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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富走向﹕是“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

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 

 

 

2010 年年底到 2011 年年初﹐十二五規劃制定討論期間﹐一個

很熱鬧議論的話題﹐是“國富”和“民富”的問題。有人說﹐過

去我們長期實行的是“國富優先”而不是“民富優先”的政策導

向﹐造成現在我國“國富民窮”或“國富民不富”的現象。有人

說﹐“國富優先”的政策導向﹐使國家生產力大大快於民眾消費

的增加﹐導致總需求不足。因此要從十二五起﹐把“國富優先”

的政策導向轉變為“民富優先”。 
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規劃建議的時候﹐雖然有發改委個別官員

講﹐十二五規劃與前面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本質差別是由追求國

富轉為追求民富”﹐但十二五規劃好像並沒有明確提出“國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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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的方針和字樣。我認為有些學者和媒體把“國富”與“民

富”並立和對立起來的提法﹐並不確切。就“國富”來說﹐經過

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實力也就是“國富”確實大大增強了﹐經

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越到世界前二位。但是人均 GDP 不到日本的

十分之一﹐仍列世界第一百名之後﹐所以不能說國家已經很富。

就“民富”來說﹐也不能簡單地講現在是“民不富”或“民

窮”。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比過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群已

經很富很富﹐甚至富得冒油﹐堪比世界富豪。據估計﹐2009 年我

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已達 67 萬戶﹐居世界第三﹔資產超十

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僅次於美國﹐名列全球第二。但是大部分國民

確實富得不夠﹐甚至很窮。所以一方面內需不足﹐消費率低﹔一

方面奢侈品市場熱銷﹐居世界第二。一方面“朱門酒肉臭”﹐一

方面在菜市場﹑超市旁邊可以見到揀拾菜幫子過日子的群眾﹐媒

體和網絡上也有在城鎮橋洞﹑農村陋屋發現餓死人和凍死人現象

的報導。所以說﹐國民有富有窮﹐不能一概而論﹐說什麼“民窮”

或“民不富”。 
再說消費率低和內需不足的原因。這不是什麼“國富優先”﹑

“民富滯後”的結果。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多數群

眾未能跟著走上“後富”﹐反而陷於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

結果。按照聯合國標準﹐每日收入一美元以下為絕對貧困﹐二美

元以下為低收入﹐都屬窮人之列。現在估計中國有 1.5 億的人口每

日收入不足一美元﹐屬於絕對貧困﹔有 31％的人口即四億多人每

日收入在二美元以下﹐也都是窮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估

算﹐城鄉合計每日收入二美元以下的人口達十億。這些人群收入

低﹐買不起東西﹐才是消費率低和內需不足的主體。而居民之中

另一部分特別富裕人士﹐他們之中有人可以花四百萬元買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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獒”﹐再用 30 輛奔馳車去機場接這個寵物﹔有人可花一千萬元買

一輛賓利豪華敞篷車﹐或者花更多的錢置辦私人飛機。看來他們

不是提高消費率和擴大內需的對象。 
再說政策導向。究竟我國過去有沒有所謂“國富優先”的政

策導向﹖我的印象﹐過去從來沒有明確宣佈過或者實行過什麼

“國富優先”的政策﹐倒是明確宣佈過並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的政策。如果說這也算是“民富優先”﹐那也只是讓一

部分人優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部分人主要是私人經營者和有機

遇﹑有能力﹑有辦法﹑有手段積累財富的人群。應當說﹐這一政

策實行的非常成功。它導致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鉅大變化﹐宏觀

經濟上國退民進﹑公退私進的結果﹐使得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

比重﹐由改革開放前的近乎零﹐上昇到現在已經超過 65％。民營

私有經濟的增長大大超過國有﹑公有經濟的事實﹐證明了我們這

些年實際上實行的﹐不是什麼“國富優先”﹐而是“民富（當然

是一部分‘民’）優先”的政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放

開一些個﹑私經濟﹐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借助讓一部分人

先富起來以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本來也可以說得過去﹐是可以

嘗試的。當初宣佈實行這一政策的時候﹐就曾提出“先富帶後富﹐

實現共同富裕”的口號。但是多年的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

富”的目標雖然在很短的歷史時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帶後富﹐

實現共同富裕”﹐卻遲遲不能夠自動實現。在市場化﹑私有化的

大浪淘沙下﹐這也不大可能實現。相反地隨著市場化﹑私有化的

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趨勢“自然出現”。反映貧

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從改革開放前的 0.25﹐1992 年突破了 0.4 的

國際警戒線﹔世界銀行估計﹐2009 年已達 0.47。如果加上漏計的

高收入﹑灰色收入﹑隱性收入﹐估計現在已大大超過 0.5﹐遠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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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報告顯示﹐

美國是 5％的人口掌握了 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 1％的家庭掌握

了全國 41.4％的財富。中國財富的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

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在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長時間地不

能解決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呢﹖光用“先做大蛋糕後分為好蛋

糕要有一個時間過程”來解釋﹐是不足以充分說明的。鄧小平早

就指出﹐先由貧富差距的擴大﹐再到貧富差距縮小的問題﹐要在

20~21 世紀之交基本達到小康的時候﹐就應該著手解決。中國經濟

發展的實際進程表明﹐由於中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財富來源路

徑的特殊性﹐中國富豪積累財富時間超短。從事財富研究的胡潤

曾說﹐在國外﹐掙一個億的財富要 15 年﹐把一個億的財富變成十

個億要十年時間﹐而中國只要三年﹐比外國短得很多。在中國﹐

成功地完成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任務所花的時間極短﹐而先富帶

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卻遙遙無期。一些為財富為資本辯護

的精英們常常以分配問題複雜為藉口﹐預言需要等待很長很長的

時間才能解決分配的公平的問題﹐要大家忍耐再忍耐﹐這真是奇

怪的邏輯。要知道這是連鄧小平也不能容忍的﹐因為他早就多次

要求適時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並警告說兩極分化趨勢將導

致改革失敗的危險後果。 
為什麼社會主義的中國會發生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很容易﹐實

現社會公平克服兩極分化反而非常困難﹖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

在於我們集中精力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事業以來﹐把主

要的注意力放在效率優先做大 GDP 規模上面﹐而把社會公平和分

配好社會產品的問題放在“兼顧”的次要地位﹐以至於一些同志

逐漸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基本常識也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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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忘了。比如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於個﹑私經濟是應該允許

發展的﹐但不能忘了列寧指出的小生產時刻不斷產生資本主義的

規律﹔比如說﹐私人資本是應該允許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馬克思

早已指出的資本積累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的規律﹔又比如說﹐私營

企業主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應當承認的﹐但不能忘了他們作

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別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這一本性迫使

他們不斷為佔有更多的剩餘價值而奮鬥﹐推動社會走向兩極分

化。“兩極分化自然產生”﹐這是鄧小平的又一個至理名言。但

我們的一部分同志卻竭力迴避“兩極分化”的字眼。黨內一部分

有影響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發展規

律的 ABC﹐所以在改革開放後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時

候﹐對於私人資本經濟往往偏於片面支持刺激鼓勵其發展社會生

產力的積極方面﹐而不注意節制和限制其剝削和導致兩極分化後

果的消極方面﹐即與社會主義本質不相容的東西。先富帶後富和

共同富裕長期難以實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

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

兩極分化趨勢明顯。中心的問題不是什麼“國富”與“民富”的

矛盾﹐而是一部分國民先富﹑暴富與大部分國民不富或貧窮的矛

盾。要克服和扭轉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的政策

轉向﹐不是什麼“國富優先”轉變為“民富優先”﹐而是明確宣

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完成任務﹐今後要把這一

政策轉變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

富”的過渡。 
再說﹐把“國富”與“民富”對立並提﹐是缺乏科學依據的。

“國富”和“民富”是一雙相對的概念﹐二者之間並非完全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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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而是矛盾統一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水乳交融。什

麼叫“國富”﹖嚴復最早翻譯亞當‧斯密“The Wealth of Nation”
一書﹐中文譯名為“國富論”。但斯密在這本書裡不但討論了君

主或政府（相當於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問題﹐也討論了工﹑農﹑

商子民（相當於國民）的收入和財富問題。後來郭大力﹑王亞南

重譯此書﹐書名改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樣“國

富”的含義就推廣為“國民的財富”了。但是書裡面並沒有刪掉

政府或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問題﹐可見“The Wealth of Nation”的含

義﹐可以是國家的財富﹐也可以是國民的財富。國富和民富並不

完全是非此即彼的東西。 
現在我國流行語彙中的“國富”﹐是什麼含義呢﹖大體上是

指政府直接掌握和可分配的收入﹐相當於斯密書中的第五篇所說

君主或國家的收入。斯密討論了各類名目繁多的稅負的利弊﹐其

目的在於試圖說明﹐君主（政府）的收入和國民的收入並非一直

是矛盾的。交給國家的收入多了﹐並不意味著國民的收入就減少

了。因為君主和國家需要必要的費用﹐以保護和增加國民財富。

“國富論”用大量篇幅論證了國家的三項基本職能﹐即保護社會﹑

保護社會裡的每一個人﹐建設公共事業和公共福利設施。如果我

們把國家和政府所代表的統治階級利益與官員的揮霍浪費暫時存

而不論﹐可以說這大體上也是現代國家與國民﹑政府與人民之間

財富與收入關係的寫照。 
現代國家政府可支配收入轉化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只

是其用於民生支出中的一部分（如補貼﹑救濟﹑社保等）。其用

於公共福利（為教育﹑文化﹑衛生等）﹑基楚設施﹑經濟建設﹑

安全保衛﹑行政管理等費用﹐其效益雖然是全民共享﹐但不直接

由居民支配而由政府支配。政府可支配收入與居民可支配收入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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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是一碼事﹐因此有些同志把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之比

與政府可支配收入佔比的昇降﹐作為“國富”與“民富”對比的

評價標誌。這一對比有它本身的分析意義﹐但不能反映收入分配

關係的根本問題﹐即貧富差距和兩級分化問題。如前所述﹐“居

民收入”是一個混合概念﹐居民中包括富民與貧民。從居民收入

佔比和政府收入佔比的對比中﹐完全看不出貧富差距。貧富差距

和兩級分化﹐首先要在居民內部﹐劃分為勞動報酬（勞動力要素

所有者的收入）和非勞動報酬（其他非勞動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

所有者的收入）的對比中表現出來。這才是當今社會分配的核心

問題。 
若干年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公降私昇﹐隨著市場化大潮中

“擁抱資本﹑疏遠勞動”的風氣盛行﹐憲法中規定的“按勞分配

為主”﹐事實上逐漸被“按資本分配為主”所代替。因此勞動者

報酬佔比不斷下降﹐而資本所得佔比不斷上昇。由於勞動者報酬

在居民收入中佔最大份額﹐勞動者報酬在 GDP 中佔比的下降﹐就

決定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GNP 中佔比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佔

比的下降﹐主要是由於勞動者報酬佔比下降和企業利潤所得佔比

上昇造成的﹐主要不是由政府收入上昇所造成的。所以﹐要扭轉

居民收入佔比的下降趨勢﹐核心問題在於提高勞動者報酬和中低

收入者的收入﹐關鍵在於調整勞動收入與資本所得的比重﹐而不

在於調整政府收入的比重。 
政府收入在 GDP 中所佔比重﹐或者所謂“宏觀稅負”問題﹐

曾是“國富”與“民富”爭議中熱議的話題。目前我國宏觀稅負

水平是不是過高﹐肯定的意見和否定的都有。現在以既包括納入

一般預算管理的公共財政收入﹐又包括政府基金收入﹑國有資本

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等寬口徑的政府收入來說﹐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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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業務部門按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計算﹐政府收入佔 GDP 比重

2007 年為 27.6％﹐2008 年為 27.9％﹐2009 年為 30％。中國社會

科學院財貿所也按 IMF《政府財政統計手冊》標準﹐計算了中國全

口徑政府收入佔 GDP 之比﹐2007 年為 31.5％﹐2008 年為 30.9％﹐

2009 年為 32.2％﹐比財政部的數字稍高。按 IMF《政府財政統計

年鑒》對 2007 年 53 個國家宏觀稅負的計算﹐這些國家實際宏觀

稅負平均為 39.9％﹐其中 24 個工業化國家實際宏觀稅負平均為

45.3％﹐29 個發展中國家實際平均稅負的 35.5％。同這些實際數

字比較﹐我國平均宏觀稅負即使用社科院 2009 年 32.2％的較高數

字﹐也大大低於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與發展中國家相比

也不過高。根據國際經驗﹐隨著生產力向發達水平發展﹐政府承

擔的社會民生﹑公共福利和收入再分配等任務越來越重﹐我國政

府收入佔比或所謂宏觀稅負水平﹐還有繼續提昇的必要和空間。 
所以﹐目前我國宏觀稅負問題﹐主要並不在於政府收入佔比

高低﹐而在於財政收支結構是否合理﹐是否能夠通過政府收支的

運作﹐一方面實現“國富”與“民富”的良性交融﹐一方面推動

“民富”中“先富”向“共富”的轉化。目前我國國家財政收支

結構上的主要問題﹐在於財政收入的負擔偏重由中低收入者或勞

動階層來承擔﹐而在財政支出的使用上﹐則用於社會民生和公共

福利方面的開支偏低。 
我國現行稅制的格局是以間接稅為主﹐在稅收總額中佔七成

以上﹐間接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等稅額﹐隱藏在商品和服務的

價格之內﹐最終由消費者買單。即使消費者因收入低而免於交納

所得稅﹐他也不能擺脫生活所需的米﹑油﹑鹽﹑服裝﹑餐館用餐﹑

水電煤氣等價格與付費中內含的間接稅負擔。由於低收入者需要

將可支配收入的很大部分用於基本生活開支﹐因此他們承擔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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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稅負佔其收入的比率﹐要比高收入者為基本生活所承擔的稅負

佔其收入的比率大得多。個人所得稅收入結構也存在明顯的不合

理。個稅徵收對象主要是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而對股息﹑紅利﹑

財產租賃等資本所得徵收甚少﹐佔有大量財富的富人只負擔了少

量稅收份額﹔沒有被統計到城鎮居民收入中的數額鉅大的隱性收

入﹐主要發生在高收入富戶﹐也嚴重影響了稅負公平。在我國財

政支出結構上﹐一方面行政管理開支過高﹐佔國家整個財政支出

比重﹐遠高於英﹑日﹑美等發達國家﹐每年公車﹑公款吃喝﹑公

費出國即“三公”費用驚人。另一方面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

障的公共服務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明顯低於人均超過三千美元

的國家。 
以上情況表明﹐如果像一些人士所說﹐我國宏觀稅負過高﹐

那也只是對中低收入的勞動階層負擔偏重﹐而他們應當得到的補

償或該分享的社會福利卻感不足﹔以資本和財產所得為主的富裕

階層的財富收入﹐則大都游離於國家財政稅收調節的國民收入再

分配過程之外。這種逆向調節的機制﹐只能助長貧富差距的擴大﹐

迫切需要扭轉。對此一些學者專家都有共識﹐主張改弦易轍。在

財政收入方面﹐提高直接稅收的比重﹐降低間接稅收的比重﹔在

直接稅方面﹐提高資本財產與非勞動所得的稅負﹐考慮家庭負擔﹐

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所得稅負﹔開徵遺產稅﹑贈與稅等財產稅種。

在財政支出方面﹐厲行節約﹐大力減少行政費用佔比﹐增大社會

民生﹑公共福利﹑再分配轉移支付佔比﹐等等。這些主張集中起

來就是要國家財政重回“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這一方

面的職責﹐問題在於決策決心和實施步驟﹐需要抓緊進行。 
應當指出﹐縮小貧富差距﹐扭轉兩級分化趨勢﹐不能單純靠

國家財政調節手段。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甚多﹐如城鄉差距﹑地



 10

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滯

後等等﹐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觀

點﹐所有制決定分配制﹐財產關係決定分配關係。財產佔有上的

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30 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

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上和

財產關係中的“公”降“私”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迅速集中

於少數私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結構﹐隨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和效率優先政策取向的執行﹐私有經濟的發展必然超過公有經

濟和國有經濟﹐從而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這

是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的。但這種私有經濟超前發展和公降私

昇﹑國降“民”昇的勢頭一直延續下去﹐“到一定的時候問題就

會出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語）。1 隨著私人產權

的相對擴大﹐資本財產的收入份額會相對擴大﹐勞動的收入份額

則相對縮小﹐從而擴大貧富差距﹐促進兩極分化趨勢。 
在調整收入分配關係﹑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從分配領

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著手﹐

完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

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還要加大力度。但是﹐

僅僅就分配談分配﹐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

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

有制結構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強化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

濟為主導著手﹐扭轉生產資料所有制“公”降“私”昇和國退

“民”進的趨勢﹐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這也是

                                                        
1 冷溶﹑汪作齡主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1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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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國富”同“民富”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小平同志強調﹐

“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佔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2 

又說﹐“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堅持歸公

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3 這是非常深刻的論斷。這表

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展﹐容許非勞動要素（主

要是資本）參加分配﹐但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

為主為前提。那種讓私人資本向高利行業滲透（關係國民經濟命

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那種盲目地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

之類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都應該

調整。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

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

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級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2《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49 頁。 
3《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9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