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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差距较大、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而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新自

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企图以自己的话语逻辑占据主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

建构了我国分配体系，是对现实矛盾的合理化应对，也是对这两股思潮的有力反驳。基于此，本文将分析居民收入分配的

现状及原因，并借鉴与吸收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合理化旨趣，思考三次分配在破解分配不公难题上的话语支撑与

现实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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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次分配何以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思考
——跳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话语陷阱

崔唯一，李鸿远，周 凯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一、引言

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打破旧有的计划经济体

制，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效结合，并提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国民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

也随之涌现，在经济领域中，收入差距较大、分配不公等问题较为突出。为有效缓解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

距，党和政府对分配制度的具体内容不断作出调整并将之细化和深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兼顾效率

与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但从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来看，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依旧存在[2]，同时，在解决分配不公难题的过程中，新自由主

义与新左派思潮也企图以自己的话语逻辑占据主导，影响一部分人对我国分配是否公平产生质疑。为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进一步“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3]，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建构了我国分配体系。这既是对现实矛盾的合理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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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这两股思潮的有力反驳。对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新自由主义和新左

派思潮的批判问题的厘清，思考三次分配在破解分配不公难题上的话语支撑与现实进路。

二、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其原因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4]中国共产党始

终将人民的问题置于首要位置，解决民生发展难的问题，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经过40多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呈现高质量发展水平，人均GDP稳步提高。但是市场经济下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

不能忽视，社会分配机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现象，且这种社会现实背后蕴藏着一定的历史与经济根源。

（一）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分配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形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是行业收入差

距、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仍然存在。

1. 行业收入差距较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6－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整体提高，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工资水

平持上涨趋势，反映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但是，不同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见表1）。
表1 2016－2020年不同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年份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其他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2016
67569
72538
50527
42833
65531

2017
74318
81114
55243
45761
71304

2018
82413
89474
60664
49575
79453

2019
90501
98899
62612
53604
87195

2020
97379

108132
68590

-
92721

（1）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最高，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单位平均工资最低。以2018年数据为

例，国有单位平均工资高出私营单位近4万元。一方面，这体现了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在所有制上的根本区别，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另

一方面，资本逻辑运营下的大多数私营单位，劳资关系较为紧张，资本分配在私营单位占比较大，换言之，私

营单位内部分配不公的问题较为严重。

（2）我国不同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都在不断提高。表1中的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

发展，以及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上的良性调整，各个行业的居民收入都持续上涨，展现出我国坚持基本经济

制度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明显高于集体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国

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涨幅要明显高于其他单位的平均工资涨幅。因此，要基于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着力

缩小行业间差距，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

2.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催生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化进程开始加快，这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从资

源的不合理分配到收入水平的整体不平衡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表2列出了2016－2020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同比增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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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同比增长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同比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同比增长（%）

2016
33616
7.8

12363
8.2

2017
36396
8.3

13432
8.6

2018
39250
7.8

14617
8.8

2019
42358
7.9

16020
9.6

2020
43834
3.5

17131
6.9

（1）2016－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增加。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同比增长浮动

较小，农村居民收入同比增长浮动较大。这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质量

发展，城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其中，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长速度要高于城镇居民，但

在总体上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还是要高于农村居民。

（2）城镇同比增长比率较农村低，但是城乡差距却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从涨幅来看，2016－2020年，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3616元上涨到43834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从12363元上涨到

17131元。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的推进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城镇户口

数量较多，因此占比较大。另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改善贫富差距，因此更要不断完善分配政

策、形成公平的分配机制。

（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形成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国经济水平总体发展较好，居民收入也有了稳步提高，但是居民收入

之间仍然有较大差距，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能否更好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平

均收入的增加，而是分配是否公平、居民能否平等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践证明，经济的总体增长并没有

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在分配上实现平等，为此要从内部机制和外部市场经济中

进一步探究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

1. 内部机制的弊端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推动了经济水平的增长，但随着实践不断向前

发展，内部不健全的体制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1）财税机制的不健全问题。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方面，财政权力过大等问题造成初始分

配不公；另一方面，税收机制不健全，没有发挥好社会保障等再分配在分配领域中的作用。因此，“以财政

体制缺陷为代表的经济体制缺陷从根本上影响财富的初始分配与再分配公平”[5]，从而拉大收入差距。

（2）城乡社会结构的弊端。城镇与农村一开始在各类资源的享有中就暴露出公平问题。一方面，农村

在各类社会资源的配置上远低于城镇，尤其是教育等资源；另一方面，城镇享有发达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远高于农村。因此，“城市经济社会化生产与农村经济小生产模式之间的矛盾”[5]持续

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则会持续拉大。

2. 市场经济的缺陷

任何一种体制机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自发

性、盲目性等，且资本逻辑在其中的运行不可避免会引发劳资关系矛盾等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其补充，发挥着积极作用。但

资本逻辑下的私营企业将资本积累和企业利益放在首位，劳动者作为被剥削的对象并不能获得与劳动等同

的工资收入。同时，企业中不同岗位之间存在薪酬差异，这种差异并不由劳动贡献决定，而是由市场经济中

约定俗成的分配机制所决定。

崔唯一，李鸿远，周 凯：关于三次分配何以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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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造成分配不公。“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下，经济行为主体因拥有

的要素禀赋与数量殊异，必然获得差异性的要素收入”[1]，“这种收入分配方式可能带有资本结合天赋、资本

结合创业、资本结合技术、资本结合机遇等多重特点”[6]。因此，无法保证市场主体平等享有市场竞争的机

会，也就更无法保证分配结果的公正。

综上，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形成原因离不开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这无异于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

提供了煽动与误导民众的空间，必须要警惕这两种思潮的影响，跳出其话语陷阱。

三、跳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话语陷阱

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在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市场和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

过程中，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也悄然而生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发展。其中，新自由主

义和新左派思潮针对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产生了尖锐的争论，与中国市场经济

发展相背离，表面上是为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何以解决居民收入分配不

公问题，不仅要辨别这两种思潮在分配政策上的认知误区，还要析出两者价值逻辑上的合理成分。从而，三

次分配才能在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过程中跳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话语陷阱。

（一）对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批判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沿袭与嬗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

活和再现”[7]，其核心内核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迎合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际需要。尤其是以凯恩斯主义

失败和“华盛顿共识”推行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崛起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以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危害国家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核心[8]，主张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

济，这在根本道路上就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当下，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

新自由主义作为强有力的社会思潮，迷惑并影响着一部分民众。因此，必须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价值批

判，跳出其理论陷阱。

1. 新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分配的干扰性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与主张市场万能

论的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其也有着富有迷惑性的干扰性

理论，具体表现为：

（1）社会分配完全交由市场调控。新自由主义认为，改革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不可避免，是市场改革过

程中不完善的表现。但是新自由主义将分配不公归咎为政府权力的影响，要求政府取消对市场经济的干

预，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创造更大的财富，实现分配公平，否则“社会平等的目标就成了让个人绝

对服从于一个全权的实体（社会）的律令”[9]。这就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的局

限性决定了若不能加入政府的适度干预，只会使社会秩序更为混乱。

（2）自由化为分配公平提供保障。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将实现社会公平的

分配方式完全置于市场机制，对于他们而言，实现分配公平、缓解收入差距较大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资本的

合理化占有。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下，自由竞争为市场主体提供便利，创造财富，实现资本的积累。换言

之，他们关注的是实现分配公平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不需要依赖权力干预分配，完全依赖自由化的市

场机制就能实现。然而，这种以完全市场化否定政府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是行不通的。

（3）提倡私有制下的分配方式。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核心建立的体制机制，一方

面，他们强调要重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要求改革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他

们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就要按照私有制下的分配方式对个人收入进行分配，要

8



求按照“贡献分配”实现分配方式的合理化。这种将市场经济完全私有化，并否定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

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背离，必须予以警惕。

2. 新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分配的合理化旨趣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发展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危害性，但是在社会分配上，其对市场机制的肯定、市

场公平环境的营造以及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等方面有着一定价值，值得批判性借鉴。

（1）分配不公的根源并非是市场化。崇尚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必然不会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在他们

看来，“自由的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的秩序，市场不会强制人，效率和效益也都极高，且带来合作。”[10]改革开放

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分配不公等问题根源并不是市场，而是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改革尚需完

善等多方面原因。从这个理论层面上来看，在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确不能因为社会现

实问题而否定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不是完美的，而是需要调整使其不断完善。因此，新自由主义

对我们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2）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分配公平的条件。新自由主义认为，公平不仅仅需要结果公平，更需要程序公

平，只有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机会，才能保证结果公平。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并没有在旧有

计划经济体制中平等享有创造财富的机会，无法实现公平竞争。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分配公平就是要“为

人们创造财富尽可能地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11]。因此，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为市场

主体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主体享有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机会，实现财富积累。这对我们完善要素

市场化配置，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有着借鉴意义。

（3）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唯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必然否定政府的作用，因此，在解决社

会分配上，他们依然质疑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实现再分配，尤其反对新左派提出的二次分配。在新自由主

义看来，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会带来权力下的腐败行为，造成贫富差距更大，因此他们并不认为应该依托政府

实现再分配，而是主张发动一些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自发自愿的慈善捐助等形式实现财产的二次分配。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干预的完全抛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并不相符，但是他们提出的

运用民间组织等自发形式，为我们完善分配理念、重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提供了宝贵思路。

（二）对新左派思潮的价值批判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社会问题引发了一些松散团体的关注，这

些松散团体即新左派，他们将这些社会问题归咎为市场经济，因此从根本上拒斥市场化。萧功秦认为，“新

左派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中社会分层、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的社会作为解决中国问

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12]他们对市场经济下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有着敏锐的判断，在其理论逻辑中秉

持着与新自由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即反对市场化。而对市场经济的根本否定，则就不可避免产生对社会

分配问题上的错位性认知。

1. 新左派思潮关于社会分配的错位性认知

新左派思潮，顾名思义，是包含着强烈的左倾价值逻辑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和否定反

映着对社会分配问题的错位性认知，具体表现为：

（1）分配不公的根源性是市场经济。新左派认为，资本逻辑下的市场经济是造成分配不公的根源，私有

制的出现削弱公有制的地位，同时，市场竞争机制下还蕴含着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造成了收入

差距较大等问题，劳动者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被剥削，而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形成穷者愈

穷、富者愈富的局面。然而，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出现有

其历史和经济原因，新左派归咎为市场化，很明显是绝对化和片面化的。

崔唯一，李鸿远，周 凯：关于三次分配何以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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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率优先为分配不公创造条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3]的分配原则，

目的是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新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倡效率优先这一原则实则是对分

配公平的忽视，为分配不公提供了政策上的条件。将效率置于优先地位，一方面为社会资源分配差异提供

了支持，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市场主体权利地位的悬殊，为

分配不公等埋下土壤。然而，改革开放之初率先要解决的必须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

一分配原则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不能将之归咎为不公平的分配机制。

（3）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依靠平均主义。在新左派看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这

种发展是以剥夺底层劳动人民的资源、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先富的一部分人并没有能够带动他们实

现共同富裕。因此，对新左派而言，他们认为社会分配问题“不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合法化

过程保护的就只能是不合法的分配过程”[14]，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就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

平均主义分配。然而，“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不应该是绝对平均主义的，精英阶层自有其存在的理由。”[15]他

们在分配原则上就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偏差。

2. 新左派思潮关于社会分配的合理化成分

新左派对市场化的否定主要针对市场竞争机制引发的不公正现象，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些群体表达

同情。因此，解决分配不公的难题中，在初次分配、政府作用和社会原则三个方面有着可以汲取并运用于三

次分配中的合理化成分。

（1）发挥初次分配的作用。对新左派而言，他们更注重收入平等的结果而非过程，而实现共同富裕与所

有制结构前提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出现，还有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的趋

势。为提高劳动者收入，保证分配公平，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坚持公有制的地位；

另一方面要重视初次分配的作用，保证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新左派始终将实现社会分配结

果的公平视为平等的原则，这对我们要在分配结构上注重平衡多层体系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2）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新左派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催生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分配不公等社

会矛盾的出现不可避免，但由于过度依赖自由化市场的力量，政府没有发挥财政政策的调配作用，导致收入

差距逐渐拉大。因此，要在再分配上重视发挥政府的财政调节作用，反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强市场、弱政

府”格局。在这一层面上，新左派重视政府的作用具有合理化成分，但也要警惕其过度夸大政府在市场经济

中的作用，走向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反面。

（3）始终坚持社会公平的理念。新左派思潮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敏锐性观察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价

值理念中，折射出的是对人民群众的价值关怀。市场的局限性使其并不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由此引发了

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一方面要强调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为多元化主体建立平

等公正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要对收入分配追求结果的平等性。新左派思潮尖锐指出社会矛盾问题以及坚

持社会公平的理念，对我国分配政策的日益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都看到了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两者在各自理论逻辑中都存在

“硬伤”与价值，且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理论前提，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相背离。因此，厘清并跳

出这两种思潮关于分配公平问题上的话语陷阱是完善我国分配政策的必然之义。

四、三次分配何以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难题

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都企图以自己的话语逻辑，即全部依靠市场化或者依赖政府主导解决收入差

距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为缓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完

善分配领域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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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首次提出第三次分配。2020年3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颁布对

完善市场要素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作出明确规定，既为建构和完善分配制度体系不断努力，同时

是对两股社会思潮的有力反驳，市场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缺位和互相替代。因此，面对新自由主义和

新左派思潮的话语陷阱，三次分配何以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难题，本文尝试从其话语支撑和现实进路进

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分配公平理论提供话语支撑

三次分配是我国分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形成的分配机制，有效遏制了收入差距较大、分配

不公等社会矛盾。在其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难题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平理论为其提供了话

语支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机制问题，看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

此设想通过市场进行分配。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以非公有制经

济作为其补充。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这决定了在吸收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情

况，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1. 分配公平是历史性范畴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

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17]判断社会分配是否公平要根据当

下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相对的、非永恒性的。因此，分配机制需要根据当时当下的生产经济关系不断完善，

并非一劳永逸。

2. 分配公平不等于绝对平均主义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人们会因个人天赋不同、劳动差异等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这种按照统一

标准的计算方法就体现了分配公平，同时也是对新左派提出的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辩证否定。

3. 按需分配是未来发展方向

人人都满意，按照每个人的需求进行社会分配，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现阶段

只能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完善现有的分配机制，进而缩小分配差距，以稳中求进的方式逐步实现更加合

理化的分配方式。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在解决分配问题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理论，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三次分配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进路

跳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话语陷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

践层面予以超越”[18]。三次分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基础上，并结合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问

题不断深化完善。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了自由的市场并不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同样

新左派崇尚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更是对其的背离。因此，分配公平问题的解决一定是理论与实践上对这些

思想的突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

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9]破解分配不公的合理化途径，则必须依赖于市场与政府双向发力，共同作用，在初次

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完善公平的市场机制，提供机会均等的竞争平台，让市场主体公平享有经济发

展成果。

1. 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

从效率优先发展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体现了我国分配制度的日益完善，但是新左派思潮注重结果公平和

传统经验强调效率的影响，往往忽视两者的兼顾。同时，新自由主义将分配不公完全归咎于政府调控，否定

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目前的分配方式。而在我国，初次分配是“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

崔唯一，李鸿远，周 凯：关于三次分配何以破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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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20]，因此要先完善初次分配。第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累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21]。先通

过全体人民的不懈奋斗将“蛋糕”做大做好，而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切好分好。第二，坚持按劳

分配的主体地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价值分配形式日益多元，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

情形下，亟需机会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市场要素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局面，同时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

能，并以补偿劳动的形式提高劳动报酬。第三，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不能满足市场

主体的经济利益需求，资本逻辑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决定了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等在市场

经济领域的发展，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兼顾市场主体的利益，平衡效率与公平。第四，政

府在分配格局中发挥协调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初次分配领域中，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部分人群无法平等享

有市场资源，收入来源缺乏稳定性，政府要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其收入权益。

2. 再分配调节完善机制

初次分配发挥的是市场在分配中的作用，再分配则通过政府的干预调节初次分配中不合理的地方，但

是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化为分配公平提供保障，往往忽视政府的作用，新左派认为只需依靠平均主义就可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而我国的再分配是“通过国家财政税收等手段，征收一定的经费以财政转移支付加以

调节”[22]。第一，政府要运用税收机制调节贫富差距，尤其是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以及推进其他财产性收入

的税改，实现税收控制市场主体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实现“提低、扩中、控高”[5]的目标。第二，针对行业和城

乡收入差距较大、分配不公等问题，政府要充分利用财政调控作用，对农村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发挥转移支

付的功能，取消其额外的财税负担。第三，以更大力度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分配公平也包括社会资源的分

配公平，为此政府要逐步实现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资源分布合理化、社会救助资源均等化，实现居民共同

享有发展成果。只有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

合，才能相对实现分配公平，这同时也是对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作用的有力驳斥。

3. 第三次分配助推分配公平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缩小贫富差距、破解分配不公难题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种现实问题依旧存在，这

在改革中无法避免，也体现了分配制度的局限性。为破解这一难题，新自由主义通过提倡自由化为分配公

平提供保障，新左派通过平均主义促进分配公平。而通过吸收借鉴两者的合理化旨趣，第三次分配作为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是“在向善、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在法律政策的鼓励和促进下，由

既看得见又看不见、并非由利益驱动或公权力强制、却充满活力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23]，因此要发挥好

第三次分配的助推作用。第一，明确第三次分配的职能边界，提高人们的慈善意识。第三次分配并不是独

立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外的分配制度，也不是实行平均主义和劫富济贫，而是再分配的补充和对再分配

弊端的调整与完善。其是意识形态在分配领域常态化的表现，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

用。第二，充分发挥慈善机构、社会团体等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公益性组织要及时反馈捐助与受助

信息，公开资金使用状况，提高社会责任感。第三，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加强对慈善机构、捐助双方的监

管。近年来，慈善机构等社会组织问题的频繁曝光，反映出其在利益驱动下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为此，

政府要运用行政手段加强监管，引导公益组织合法性成长，从而更好地发挥在分配公平中的助推作用。

五、小结

我国对分配制度的日益完善，是适应经济形式变化的必然举措，三次分配对实现分配公平和缩小居民

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根据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总结来看，未来分配领域的完全公平与居民收

入之间实现零差距无法达到，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会长期存在，并对一部分人产生影响。

因此，如何突破这两股思潮的话语陷阱，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在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影响力，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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