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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

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情况来看，一些研究者分

别对最近这些年来的基尼系数进行了估算，北京师

范大学的李实团队计算得到 2007 年全国居民收入

分配的基尼系数为 0.483（李实、罗楚亮，2012），而西

南财经大学的甘犁团队（甘犁，2013）则基于自己的

调查得出 2010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61，在

受到关注的同时当然也遭遇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国

家统计局近几年连续公布了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

数（见表 1）。但无论是不同研究团队的估计值，还是

统计局的估计值来看，自 1980 年以来直到 2009 年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较为快速的上升趋势。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从 2010 年开始，全国居民

收入的基尼系数开始出现小幅而稳定的下降。
对于 2009 年以后收入差距是否缩小，目前研究

者之间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此外，即便认可统计局基

尼系数估计的学者中，对于这几年基尼系数缩小究

竟是暂时性的还是趋势性的，也仍存在一定的争论。
但大体而言，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在近几年没有出现

之前的持续较快的扩大趋势基本上应该说是符合事

实的。
我们知道，一种较为简单和直接的分解收入差

距的方法是分组分解法，即收入差距由组间差距和

组内差距构成，而组内差距占比不仅受到组内差距

的影响，也受到各组别人口占比的影响。常用的对

国内收入差距的分解主要包括城乡分组、地区分组、
行业分组等。

就最为常用的城乡分组来看，最近十年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在 2009 年达到峰值，相应地我们会看到

2009 年全国基尼系数也达到峰值（见表 2）。有关研

究显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曾经解释了全部差距

的约 60%。而就组内差距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

微弱的缩小趋势，这也基本上是收入分配研究者的

共识。而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则不然，尽管根据国

家统计局的有关结果显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也在

缩小，但这一点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赞同，因为该样本

中高收入者的样本可能存在样本不足和低报瞒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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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0.485

0.487

0.484

0.491

0.49

0.481

0.477

0.474

0.473

0.469

0.462

0.465

表 1 近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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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般认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还是在扩大的。
因为城乡差距占比较高，且近几年差距缩小较

明显，2014 年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仅比 1994 年的当

时峰值略高，因而造就了全国收入差距保持稳定乃

至降低的态势。

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考察组间差距的另外一

个常用指标。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我国地区之间的

收入差距在最近十年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与此前

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不一样。2002 年开始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施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沿海开发战略的一

个修正和补充，从此以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逐渐提升，因而区域间收入差距自 2004 年开始缩

小，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说到近些年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不得

不提的是国家的一系列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比如

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中部崛

起等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提高地区间财政转

移支付比例等政策措施的落实，这些政策措施对于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值得期盼的是，一带一路的战略对于中西部的经

济发展会有进一步的带动作用。
行业差距也是一种组间差距，即行业之间和行

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分解。计划经济时代乃是改革初

期的 20 世纪 80 年代，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不

断扩大。这种行业工资差距的扩大与垄断行业工资

增长速度过快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垄断行业与竞争

性行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人均工资比率均在

1.1 ∶1 以内，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则逐步扩大到

1.1~1.3∶1 的幅度范围内，新世纪以来，这一比率超

过了 1.3∶1。种种证据说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

国的行业收入出现了向垄断性行业倾斜的情况，并

因而造成行业差距的逐步扩大。
关于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工资差别问题，目

前也有一些研究。总体的研究发现，垄断行业工资高于

竞争性行业，而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垄断行业的高工资

往往还伴随着高福利，其福利部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总体超过工资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垄断行业与

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前几年开始实施的针对大型

国有垄断企业的限薪令预计会对减缓行业收入差距

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政策的效果预计有一个滞后期。

二、近十年财产分配的基本状况

居民家庭财产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主要依据，而财产分配也是反映社会公

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所谓的贫富差距应该就是基于

财产分配做出的判断，但只是因为财产分配数据难

于获得，所以大多以年度的收入分配作为替代。
目前大部分关于财产分配的讨论基本上是基于

观察而非数据基础上的。根据李实和万海远（Li &
Wan，2015）基于 2002 年数据和 2010 年数据进行的

研究，2010 年家庭人均净财产为 143 030 元人民币，

为 2002 年的 4.5 倍；而从财产分配来看，2010 年我

国财产差距基尼系数从 2002 年的 0.537 迅速扩大

到 2010 年的 0.758，这一数值和欧美发达国家较高

的财产基尼系数已经相距不远，财产差距呈现出日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农村内部

0.37
0.37
0.38
0.37
0.37
0.38
0.38
0.39
0.38
0.37

城市内部

0.33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3
0.33

表 2 城市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相应各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

注：未见到 2012 年以后的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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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农村）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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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按照分省人均 GDP 计算的地区收入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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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极化的趋势。
就财产结构来看，2002 年房产占财产总额的

57%，2010 年则占到了 74%，财产结构严重畸形；房

产泡沫对居民财富的吸附效应非常大。不仅如此，

财产分配中房产价值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因而，

我国目前的财富分配无论从权重还是差异程度，房

产均为重中之重。而此前长期占据财产差距主要因

素的金融资产则退居影响因素的第二位，且其影响

完全无法和房产相提并论。

三、为什么警戒线以上却没有造成社会

动乱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即基尼系数超过 0.4 就

会出现社会动荡。但我国全国基尼系数超过 0.4 的

状况已经持续大约 20 余年了，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

社会动荡。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城乡的相对分割，收

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的收入及二者之

间的差距了解不足，从而减缓了他们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不满。二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快速增长中，即便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也在提

高，只不过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得更为迅猛。所

以，尽管中低收入群体对收入差距扩大牢骚满腹，但

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故而

没有造成社会动荡。
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对低收入

群体实行的有关制度措施比较得当。如一系列扶助

农业的政策措施、覆盖城乡的低保制度、覆盖城乡的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不断提高最低

工资标准等。这些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对于缓解社

会不满情绪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四、有助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回顾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对收入分配

问题非常重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五统筹”的
指导方针，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制定了一系

列保护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一）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为目标的制度和发展

战略

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包括：覆盖城乡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制

度、临时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制度、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和精准扶贫脱贫战略。这些制度建

设和政策措施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这对于提低起

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保持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荡也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各种惠农政策

如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

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

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

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收入

的实际增长起到了保障性作用。这些政策对于缩小

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三）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包括：覆盖城乡的社会医

疗救助制度、整合城乡的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农村和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财政的转移支付、实施西部

大开发等面向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
（四）调节高收入者收入

这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在最近几年推出的，如

2009 年推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

酬管理的指导意见》、2014 年推出的《中央管理企业

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及主要面向高收入群

体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上述政策措施

已经或者正在对缩小收入差距发挥作用。

五、国际比较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

不均等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我

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亚洲属于比较高的，

且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亚洲国家；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一指标显著高于所有的 OECD
国家；与转型国家相比，除去中亚等少数相对欠发达

的转型国家外，我国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

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数东欧转型国家。与收入差

距较大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相比，大致我国

处在该地区的中等水平，但较为明显地低于巴西的

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农村人口占比预计

会进一步下降，其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会有所减

弱。但因为农民工收入会有一部分转移到农村，从而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会有所减小。同样的背景下，城

镇居民人口占比上升，其对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会

增强。此外，因为城市化的原因，大量城市郊区的居

民会转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收入短期内会造成城市

宏观经济研究 魏 众 我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变化趋势和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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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低收入阶层数量的增加，从而扩大城镇内部收

入差距。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的过程，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民工收入增长趋势

强劲，对弥合城乡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

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在随后几年会有一个缓慢的

下降趋势。但如果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做调整，

一旦城乡差距缩小到一定范围且难以继续缩小时，

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将成为主要驱动

因素，从而会令收入差距再度出现扩大的趋势。
从国际经验看，拉丁美洲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拉美国家在分配关系问题上多向大资产

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倾斜，而我们现行的工资和奖

金制度则较为明显地向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倾斜。
尽管社会制度存在差异，倾斜原因有别，但其对收入

差距扩大的作用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在当前面对

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下，我国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

阱，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

这方面拉美一些国家再收入分配方面的教训就是前

车之鉴。

六、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政策建议

结合之前笔者对我国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分

析不难发现，我国应对低收入群体的有关政策措施

是比较得当的，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动

荡。但之前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措施不足，所

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没有

继续扩大，主要是城乡差距缩小导致的，对高收入群

体的收入调节还是没有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此外，

在财产分配方面，对财产分配的调节手段不足，财产

性收入的渠道不畅，使得财产分配仍处于持续扩大

的趋势之中。我国应在这样几个方面对收入分配政

策进行调整。
1. 继续坚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及时扩大覆

盖面和提高相应标准，构筑社会稳定的基石。
既然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为目标的制度和政策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这些政策方向仍需坚持和

发展，从而铸成社会稳定的基石。巴西在社会救助

方面的一些做法可资借鉴。巴西曾经是世界上最为

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左派政府执政之后，巴西显著

地扩大了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其结果就是巴西全国

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下降了。我国经济还处

在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果还存

在，所以暂时无需那么大规模地扩大低保等政策和

制度的覆盖面和救助强度。但考虑到我国正在进行

的供给侧改革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些有助于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改革措施却可能在短期造成一

定的就业压力和社会问题，因而需要适当扩面和增

强社会救助来应对。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贫困发生率，提高低收

入群体的收入，一定程度上保证低收入群体能够分

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惠农

政策等一系列涉及劳动收入的相应制度的完善，还

会有助于提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占比。
2. 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反垄断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反腐败以规范收入秩

序，加强税收监管调节高收入者收入。
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之所以会超过一般民众，

除了一部分市场因素以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

更为重要的因素。有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会破坏社会

均衡和市场效率以获得自己的最大收益，从而挤占

了其他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下一步收入分配

政策设计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利益集团中，最值得

注意并应与消解的有两个：一个是行政垄断利益集

团，另一个是权力腐败集团。因此，反垄断和反腐败

将决定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未来走向。
首先是反垄断。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垄断，

具有行政性垄断的特征。垄断性部门往往借助行政

权力，设置行业进入壁垒，扭曲价格体系，获取垄断

收益。垄断性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既非职业经理人

那样由市场决定，又与公司绩效无显著关系。其“过

高收入”同样来自于垄断。虽然税收制度有调节收入

分配之效，但破除垄断则既能改善财产和收入分配，

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应该在现有国有企业限薪

令的基础上，设法打破行政性垄断，引入市场竞争，

进而拓展公平竞争机会、激励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
促进创业和就业。

其次是反腐败。在市场经济中，不受监督的权力

不仅会导致腐败，也会造成很多的设租和寻租行为。
腐败或者集团腐败引来的黑色和灰色收入，是收入

分配领域最为普通民众所痛恨的。而设租和寻租则

可能以集团获益方式存在，比如某些企业与高工资

伴随的高福利。这些都是行业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而

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因而，反腐败能够有良好的群

众基础，痛恨权力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一个重要

原因。因而，继续推进反腐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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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

也有助于防范腐败和设租、寻租行为的发生。
最后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监

管。再分配力度弱是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

原因，根据一些资料显示，OECD 很多国家初次分配

之后的基尼系数都还是比较高的，但通过较强的收

入再分配功能，实现了将收入差距总体控制在较低

的范围里。我国目前收入再分配对于收入差距的调

整功能有限。就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来看，

提高税率只怕很难。但实际税收不仅取决于税基和

税率，同样取决于税收监管的力度。我国目前已实

行了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也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以后应循着加强税收监管力度的方向进

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较强的税收调节效应。
3. 坚持对房地产价格调控，应对财产分配迅速

扩大和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相对单一问题。
自分税制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主体

税种以弥补地方经济建设和财政赤字所需资金。
2003 年以来，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事权越来越多，造

成地方财政支出的大幅度提高。但地方政府并没有

很多的税收权力以弥补支出增加造成的赤字，开发

新的税源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
当时正值我国住房体制改革，土地出让金迅猛

增长，很快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其中，2011 年土地出让金达到了 3.11 万亿元人民

币，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达到了 39%。尽管国家

对土地市场及房地产市场实施了从严从紧的调控政

策，但 2013 年地方土地出让金依然达到了 3.9 万亿

元人民币的资金规模，这就是“土地财政”（见图 2）。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加有效地补充了地方政府的

财政资金，为地方政府开展持续性地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出让的增

幅过快，致使房价出现了非理性的增长，资产泡沫不

断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正在不断显现出来。这就

是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增长过快的大背景。
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另外一方面因素则是中

国居民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在中国居民收入不断增

长、居民储蓄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投资成为我国居民

获取财产性收入更为重要的选择。“房股期汇”成为

居民主要投资渠道，但前两者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

位。在房地产市场价格预期不断被拉升的情况下，居

民也同样非理性地将投资更多放在房地产购置上，

从而造成财产分配中房地产占比一支独大的局面。
我们知道，资本税是调节财产分配的主要政策

工具。所以，要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必须设

法让居民的投资渠道更为多元化；此外，就是要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不动产全国登记制度，为

征收房地产税做好事前的制度建设。除房地产价格

调控之外，可以对财产分配的预期产生影响的就是

遗产税。即先开始对遗产税的征收工作进行调查研

究，适时推出遗产税，抑制财产分配的代际传递。
4.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建立工资正常增

长机制，适度降低社会保障缴费，为实体经济中长期

发展以及劳动者报酬同步增长留好空间。
首先，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

我国政府进一步提出的“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

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

程中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发展创新。
“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指导

方针，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则进行了发

展，并有助于理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

分配关系，这无疑是必要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

于这些要素如何分配、在分配中应占有什么样的比

例等较为细致的问题认识不足。我们认为，需要正确

认识当前的收入分配指导方针，对于劳动以外的其

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既要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但

又要适当抑制其在分配中的比例，即仍应将“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作为我国收入分配的首要原则，并强调

其重要地位。
其次，应建立健全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正常增

长机制。我国多年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呈现较为明

显的波动现象，与 GDP 增长率的相对稳定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因而在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正规部门，需要

建立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稳定劳动者的收入预期，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问题。而国

有企事业单位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建立还可能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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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地出让金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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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部门的薪酬制度建立产生影响，从而最终有

助于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分配。
最后，应适当降低社会保障“五险一金”的缴费

比例，为企业劳动者报酬增长留下空间。这也符合

结构性减税的精神，从而为我国企业减轻负担，为我

国实体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动力。
根据相关制度，我国“五险一金”的企业缴纳相

当于劳动者工资的 44%，这远远高过了很多国家，

如匈牙利将企业劳工成本高主要归结于社会保障缴

费比例过高，但其缴纳比例也只有 31%。过高的缴

费比例对企业发展动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2015 年提出的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的规定，为养老

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可能。而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乃至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险往往大多存在不同程度

的盈余，因而，适度降低“五险一金”的缴费比例是必

须的。而且我们注意到，我国目前已制定划转部分国

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办法，这正是降低社会保障缴

费比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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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Tendency and Policy Choice of Residents′ Income and Property Distribution in China
Wei Z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s income has declined slightly and steadily，and the distribution gap
of property indicates a tendency of polarization. Since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a
series of policies has been formulated，aiming at protecting vulnerable groups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insist on raising the income of the low-income groups，modulating the income of high-income groups to reduce
and standardize the income order，stick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real estate prices，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adjus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Property Distribution; Social Stability; High Income Group; Land Financ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