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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主持人语】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提高，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不仅要看到这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的现实，
更要看到这些进步和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经济力与经
济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和决定的，且这种矛盾运动并不是线性、单一的，而是交叉、多元的，两者之间相互
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和理论逻辑，必须深
入挖掘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内在辩证关系和运行规律。为此我们邀请政治经济学领
域的相关学者，从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逻辑进行探讨：一是从现实维度对改革开
放40年来我国经济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方面的变化历程、特征和表现进行回
顾和总结；二是从理论维度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
方面变化的内在逻辑、机理和规律进行分析和探索。这一探讨不仅有利于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也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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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制度与技术层面的变化正是我国分配关系演变的逻辑前提。第一，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被多种
所有制结构所替代，改变了单一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分配方式多样化；第二，资源配置方式由
计划转向市场，改变了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带来分配形式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第三，新信息网络
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深刻影响着分配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在多方的作用
力下，新时代我国分配关系将向共享分配方向发展，共享型分配方式逐渐形成。三种变化共同作用并交
叉影响着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关系变化的逻辑过程，也是未来演变的逻辑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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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5

言

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它形成并影响着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和
占有情况（张俊山，2016）。收入分配既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和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和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决定并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关
系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匹配，分配
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受到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分配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必须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变化，特别是生产
关系及其实现形式的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结和回顾我国收
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分析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刘伟（2018）、曾国安和胡
晶晶（2009）、杨天宇（2008）、孙蚌珠（2008）等；（2）从实践层面探讨产业结构、税收制度、金融和
房 价 等 因 素 对 收 入 分 配 的 影 响 ， 如 林 毅 夫 和 陈 斌 开 （ 2013） 、 郭 庆 旺 和 吕 冰 洋 （ 2011） 、 张 传
勇（2014）等；（3）通过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测算与评估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如
吕冰洋和郭庆旺（2012）、李实（2015）等；（4）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收入分配关系变化
的原因，如张建刚（2018）认为所有制结构、资本与劳动收入不平衡以及行政垄断导致收入差距
扩大。韩海燕和姚金伟（2017）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收入分配的格局。这些研究
无疑推动了我国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创新，也有助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但缺
乏从系统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演变的理论分析。而要系统全面地总结和
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机理，需要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变化出发，归
纳其中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技术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主要表现为：（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由改革开放前的单一公有制，逐渐演变为“以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体制；（2）资源配置方
式，由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计划与市场共同发展的阶段，逐渐转变为
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3）技术条件和技术形式，由传统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逐渐转变为以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网络技术革命。这些制度和技术层面的变化带
来了我国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不断变革，形成了收入分配具体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并引发收
入分配制度的演变，由此演绎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分配关系的动态变动。因此，我们认为分
析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及其对分配关系的影响，是破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难题，定位收入分配改
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从所有制结构、资
源配置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变革三个历史性变化的视角勾勒我国收入分配变化的逻辑机理，诠
释我国分配方式及其实现形式的演变路径。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三种变化共同作用和交叉
影响下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趋势，以便探寻改进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未来之策。

二、 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分配关系的多样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与核心，它决定和支配生产关系的其他
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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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由此带来了分配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分配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
性制度变换。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
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由物质资料的生产引发的社会生产关系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
在研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特征时，都是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展开
的（葛扬，2016）。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和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关系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
有制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广义的分配包括生产条件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分
配发生在产品分配之前，生产条件的分配包括客观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和主观生产条件
（即劳动力）两个方面。马克思认为产品的分配即消费资料的分配，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
的，也就是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而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社
会性质，决定生产的结构。
尽管客观生产条件和主观生产条件的分配共同决定和影响着消费资料的分配，但客观条
件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中起到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内容，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客观生产条件的
分配决定和影响着主观生产条件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以雇佣
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而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所有的，这种生产条件的分配就决定了劳动者以
工资的形式参与产品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资本家将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决定生产
关系各个环节的具体经济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根本标
志。总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表明了生产资料的分配形式，进而也决定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
相结合的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和形成了不同的交换关
系和分配关系。

①

（二）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从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变为公有制和私有
制经济共同存在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是生产关系逐渐调整，以及随之展
开的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演变来看，改革就是逐
渐引入私有制经济成分，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我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的所有
制结构，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要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几乎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截至
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上的分布为：国有经济占76.6%，集体经济占23.4%，
其他经济成分消失，如图1所示。

②

改革开放后，针对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单一问题，逐渐引入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对公有制经济的多样化实现形式进行了探索。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将个体经济作为必要补充，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私营经济作为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同时积极引进外资经济。至
此，非公经济在中国得到较快的发展，截至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上的分布
①参见吴宣恭：《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
②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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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国有经济占30%，集体经济占36%，个体经济占17%，其他经济占17%，如图2所示。 与此同
时，公有制经济也实现了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形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
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7%

23.40%
30%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国有经济
17%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76.60%
36%

图1

图2

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各种
所有制经济上的分布

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各种
所有制经济上的分布

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进一步努力破除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认识公有制经
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一进一退、水火不容的关系。
②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 之后，所有制结构逐渐优化，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
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截至2016年，
我国私营和个体企业吸收就业人数分别为17 997万和12 862万，而在1978年仅有城镇个体单位
③

吸收15万就业人口。 2016年，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在2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包括部分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资产占
比分别为41%、27.5%和24%。

④

（三）所有制结构变化带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从理论上来看，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与之对应。我国收
入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的变化与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密切相关，这从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实
践中得到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的形成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渐从按劳分配制度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开放前，在单一公有制经济条件下，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除了有些时候采取超
越阶段的“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马
克思对公有制经济条件下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的理论概括，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
会所有，劳动成为他们获得社会产品的唯一依据，劳动者将获得他所生产的进行了必要的社会
扣除之后的所有的产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从社会中领取的消费资料的量与他
给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等量的。当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了分配给个人的消费
①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②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③根据2014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④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其中私营企业资产量由统计年鉴中的私营企业+（股份有限+有限责任−国有
控股企业）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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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必须是在社会总产品中作了必要扣除之后的剩余物。

①

改革开放后，由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的发展，生产条件的分配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从客观生产条件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成分逐渐出现且占比逐渐加大；从主观生产条件
来看，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者，另一方面私有制经济中
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离。私有制经济主要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等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由此必然引起
公有制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与非公经济中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状态。
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分配的制度演变来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施“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政策，允许劳动之外的其他要素参与分配。1993年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强调个人资
本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
入分配制度，并将这一制度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公有制经济主要以按劳
分配为主，个体经济中实行按经营收入分配，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实行按资本分配和按劳动
力价值分配，分配方式由此形成多样化的格局。

三、 资源配置方式变化与分配实现形式的市场化
资源配置方式是将经济资源如何分配到各个不同领域、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和不同主体中
去的具体形式。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包括计划方式与市场方式。我国改革开放的过
程既是所有制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向市场演变的过程。而资源
配置方式的变化，导致收入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也会随之变化。

（一）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人类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那么对资源合理的
分配也就成为人类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经济条件下，迄今存
在过的资源配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计划配置方式，另一种是市场配置方式。这两种配置方式
②

都不具有社会形式的规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不是区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标准。
作为经济手段，计划还是市场并不取决于所有制关系，从而也就不能决定反映所有制关系的分
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可以独立于经济制度而存在，不论是哪
种配置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运行的，因此是以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包括某种所有
制结构及其关系为前提的（汤在新，1998）。但是，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的主要区别在
于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具体表现在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区别上。这就意味着资
源配置方式将影响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实现分配的具体形式也不同。
计划配置方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从社会共同利益和偏好出发，按照预先统一计划，对
社会经济运行（包括生产、分配、消费等）进行自觉控制和有意识的调节。这种配置方式中，生
产资源和最终产品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企业和个人都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按照一定的
计划将生产资源分配到各个企业当中，产品通过政府来进行分配。因此，计划配置方式的实现
基础是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正是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在这种资源
配置方式中，最终产品的分配通过政府的行政指令，按照社会统一标准直接进行分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第1期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分配关系变化的理论分析

9

相反，市场配置方式，是由独立的市场交易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通过市场供求、
价格、竞争等要素形成的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作用机制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自行调节。这种
配置方式中，企业和个人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所有的经济资源和最终产品都在市场中进行交换
和配置。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要素市场获得相应的收入，收入的多少又根据提供要素的数量
和要素在市场中形成的价格决定。因此，市场配置方式的实现前提是相互承认所有权，或者说
产权具有排他性。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中，最终产品的分配要首先通过要素市场获取一定以货
币形态存在的收入，再以收入从产品市场上买到相应的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经济
条件下劳动价值只能通过商品货币形式的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来实现。

①

（二）改革开放以来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从计划配置方式到市场配置方式的转变，逐步
放弃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形成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也是我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功
的关键所在。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中。
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要以“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通过恢复城乡商品市场等方式
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市场调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充分肯定
和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1978–1991年期间，我国总体市场化水平已经由21.875%
缓慢上升到38.542%（董晓宇和郝灵艳，2010）。这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包括鼓励乡镇
企业发展，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实行企业承包制，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开
放城市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等。
2.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阶段。如果说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在计划
经济体制内的改革，那么1992年之后，我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强调要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
置的基础性作用。1992–2001年期间，我国总体市场化水平已经由44.097%迅速提升到69.792%
（董晓宇和郝灵艳，2010）。金融领域的市场化也在不断推进，2012年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
达到73.493%（刘金山和何炜，2014）。这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国企股份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等。
3. 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和成熟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把市场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到“决定性”，是量的集聚后的一次质
的飞跃，是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代表了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坚定的市场化方向。
这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包括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加快深层次地改革投融资体制、价格市场化及国有企业及重点行业。有关数据显示，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减少76%，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境外投资项目
②

98%以上改为备案管理，中央、地方具体定价项目分别减少80%和55%。 2016年我国价格市场
化程度已经高达97.01%。

③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②来源：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217/c1004-28130991.html。
③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7/27/t20170727_24497876.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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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经济与分配方式实现形式的市场化
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市场配置方式逐渐形成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
着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将发生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收入分配采取货币化形式。对于按劳分配而言，其具体的实现
形式就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产品型按劳分配形式上，而应该采取与市场相适应的市场型按劳
分配。传统的按劳分配是产品型的，并且以直接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衡量指标，按照社会统一
标准，以劳动券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下的按劳分配意味着劳动者“从社会领到一张凭证，证明
①

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 。相
反，市场型按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形式来实现，需要借助商品货币关系，经过迂回
曲折的道路来实现的，并且通过企业这一环节，而不是社会统一标准来实现，分配的是货币工
资而不是劳动券。
其次，收入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果说市场化改革目标确立（1992年）
之前，我国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是从产品型到货币型的转化，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目标
确 立 （ 1992年 ） 之 后 ， 为 适 应 各 种 要 素 市 场 （ 包 括 劳 动 力 市 场 、 资 本 市 场 、 货 币 市 场 、 技 术 市 场 、
土地市场等）的建立，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具体体现为
将各种生产要素纳入个人收入的取得为依据，实行以各种要素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的“按要素
分配”制度。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并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
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
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
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
性收入。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和成熟的条件下，我国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市场型
的按劳分配与多元化的要素分配相结合。在公有制经济中主要以市场化的按劳分配为主，在非
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承认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参与分配，充分调
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各种要素在市场配置方式下充分发挥作用。

四、 新信息网络技术变革与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技不断创新、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创新不断加速的社会。在互联网、移
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许多生产生活领域
引发了商业组织形式和制度的一系列深层次变革，孵育出许多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
新技术对生产方式造成巨大的冲击，以至于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不断被重塑和调整，与之相
关的分配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演变。

（一）科技引发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变革
科技对生产方式进而对经济关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上，马克思
②

认为生产力决定和制约着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②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第1期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分配关系变化的理论分析

11

强调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的经济
结构，即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又决定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
并影响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其次，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
尽管是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不是直接的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通过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实
体性要素中，变革生产方式，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对生产力起着加速性、先导性的
①

作用。正如邓小平（1993）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的先进性
不仅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而且还会引起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当前，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酝酿。白春礼（2013）提出在当
前科技创新的大环境下，包括信息网络、先进材料和制造在内的领域，正孕育着重大的创新突
破，很可能出现新的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得科技的加速作用越突出，意味着新科技对生产
方式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影响越直接。特别是，在即将开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
业正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革命浪潮。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企业组织方式、市场配置方式、生产要素形态以及社会生产
方式的变革，甚至体现产权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也将出现变化。

（二）近年来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我们认为，新一轮的信息网络技术变革的影响是最为广泛和深远
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
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

②

首先，信息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并逐渐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以移动通
信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快速发展，2017年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每百人102.5部，移动
宽带用户113 152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246亿G，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
人数7.5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5.4%；软件和信息技
③

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5 037亿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短短的几年内，互联网已经渗透
并逐渐应用到产业、金融、民生、物流、交通等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互联网＋”创业创
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能源、“互联网＋”普惠金融、
“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便捷交通等互联网大应用格局。
其次，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作为新信息网络技术及其
高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脱颖而出，不断推进新技术向纵深发展。从大数据发展
来看，2017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4 700亿元，其中，大数据硬件产业的产值为234亿元。随
④

着大数据在各行业的融合应用不断深化，预计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产值将超万亿元。 从云
计 算 发 展 来 看 ， 2012年 到 2015年 ， 我 国 云 计 算 市 场 从 482亿 元 上 升 至 1 315.8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率
⑤

61.5%。 从区块链发展来看，我国区块链产业链条已经初步形成，截至2018年3月底，我国以区
块链为主营业务的区块链公司数量达456家，主要集中在区块链的行业应用服务，在解决方案、
底层平台、区块链媒体及社区领域的应用也不少。

⑥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光明日报》2015年5月24日第1版。
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数据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⑤数据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⑥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2018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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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工智能的发展风起云涌，各项相关研发和应用蓄势待发。人工智能（AI）是研究、开
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系统的技术科学。随着人工智
能在我国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全国各大院
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企业数量已超过2 000家，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
模在2017年为216.9亿元，在2020年将达到710.0亿元，增长超2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①

1 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 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范围逐渐拓展，从人工智能
技术层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生物识别等，到人工智能应用层的工业4.0、无
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慧医疗、智能营销、智能教育以及智能农业等。

（三）新技术条件影响下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通过作用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已经悄然开始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关
系和分配方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上，也表现在分配方式的具体
实现形式上。因此，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与此相适应的，共享型分配方式也在逐渐
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信息网络技术拓展了参与分配的要素范围和渠道。在新一轮信息网络技术变革下，首
先拓展了生产要素的范围。传统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这类有形的物质形
态，信息技术变革催生了诸如信息、技术、知识、网络平台等这类无形的要素，并且越来越成为
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新信息网络技术拓宽了收入分配的渠道，降低了
要素的进入门槛。在互联网条件下，网络平台等新的要素成为公共资源，而且越来越多的用户
参与进来，边际成本越低，产生了如网络直播经济、互联网众筹、微商等多种形式的网络经济
模式。草根创业、互联网小微企业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企业形式，这使得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和
精细化。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作用下，各种新兴的生产要素通过要素入股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报
酬，由此改变了收入获取渠道。
2. 新信息网络技术改变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分配格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催
生新产业和新业态，带来了原有产业的全面转型，改变了原有行业的收入分配格局（韩海燕和
姚金伟，2017）。首先，新产业所需专业的细化逐渐催生了大量的新兴就业岗位，大数据、云计算
和区块链企业员工需求也大幅度增长，逐步打破原先在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的垄断部门（烟
草、电力、石油等）高收入局面，技术创新逐渐成为行业收入差距的主导因素，进而对就业和收
入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其次，互联网金融使得社会财富的积累形式多元化，打破了资金垄
断，改变了个人收入分配结构。具有普惠性功能的互联网金融使得我国金融业服务对象逐步向
小微企业及低收入群体扩展，居民的投融资渠道大大拓展，在缩小当前居民财富差距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3. 共享型分配方式正在成为未来分配方式新趋势。新时代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了转化，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确立了资源配置方
式的未来定位，这为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的成果正通过各种形式让广
大人民群众共享。与此同时，随着新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的形成，在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一批先进信息网络技术作用下，共享经
济正在深入发展，人民生产生活的供需匹配更加科技化、自动化。特别是由于信息网络技术本
身具有共享性，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可复制和可共享的衍生效应（马艳，2016）。这为共享
型分配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①数据来自智研咨询：《2017–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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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变革三个层面对
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分配方式及其实现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
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所有制结构变化带来分配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分配关系产生
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制度变换。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这是生产关系的深层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
制度逐渐从按劳分配制度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分配关系转
化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混合分配关系。
其次，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带来分配方式实现形式的市场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分
配关系产生显著影响的体制性变换。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完成了货币化和市场化的转向。在公有制
经济中市场型按劳分配代替了产品型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承认劳
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以市场机制为平台参与分配。
最后，新信息网络技术变革推进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这是近年来在新技术变革作用下
技术衍生型制度变迁对分配关系带来的深层次变换。新科技革命使得科技的加速作用越发突
出，这意味着新科技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影响更为直接。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企业组织
方式、市场配置方式、生产要素形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拓展了参与分配的要
素范围和渠道，改变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使共享型分配模式正在成为未来分配方
式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与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是技术和
制度双重作用的结果。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带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长，
1978–2017年 这 40年 间 实 际 GDP年 均 增 长 将 近 9.5%， 恩 格 尔 系 数 从 1978年 的 超 过 60%， 下 降 为
①

2017年的29.3%。 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从2003年
开始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6以上的水平，2008年达到峰值0.491，尽管从2008年开始有所下降，
②

但2016年仍然高达0.465的水平。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无疑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
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表明，当前的收入分配关系仍然有
待改进。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入手：（1）优化所有制结构，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挥公有资本的积极作用，确保公有资本收益及时上缴，为改善
收入分配关系奠定制度基础；（2）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
化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激励各种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充分涌现，活力竞
相迸发，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3）合理利用新信息网络技术变革契机，在混
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以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改革收入
分配方式，让共享型分配方式成为未来分配关系的重要实现形式。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7）和《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得到。
②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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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mainly manifested in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social ownership structure，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 and technical condition. These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but also the basic logic that leads 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tribution methods.
First of all，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第1期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分配关系变化的理论分析

15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an ownership structure in
which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main body of multiple ownership economies，and a mixed
ownership system has been form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has brought
about a diversification of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nd distribution methods. The distribution method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singl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multiple distribution methods coexist. Secondly，the 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system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curren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rough the stage of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plan
and the market. The market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 has change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form of distribution methods，which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marketization
and monetization trends in distribution forms. Market-typ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original product-typ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Finally，technical
conditions and forms have also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particular，in recent years，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has been rapidly improved，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and blockchain have been rapidly developed and widely applied，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surging. By acting 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relations，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have quietly begun to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our country，expand the range of factors and channels of participation in
distribution，and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come i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s.
The above three kinds of changes affect the rel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This is
the logical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China’s distribution rel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it is als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future evolution. In the new era，China’s
distribution relation will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shared distribution，and a shared distribution
method will gradually take shape. On the one hand，mixed ownership has become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the way of resource allocation，which 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hared-type distribution. The fruits of the reform are being
shared by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through various forms. On the other hand，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new
formats，and new economy，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dvanced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the sharing economy is developing in depth，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is more scientific and automated. Especially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itself is shared，it can realize the replicable and shareable derivative effects in a
low-cost way，which lays a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hared distribution
method.
Key words: ownership structure;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 new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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