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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大发
展时期,也是大变革的时期。
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收

入分配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 收
入分配过程中政府的管制力不断地消
退，而市场的决定机制呈现越来越明显
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许多非市场的影响
因素也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结
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
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
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组之
间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地扩大。

而且，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变得愈发严重。这主
要表现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和城乡公共资
源配置的失衡导致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
配不公，垄断行业和企业变得越来越强
势导致的行业之间的工资分配不公，政
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和政府官员的
肆意贪腐行为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1 

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收入差距扩
大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在过去三
十年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经合组织
(OECD)近期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我
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
上升？》2 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
变化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
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
升, 平均上升幅度为14%；从上世纪90年
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15个国家中9个国

引言

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了
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差距的扩
大及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产生的背后
原因相同于其他国家，更不意味着中国
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同
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
出现了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其中一个
突出的例子是巴西。在上个世纪末，巴
西是一个世界少数几个收入分配高度
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在过去十多年中
巴西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相关
的文献显示，巴西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
系数，1997年高达0.6，到2009年下降为
0.54。3

除了巴西之外，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如
阿根廷，墨西哥，在新世纪初始的10年
中收入差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4 

这意味着即使在一些收入分配高度不
平等的国家收入差距缩小也可以做到
的，这些国家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做
出的各种努力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程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其收入
差距的扩大速度却是惊人的。可以说，
中国在30年时间内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
会转变成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因此，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
配和再分配制度是当前中国政府所面
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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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特点

在过去十年中,客观地讲，中国
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做
出了很大的努力，出台了许多

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政策措
施，特别在提高农民收入上取得了显著
效果。然而，由于一些导致收入差距扩
大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没有从根本上
加以改变，加上财产和收入不平等之间
互相强化的作用，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
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扭转。从近期的变
化来看，中国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
上，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对此，我
们可以依据有关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过去十年中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
扩大趋势有所放缓

一些可比的数据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35上升到了

2010年的0.385，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 平
均每年上升不到0.4个百分点（见图1）。
而且这种扩大主要出现在前几年，如
2000年至2002年农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数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在后来的8年中
只上升了不到2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农
村居民收入差距会略有缩小，但是其基
尼系数下降幅度不会超过2个百分点。

导致农村收入差距缓慢上升甚至下降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非农就业机
会的普及化，外出就业劳动力数量不断
增加，有助于抑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扩大的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导致农
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因素
是非农就业机会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
异。5 然而，在过去10年中，随着城镇化
过程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增多，
一些落后地区劳动力也获得了同样的外
出就业的机会，其工资性收入占其家庭

图1. 中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2000-2011

资料来源：张东生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2》，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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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起到了抑制农村
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6

除此之外，人口变动因素也在缩小农村
内部收入差距。例如，农村中的高收入
家庭陆续迁移到城镇居住，而随着农村
中高收入人群数量的减少，测量出来的
收入差距也会下降。同时，一些乡村通
过新的城镇规划被划为城镇地区，而这
些乡村往往都是收入水平较高的。这意
味着城镇区域的扩张的结果是减少农
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导致了测量
出来的收入差距的下降。综合上述几方
面的因素，应该说一些官方数据反映出
来的近期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缓慢扩
大甚至有所缩小的事实是比较可信的。

城镇内部的实际收入差距加速扩大

从人们的感受来看，过去十年中城镇内
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要超过农村，但
是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了不同的
结果。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见

图1），在新世纪的开始三年，城镇内部收
入差距基本上没有变化，基尼系数为0.32；
在2002-2005年期间基尼系数上升到0.34，
然后几年在这个水平上徘徊；然而从2009
年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仅从0.34下降为0.33。这一结
果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城镇收入
差距的基尼系数存在着低估问题。由于国
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中抽取到高收入
住户样本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住户调
查中高收入样本比例严重偏低，造成了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低估。当然这个样
本偏差问题也造成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的低估和全国收入差距的低估。根据相
关的研究,如果对调查样本偏差加以修正
后,现在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
约为0.4，7 要大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
尼系数。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值得关注

全国收入差距扩大达到了半个多世纪以
来的最高水平。8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估计,

图2.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81-2014年

资料来源：1981-2001年的基尼系数来自Ravallion和Chen，2007；2002年的基尼系数来自
Gustafsson et al，2008；2002年以后的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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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至2008年，全国收入差距一
直处于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从0.44上升
到0.49以上。9 近几年收入差距出现了
缓慢下降的势头，例如全国的基尼系数
从2008年的0.49下降到2014年的0.47(见
图2)。由于全国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很
小，这样一种下降的势头是否会演变
成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势仍有待于进一
步观察。鉴于国家统计局调查样本存
在偏差问题，全国收入差距也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低估，而低估的基尼系数是
否能反映收入差距变化的真实趋势也
是一个问题。10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过度解读短时
期内出现的收入差距小幅度下降的现
象，更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长期趋
势的开始。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当前全
国收入差距仍处于一个很高水平上，它
已超越了过去60年中的任何时期。考虑
到低估的一些因素，中国全国收入差距
的基尼系数应该不低于0.5。11

收入分配不公及背后的政策因素

从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来看，中国长期存
在的几种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并
没有得到解决和缓解。

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在高位徘徊
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城乡
之间收入差距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
出现了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
2.78倍上升到3.33倍，2009年为历史上的
最高水平（见图3)。随后，城乡之间收入
差距出现了小幅度的缩小，这一过程持
续了4年，2013年降为3倍。

为什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一种收入分
配不公呢？这是因为巨大城乡收入差距
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存体制和政策
方面的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
府为了追求快速工业化进程，采取了城
乡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和政
策措施，基本上是通过牺牲农民利益来

图3. 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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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发展的资金需要。12 城乡分割
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农村发展长期滞后于
城市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长
期落后于城市，农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3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
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及时加以改变，
阻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
被保留下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局面也就延续下来。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现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一种
不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是一种不
公平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是多种
不公平的公共服务政策所带来的，因此
它是一种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其次，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在上世纪90年初期，行业
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工资最
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仅比全社会平均工资
高出30-40%。然而从本世纪开始，一些
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出现了快速增长，
现在它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大大高出了全
社会平均工资。比如，2011年金融业平
均工资收入比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高出94%；而在北京金融业平均工资收
入是北京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3

倍，是北京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
一些相关的研究显示，这些高收入行业
主要是垄断行业。

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水平，当然其中一
部分来自于它们员工的较高的人力资本
水平。一些相关的研究显示，垄断行业
与竞争行业之间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的
差异只能解释二者之间工资差异的不足
40%，而不能解释的工资差异超过60%,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行业的垄
断利润。14 还应该看到，一些垄断行业的
高收入是与该行业高管收入的过快增
加分不开的。根据对197家大型国有企
业高管薪酬的调查，2011年企业三位主
要高管的平均薪酬在50-100万之间的企
业占35%，在100-150万元之间的企业占
8.12%，在150-200万之间的企业占5.58%,
超过200万的企业占总样本的13.7%。15

最后，腐败及腐败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
仍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痛病。腐败大多是
发生在有权势的人群身上，而他们基本
上属于中高收入者，额外的腐败收入无
疑会拉大社会的收入差距。一些相关的
经验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16 更重要的是
腐败破坏了社会分配规则，带来了社会分
配不公，增加了社会发生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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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文献显示，过大的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一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带

来许多的负面影响。17 它会带来居民消
费需求不足，会带来效率低下, 从而导致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它会导致贫困人口
和低收入人群无力积累人力资本，导致
他们长期陷入贫困陷阱，带来社会阶层
的固化；它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难以
建立起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易于引发
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严重的收入
分配不平等虽然表现为一种结果的不
平等，但是它会导致公共政策和再分配
政策失去作用，18 从
而难以建立一个机
会公平的社会制度
和分配机制。

在过去，中国经济社
会之所以能够在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的
同时，保持相对稳定
的状态，主要是有
赖于经济的高速增
长和低失业水平。
一方面，收入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低
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长，贫困人口数量
在减少。然而，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经济增长的降速已不可避免。如果
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经济长期衰
退，失业增加的局面，过大的收入差距
和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
就会更加凸显出来。

解决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从全局
出发，综合考虑，制定一套完整、有效
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及时出

台一些有效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
以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根本上
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于中国经济
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在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上要将消除收入分配不公
作为中心内容。

更应该看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在一
段时期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出现
了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别在1998-2007
年十年间，劳动报酬份额从53%下降到
不足40%。即使在后续的几年中劳动报
酬份额有所回升，其水平仍处于较低水

平。19 在劳动报酬份
额偏低的情况下, 政
府在调节收入分配
方面会遇到更大的
挑战。

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解决收入分配问
题，需要从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两个方
面发力。在初次分

配领域, 政府需要承担义无旁贷的责
任。首先，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离不开政
府的作用。中国的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建
立起来并且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生产
要素市场仍是不完善的，存在着较为严
重的行业垄断，市场扭曲和分割,以及
过多的政府干预。这不仅导致了生产要
素配置上的低效率，而且会带来严重
的收入分配不公。在一些高盈利行业
和领域仍然存在着国有资本的垄断和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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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资本的排斥与阻碍，从而导致了
垄断行业人员和高管人员收入高出市
场工资水平及其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的问题。

土地市场问题更多，在一定程度上说中
国还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而土地市场
的形成是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是有
助于农民收入提高的，也是有利于改善
农村内部收入分配，降到收入差距的。
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涉及到土地制度
改革，产权制度的保护，土地交易市场
的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
由政府加以推动解决。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

其次，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合理的收
入分配秩序同样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资收入的
正常增长是与工资谈判机制分不开的。
国内学者近几年也在积极呼吁建立工
资谈判（协商）机制，但是进展不大, 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缺少工资谈判(协
商）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工
会制度不能保证工会具有独立性, 不
能充分代表工人的利益。工资谈判（协
商）机制能够保障工资的合理增长的
前提是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能够真正
代表工人的利益，中国现有的工会制
度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改革工会制
度，让工会具有独立性，真正代表工人
的切身利益，只能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不完善的，存在
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中的户籍
制度带来的身份歧视，性别歧视，“拼
爹”现象，工资支付中的“同工不同酬”
问题仍是处处见。20 这无疑带来了就业
者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提高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现在中国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是非常有限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税收结构的不合理，其中主要表现为
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比重过低而间接
税如增值税比重过高，而前者是有助
于缩小收入差距，后者却有助于扩大
收入差距；21 二是个人所得税只是一种
工薪税，实际上是对工薪阶层的征税，
而对于那些其他收入来源的人群收入
起不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如表1所示，从
2005年以后个人所得税对于缩小城镇
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有所增大，但是
其程度仍是偏低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
只是使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数下降了不足4%。

因此，提高税收在收入分配中调节力度
需要对税收结构加以调整，需要增加一
些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同时减
少间接税的比重。引入调节收入分配的
税收有许多种, 其中房产税和遗产税是
值得考虑。对财产征税，一方面可以增
加直接税的比重，政府可以更有条件
减免部分间接税，让企业更有活力，另
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地调节高收入群
体的收入。
   
增加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
力度

相比来说，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可以做
更多的事情。在过去十年中政府在再分
配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努力, 也取得了
一定成绩。22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从2003年开始政府逐步建立
起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收入保障
体系。到2014年底全国享受最低收入保
障项目救助的人数达到了7089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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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为1880万，农村为5209万。23 其次，
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如种粮补贴，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
制度，对于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
距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税收制度的
改革与调整，主要是指减免农业税。从
2003年开始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到2007
年农民的税费负担降低到微不足道的
程度。24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
入，同时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以及城乡
之间收入差距。

然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政府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
调节力度。有学者做了再分配前和再分
配后的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一些发达
国家在再分配之前的收入差距的基尼
系数甚至达到0.5以上，而在再分配政
策实施以后，基尼系数就一下降到0.3左

右，能够下降到大约20个百分点。对我
国的再分配政策效应做了类似测算，收
入再分配政策后的基尼系数下降不到5
个百分点。25 这个幅度应该说是非常小
的,说明中国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
作用有限。因此，在收入再分配方面，中
国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中国已经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低保)，对收入分配的的改善效果并
不明显。26 根据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数
据，2014年底享有低保资助的人数超
过了7千万，其中农村获益人口约5200
万，然而当年农村的贫困人口大约有8
千万。这意味着低保的覆盖面仍有待于
进一步扩大，其保障水平还是偏低的。
特别在农村地区，一些财政困难的地区
受到自身财力的限制，将保障标准定的
很低，使得低保制度不能起到应有的作
用。因此，不断提高低保标准并实现“应

年份 税前基尼系数 税后基尼系数 税收调节作用

1997 0.301 0.296 -1.70%

1998 0.301 0.295 -2.00%

1999 0.297 0.292 -1.70%

2000 0.323 0.317 -1.90%

2001 0.324 0.316 -2.50%

2002 0.325 0.318 -2.20%

2003 0.344 0.336 -2.30%

2004 0.345 0.335 -2.90%

2005 0.325 0.342 -2.80%

2006 0.344 0.337 -2.90%

2007 0.345 0.332 -3.80%

2008 0.363 0.351 -3.30%

2009 0.347 0.335 -3.50%

表1. 中国城镇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果

数据来源: Xu, Ma and L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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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尽保”的宗旨将是低保制度的一项主
要改革内容。

此外，中国的转移支付的种类偏少。例如
在一些国家普遍实行的儿童教育补贴（如
墨西哥的儿童教育补贴项目PROGRESA 
program），老年人津贴（如南非的老人津
贴，Older Person’s Grant)被认为是重要
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而在我国却并没有
成为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在转移支付
方面，政府可以不断增加针对特殊人群
和弱势人群的福利项目，以缩小他们与其
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保障水平的差距
    
对于一些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
和政策也需要政府加以改革和调整。当
前人们期待的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是很好的例子。城乡分割的
户籍制度，既是过去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的根源，又是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障
碍。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很多，其
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其不仅不利于缩小
收入差距，而是扩大收入差距。

迄今为止，中国已初步建立了覆盖全社
会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然
而这两种保障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
题，即不同人群享有不同制度，制度之
间有着明显的保障水平的差异。27 在养

老制度方面，有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 
有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制度，有企业职工
养老制度，有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
而且几种养老制度的养老金水平相差
很大。

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有公务员和事业
单位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有企业职工
医疗保险制度，有农村地区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这些不同制度提供的保
障水平也是相差很大。

从长期来看，一种保障制度，分为不同
类别和等级，而类别之间存在较大待遇
差别，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对这个问题
的解决只能是政府的责任。

加大扶贫力度，让穷人看到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
举世闻名的成就，但是仍有数量不少的
贫困人口。在缓解贫困方面，中国政府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扶贫效果并不
能令人满意，部分原因是扶贫资金没有
有效地得以使用，没有准确地瞄准最贫
困的人群。而且这部分人群在很大程
度上被排斥在发展过程之外，长期陷入
了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解决贫困
人口的脱贫问题，使得扶贫政策更加有
效，扶贫资金更加合理使用，应是政府
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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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无可置疑，中国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在改
革过程中遇到各种阻力是难

免的。由于受到部门利益的制约，市场
化改革的进展在部门之间出现明显的
不平衡。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弃自身的利
益，利用部门的影响力来延迟市场化改
革的进程，或者只是选择更加有利于部
门利益的“改革方式”，极力抵制不利于
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

除了利益部门外，还有既得利益人群也
在充当着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角
色。比如，房产税和遗产税政策迟迟不
能出台或推进不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一
部分利益人群的极力反对。

更需要警醒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
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僵化会成为一种相
互强化的过程，即愈发强大的利益集团
愈有能力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分配格
局，使得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愈大。这
意味着拖延的改革只会带来难度更大的
改革，甚至会拖死改革，对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而言更是如此。

中国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涉及到
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了经济发
展方式中的问题，也反映了经济与政治
体制中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改
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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