幾點可供考慮。 
— 當前需要具體研究如何將灰色收入納入收入分配統計的

視野﹐至少定期形成專題研究報告﹐對統計數據進行矯正。本項

研究依據的資料是有限的。很多方面的情況需要進一步搞清楚﹐

才可能針對具體問題制定出有效的應對措施。 
— 我國現有的紀檢﹑監察﹑審計﹑公檢法等機構以及許多政

府職能部門﹐都在不同方面涉及反腐敗的工作﹐但各有其職權範

圍﹐很少涉及制度層面的問題。需要有一個綜合性的權威部門通

盤考慮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有些工作還需要與人大的立法和監督

工作結合進行。 
— 政府改革涉及面廣﹐需要逐步推進﹐當務之急是需要對財

政﹑金融﹑行政管理﹑土地和國有資源管理制度等方面容易造成

公共資金流失﹑尋租腐敗行為和產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進行

深入調查和研究﹐並學習借鑒國外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逐項形

成改革方案﹐逐項推進政府改革。 
— 治理腐敗最有效的切入點﹐是制度規範化和透明化。因此

政府改革應當首先從建立規範和透明的制度入手。這方面我國與

發達國家的差距非常大。 
— 我國財政預算內資金管理的制度相對而言比較健全﹐而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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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了預算管理的資金明顯的漏洞較多。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每年通

過“條條”分配到各地的幾千億元財政資金﹐以及規模可能達到

上萬億的各地政府部門預算外收費﹐多數不納入地方預算﹐管理

不規範﹐透明度低﹐成為地方各部門自己掌握﹑不受監督的資源﹐

非常容易滋生腐敗和導致大量資金流失。針對這個問題﹐建立透

明化的管理制度非常重要。 
— 我國的國有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鉅大﹐2006 年達 4.5 萬億元

（包括國有控股）﹐漏洞也相當驚人。改革投資管理體制勢在必

行﹐關鍵是形成公開透明的資金管理。 
— 減少腐敗﹐還應當從減少尋租空間入手。因此應當限制和

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審批﹑許可﹑監管項目﹐減少對市場的干預﹐

規範政府部門職權範圍﹐健全審批﹑許可﹑監管制度﹐實行透明

管理﹐接受社會監督。 
進行這些改革﹐必然面臨很大的阻力。只有動員各階層的積

極參與﹐形成社會共識﹐才能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機制和改革動力。

從長期來看﹐只有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才

能形成公眾對政府管理的有效監督﹐從制度上保證政府和公共部

門管理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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