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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但并没有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 既是经

济范 畴, 又具有 阶级属性, 它 表现为对生产资料 的占有; 居 民收入差距悬殊, 是同一方向的 “
差距分化 ”
。要避
免两极分化就应缩小个人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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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 十年 的改革, 我 国经济 发展 取得 了举世 瞩目

行业之间: 1997 年, 最高的行业工资与 最低的行业相

的成就, 人民从中普遍得到了实惠。但是, 毋庸讳言, 贫富

比, 职工 平均工资 比例 1978 年 为 2. 17∶1, 1986 年 为 1.

差距进一 步扩大, 贫 困地区发 展滞后, 已成为当前 经济发

81∶1, 1994 年为 2. 38∶1, 1996 年为 2. 18∶1。1996 年工

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应引起社会的关注。一些人甚

资最 高的行 业为 电力煤 气及 水的生 产和 供应业 、
金 融保

至认为, 当今的中国已经产生两极分化。怎样冷静地面对

险 业、
房 地产 业, 分别在 全国 16 个 行业 职工平 均工 资中

转 型时 期分 配关 系 中所 出现 的 这一 敏 感而 又棘 手 的问

列前三位, 而农林牧渔业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低。如 1978

题; 贫富差距是否已 经达到两 极分化程度; 怎样才 能防止

年职 工年平 均工 资最高 的电 力、
煤 气及 水生 产供应 业为

两极 分化, 对这 一直接 影响 人们改 革信 念和 对改革 成就

873 元, 农林牧渔业则为 482 元, 相差 391 元; 1996 年两者

客观评价的重要问题, 需要给予认真分析和回答。

分别为 8701 元和 4038 元, 相差 4663 元。两个行业职工年

一、
我国贫富差距基本状况
近年来, 我国贫 富差距不 断扩大, 这是无可质 辩的事

平均工资的比例, 由 1978 年的 1. 81∶1 扩大到 1996 年的
2. 15∶1。
居民个 人之间: 1994 年, 我国最 贫穷的 1/ 5 家庭的收
入仅占全部 收入的 4. 27% 。最富有 的 1/ 5 家庭的收入占

实。主要表现:
地区之 间: 1979—1991 年间, 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例由

全部收入的 50. 24% 。后者是前者的 11. 8 倍。按照国际通

3. 17∶ 1. 88: 1 变为 3. 37∶1. 77∶1, 差距之 大已很明 显。

用的基尼 系数和五等分 法测量贫 富差距程度, 一般 认为,

1981—1997 年 间, 东、中、西 部地区 城镇 居民 人均收 入分

基尼 系数小 于 0. 2 表 示绝对 平均; 0. 2—0. 3 之间表 示比

别增长了 12 倍、
10. 6 倍和 10. 3 倍。以 中部地区为 1, 东、

较平均; 0. 3—0. 4 之间表示基本合理; 0. 4—0. 5 之间表示

中、西部 收入比, 由 1981 年的 1. 18∶ 1∶1. 06 扩大 到 1.

差距较大; 0. 5 以上表示达到两极 分化程度。据有关资料,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资

1994 年, 我国城 镇居民家庭 人均收入 的基尼系数 已达 0.

料表明, 至 1995 年底, 在 1200 多万城 市绝对贫困人口( 指

434。全国居民收入的基 尼系数为 0. 445, 比美国 1989 年

难以维持生活的特困户) 中, 近 90% 集中在西部城市。

基 尼系数( 0. 399) 高出 0. 035 和 0. 046。世界 银行发表的

45∶1∶1. 04,

城乡 之间: 1985 年 城镇居 民人均生 活费 收入与 农村

《1997 年世 界发展报 告》
则认 为, 1995 年我国居 民收入的

人 均 纯 收入 之 比 为 1. 72∶ 1, 1997 年则 扩 大 为 2. 47∶

基尼 系数为 0. 415。 上述数 字表明, 我 国无 论是就 城镇

1。 虽然近几年乡 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农村贫困发生率已

还是 就全国 而言, 人均 收入 的基尼 系数 均已 超过国 际上

从 1978 年的 30. 7% 降至 1992 年的 8. 8% , 而城市企业减

公认的( 0. 3—0. 4 之间) 中等不平等程度。

员增效使 城镇贫困阶层 出现, 绝对贫困人 口急剧增加, 因

据测算, 我国目前亿元富翁已超过 30 人;

百万富翁

此城 乡贫富 差距 有缩小 的趋 势, 但 总体 上城 乡贫富 差别

已超过 100 万人。但同时, 1996 年底还有 1176 万城镇贫

还是较大的。

困 人口( 当年贫困 线为 1671 元) 和 5800 万农村 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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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贫困线 为 530 元) 。两者之和为 6976 万人, 约占

都证 明了在 私有 制为基 础的 市场经 济中, 剥 削阶级 对劳

当年总 人口的 5. 7% 。 这种 状况表明, 改革开放 的确使

动者实 行残酷剥削 使贫者愈贫、富者 愈富。在本质 上, 两

一部 分先富 起来 了, 但 同时 也出现 了贫 富差 距较为 悬殊

极分化特 指一部分人占有 生产资料靠 合法的剥 削行为致

的社会现象。

富。反映了 富者与贫者之 间经济利益 的根本对 立和收入

需要指 出, 在上 述收入畸 高的富翁行 列中, 有 的是利

分配的 不公正性。由此 不难看出, 在两极 分化的社 会, 致

用市 场经济 体系 不健全、体 制转轨 机会 以非 法手段 而暴

富者 和致贫 者在 社会生 产体 系中所 处的 地位, 在社 会财

富的。例如, 不是靠 诚实劳动 和经营发迹 的私营企业 主、

富占有 方式和多寡方 面都是根本 不同的。我国 现阶段的

个体 户以及 企业 承包人; 收 取高额 非法 出场 费或投 机钻

先富 者, 他们主 要在收 入和 社会财 富占 有上 同广大 工薪

营的影视 名星、
穴头; 以及 政界权力寻 租的贪官污 吏和一

阶 层相 比 是高 收入 户, 但 他们 分散 于 各个 阶 层, 各个 行

些文化、教育、科技部门 的投机商; 危害社 会的走私、贩毒

业, 并未构成具有共 同社会地 位和特殊利 益的群体; 也不

或经营色情行业的人。这类暴富者不 是靠劳动致富, 也不

具有形成 阶级的物质基 础和社会 条件, 不 具有阶级 属性。

是 通过合 法的 剥削行 为, 而是 从事黑 色经 济、
灰 色经 济,

即使极少 数暴富者, 也不能说 已形成了一 个新资产 阶级,

通过对社 会有害的劳动或 者通过非常 态的再分配 途径侵

因为他 们没提出特殊 的政治利益 要求。他们的 唯一动机

占、窃取 他人 劳动果 实; 或者 搞权钱 交易、偷 税漏税 等行

和目的 就是不择手 段捞钱, 发财致富。由 此说明, 我国当

为暴富的。其财富来源和规模具有很 大的隐蔽性, 精确统

今社 会所出 现的 先富者 和暴 富者这 两个 群体, 只是 个经

计是很难的。民众对此不满情绪极为强烈。

济范畴, 不含有阶级内容。

贫 富差距 扩大, 并在 富豪 之中 混杂部 分侵 吞改 革成

其次, 两极分化 表现为对 生产资料的 占有关系 上, 它

果 的暴富 者, 恶化了 分配 关系, 削弱 了政 府的凝 聚力, 从

与社 会主义 公有 制经济 基础 在本质 规定 上是不 相容 的。

而 加剧 了人 们各 自 对社 会贡 献 与所 得 不相 符的 矛 盾心

公有制 是削弱两极分 化的根本保 障。在我国以 公有制为

态。尤其是 我国长期实行 具有平均主 义色彩的传 统分配

主体 的市场 经济 中, 坚 持以 按劳分 配和 按生 产要素 分配

体制, 现在向市场经 济体制过 渡, 广大 居民对于收 入不平

结合。这是 自阶级产生以 来人类社会 第一个真 正公平的

等的 承受能 力是 非常脆 弱的, 由此 更会 加剧 人们心 态的

分配制 度。在公平分配 原则下, 个人之间 收入出现 差距,

失衡。此种社会现实已成为民众和政府的共识。那么, 可

甚至 悬殊, 但其 主体上 不是 一部分 人凭 借对 生产资 料占

否由此得出中国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结论 呢。

有对 另一部 分人 剥削的 结果, 而是 市场 经济 竞争机 制作

二、
贫富差距拉大并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程
度

用所产生的现象。就是说, 收入差距扩大是在对生产资料
共 同占有的公正前提 下出现的。富 者( 不 包括暴富者 ) 和
贫者之 间的经济利益 不是对立的。只 是由于各 种主观原

判断中 国社会是否出 现了两极分 化应明确以 下几个
问题。

因所造成的在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 有快有慢的差别。正
如邓小平 所 指出 的: “社 会主 义 最 大优 越 性就 是 共同 富

首先, 弄清两极分化的内涵。两极分化既是个经济范

裕, 这是体现 社会主义 本质的一个 东西。
” 在 私营、三资

畴, 又具有阶级 属性。此范畴 是马克思提 出, 邓小 平引用

企业等非 公有制经济中, 确有 分配的不公 正性, 存在合法

并给予 精辟分析。在考察 资本积累造 成相对过剩 人口问

剥削, 甚至少数经营 者的欺诈 违法剥削行 为, 但 他们不可

题 时马克 思说: “在一极 是财 富积累, 同 时在 另一极 即在

能主宰 我国社会主义 扩大再生产 和积累。致富 者正当致

自己的产 品作为资本来 生产的阶级 方面, 是贫困、劳动折

富 行为, 能够 推动竞 争, 对增 加财政 收入 和资金 积累, 为

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 道德堕落的 积累。
” “
这 种两极

实现共 同富裕提供 保障。需要指 正, 在非 公有制经 济中,

分化, 造成资 本主义生 产的基本条 件。
” 显然, 马 克思所

不应把企 业经营者按生产 要素分配以 及风险补 偿收入也

说的两极 分化是指劳动者 的贫困是因 为他们自己 生产的

视为不 公正和剥削 行为。这部分 收入是合理 的、
合 法的。

产品被致富者无偿占有了。正是在此 意义上, 邓小平对两

即使 属于对 劳动 者合法 剥削 所得部 分, 也还 要受到 国家

极 分化作 了如下 阐释: “如果 富的愈 来愈 富, 穷的愈 来愈

政策、法律约束和限制的。不会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

穷, 两 极分化 就会 产生。” 例如, “美国 1980 年有 60309

不公正的 分配得到国家 的保护、鼓励, 使两极分 化的鸿沟

个家庭, 其中最 低收入的 1/ 5 家庭, 仅 占全部家庭 收入的

愈来愈深。

5. 2% ; 而只占 5% 的最高收入的 家庭, 却占 全部家庭收入

至 于我国 在体 制转型 期间 滋生 的少数 暴富 者, 是特

的 15. 3% 。到了 1990 年, 美国共有 66322 个家庭, 其中最

殊条件和环境的产物。其暴富行 为是对改革的反动, 是与

低收 入的 1/ 5 家庭, 仅占全 部家庭收 入的 4. 6% ; 而 只占

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本 质所不相容 的。暴富群体 存在的经

5% 的最高收入的家庭, 却占全部家庭 收入的 17. 4% 。贫

济 基础是 地下 经济、灰色 经济, 他们 贪得 无厌、不劳 而获

富两 极分化明显 加重了。” 资本主义社 会的历史 与现实

的横征暴敛行为是违法的。我国 政府对他们的暴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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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 府选 择收 入分配 政策 目标时, 要 尽可 能达 到效
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在初次分配上更

再次, 判断是否 出现两极 分化, 还 要考虑人口 与财富

多地体现效率, 再分配时更多地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所

数 量上 的界限 问题, 即 两极分 化量 的规定 性。据有 关资

实行 的按劳 分配 制度是 促进 效率的, 但 由于 劳动者 因家

料, 两 极 分 化 的 标 准 是, 富 有 者 数 量 上 一 般 比 重 达 到

庭、社会地位不同而 受到公共 教育不同, 从而造 成他们之

8% —10% 。我国目前 的高收入、高消费 人数及财 富占有

间的能力 差别, 导致 分配结果 的不平等, 伦理层 面上的不

者都不足 1% 。因此, 轻 易根据这种状况作 出两极分化的

公正。发展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承认先富 后富的差 距, 坚

判断, 就会出现很大偏差。以上所列举的我国目前城乡居

持效率优先原则, 是没有疑义的。但对由此引起的贫富差

民收入 基尼系数 为 0. 434, 虽属 较大差距, 但还没 达到 0.

距也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为使效 率与公平尽可能相一致,

5, 即两极分化的数量界限。显然, 我国目前还不属于两极

政府在发 挥作为基本的起 主导作用的 市场调节 之功能的

分化国 家。两极分化必须 以收入差距 达到一定程 度为前

同时, 发挥政府调节 的辅助作 用, 不完 全以效率 高低作为

提。如果数量差距较小, 即便收入分配中有些不公正和剥

人们收入的唯一依据。政府的职 责在于解决分配矛盾, 提

削行为, 也不能称为两极分化。

倡获取收入的合法、合理, 符合政策, 保证分配的公正性。

再 其次, 居民 个人之 间收 入差 距悬 殊, 这是 事实, 但

2. 东 、
中、西 部地 区互 惠互 利, 共同 发展, 共 同富 裕。

这 是同一方向或者说 是同一趋势 的“
差 距分化”。改革开

但从历史 上看, 在计 划经济体 制下, 东 部地区以 发展轻工

放初期, 我国尚未解决温饱 的贫困人口达 2. 5 亿, 到 1997

业和加工 业为主, 附加值高; 中、西部地区 以发展原 材料、

年已 降至 5000 万人。而全球 贫困人口在 1978 年 以来由

能 源工 业为主 , 附 加值 低。后者的 经济 效益 大大低 于前

10 亿增加到 13 亿, 我国 贫困人口在世界贫 困人口中所占

者, 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区域 经济发展原 则, 当 时对于调

比例由 1/ 4 降到 1/ 10。为使贫困人口 尽快走上富裕之路,

动和集中 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和加强 国防建设 具有重要

1994 年国 务院 提出 了在 本世 纪末 基本 解决 贫困 人 口的

作用。但也 不可否认, 在经济 利益的分享 上存在不 公正、

“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至 1998 年 , 已有 3. 14 亿人口迈进

不平等性。改革开放初期, 东部地区尤其是特区沿海开放

“小康”
门槛, 4. 2 亿 人口接近“小康”
小平 。这巨大变化说

城市, 国家给予 很多优惠政 策, 使 东、
中、西部地 区经济发

明, 一部 分地 区、个人先 富起 来, 并 不是 以牺 牲另一 个地

展本来 就不平衡的态 势进一步加 剧。发达地区 与贫困地

区和个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尽管收入 差距有扩大之势, 但

区经济 利益上的矛盾 和对立加深 了。考虑到这 种不公正

这是实现“小康”
过程中的“同极分化”
。广大民众从 20 年

的 存在, 邓小 平曾经 指出: “在本 世纪末 达到 ‘
小 康’水平

来的改革中普遍得到实惠, 这是共识。

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
” 新世纪即将来

如果对 两极分化的 本质、社会经济条 件、
数量 界限以

临, 我们应把握 时机和力度, 着手 协调东、中、
西 部地区经

及发 展趋势 几方 面特征 综合 加以考 虑, 而不 是片面 以其

济发 展问题, 为 使发达 地区 与贫困 地区 都从 统一市 场体

中某 些因素 存在 为根据 作为 判断, 就会 得出 我国目 前还

系 中, 通 过公 平竞争 而受 益, 应进一 步开 放国内 市场, 规

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程度的结论。

范税制。在 全国范围, 除自由 贸易区外, 一律实 行统一税

三、
缩小收入差距

避免两极分化

制, 中央税与地 方分享税为 统一税率, 公平负 税。任何地
区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 权。

目前, 我国还没 有出现两 极分化, 但分化的因 素和危

3. 建 立个 人收 入应税 制度, 依法 强化 征管 个人 所得

险确实 存在, 反映 贫富差距的 基尼系数已 突破 0. 4 的 “
临

税和财产累进税。通过征收财产 税和遗产税等措施, 将已

界”。如果让这个差 距任其扩 大, 就会 影响经济持 续发展

经流 失到少 数人 手中的 巨额 资产收 回一 部分, 抑制 高收

和社会稳定。对此,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在很

入 阶层 过分膨 胀, 整治 暴富行 为。目前 存在 的主要 问题

多场合都 反复强调邓小 平的观点: 如果搞 两极分化, 阶级

是, 经济法制不 健全, 例 如, 个 人所得税起 征点过低, 对偷

矛盾、民族矛盾 和区域矛盾 也会发展, 就可能 出乱子。要

税、漏税者处罚过轻等。政府应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及对商

认真对 待, 逐步 妥善地加以 解决。按照这 个指示精神, 在

品和劳务 再分配的政策, 严格 个人资产登 记制度, 使各种

个人收入 分配上应把握 以下基本原 则: 保 护合法收入, 取

“隐形”
收入公开化。我国个人收 入所得税源庞大, 但每年

缔 非法收 入, 调节过 高收 入, 扶贫济 困, 逐步 缩小地 区差

近一半税款流失。纳税对象存在 种种不规范行为, 亟待规

距, 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范税制, 严格税法。对钱权 交易、贪污受 贿、
偷 税逃税、骗

贯 彻上述 原则 不可能 依靠 市场 调节功 能, 而主 要靠

税等经济犯罪, 加大打击力度。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市 场以 外的 政府 行 为对 收入 初 次分 配 和再 分配 发 生作

问题, 市场经济无能 为力, 只能由市场 外的收入 分配政策

用。其次, 发挥先富地区、个人的 作用, 依靠他 们的精 神、

从宏观 上进行有效调 节。对那些经营 稀缺性公 共资源而

道德力量。具体地说:

获得 过高收 入的 部门或 个人, 对其 中包 含的 虽然合 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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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的收入部分, 要通过特种征税加以调节。对那些从

补贴 计划和 社会 安全保 险网 络的建 立, 保障 他们的 基本

事公益事 业、
人文科 学、
自 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等 活动收

生活需要。

入过低的部门或个人、应给予特定补偿。

5. 加强 精神文明建 设, 发 挥精神、道德的力 量对缩小

4. 救 助贫困者, 完善社 会保险体 系。对 城市破产, 濒

贫富差距的作用, 大力提倡援助、
带动、赞助高尚行为。市

临倒 闭企业 的下 岗、
离 退休 职工和 农村 老弱 病残失 去劳

场竞 争无情 人有 情, 扶 贫济 困是中 华民 族团 结互助 的传

动 能力的 特殊 困难家 庭、人口, 针对 不同 情况给 予救 济,

统美德。这 种精神是超出 市场机制与 政府调节 力量之外

首先 对企业 破产 而失业 或离 岗人员, 进 行岗 位培训 和再

的又一 种可以影响分 配的重要力 量。市场机制 主要对收

就业服务, 广开就业门路, 实施再就业工程。同时, 要建立

入初 次分配 发生 作用; 政府 行为既 对初 次分 配又对 再分

和 完善以 养老、失业、医 疗保 险为重 点的 社会保 障制 度。

配发 生作用; 而 精神力 量则 主要对 收入 初次 分配和 再分

把扶 贫、
救济纳入 政府的职 能中。加快“城镇居民 最低生

配的结 果发生作用。即影 响已经归个 人支配部 分的使用

活 保障线”政 策、措施的 贯彻 落实, 以缓 解部 分贫困 户的

方向, 包括个人间的 收入转移、个人的 某种自愿 缴纳和向

特殊困难。对离退休职工, 由于企业困难而无力支付养老

慈善机 构捐赠等。因此, 在贫 困地区, 个人在摆 脱困境寻

保险金的, 政府应承 担必要的 义务, 从 国有资产中 划出一

求发展过 程中, 除了 国家应承 担相应责任 外, 还 应鼓励支

定比例资金用作养老保险金的投入。国有企业减员增效,

持先富 起来的地区和 个人承担起 为国分忧的 责任。随着

大批工人 下岗为国有经济 改革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精神文明 建设的加强, 良好社 会风尚的树 立, 在 先富者中

的建立 承担了相当一部 分改革成 本。行政机构也 应通过

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 和感受到带 动和帮助 落后者是

消肿, 减少“吃皇粮”人数的压 力, 公平 地分摊部分 改革成

自己道义上应尽的义务, 加入扶贫行列。从而为缩小贫富

本。其次, 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可能永久陷入贫困的城乡

差距,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口, 如老弱病残和 农村失去 劳动力的农 户, 政府 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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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disparity and polarization
L I Xiubo YANG Sheng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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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 at ion of ref orm and open policy, t he inco me disparit y has been g et ting more and mor e appar ent , but not yet t o the point of po lar ization. P olarizat io n is caused by t he
ow nership of t he means of pr oduct ion , and it belongs not o nly t o economic real m , but also has class
charact er . Ho wever , g reat ef f ort s must be m ade t o reduce t he income dispar it y t o av oid pol ar iz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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