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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劃時期﹐在傳統的競爭性領域﹐非公有制經濟繼續
發展的餘地是大一些。但是﹐這種發展並不意味著國有經濟（包
括集體經濟）要從競爭性領域（或無明確定義的所謂“一般性競
爭領域”）全面退出。非公有制經濟將在與國企﹑外企等競爭中
發展﹐主要是提高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在這個過程中﹐國企有進
有退﹐在競爭中發展壯大是必然的。這方面中央政策很明朗。中
共十五大報告就規定﹐“在其他領域（主要指競爭性領域 — 引
者註）﹐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

資產的整體質量”。在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企改革《決
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
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也講
到﹐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業和領域（主要也是競
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和調整﹐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參加
市場競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1
2010 年 12 月﹐國務院國資委一負責人也指出﹐十二五規劃時
期的改革以國有大企業改革為主要內容。改革方式是依託資本市
場在國有體制下對這些企業直接進行市場化改造。他還特別指出﹐
對競爭性的國有大企業應該怎樣改革有很大爭議。有很多人認為﹐
應該繼續退﹐使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這種觀點的出
發點是美國﹑英國的模式﹐這些國家在競爭性領域沒有國有企業。
但是﹐在中國現實的國情條件下﹐國有競爭性大企業的存在與發
展有著充分的必要性。2
2011 年和“十二五”伊始﹐《21 世紀經濟報道》發表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研究員多處杜撰中共中央國企改革重要決策
的文章﹕〈國有經濟改革仍然任重道遠〉。他在該文中一如既往﹐
要求“按照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
決定﹐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3 沒幾天﹐2011 年第 3
期《鳳凰週刊》發表〈要約束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採訪﹐吳敬
璉又說﹐“十五大以後﹐在所有制結構上提出一個說法叫‘有進
1

中共中央文件索引參見文末所附夏小林﹕〈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
觀點 — 兼談優化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問題〉﹐《香港傳真》No.2010~7。
2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談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人民網時政頻道 2010 年 12 月
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437493.html）。
3
吳敬璉﹕〈國有經濟改革仍然任重道遠〉﹐新浪網財經頻道 2011 年 1 月 1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10101/031391952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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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退’﹐也就是政府要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這是中央明確了的
方針。……到了 2004 年以後﹐不但沒有推動﹐還來了個‘國進民
退’”。4
2011 年兩會召開之際﹐吳敬璉再冒天下之大不韙﹐利用國家
發改委下屬媒體﹐直接把“國退民進”的陳詞濫調偽裝成“中共
十五大……戰略部署”加以宣傳﹐企圖干擾兩會政策議程。2011
年 3 月 3 日﹐自詡“現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管﹑中國經濟
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歷時久﹑影響大﹑位勢高的惟一承擔改
革宣傳任務的”的《中國改革》﹐發表其“名譽總編輯”吳敬璉
撰寫的〈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的文章﹐5 文
中寫道﹕“1997 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佈局做出了國退民進的
戰略部署﹐……最近這些年有所停頓﹐在有的部門和有的地區﹐
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6
如上所示﹐這是吳敬璉對於中共十五大國企改革重要決策的
杜撰和篡改﹐破了學術和政治道德的底線。討論公共政策﹐天經
地義﹐但要有根有據﹐實事求是。中共十五大的有關“決定”和
“明確了的方針”﹐是競爭性領域國企有進有退﹐加強重點﹐可
以發展。吳敬璉不應無中生有﹐將其說成是競爭性領域國企退出﹐
並以這種冒充的中共中央決策來決定國企的生存和發展定位。
至於他還進一步捏造黨中央關於國資佈局調整的決策﹐說是
要在國民經濟中實行“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更屬子虛烏有﹑
造謠惑眾。其實﹐僅僅就這段話的文字而言﹐十五大以來﹐哪一
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使用過“民營經濟”這種詞﹖
4

吳敬璉﹕〈要約束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鳳凰週刊》2011 年第 3 期第二章。
〈《中國改革》簡介〉﹐新浪網媒體聚焦欄目（http://news.sina.com.cn/m/zggg/）。
6
吳敬璉﹕〈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鳳凰網財經頻道 2011
年 3 月 3 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303/35532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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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由著名公眾人物和主流媒體聯合出面﹐專門杜撰和
篡改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國企改革重大決策的異常現象﹐層出不
窮。吳敬璉也不是第一次了。此間﹐我曾先後兩次發文﹐希望能
夠澄清事實﹐中止篡改行為﹐現在看來﹐是過於樂觀了。7
這種無視中共權威﹐阻擋中央政令﹐偽造黨的重大決策壓人﹐
謬種流傳﹑誤導輿論﹑扭曲政策研究的現象﹐空前不絕後﹐登峰
不造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直接關係的各級黨組織﹑政府
機構和行業組織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絕不出面公開澄清﹐絕不
整治﹐而是放任自流。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之中國﹐此非咄
咄怪事。要曉得﹐2010 年 5 月﹐國家發改委一研究人員說﹐房產
稅三年免談。國家發改委負責人還立即予以澄清﹐公開表示上述
研究人員的講話並不代表發展改革委立場。8 中共中央的決策﹐
顯然是更為重大嚴肅的事情﹐更需要有關方面及時出面﹐予以澄
清。
特別地看﹐在中國經濟學界﹐吳敬璉著作等身﹐集各種榮譽﹑
桂冠於一身﹐如“中國經濟界的良心”﹑“最高境界”﹑“國家
形象”﹑“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得主﹐以及第九屆全國政協
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四屆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
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等﹐在財經媒
體和有的經濟學團體中影響大﹐他為何還如此﹐值得深入分析。
目前可以說的是﹐非不知也﹐價值取向使然。
1997 年吳敬璉曾參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為配合十五大召開
設立的“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課題組。十五大之後﹐作為第
7

推薦閱讀本文附件夏小林﹕〈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觀點 — 兼談
優化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問題〉。
8
〈發改委﹕三年之內免談房產稅說法不代表官方立場〉﹐中國新聞網 2010 年 5 月
24 日（http://www.chinanews.com/estate/estate-zcpl/news/2010/05-24/2301125.shtml）。
4

一執筆人為《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一書所寫的“概要和重點”
中﹐他也留下了這樣的文字﹕“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
以市場競爭中平等一員的身份參與競爭﹐根據盈利性的考慮進入
和退出”。9 當時﹐中共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同志還為該書作〈序〉。
在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吳敬璉也經常提到要落實中共十五大的國
企改革決策。所以﹐他是知道中共十五大報告有關真實內容的。
怎麼﹐15 年彈指一揮間﹐是中共修改了十五大報告﹐還是其
間吳敬璉本人發生了 180 度的大轉彎﹐並如他 2010 年發表的代表
性﹑總結性大部頭《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所示﹐皈依“普世
價值”﹐10 所以對十五大報告實施了無中生有的巫術﹖
事實上﹐十五大報告一字未動。風未動﹐幡未動﹐是吳研究
員心動。他把該報告原文篡改了。除了以上在《21 世紀經濟報道》﹑
《鳳凰週刊》和《中國改革》上的公開言論可以證明外﹐在《當
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中﹐他早就不斷地在宣傳十五大確定﹐“所
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包括……國有資本從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
領域退出”了（其他問題另文分析。值得注意到是﹐此書修訂時有
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銀行多位官員參與）
。11 而
他更早期的有關言論﹐還待進一步查證。平心而論﹐吳敬璉就不
擔心這部篡改了中共十五大國企改革重要決策的教材﹐會誤導了
社科院研究生院﹑北大經濟學院博士生們﹐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的學生﹐日後拿著雞毛當令箭﹐貽笑大方﹖孔子曰﹐“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
依此而論﹐有關教育機構也應總結經驗﹐加強和完善對教材
9

吳敬璉等編﹕《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中國發展出版社 1998 年﹐第 15 頁。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0 年﹐第 382 頁。
11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71~72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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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真實性和教授公信力的審查﹐名人更不能例外。
在這方面﹐吳敬璉真不如他看重的在清華大學兼職的美國教
授陳志武﹐有美國政府指示﹐12 華盛頓共識﹐直截了當﹐分光國
企﹐憲政民主。當然﹐如此這般的經濟學人不止陳教授一位。當
然﹐吳敬璉在借人之言痛斥“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
動的專制主義”﹐13 力主“實行憲政”﹐積極支持秦曉“普世價
值”的“中國現代性方案”方面也是直言不諱的。14
除此之外﹐值十二五規劃的具體改革方案制定之時﹐值中共
90 週年和 2011 年兩會之際﹐值中共十八大籌備之機﹐一些經濟學
人﹑官員和媒體還有什麼其他說法能拿出來作噱頭﹖

12

推薦閱讀斯蒂夫‧H.漢克主編﹕《私有化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吳敬璉﹕〈“左”“右”極端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參閱文稿》No.2008~11。
14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97 頁。
另外﹐《同舟共進》2008 年第 12 期發表〈吳敬璉﹕中國改革向何處去〉﹐他
在文章中寫道﹕“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標就是在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下
的服務型政府。2007 年 10 月﹐香港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中國現代性方案’
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國現代化進程能否持續﹑社會轉型能否實現﹐取決於自由﹑
理性等現代核心價值觀和具有較大包容性及協調不同利益群體能力的民主政治體
制能否建立。……我贊成他的看法。在現代民主制度中﹐憲政﹑民主和法治三者
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甚至可以說它們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實
際運行中﹐它們是可以有先有後的﹐不同時期的重點可以有所不同。……政治改
革必須加快。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
政治體制並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在這樣重大
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
但是﹐吳敬璉在這裡刻意迴避了秦曉主張的全面私有化是其“普世價值”和
“中國現代性方案”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其政治改革的基本經濟要求。吳敬璉在
政治改革上與秦曉一脈相承﹐在私有化上呢 — 人們不妨仔細想一想。推薦閱讀
2010 年 7 月秦曉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 — 當代中國
知識分子的使命〉（鳳凰網財經頻道 2010 年 7 月 27 日﹐http://finance.ifeng.com/
opinion/zjgc/20100727/2447833.shtm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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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情況看﹐綜合已完成的分析15 和新情況﹐批評吳敬璉
“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一些主要理由是﹕
第一﹐我國的產業集中度低下﹐競爭關係普遍存在﹐“退出
競爭性領域”可能導致賣光工業類國資。因為﹐按工業大行業的
產業集中度計算﹐95％的工業行業都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其中
包括電力﹑自來水和煤氣行業等公用事業。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中﹐
讓國資退出競爭性領域﹐等於基本取消了工業行業中的國有企
業。這之後﹐既得利益集團得隴望蜀﹐完全可以依據英國在自然
壟斷行業私有化的理論和建議﹐依據已經賣光競爭性行業中電力
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企業的先例﹐根據所謂技術進步﹑“美國
模式”和 WTO 規則﹑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和反
對政府掌握過多的資源16 等理由﹐再輕而易舉地賣光屬於 5％的
兩個高位壟斷行業（高位壟斷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中位壟斷
的石油加工及煉焦業）中的國有企業﹐並由此而及其他﹐如賣光
金融行業的國有控股企業等等。這方面經濟學人已經公開的建議
並不少。
另外﹐在全球化和技術快速進步的今天﹐有幾個產業不是競爭性
的﹐難道這也能夠成為“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理由﹖
第二﹐競爭性領域中存在的戰略性國企和關係國計民生的重
要國企並不少﹐按照中共中央的國企改革重要決策﹐這些國企需
要發展壯大﹐不能退出。例如重要的電子通訊﹑電器機械﹑運輸
15

推薦閱讀夏小林《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8
年﹐第三章“所有制結構調整﹕政策框架和爭議”。
16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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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電力﹑糧食﹑水﹑一些礦產資源類企業等等。如果按照吳
敬璉說的“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等於要求國家放
棄這些重要的企業。這豈不是反對中共中央關於國企應控制這些
重要戰略性領域的決定﹖顯然﹐吳敬璉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陷入了
自相矛盾。因為﹐他說過﹐中共十五大報告決定“國家只需要控
制‘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17 但是﹐難
道他真的不明白﹐這裡面就包括了競爭性領域的一批重要國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十五大報告在表達國家應該控制
重要經濟領域時﹐並沒有使用“只需要”三個字。這又是吳敬璉
強加的﹐以增加對於國企發展的限制。
第三﹐如果在競爭性領域中有一批國企能夠賺錢﹐反哺於民﹐
有何不可﹗這還有利於保持社會公平和公正﹐防止過量的生產性
財富在少數人手裡集中並導致相應的政治後果。要曉得﹐所謂防
止兩極分化﹐不僅是要防止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首要的是防止財
富分配兩極分化。財富分配狀況是決定收入分配狀況的主要因
素。在這個意義上說﹐維護﹑保持社會公平和公正﹐也是國企﹑
國資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功能和“控制力﹑影響力﹑帶動作用”的
體現。18 目前﹐這方面的有關制度還有待加快完善和落實。
第四﹐今天經濟全球化中國家競爭﹑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緊迫﹐十二五規劃時期以競爭性領域為主展
開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併重組﹐也對國企在競爭性領域發展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即進一步要求國企做優做大做強。19
17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72 頁。
推薦閱讀夏小林《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三章所有制結構
調整﹕政策框架和爭議”﹐“第五章科學確定國資的退讓底線”﹐“第七章私權﹑
市場﹑代議制和公共服務的局限”。
19
夏小林﹕〈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進而有為”— 兼評近期“市場
能否調節”決定國企生存論的反作用〉﹐《香港傳真》No.2010~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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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報告指出﹐“十一五”時期﹐在中國 28 個主要工業行業
中﹐外資在其中 21 個行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中國已開放的
產業中﹐排名前五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近十年﹐外資對製
造業市場控制度基本在 30％以上。而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
幾年已經達到近 70％的水平。20 顯然﹐這對於競爭性領域的私營企
業和個體戶是一個比同國企競爭更厲害的“狼來了”的信息﹐是一
個強﹑弱和勝﹑負已定的信息。事關產業安全﹐十二五規劃時期需
要密切關注和求解。而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中共中央十
五屆四中全會所定﹕“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
多方投資加快發展”﹐並在競爭性領域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
整”的功能。有進有退﹐真正做到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說
的“優勝劣汰”。這就是十二五規劃時期經濟發展對於競爭性領域
國企的特殊要求﹐既要進退有序﹐做優做大做強﹐維護產業安全﹐
又要擔負起保護一般中小企業（絕大多數是私營企業和個體戶）發
展空間的任務。否則﹐“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經過改革開放﹐佈局調整﹐現在國企已經度過了 1990 年代最
困難的時期﹐確實具備了這方面的實力﹐並在繼續增強。例如﹐
據 2009 年《中國統計年鑑》數據計算﹐國有及控股企業的一些重
要的經濟指標﹐特別是技術實力遠遠超過私營企業。例如﹐大中
型工業企業中﹐在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的
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佔 30.8％﹑35.6％﹑32.9％﹐私營企
業僅佔 18.4％﹑9.5％﹑13.8％﹔在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新
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及出口銷售收入構成中﹐國有及控股
企業分別佔 44.4％﹑41.2％﹑42.8％﹑43.4％﹑21.2％﹐私營企業
20

趙明明﹕《中國工業安全突破警戒線﹐外資控制超過三分之一》﹐搜狐網新聞
頻道 2009 年 11 月 30 日（http://news.sohu.com/20091130/n2685781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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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佔 10.9％﹑10.3％﹑8.6％﹑8.4％﹑7.1％。另外﹐在 2009 年度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中央企業總共獲獎 104 項﹐其中國家
科技進步特等獎全部由中央企業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獲獎
比例達到 62.5％。21 由此可見﹐在競爭性領域盡可能地發揮國企
的這些優勢﹐發揮人才﹑管理﹑先進技術和科研開發能力的優勢﹐
對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結構調整﹑企業重組和改善收入分
配格局）和維護產業安全確實十分必要。22
最後﹐至於吳敬璉最新杜撰的中共十五大決策“國退民進”﹐
從內容到文字都屬無稽之談。任何一個有心人﹐不論價值取向如
何﹐只要看看十五大報告﹐就明白這純係憑空捏造。中國經濟學
界和新聞界出現這種愈演愈烈的“吳敬璉現象”﹐與其口頭上主
張的實證精神和社會責任自相矛盾﹐是一種政治和道德上的墮落。

ˬďņԽ˘ᕇĎ̙̈́ዶŇ!
近幾年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國企已經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更為
積極的作用了。但是﹐基於新古典經濟學或“西化”理由的各種
反對意見總是不斷﹐主要是一些經濟學人領頭（包括吳敬璉）﹐
一些媒體利益所繫﹐“普世價值”﹐心領神會﹑密切配合﹐對國
企發展不給力﹑反著給力﹐“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乃至無中
生有﹐使得國企輿情出現一些突出問題。
更準確地看﹐這種輿情只是中國部分媒體和少數人組成的特

21

〈2009 年度國家科技獎勵中央企業碩果纍纍〉﹐網易財經頻道 2010 年 2 月 4 日
（http://money.163.com/10/0204/11/5UM5QKUL00253B0H.html）。
22
夏小林﹕〈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進而有為”— 兼評近期
“市場能否調節”決定國企生存論的反作用〉﹐《香港傳真》No.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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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會利益集團的輿情﹐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輿情﹐不能代表
最大多數中國人的輿情﹐不能代表中國社會的基本輿情。所謂國
企“問題輿情”的發源地是有特定指向﹐影響是在特定空間和時
間範圍內的。
美國經濟學家 E.K.亨特在《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
角》中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20 年裡﹐新古典主義
的兩個分支（指內部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流派 — 引者註）在
鼓吹某種政策方面表現出了同樣的熱情。這種政策致力於摧毀任
何地方存在的共產主義﹐阻止第三世界的經濟體進行任何形式的
社會主義試驗。因此﹐即使是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
都支持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23
此後﹐基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普世價值﹐一些經濟學家參
與政治和經濟動亂的現象並沒有消停。在蘇東劇變中﹐在拉美﹑
非洲和中東國家的“結構改革”中﹐在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在
那些分裂和肢解國家﹑消滅國企﹑竊取國資﹑外資壟斷經濟的各
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中﹐又活躍著多少學以致用﹐當了官﹑發了財
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專家﹐以及一些發跡的媒體﹖
所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總結國內﹑外經驗﹐中國的國企被
一些專家﹑媒體罵並沒有什麼新鮮奇怪。一般意義上說﹐這是西
方陣營的傳統劇目。普世價值容不得社會主義國企的存在和發
展。從今天中國的特殊情況看﹐首要原因是國企改革發展壯大了﹔
二是有少數人出於西方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的意識形態理由﹐
普世價值﹐甚至是出於見不得人的特殊利益考慮﹐不高興國企有
成績﹐不高興說國企有成績﹐所以﹐與一些媒體配合﹐操縱輿情﹑
23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上海財經大學
出版社 2007 年﹐第 3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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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外聯手﹐企圖向有關方面施壓﹐影響政策﹔三是國企也存在一
些缺點﹐但改了老百姓就高興了。否則﹐授人以柄﹐以偏概全﹐
無限上綱﹐影響輿情。
當然﹐還要謹防某些“權錢結合體”﹐兩面三刀﹐表面為私
營企業和個體戶鳴鑼開道﹐“普世價值”﹐義正詞嚴﹐不遺餘力
地排斥國企﹐但幌子和普世價值背後真的落腳點﹐卻是為外國政
府和跨國公司輸送鉅大的政治和經濟戰略利益﹐美利堅第一。吳
敬璉不斷篡改中共中央國企改革的重要決策﹐偽造中共中央之名
義要求“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和“國退民進”﹐從
客觀效果和邏輯上看﹐都是在為這種特殊利益輸送﹑提供思想和
輿論服務。

αďҹ̎ೇᖃࠎ̥ĎٺĔ24
建議﹕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出面澄清事實。重申中共十五大國
企改革決策。中共中央國企改革重要決策不容篡改。制止一些著
名社會公眾人物（包括國家機關的個別共產黨員）和媒體接二連
三杜撰﹑篡改中央重要決策的錯誤言行。說明中共十五屆﹑十六
屆﹑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國企改革重大決策一脈相承﹐圓融無
礙。時有相機說法﹐與時俱進﹐卻也“法法相通﹐法法相融”。
中共十八大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因為﹐只有社會
主義能夠救中國。
24

2010 年 12 月 9 日《新民晚報》發表〈克己復禮為仁〉稱﹕《左傳‧昭公十二年》
載﹐孔子曰﹕“古也有誌﹕‘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其辱於乾溪﹖”指出楚靈王在乾溪受辱﹐完全是因為放任自己的私慾和野心﹐而
不講禮制﹑禮儀（網易新聞中心 2010 年 12 月 9 日﹐http://news.163.com/10/1209/15/
6NFKKOPS00014AED.html）。這裡稍微改動（並校正個別字）以借用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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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地﹐與此事有直接關係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
改委等也要密切配合﹐履行職責﹐盡其管黨員﹑管媒體的本份﹐
以正黨風﹐以正視聽。
思考題﹕
1. 奧巴馬﹑吳敬璉﹑秦曉在普世價值上有無區別﹖25
2. 美國﹑中國一些人宣傳普世價值﹐背後的制度訴求是私有
化﹑自由市場﹑憲政民主嗎﹖
3. 毛主席在什麼情況下說﹐有人“為了打鬼﹐借助鍾馗”﹖
4. 2011 年 3 月 8 日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歐成中委員發言說﹐
“黨中央明確提出‘國有經濟要縮小範圍﹐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
出’”。26 他是故意亂說﹐還是受吳敬璉等人蒙蔽﹖
5. 2011 年 3 月 14 日國務院總理說：“目前不存在所謂‘國進
民退’的問題﹐同樣也不存在‘民進國退’的問題。”27 這是為
什麼﹖
6. 澄清房產稅問題重要﹐還是澄清中央決策重要﹖

25

黃安年﹕〈奧巴馬借諾貝爾和平獎高調宣揚美式人權價值觀〉﹐學術交流網 2010
年 12 月 12 日（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473&cid=21）。據黃安年介
紹﹐美國總統奧巴馬 2010 年 12 月 10 日發佈關於人權日﹑權利法案日和人權週的
《公告》﹐他針對中國宣稱﹕“我們支持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權利的人。……
今天﹐也是在國際人權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我們應加倍努力﹐
推進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推薦閱讀張宏良﹕〈奧巴馬發表聲明支持中國普世
價值〉﹐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2010 年 12 月 16 日（http://economy.guoxue.com/
article.php/25880）。
26
〈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實錄）〉﹐搜狐網新聞頻道 2011
年 3 月 8 日（http://news.sohu.com/20110308/n279717579_1.shtml）。
27
〈溫家寶﹕目前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的問題〉﹐中國網絡電視臺新聞中心 2011
年 3 月 14 日（http://news.cntv.cn/20110314/1078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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ܢᐂē!

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觀點28
— ࣘኘᐹ̼ٙѣטඕၹќˢ̶੨યᗟ
˘ď̚ВỊ̏̂ᄲņ઼ЋдᚮّۋᅳાੜŇĔ!
2009 年 12 月 14 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在“七學者縱論中國民
營經濟 60 年﹕挑戰與未來”時﹐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成思危先生說﹕
ᛨ۞ņỊ̏̂Ňӈቁ઼˞ؠЋ͍ߏδЋࢋдᚮّۋҖຽੜĎ҃
ϫ݈ߏซ˘ՎซˢĄ29

但在十五大文件中﹐並沒有這個觀點。
往下報道中﹐人民大學何偉教授還補充說﹕
ᛨ̚δỊ̏بα̚Бົ۞Įՙؠį၆઼ѣགྷᑻѣ˘࣎ځቁؠҜĎӈē
઼ѣགྷᑻᅮࢋଠ۞טҖຽᅳાࢋΒ߁ēঘ઼̈́छщБ۞ҖຽĎҋ
ᗽᕝ۞ҖຽĎ೩ֻࢦࢋ̳Вயڇݡચ۞ҖຽĎͽ͚̈́ߗயຽາԫ
ఙயຽ̚۞ЋຽĄ˘ؠҜځቁ˞઼ѣགྷᑻ۞ᖬᄏࢬĎТॡ˵ࠎϔ
ᒉགྷᑻ൴णฟ٤˞۩มĄ30

但何偉教授偏偏把這個重要《決定》中關於競爭性領域有實力的國企
可以加快發展的話刪除了。
之前﹐據 2009 年 9 月 23 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
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先生就說過﹕
28

本文曾印《香港傳真》No.2010~7。這次作為附件﹐個別文字作了修改 — 作者註。
徐以昇﹕〈七學者縱論中國民營經濟 60 年﹕挑戰與未來〉﹐《第一財經日報》2009 年 12
月 14 日。
30
徐以昇﹕〈七學者縱論中國民營經濟 60 年﹕挑戰與未來〉﹐《第一財經日報》2009 年 12
月 14 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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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Ị̏̂̏གྷځቁ೩Ď઼ѣЋຽд˘ֱᙯ઼ܼࢍϔϠ۞ᅳા྆
ࢬ൴णĎдᚮّۋᅳા̰ᑕѣԔгੜĄ31

2009 年 10 月 16 日《經濟觀察報》康怡也曾報道﹕
̚ВỊ̏بα̚Бົ఼࿅۞઼ЋԼࢭĮՙؠįĎņځቁ˞઼ѣ
Ћຽ۞Լࢭ͞ШēņѣซѣੜŇĎņѣٙࠎѣ̙ٙࠎŇĄֱࣹᅳાซĎ
ֱࣹᅳાੜĔĮՙؠįග˞វ۞ඍ९ēࢋΐૻˬҖຽᙷயຽē
઼छщБҖຽĒҋᗽᕝҖຽĒ೩ֻࢦࢋ̳Вயڇݡચ۞ҖຽĒ͚ߗ
யຽͽ̈́າԫఙயຽ̚۞ࢦࢋயຽĄТॡĎĮՙؠįᔘēņ
ҖຽᅳાĎခᐽ͔ጱ࣎វďռᒉඈ̳ܧѣטགྷᑻ۞൴णĄŇд༊
ॡĎຽࠧѩ࿆நྋࠎ઼छٙࢋଠ۞טΪߏˬҖຽᙷயຽĎѩ
γౌࢋٸฟĎ઼ѣЋຽࢋଂᚮّۋҖຽੜĄŇ32

這個說法和記者的報道中﹐關於國企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內容﹐也
都是違反事實的杜撰。當時﹐對這些篡改中央文件觀點的說法或報道﹐我
在 2009 年 11 月 2 日《中華工商時報》發表的〈2009 年三季度非國有經
濟發展報告〉中曾引經據典地予以澄清﹕
Ị̏̂ಡӘ೩۞ߏځځņ၆ᙯ઼ܼϔགྷᑻਔ۞ࢦࢋҖຽᙯᔣ
ᅳાĎ઼ѣགྷᑻυืҫ͚੨гҜĄдᅳાĎΞͽ఼࿅ྤயࢦඕ
ၹአፋĎͽΐૻࢦᕇĎ೩઼ѣྤய۞ፋវኳณŇĄдỊ̏بα̚Бົ
ᙯ઼ٺЋԼࢭ۞ՙ̚ؠĎՀࠎវг೩Ďņ઼ѣགྷᑻᅮࢋଠ۞טҖຽ
ᅳાࢋΒ߁ēঘ઼̈́छщБ۞ҖຽĎҋᗽᕝ۞ҖຽĎ೩ֻࢦࢋ̳
Вயڇݡચ۞ҖຽĎͽ͚̈́ߗயຽາԫఙயຽ̚۞ࢦࢋЋ
ຽĄҖຽᅳાĎΞͽ఼࿅ྤயࢦඕၹአፋĎะ̚˧ณĎΐૻ
ࢦᕇĎ೩઼ѣགྷᑻ۞ፋវ৵ኳŇĄņᚮّۋᅳા̚ѣ˘ؠ၁˧۞Ћ
ຽĎࢋӛ͔к͞Ըྤΐԣ൴णŇĄ33
31

〈工商聯主席﹕部分行業已現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第一財經日報》2009 年 9 月 23
日。
32
康怡﹕〈國資委醞釀競爭領域央企退出機制〉﹐《經濟觀察報》2009 年 10 月 16 日。
33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第 901﹑1039﹑10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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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約一個月之後﹐老調重彈﹐只是操琴人換了﹐可謂是澄而不清﹐
擋不住﹐幾位老先生樂此不疲﹐為了按自己特殊的價值取向去發展“民營
經濟”﹐千方百計去利用中共中央的文件﹐連實事求是的學風和政治道德
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不惜杜撰。而兩家主流財經媒體也在“新聞自由”
的旗幟下﹐推波助瀾﹐以假亂真﹐撞壞了國際通行的“社會責任﹑真實準
確﹑客觀公正﹑廉潔誠實﹑遵守法制﹑作風正派”的新聞道德守則。34 大
家都不“克己復禮”﹐“禮崩樂壞”了。
當然﹐也不要忘記了﹐有的經濟學人尚未得隴﹐已在望蜀﹐不僅要求
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還早就要求國企從壟斷行業退出。例如﹐2007
年 9 月﹐北京大學海歸副校長海聞在一個會議上﹐就以美國所有行業都是
“民營的”為參照系說﹕“進一步講﹐石油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有的集團
來經營﹖我們現在進入世貿組織以後﹐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就是
我們的產業結構裡面到底還應該保留多少國有企業﹖”35 我們不妨反問
一句﹐“你直著說呢”﹖清華大學的海歸經濟學人陳志武和李稻葵倒是直
言不諱﹐要今天的大國企“民營化”﹐或實行“撒切爾式的私有化”。36 不
過﹐這些經濟學人都說的是個人主張﹐沒有“為了打鬼﹐借助鍾馗”﹐雖
然拿著中國重點國立大學的職位和錢﹐卻貫徹了“華盛頓共識”要求全面
私有化的美國“中央精神”。

˟ď̚ВỊ̏̂ņ՟ѣထ̶̳ѣď̳ܧѣŇĔ!
更出人意料的是﹐2010 年新年伊始﹐吳敬璉高級研究員在〈仇富浪
潮從本質上利於腐敗分子 — 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幾點看法〉中說﹕“十五
大其實沒有劃分公有﹑非公有﹐因為要尋找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
34

雷躍捷﹕《新聞理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第 204~206 頁。
周勇剛﹕〈徹底打破石油壟斷正當時〉﹐《中華工商時報》2007 年 9 月 6 日。
36
李稻葵﹕〈後危機時代要重點解決國進民退問題〉﹐和訊視頻 2009 年 9 月 10 日
（http://news.hexun.com/2009-09-10/121037394.html）﹔陳志武﹕〈中國改革路徑的再思
考 — 私 有 化 和 憲 政 民 主 不 能 迴 避 〉 ﹐ 中 國 選 舉 與 治 理 網 2009 年 9 月 24 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47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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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十五大前的討論中﹐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建議是要發展社會保障
基金持股的公司制﹐我們認為這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你說這個是公有還
是私有﹖說不清楚。”37
其實﹐中共中央十五大報告第五部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中明確
指出﹕
第一﹐“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
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
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
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38
第二﹐“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
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於擴大公有資本的支
配範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39
在這兩段話裡﹐不僅所有制構成的不同因素之間區分了“公有”﹑
“非公有”和“私營”﹐而且在判斷股份制公司性質上﹐也提出“是公有
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的標準。吳敬璉研究員何以論證
“十五大其實沒有劃分公有﹑非公有”的呢﹖我們看不到任何論據。“橫
空出世”乎﹖
為了什麼﹖為了讓“超越”於公﹑私和社﹑資分歧之上的“民營經
濟”橫行無忌﹖這是不是像魯迅說的﹐用手向上提自己的耳朵﹐就可以離
開地面﹖或者﹐是又一件冒充“皇帝新衣”的舊衣服﹖
其實﹐只要不是搞文字遊戲﹐十五大報告“沒有劃分公有﹑非公有”
是無從談起的。多年以來﹐有些人抬出一個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民營化改革
的常用詞“民營經濟”﹐40 就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地解構了產權的“公﹑
私”之分﹐以及改革的“姓社姓資”之分﹐偷梁換柱﹐把鄧小平堅持公有
37

吳敬璉﹕〈仇富浪潮從本質上利於腐敗分子 — 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幾點看法〉﹐人民論
壇網 2010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rmlt.com.cn/News/201012/201012101433494477.html）
。
38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 900 頁。
39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 901 頁。
40

牛林豪﹕〈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張九洲著《中國經濟史概論》﹐河南大學出
版社 2007 年﹐第 469~5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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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主體﹐不能搞兩極分化的思想拋到太平洋裡去了。這確實太低估 13
億中國老百姓和中共中央的認知水平了。就是國外一心一意勸說中國搞資
本主義的華人也不領情。例如﹐在清華大學兼職的胡祖六在《華爾街日報》
撰文﹐標題直言〈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41 吳敬璉研究員非常器
重的另一清華大學兼職者陳志武也坦率可愛﹐撰文曰〈中國改革路徑的再
思考 — 私有化和憲政民主不能迴避〉。42 其實﹐翻遍中外歷史﹐有哪朝
哪代主張公﹑私不分呢﹖
另外﹐中央十五大報告準備期間﹐洪虎同志領導的國家體改委和其他
部委局的聯合課題組﹐在為十五大寫作組完成的所有制問題研究報告中
（包括國有經濟佈局和發展“混合經濟”等內容）﹐就已經解決了這些問
題。他還為此動筆寫了核心內容﹐並寫了信﹐受到政治局常委的重視。作
為這份報告的執筆人之一﹐我對此記憶猶新。
2009 年 11 月 5 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表示﹐“要大力發展民營
經濟﹐民本經濟是基礎和主體”。43 這是否就是不分公﹑私說法在政策領
域內的一種鏈接呢﹐是否就是以上杜撰中央政策行為背後的政治訴求之實
現呢﹖
改革開放 30 餘年﹐幾位著名公眾人物在媒體上接二連三地隨意歪曲
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精神﹐杜撰中央的觀點﹐而且主要又是經濟學家﹐個別
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者還成了領軍人物。主流媒體不核實就予以發
表﹐至今沒有人像澄清“國進民退”炒作那樣起來說話﹐聽之任之﹐謬種
流傳﹐政府內部也是異見突起﹐這意味著什麼﹐“你們看著辦”﹗如果不
辦﹐所有制“優化”向何方﹐就真的不是“說不清楚”了。因為政策全擰
成“打右燈向右拐”﹐一目了然了。別忘記了﹐有的經濟學家早已成為了
主張“憲政”的“政治改革”主流人物﹐44 黨和政府內意識形態取向多元
41

肖黎朔﹕〈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香港傳真》No.2008~92。
陳志武﹕〈中國改革路徑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憲政民主不能迴避〉﹐南方報網 2009 年 1
月 19 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01/19/content_4852167_2.htm）。
43
〈經濟刺激週年﹐意見領袖展望宏觀政策未來〉﹐《第一財經日報》2009 年 11 月 6 日。
44
牧川﹕〈狼狽為奸 — 憲政民主學者與主流經濟學家〉﹐大風網站 2009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strongwind.com.hk/article.aspx?id=1256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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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早就公開化了。
也別忘記了﹐諾大一個中國欲穩定﹐需中央路線正確﹐擁有高度權威﹐
統一意志﹐統一步伐﹐政令要出中南海﹐全黨的基本政策不能被某些特權
人物﹑“意見領袖”們擰成破碎的天津麻花﹐面目全非﹐並在大眾媒體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展覽示眾﹕嘿嘿﹐看老子天下第一﹐指鹿為馬﹑乾坤顛
倒﹑太阿倒執﹐誰人能奈何得了俺﹗
欲“挾天子以令諸侯”乎﹖
這種混亂局面意味著什麼﹐為哪幾股勢力心中竊喜﹑翹首以盼﹖“中
國人都知道”。真不明白﹐上網問問剛剛破土而出的曹操﹑《大秦王朝》
的趙高和“蘇聯掘墓人”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歷史罕見新鮮事兒。

ˬďņϔώགྷᑻߏૄᖂវŇ˞Ĕ!
2009 年 10 月國家發改委領導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創
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佔 GDP 的 60％左右﹐45 吸納的就業人數佔全國城鎮
就業的 70％以上。46 這些話傳遞的信息是﹕中國的產出和就業構成中﹐
非公有制經濟都已經成為了“基礎和主體”。但其中關於 GDP 構成的資
料﹐與 2005 年 7 月原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指出的﹐目前﹐三分之一的 GDP
是由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的﹐47 難以銜接。因為﹐五年左右﹐GDP 中非公
有制經濟突飛猛進地增加近 30 個百分點﹐這不太可能。
2006 年 12 月﹐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主持的一課題組正式發表的
參考性預測數據也顯示﹐“十一五”末期的 2010 年﹐GDP 中非公有制經
濟（包括個體私營﹑外資和港﹑澳﹑臺資）可能達到 44.7％﹐其他 55.3％
45

如果設定“60％左右”中已包含外資和港﹑澳﹑臺資的產出份額﹐再減去第一產業內
11％左右的農村集體經濟產出份額﹐以及其他產業中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 2％左右的份
額﹐國有經濟比重可能就在 27％以下了。
46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張平﹕〈民族振興的壯麗詩篇﹐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國家發改委網
站 2009 年 9 月 16 日（http://zhangping.ndrc.gov.cn/zyjh/t20090916_302431.htm）。
47
〈發改委主任馬凱﹕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新攻堅階段〉﹐《經濟參考報》2005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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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和集體經濟）。“十二五”末期的 2015 年﹐非
公有制經濟可能達到 50.8％﹐公有制經濟為 49.2％。48
經瞭解﹐知道國家發改委這個資料也許不是引自國家統計局的文件。
接踵而至的老問題是﹕至今非公有制經濟底數仍出自多門﹐互相矛盾﹐如
何制定“優化”政策﹐以及制定哪裡是個頭的量化標準或目標﹖
另外﹐《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一號）》顯示﹐在二﹑
三次產業的實收資本構成中﹐2008 年國有﹑集體資本比重是 36.4％﹐國
內個人﹑港澳臺和外商資本比重合計是 38.5％。另外﹐新出現的“法人資
本”比重為 25.6％。49 這與《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一號）》
的統計口徑和數據有明顯差別。50 兩相比較﹐在表面印象上﹐在二﹑三產
業的實收資本構成中﹐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關係逆轉了﹐私有資本開始佔
壓倒優勢﹕2004 年公﹑
私資本是56％比44％﹔51 2008 年能夠看出來的公﹑
私資本是 36.4％比 38.5％﹐兩者關係逆轉了。但其餘 25.6％的法人資本的
終極所有者是誰﹐第二次經濟普查《公報》沒有進一步說清。
對此的疑問是﹕
第一﹐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中 25.6％“法人資本”為何不按終極
所有者分解﹔分解後全部實收資本的公﹑私構成如何﹖
第二﹐為何第二次普查公報不能像第一次普查公報那樣﹐發佈十分簡
單﹑細緻﹑清晰的產業實收資本構成表呢﹖
但疑問歸疑問﹐順勢看去﹐如果綜合以上來自官方的部分數據﹐大家
就看到﹕
48

中國生產力學會主編﹕《2005~2006﹕中國生產力發展研究報告（上）》﹐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 年﹐第 88 頁。
49
《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一號）》﹐國家統計局網站 2009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
50
2005 年 12 月 6 日國家統計局網站發佈《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一號）》
（http://www.stats.gov.cn/zgjjpc/cgfb/t20051206_402294807.htm）中﹐2004 年二﹑三次產業的實
收資本構成中﹐國有資本比重是 48.1％﹐集體資本比重是 7.9％﹐其總和為 56％﹔國內個人資
本比重是 28％﹐港澳臺資本比重是 7.3％﹐外商資本比重是 8.7％﹐其總和為 44％。
51
《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一號）》﹐國家統計局網站 2005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stats.gov.cn/zgjjpc/cgfb/t20051206_402294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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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 構成中非公有制經濟佔“60％左右”﹐疑似佔據“基礎和主
導”地位﹐因為這個數據與原先馬凱公佈的數據和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
矛盾太大﹐難以銜接﹑調和﹐讓人無所適從。
— 城鎮就業構成中非公有制經濟佔“70％以上”﹐據“基礎和主
導”地位（其實全部非農產業就業構成也是這樣）。
— 二﹑三產業實收資本中非公有制經濟比重超過公有經濟﹐疑似據
“基礎和主導”地位。不過﹐這是以出現了模糊不清的“法人資本”為前
提的非結論性判斷。
當然﹐如果國家統計局在發佈第二次經濟普查公報時﹐能夠順便說一
下第一產業中包括土地在內的集體資本和個人資本的資料﹐那麼﹐由於集
體土地的鉅大價值﹐可能在社會總資本中公有資本還是超過私有資本的。
綜上所述﹐雖然存在模糊性﹐兩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的二﹑三產
業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的關係變化﹐畢竟已在提醒人們﹕
小心喲﹐在中國最現代的產業部門和城鎮中﹐私有資本在快速增長﹐
生產性財富在少數人手中快速集中﹐份額已經不小。而在農村﹐也出現土
地快速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現象。52

αďᖠᒼႬēņќˢ͞ࢬ̂۞̙̳π!
ֽٺੑயќˢ۞मҾŇ53
中國的統計數據已經顯示﹐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加強了﹐越來越
多的城鎮人口和農民工在非公有制單位就業﹐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也產生
了私有單位工會組建和發揮作用最難﹑普通職工工資最低﹑社會保障制度
最難落實的普遍現象﹐嚴重妨礙了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
52

2008 年 10 月 8 日中宣部和新華社聯辦刊物《半月談》宣稱﹕“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
在到來。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2009
年 7 月 6 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陳錫文在《中國改革報》發文指出﹐“當前很多地方推行農
業規模經營的方式是引進大資本圈地﹐農民轉變為打工者﹐其實是替換了農業主體”。
53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得豪斯﹕《經濟學》（第 17 版）﹐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第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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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看這種現象﹖從生產關係層面分析﹐馬克思的觀點直截了當﹐源
於工人一無所有和資本對剩餘價值的剝削。換個角度﹐到古典經濟學和新
古典經濟學中去看﹕亞當‧斯密和戴維‧李嘉圖也都承認﹐財產權賦予某
些人不勞而獲的權利。私人工廠中存在利潤與工資的衝突。在政府﹑軍隊
幫助下﹐資本家是分配中經常的勝利者﹐工人零散或有組織的反抗則經常
慘敗﹐領袖鋃鐺入獄。54 保羅‧薩繆爾森提示﹐勞動收入“不公平的根源
是什麼﹖答案首先應該在勞動報酬方面尋找”。但“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
平來源於財產收入的差別”。55
按照經濟學中資本和勞動關係的認識路徑﹐我們首先鏈接 2009 年 10
月 30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中華人民共
和國工會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因為﹐它用最新的權威數據顯示﹐在集中
體現個人資本權利的中國私營企業（“民營經濟”）中﹐勞動報酬和收入
分配是如何決定的（主流財經媒體幾乎沒有報導這份重要報告的詳細內
容）。
— 工會力量孱弱。“基層工會組建任務仍然艱鉅。一是非公有制企
業工會組建難問題依然存在。非公有制中小企業數量多﹐工會組建率和職
工入會率不足 50％。部分企業經營者對建立工會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抵
觸。二是農民工入會積極性不高。目前我國有農民工二億多人﹐加入工會
的不到三分之一。三是勞務派遣工的工會組織不落實。”
— 維權機制脆弱。“基層工會維權難仍較突出。非公有制企業工會
幹部同時也是企業的雇員﹐在職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為保住自己的
‘飯碗’﹐常常表現無奈。企業工會幹部大多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有的則是企業經營者的近親屬﹐這種情況造成工會幹部很難真正代表職工
維護權益。工會幹部維護職工權益時容易遭到打擊報復。有的企業避開或
者違反工會法中有關保護工會幹部的規定﹐找藉口解僱敢於維權的工會幹
部﹐或者雖然不解僱﹐但用其他手段使工會幹部無法再在本企業繼續工
作。由於缺乏對工會幹部自身權益的有效保障﹐使得他們不敢維權﹐造成
54
55

夏小林﹕《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8 年﹐第 6~11 頁。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得豪斯﹕《經濟學》（第 17 版）第 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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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凝聚力﹑影響力不強。”
其次﹐我們鏈接這種狀況下最新的中國私營企業職工勞動報酬和其他
勞動權益的信息﹕
2009 年 10 月 27 日﹐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介紹﹐2008 年全國城鎮
私營單位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為 17071 元﹐只相當於現行勞動工資統計制度
平均工資的 58.4％。56
另外﹐上述人大報告還顯示﹕
私營單位“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現象時有發生。侵權現象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侵害職工勞動經濟權益問題比較嚴重。不少非公有
制企業經營者不與職工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或勞動合同﹐不按時發放工
資﹑不支付加班費﹑不繳或少繳社會保險費等侵害職工勞動經濟權益的現
象時有發生。更值得重視的是﹐欠薪逃匿事件呈增多趨勢。以廣東為例﹐
2006 年發生企業欠薪逃匿事件 669 起﹐2007 年 786 起。2008 年受國際金
融危機影響﹐大幅上昇至 1985 起﹐涉及職工 20.6 萬人﹐欠薪總額達六億
多元。二是職工參保率仍然較低。當前﹐社會保險覆蓋範圍依然偏窄﹐城
鄉發展不平衡。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截至 2007 年底﹐我國城
鎮基本養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保險參保率分別為
77％﹑63％﹑78％﹑77％﹑60％。較之城鎮職工﹐農民工的參保率更低。
三是勞動安全衛生保障不到位。2005 年以來﹐職業病發病率呈上昇趨勢。
截至 2008 年﹐累計報告職業病 70 多萬例﹐集中分佈在中小企業﹐其中塵
肺病佔 78.8％。因職業病危害糾紛引發的勞動爭議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
生﹐一些農民工家庭因職業病致貧﹑返貧。勞動者身染職業病後﹐維權遇
到許多困難。”57
56

方芳﹕〈國家統計局改革平均工資統計﹐私營企業納入其中〉﹐中國經濟網 2009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ce.cn/macro/more/200910/27/t20091027_20284484.shtml）。
57
報告也指出﹐有些國有企業進行改制時忽視職工的民主權利。近年來﹐有些國有企業在改制
過程中不依法經過民主程序﹐改制方案不公開﹐職工安置方案不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個
別國有企業甚至取消工會組織﹐導致國有資產流失﹑職工利益受損﹐引起廣大職工群眾的不滿﹐
引發職工群眾集體上訪事件。許多國有企業的集體合同缺乏針對性﹑實效性﹐尚未形成科學﹑
合理的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高管層與普通職工之間勞動報酬相差過於懸殊。但是﹐在這些
問題存在的同時﹐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仍然遠遠高於私營企業。

23

人大報告還稱﹐“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近兩年勞動爭議案
件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由於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為職工維權提供了有力的法
律武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實施大大降低了職工的維權成本﹐加上國
際金融危機影響﹐導致勞動爭議案件激增。另一方面從勞動爭議案件的內
容和處理結果看﹐主要以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及福利﹑經濟補償金賠償金
違約金等三類訴求為主﹐佔勞動爭議案件總數的 79.21％﹐職工勝訴率較
高﹐如 2008 年﹐職工勝訴與部分勝訴的案件合計佔 85.29％﹐今年上半年
仍佔 84.71％。這表明﹐職工合法權益受侵害的現象仍然比較突出。”58
綜上所述﹐在生產關係層面﹐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強資弱勞是一種客觀
存在﹐並決定了收入不公平﹐首先是勞動報酬不公平的存在。在私人資本
下就業人員越來越多﹐這種不公平的覆蓋範圍就會相應的擴大。不僅在馬
克思的經濟學中﹐就是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這種邏輯關
係也是存在的。
正是這種邏輯關係的存在﹐表明了如果在優化所有制結構的政策日程
中﹐編造種種充滿破綻的理由和謊言去追求“最大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
濟﹐是不能解決目前已經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的。
思考題和提示﹕可有官員因解決私有制下職工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
而“被明星”的﹖如果政府連拿出當年羅斯福平衡勞資關係的魄力﹑手段
來都不行﹐問題就真的難解決了。而且﹐後果可能更重一些。因為﹐今天
中國沒有羅斯福那樣依靠世界大戰來解決產能過剩﹑失業和提高工人工資
福利的機會。氣全憋在國內這個球體裡了﹗

̣ďඕՁᄬ!
30 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經濟和缺乏規制的
自由市場不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即使建立了比較全面的社會保障制
58

黃鎮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實
施情況的報告〉﹐中國人大網 2009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npc.gov.cn/npc/zfjc/ghfzfjc/2009-10/
30/content_15248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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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城鄉差距明顯縮小了﹐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仍然會非常突出。1970 年
代以來至今﹐七國集團在自由化中收入分配狀況下行就證明了這後一
點。59 這個意思﹐鄧小平也多次說過。所以﹐建議有關部門在制定“十
二五規劃”時﹐要排除干擾﹐認真研究和解決一下所有制構成與收入分
配的關係。
中國已開始制定“十二五”規劃﹐這裡給負責制定規劃的部門提一個
建議﹕
要依據憲法﹐認真貫徹十七大報告關於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精
神﹐在“十二五”時期正確處理好發展公有制經濟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
關係﹐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要排除來自各方面的
干擾﹐反對“西化”和“僵化”﹐不折騰。60
還要反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減少制定政策的盲目性。政府要
組織力量在量化層面研究國民經濟中多種經濟成分合理構成問題。政府要
學習美國經驗﹐研究建立全國基尼係數分析數據庫﹑分析評價體系和定期
發佈制度。要進一步研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與財富分配﹑收入分配中“馬
太效應”的關係﹐以及財富基尼係數和收入分配基尼係數的相互影響關
係。要科學地平衡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效率與提高全社會財富∕收入
公平性的關係﹐避免兩極分化﹐建設和諧社會。
最後一點話﹐“領導”﹑知識界和新聞界要嚴格自律。統一戰線內部
也要講原則。一位老改革還說了﹐該管事兒的部門不要“貓不逮耗子”。

59

夏小林﹕《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 305~334 頁。

60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研究員在〈建國 60 週年感言〉
（《香港傳真》No.2009~47）
中提出﹐“現在﹐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展﹐大大超過建國初期。並且﹐公有制經濟與非公
經濟的公降私昇的趨勢﹐已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臨界點。所有制結構改革的任務﹐可以
說已經基本完成。今後的任務﹐應該是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特
別是要強化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方向﹐並且正確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值
得政策部門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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