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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分配的实现过程
刘维奇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公平分配的实现状况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正确地认识公平分配的实现过程至关重要，现
阶段，解决公平问题的重点在初次分配，而不是二次、三次分配，实现公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分阶段按层面进
行，不能一刀切，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个层面。由于涉及问题众多，涉及部门无数，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部门
有不同特点，所以解决分配问题要形式多样，没有固定的模式。
关键词：公平分配；初次分配；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

实现公平分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之所在，

的不公，最终造成竞争的不公和分配的不公，也就是

如何正确的认识公平分配及其实现过程又是实现公

说，这种不公主要表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社会不公

平分配的关键，实现公平分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

也是最能够引起人们不满的～种形式；另一种是自

可能一蹴而就，要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没有固定

然不公，主要是由于个体本身的差异造成的，即使社

的解决模式，要不断创新，寻求各种可行的方式。

会不公被消除了，由于个体本身的差异也会造成最

１

实现公平分配的出发点在初次分配

终结果的不公，这种不公不可能消除，至少在现阶段
不可能，但可以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减少差

从公平分配观的发展历史和中国公平分配观的

距。当前所面对的最严重的分配不公，不是自然不

实践来看，公平分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的历史

公，而是社会不公。所以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决不

时期，具有不同的公平分配观，不同时代要求不同的

是靠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可以解决的，要把重点放

公平分配观，而且公平分配的实现形式也是多种多

在初次分配上。所以现阶段要达到公平分配，首先

样的，只要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能促进人类进步

要立足于初次分配的社会公平，通过规则、法律、制

的公平分配就是合理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现

度等手段尽量实现初次分配中的社会公平，然后辅

在的程度，或者说发展到现在的状态，需要重新认识

之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减少自然不公所造成的

公平分配问题，只要符合中国现代形势发展的需要，

差距，这样，才能使社会更加和潴，人民更加幸福。

能够促进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那么就是合理的、
正确的。

２公平分配必须分阶段进行

正确的认识当前的公平分配，是完善分配制度，

实现公平分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

落实公平分配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现

到位，要分阶段进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

阶段的公平分配是关键，之所以要强调公平分配，是

先实现按劳分配的公平，其次，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公

因为当前社会还存在着分配领域的不公平，既包括

平，再次，实现起点与终点的公平。当然这三个阶段

收入分配的不公，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分配不公。但

有时是交错在一起的，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在分配领域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不

２．１

第一阶段：实现按劳分配的公平

公，一类是自然不公，所谓的社会不公，是指在分配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分配原

过程中存在的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比

则，做到公平的按劳分配足实现公平分配的第一步。

如对初始资源占有的不公、权力和规则的不公、机会

按劳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按劳分配的
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

收稿Ｉ：Ｉ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７

劳动作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等量劳动领取等

作者简介：刘维奇（１９７５一），山东潍坊人，剧教授，研究方向为

量产品。这种分配制度包括这样一些要求：每个有

分配理论、消费经济学。Ｅ—ｍａｉｌ：ｓｘｃｄｌｗｑ＠１２６．ｔｏｍ

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劳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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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社会劳动是他们参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前提，

个方面，就是按劳分配制度本身还还不够完善，致使

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把劳动者的劳动支出和他们得

按劳分配不能很好的落实。

到的报酬联系起来，按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

要实现公平分配，第一步就要更合理的实现公

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分配个人消费品

平的按劳分配，制定合理的按劳分配制度，减少同等

的时候，要体现出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不等

劳动程度所获得收入的差距，逐渐实现单位内部和

量的劳动应得到不等量的报酬。按劳分配是迄今为

单位之间的按劳分配的公平。

止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进步、最平等的一种分配制

２．２第二阶段：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公平

度。按劳分配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它不承认任何阶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级差别，每一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都只是劳动者。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按劳分配时，一方面指

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实质上已经指出了中国在

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着意强调了它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原则。目前，

社会主义性质。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是形

中国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

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劳动为共同尺度来

知识产权、信息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分配消费资料的这种平等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

这足由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说，是不平等的。不同劳动者有不同的工作能力，从

决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

而他们获得的个人消费品也有所差别；每个劳动者

中国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

家庭情况不同，在取得相同消费品的情况下，生活水

且应该多样化。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

平也会有高有低。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按劳分配

分共同发展，必然导致分配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

的社会主义性质。

的实践中，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方式虽然没有变化，但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但在中

分配的单一格局已发生了变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国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并没有真

生产要素逐渐参与了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

正作到按劳分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

成生产力发展要素的不仅仅只有劳动力及其劳动，

同样的劳动在同一个单位获得的收入不同，同样的

还有资本、技术、知识产权、经营管理等，它们共同构

劳动在不同的单位更不同。一方面真正地实现按劳

成生产力的要素系统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系统，因

分配本身就有难度，对于按劳分配本身来说，计量尺

此，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必须承认不同的生产力

度或计酬标准就是一个难题。马克思在《资本论》

要素具有不同的效益和贡献，因而也就必然存在与

中分析了未来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分配与劳

这些贡献相联系、相适应的收人分配以及分配形式，

动时间的关系，肯定了劳动时问是计劳尺度因而也

劳动不再是全社会唯一的收入分配原则，而衡量收

是计酬尺度。马克思关于计劳计酬尺度的认定和结

入分配是否合理也不仅仅足按劳分配这个单一的尺

论是科学的，但劳动时问这个尺度在实践中很难操

度。

作。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在全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实

既然按生产要素分配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

际困难在于：第一，每个劳动单元时间得多少报酬很

阶段的一种补充分配形式，那么实现公平的、真正的

难计量和确定；第二，在包括从事简单劳动与复杂劳

做到按贡献分配也就成为实现公平分配的重要一

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在内的全体劳动者之间，如

步。使各种参与生产的要素按照他们所做的贡献获

何合理地拉开分配的必要差距或档次，使报酬与贡

得应有的收人，也足体现公平分配的重要方面。

献相对应，更难寻觅到一个科学而客观的依据或标

２．３第三阶段：实现起点与终点的公平

准。按劳分配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或过程，正是由它

前面讲过的两个阶段都足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的

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落到实处的。不管是计划经济体

公平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以外还存在这两个重要

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就必然碰

方面，就是起点与终点的公平。起点的不公已经成

到劳动报酬的计量问题。而计量，就其本性来讲，就

为当今社会的最大不公。所谓起点公平，主要体现

在于运用科学的标准或依据；但这种标准或依据的

在社会竞争的外部条件以及社会主体自身发展条件

复杂难定情形，对计划和市场并无多大不同。再一

的获得上。起点不公平造成的差距屡见不鲜，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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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就是不同部门的差距：电信、石化、电力等部

法律的手段限制部分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运用税

门，比普通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收入高几倍甚至十几

收等法律，调节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向，逐步实现

倍。垄断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一部分流入了个人的

共同富裕。

腰包。还有最为老百姓所诟病的腐败所形成的差

３．２消除非市场因素形成的分配差距

距：某些人发家靠的不是智慧、不是勤劳，而足关系

眼下中国的收入差别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经济

和权力。倒批文、批项目、弄配额，吃了原告吃被告

发达国家。考察当前社会上一部分高收人人群的经

……凡此种种，让大多数诚实劳动的人感受到了莫

济来源，可以发现凭借资源（权力、信息）垄断获取

大的不公。农村人所享受的医疗、教育、文化资源，

的财富占很大的比例，由于这些财富并不是公平竞

和城市人相比，不知道要相差多远。他们注定必须

争的报酬，所以人们有理由将其视为腐败性收入分

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结果，甚

配。市场配套制度的改革滞后，导致了房地产市场、

至奋斗一生也不能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受教

股票市场、金融市场等领域丑闻不断；能源、交通等

育程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竞争能力，影响到人们的

行业独家经营，旱涝保收；教育、医疗等部门既占有

职业选择、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和自身发展前景。因

公共财政的资源，又要到市场里去争一杯羹。不规

此，人们愈来愈注重教育资源或受教育权利的获得，

范的制度环境只能滋生财富争夺而不是公平竞争，

以至于获得这种资源和权力也已经成为一种愈演愈

而争夺的结果无非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困难群体的

烈的社会竞争。人的先天条件千差万别，例如人的

贫困化。现在，对私营老板依靠规范经营获取利润

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等等，

进行责难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他们的收益和风险

在这方面人们难以进行选择。但是，后天的起点不

是对称的。但国有企业的老总如果不需要对亏损承

公平是可以改变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应该

担赔偿责任，那么他们的高薪就值得质疑，因为在效

没有垄断，没有权力寻租，没有人为的“路障”，大家

益不变的条件下，他们的富裕就是下属的贫困。因

凭本事吃饭，靠实力说话。要实现起点的公平就要

此，要消除腐败和制止分配不公现象的蔓延和加剧，

实现规则公平、机会公平、教育公平。

唯一的出路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如转变

所谓终点的公平，是指由于人们本身天生就存
在着差别，存在着智力、体力、禀赋等的不同，即使前

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严格执行税收政策，
维护公正竞争秩序，等等。

面的公平都实现了，那么也可能形成很大的差距，这
个时候就需要靠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来起作

４公平分配必须形式多样

用，尽量的缩小由于自然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促进

实现公平分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可能毕其

社会的和谐。

功于一役，由于涉及问题众多，涉及单位无数，每一

３公平分配必须分层面实施

个问题、每一个单位有自己的不同和特点，企业单位
有企业单位的特点，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也不会相

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各个方面的，从层

同，事业单位与公务员也不一样，农民就更不用说。

面上来讲，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

要实现各个单位内部到各个单位之间，以及整个社

收入差距，另一个足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差距，或者说

会的公平分配，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要在实

是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导致的。所以实现公平分配

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探寻各种解决分配问题的

要分层面，不能一刀切。

新模式新办法。

３．１减小市场因素形成分配差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分配代替了
按劳分配，所以那些掌握生产要素的投资者，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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