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共建共享要解决三大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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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共建共享必须解决好三个根本性问题。第一，把理顺权力、资本、
劳动三者关系作为根本原则。既要充分发挥权力资本劳动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为
实现共建共享建立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又要把制约权力、节制资本、尊重劳动作为
基本准则，为实现共建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第二，把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
要注重公平作为根本要求。既要在防止和解决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出现的贫富差距恶
性拉大现象，又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财政税收和财政支出对贫富差距的平抑作用。第
三，把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作为根本手段。增量调整易于为社会
不同利益群体所接受，对减少绝对贫困有重要作用但对减少相对贫困作用有限；存量
调整触及到不同群体的既有利益格局，阻力和难度较大，但却是遏制贫富悬殊无法回
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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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发展，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根本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建共享
则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义，
只有坚持共建共享，才能体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
要求，才能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
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
的生动局面。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共建共享呢？
权力、资本、劳动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绕不开、
躲不过，是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一、理顺权力、资本、劳动三者关系
是实现共建共享的根本原则

权力、资本、劳动是拉动现代化发展的
三驾马车。实现共建共享，必须把理顺权力、
资本、劳动三者关系作为根本原则，建构合
理的权力资本劳动三维结构。这是由权力、

资本、劳动在发展中的作用所决定的，也是
当代中国权力、资本、劳动现实状况使然。

从权力、资本、劳动的地位和作用看，
中国的改革开放破除了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
通过纵向放权和横向分权，使各级政府部门
具有了相应的社会资源的支配权，成为了社
会经济活动的最活跃组织者、决策者、实施
者。各级政府权力部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为摆脱贫困、搞活经济、推动发展运筹
帷幄，攻坚克难，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了各
级权力部门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和组织动员作用。与此相伴，中国市场化取
向的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在社会经济和现代
化建设中的作用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肯定，资
本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私人资本、集体资
本、民间资本、国有资本摆脱羁绊，奔腾驰
骋，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取代了政府主导的
计划经济。资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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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力量和创造财富的活力前所未有地
呈现出来，中国的生产力和财富得到了巨大
增长。改革开放使劳动又一次获得大解放，
市场经济使劳动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自
由，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开始具有
了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的自主权。平均主义
分配制度的革除，空前唤起了劳动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脱贫致富的愿望使劳动迸
发出惊人的伟力，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奠定
了强大根基。

但是，从权力、资本、劳动的现实状况
看，由于中国利益关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
制度建设的滞后，权力开始变得不受制约，
横行无忌，负面作用日渐凸显。权力寻租、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大肆泛滥；
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垄断利益的欲望，
前所未有地膨胀。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和贪婪
及其对劳动的盘剥开始失去节制，使用童工、
克扣工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破坏环境、
制假贩假、行贿受贿、贪赃枉法、雇凶杀人，
勾结各级官员结成官商利益共同体，权力资
本化，资本权力化，权力与资本强强联手。
在这些各种阴暗丑恶的事件背后，都离不开
权力与资本跻身其间。劳动变得不受尊重，
地位不断下滑，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工薪
拖发欠发，矿难屡治不绝，类似问题绝非个
别偶发事件，而是成了屡见不鲜的社会问题。

这些状况表明，权力、资本、劳动三者
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必然要影响
到三者利益分配的格局，这可以通过我国国
民收入结构的变化略见一斑。国民收入结构
由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三个部分
组成。多年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在国民收
入结构中的占比连年递增，而居民收入的占
比却多年连续下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增长长
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在国
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０ 年，我国ＧＤＰ 年增长速度为
１０％，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是７ ３％，居民
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ＧＤＰ年均增长２ ７个百
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年资金流
量表数据，在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占比由
１４ ５％提高到１８ ０％，企业收入占比由
１７ ９％提高２１ ６％，居民收入占比由６７ ６％
下降到６０ ４％，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由５３ ３％下降到４７ ８％。①

这种比例关系的变化粗略反映了权力、
资本、劳动三者利益格局的变化，折射了权
力、资本和劳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此升彼降
的现实。加之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存在的“逆
调节”现象，必然造成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
的拉大。这是当前提出共建共享所面临的不
容回避的现实背景，也是推进共建共享必须
解决的根本问题。

正确处理权力、资本、劳动三者关系，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权力、资本、劳动在现
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为实现共建共享建立广
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全面调
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
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
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②要坚持发
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让权力、资本、劳
动各司其职，各就各位，充分发挥权力对现
代化建设的领导组织动员作用，资本在市场
中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的主导作用，劳动对
于创造财富的源泉和根基作用。放手让一切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
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这是实现共建共享的基本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鉴于权力和资本的强势地位
和发展逻辑，必须把制约权力、节制资本、
尊重劳动作为基本准则和政策导向，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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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形成合理
的利益格局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把推进
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建立权力、资本、劳动合理的利益
格局和分配结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滥用，
节制和抑制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和对劳动的挤
压，尊重和保障劳动的权利和尊严；要让广
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缩小贫富差距，
减少和消灭贫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让权
力和资本的权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消除
社会上存在的仇官仇富心理。

二、初次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是实
现共享发展的根本要求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仅关系
到发展成果能否实现人人共享，而且必然影
响到发展主体能否实现人人共建。虽然说初
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但影响共建共享、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同样
存在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
因此，实现共建共享，促进公平正义，应当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同时发力，把坚持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注重公平，作为实
现共建共享的根本要求。

关于初次分配，早在几年前，经济学家
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了收入分配问
题的症结———初次分配起点不公，再分配事
倍功半。他认为，过去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
经济，导致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居于优势，而
劳动者居于劣势。③现在这个问题没有破解，
又出现了严重影响分配正义的“金融资本主
义陷阱”和“房地产资本主义陷阱”等乱象。
这里说的金融资本主义和房地产资本主义，
不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概念，而是特指金融资
本和房地产资本通过与权力合谋攫取暴利制
造暴富而导致资本投资结构失衡，社会分配
失序的现象。当然，这样说绝非要否定金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房地产作为我国的支

柱产业在我国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
是要探讨与此相伴而生的负面效应。

按照马克思关于利润平均化的理论，金
融资本不参加利润的平均化过程，金融资本
的利息只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但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通
过部门之间的竞争，金融资本投入银行业的
自有资本，其利润率也不能低于平均利润率，
否则他们就会把资本转移到产业部门或商业
部门去，不再经营银行业了。进入垄断资本
主义时期以后，大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人
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形成了金融资本、金
融寡头。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而
要千方百计地追逐高额垄断利润了。这不仅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盛行的现象，也是
当前引起国人高度关注和应予防范的问题。

让我们从媒体披露的一个故事讲起。温
州一家拥有１０００多名工人的企业，苦干精算，
一年利润一百来万，而企业老板的妻子在上
海买１０套房子，８年后获利３０００万。所以有
些企业家感慨地说， “做实业累死累活利润
少，搞借贷轻轻松松赚钱多，我当然选择后
者！今年我计划把更多的资金转到借贷市
场。”“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成为不少
企业家的现实选择。这类脱实向虚事情是否
个别偶发现象呢？让我们看看相关统计数据。

据《财富》中文版发布的《２０１６年中国
５００强排行版》、《中国５００强企业最赚钱的４０
家公司》、《２０１６年中国５００强利润率最高的
公司》显示，在最赚钱的４０家公司中，金融
业企业达到２３家，占比近６成。在中国５００
强利润率最高的４０家公司中，金融企业更是
占到３０家。由此可以看出，金融业仍然是中
国最赚钱的行业。虽然中国金融业的利润增
幅最近几年出现了大滑坡，但中国经济的利
润大多数都被金融业独占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３年
发布的报告显示，其以采集２３１０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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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样本，金融业平均利润率为
８１ ８３％，是非金融业平均值的９ ０４倍。（中
国网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０９）
又据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
２０１６年发布的《中国的选择：抓住５万亿美
元的生产力机遇》报告显示，金融业的经济
利润占中国经济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８０％。④
据统计，金融行业２０１５年整体净利润达１ ５５
万亿元，而同期非金融类行业整体净利润仅
有９１３７亿元，前者是后者的１ ７倍。其中，
工农中交建等五大国有银行去年累计实现净
利润９２３２亿元，该业绩已超过了近２８００家非
金融类上市公司盈利总和。

同样的现象在房地产领域也出现了。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我
国房地产行业毛利润率在２００７ 年后达到
３０％，超出工业整体水平约１０个百分点。部
分知名开发商的毛利润率接近甚至超过了
５０％，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⑤虽然近年来房地产业的利润率有所下降，
但毕竟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所称，房地
产业经历了“躺着挣钱的高利润时代”。

由于金融资本主义和房地产资本主义的
乱象多年来蔓延发展，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
后果：一方面，金融业和地产业相对较高的
利润率，金融与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职工
较大的收入差距，极大降低了资本持有者投
资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挫伤了其他行业劳动
者的积极性，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了“脱实向
虚”问题，进而引起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失
衡、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失衡。另一方面，
金融业暴富和房地产暴富现象使中国的财富
积累更加向少数人集中，不仅导致了少数兴
风作浪的金融地产大鳄的出现，而且也使房
地产业和金融业成为了制造超级富豪最多行
业，凸显了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使中国
的财富集中度高居世界前列，造成了贫富差
距恶性拉大。所有这些后果必然对推进共建

共享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实现共建共
享，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在国民收入的初次
分配中，遏制金融资本主义和房地产资本主
义的乱象，加强对金融资本和房地产资本的
引导、规范和控制。

再来看再分配。再分配主要由政府税收
财政调控进行。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
来源，国家通过税收在取得财政收入的同时
也改变了原有社会财富初次分配的格局。财
政支出决定了二次分配资金的主要去向，国
家通过财政支出将财政收入再分配给不同领
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并再
次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格局。通过这
样的一收一支，不但解决了国家发展、政权
维系、正常运行的成本，而且也极大地改变
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贫富差距较大的局面。

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
平，但从实践效果看，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
配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甚至存在一定
程度上“逆调节”。这一点可以从我国与相关
国家再分配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化中看的很明
显。从初次分配来看，中国收入差距和大多
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明显。中国目前０ ４７左
右的基尼系数仅略高于澳大利亚（０ ４６）、日
本（０ ４４）、美国（０ ４６）、英国（０ ４６）等
国，与比利时、捷克、法国、新西兰等国处
于同一水平，甚至还低于德国（０ ５１）、意大
利（０ ５６）、葡萄牙（０ ５４）、波兰（０ ５７）
等国。⑥再分配调节后，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平
均下降１０个基尼百分点以上。比如２０００年之
后，经过再分配调整，美国基尼系数从０ ４６
下降到０ ３８，日本则从０ ４４下降到０ ３２，德
国从０ ５１下降到０ ３，法国从０ ４８下降到
０ ２８，英国从０ ４６下降到０ ３４，ＯＥＣＤ国家
平均从０ ４５下降到０ ３１，下降了１４个基尼百
分点。我国的情况是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几
乎没有多少下降。⑦近十几年来，我国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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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基尼系数一直在０ ４７ － ０ ４９之间徘徊，
２０１１年之后开始出现下降，但仍然在０ ４６以
上，不仅明显高于国际定义的０ ４这个警戒线
水平，而且也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
距较为悬殊的国家。

那么，我国的再分配为什么没有发挥出
促进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应有作用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财政税收和财政支出两
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由于目前我国的财政税
收体制不够完善合理，存在课税主体范围不
全、税负主体错位、税收种类缺失、征收手
段落后等问题，致使再分配在税收环节上不
能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我国财政支出用于
民生方面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
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公共教育、公共卫生、
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城市管理
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支出不足。如我国社会保
障支出比例比较低，西欧、北欧的福利国家，
财政至少有５０％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
美国的财政也有约三分之一用于社会保障事
业。而我国２０１１年财政投入社会保障的比重
只有８ １％。这种状况是造成部分群众有学难
上、有病难医、老来难养、“因学致贫”“因
病致贫”“因老致贫”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我国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
诸多环节上都存在着影响共享发展的因素，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
平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和体现的问题。
因此，推进共享发展必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中都要坚持体现公平的要求，应针对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各个环节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
题深入推进财政税收配套改革。

三、在进行增量调整过程中适时推进
存量调整是实现共建共享的根本手段

实现共享发展，根本目的是要体现社会
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

步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
当前的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缩小贫富差距必
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要缩小贫富差距，
不仅要对贫富差距进行增量调整，而且也要
适时进行存量调整，二者都是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性手段。

第一，进行贫富差距增量调整的作用和
特点。对贫富差距进行增量调整，如提高劳
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扶贫标准、提升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程度
等等。要建立规范的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支
付保障制度，有效保证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
随国民经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随着
物价水平变动及时调整。要深化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增强企业职工在协商解决工资问
题上的话语权，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
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
长机制。

这些措施能够在不触动社会不同群体各
方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对增量部分率先
实行新机制，向着既定目标逐步调整利益格
局。这种做法平缓温和，易于为社会不同利
益群体所接受，在当前阶段和今后很长时期
中都必须坚持。但增量调整对缩小贫富差距
收效较为缓慢，对减少绝对贫困有重要作用，
但对减少相对贫困作用有限。这个道理正如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２１世纪资本论》一
书中指出的那样，资本利润的增长幅度总是
超过劳动收入的增长幅度。通过增量调整，
虽然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了，但其增长
的幅度很难跟上资本利润增长的幅度。

第二，进行贫富差距存量调整的作用和
特点。对贫富差距进行存量调整，如开征资
产利得税、房产税、奢侈品税、遗产税、社
会保障税，由于其对贫富差距的调整手段主
要根据财富存量进行，征税的多寡主要是由
财富存量的多寡所决定的，因而可以抑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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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拉大的马太效应，起到“取有余而补
不足”的作用。只要相关政策和征税的设计
合情合理，这就既可以不从根本上伤及大量
财富存量持有者参加共建的积极性，又能为
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找到治本之策。进行存量
调整由于触及到不同群体的既有利益格局，
阻力肯定会比较大，推进的难度也比较大，
但在缩小贫富差距进程中却是无法回避的
选择。

第三，要在对贫富差距进行增量调整的
基础上适时推进存量调整。当前中国的贫富
差距形成，不仅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更
主要的是由财富差距引起的，财富存量的差
距已成为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例
如，当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已高达
８９ ３％，房产占家庭财富的比重５０ － ７０％不
等。瑞信报告也显示，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
２２８６４美元，中国人均不动产财富为１３１００美
元，中国人均不动产占人均财富的５７％。作
为住房的不动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财富存量的
最主要体现，房产价格的上升已成为中国人
财富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对贫富差距产生了
不可低估的影响。过去１０年城市房地产房价
上涨１０多倍，农村住房因无法进入市场很难
实现房产的价值收益。在城镇由于人们社会
地位不同、获得房产的方式不同、拥有房产
的多寡不同，多年的房价飙升，使拥有多套
住房者与少房者、无房者的财富差距、收入
差距、消费差距快速拉大。特别是由于中国
城乡分治的土地制度和二元住宅市场结构，
造成城乡房地产财富价值的极大差异，成为
了制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
重大因素。以近年来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城乡收入倍数比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一点：２０１３年是３ ０３ ∶ １，２０１２年是３ １０ ∶ １，
２０１３年比２０１２年缩小７个百分点；２０１４年是
２ ９２∶ １，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缩小了１１个百分
点；２０１５年是２ ７３∶１，２０１５年比２０１４年缩小

了２１个百分点；２０１６年是２ ７２∶１，２０１６年比
２０１５年仅缩小了１个百分点。城市居民贫富
差距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进展受阻，究
其原因，与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和城乡二元
住宅市场结构存在着直接关系。因此，不论
是立足于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十几
亿人共享发展成果，还是着眼于２０５０年把我
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都有必要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进程，在坚持对贫富差距进行增量调整
的基础上，适时的推出对贫富差距进行存量
调整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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