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源流、 风险挑战与关键路径
∗

王淑芹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ꎬ 已成为社会各界

热议的话题ꎬ 也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学、 经济学、 法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

和实践问题之一ꎮ 把握好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质ꎬ 需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视阈ꎬ 疏

理与条陈共同富裕提出和发展的源与流ꎻ 阐释好共同富裕实现的目标性与过程性的统一ꎬ 需要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ꎬ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已达基尼系数警戒线的客观实情ꎬ

充分认识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风险挑战ꎻ 构建好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路径ꎬ 需要确立劳动、 资

本、 权力的伦理限度ꎬ 形成提升劳动收益、 遏制资本掠夺、 钳制权力扩张的三维协同框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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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ꎬ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ꎬ 是满足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

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ꎬ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ꎮ

一、 共同富裕思想的源与流

共同富裕的思想源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ꎮ 单从共同富裕概念的创立而言ꎬ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中ꎬ 没有明确提出 “共同富裕” 这一术语ꎬ 但有丰富的 “共创共有共享” 的共同富

裕思想ꎮ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ꎬ 没有明确提出 “共同富裕” 的概念呢? 对这

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ꎬ 需要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ꎮ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

主义社会私有制与阶级对立、 资本与剩余价值、 阶级剥削与贫富悬殊的揭露和批判ꎬ 通过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规律的揭示ꎬ 创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ꎮ 消灭私有制、
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ꎬ 实现财富共创共有共享ꎬ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ꎮ 恩格斯在 «流亡

者文献» 一文中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ꎬ 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ꎬ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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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ꎮ”① 社会主义是消灭了阶级对立、 压迫和剥削的新社

会ꎮ 在 «共产主义原理» 中ꎬ 恩格斯进一步强调: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

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ꎻ 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ꎻ 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

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ꎻ 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ꎻ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ꎬ 通过产业教育、 变换工种、
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ꎮ”② 在新的社会制度下ꎬ 生产力不仅得到快速发展并创造更多

的社会财富ꎬ 而且由于消灭了产生阶级剥削和贫富分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ꎬ 所以ꎬ 实现了全体社会

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共创共有共享ꎮ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 在

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中ꎬ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③ꎮ 有别

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ꎬ 不光是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创造出丰裕的社会财富ꎬ 更重要的是生

产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ꎬ 即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少数统治阶级的生活需要ꎬ 而是以所有

人的富裕为目的ꎬ 真正实现了所有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共同创造、 共同拥有和共同享用ꎮ 马克思

恩格斯之所以没有直接提出 “共同富裕” 的概念ꎬ 一是因为他们已阐明 “共创共有共享” 是科学社

会主义的本质特征ꎻ 二是由于他们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ꎬ 原本是设想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资

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的ꎬ 其理论逻辑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后ꎬ 新的社会

主义社会生产是 “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ꎬ 社会将不复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ꎬ 即社会财富的

两极分化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

提出 “共同富裕” 的概念ꎬ 是合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ꎮ
众所周知ꎬ 世界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ꎬ 恰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贫穷落后国家进行的ꎮ

列宁带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俄国实际

相结合的创举ꎬ 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社会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预设

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ꎮ 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ꎬ 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根本任务ꎮ
为此ꎬ 列宁围绕这个根本任务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探索ꎮ 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ꎬ 认为消灭贫穷的唯一方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ꎬ 实现劳动成果的共有ꎮ “我们要争取新的、
更好的社会制度: 在这个新的、 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ꎬ 大家都应该做工ꎮ 共同劳动的成果

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ꎬ 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ꎮ”④ 在列宁看来ꎬ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消灭贫穷

的唯一方法ꎬ 而且也是促进人民富裕的保障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ꎬ 全体工人ꎬ 全体中农ꎬ 人人都

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ꎮ”⑤ 在社会主义社会ꎬ 人们共同劳

动ꎬ 在不压榨他人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前提下ꎬ 人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ꎮ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

社会主义劳动成果共创共有的思想ꎬ 认为 “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ꎬ 而是要消灭贫困ꎬ 为社会全

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⑥ꎮ 在斯大林看来ꎬ 社会主义比以往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

好的显著标志ꎬ 就是在生产力发展、 生产效率提高、 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财富充足的前提下ꎬ 使社

会成员都过上富裕的文明生活ꎮ “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ꎬ 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

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ꎬ 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ꎬ 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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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ꎬ 才能获得胜利ꎮ”① 斯大林把消灭贫困、 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视为社会

主义的重要特征ꎮ
如何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ꎬ 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探索的重

要课题ꎮ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ꎬ 始终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 这一根本问题ꎬ 论述和回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是什么” “为什么” 以及 “如何实现” 的问

题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ꎬ 毛泽东率先提出 “共同富裕” 的概念ꎮ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

目的性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新旧社会的比较中ꎬ 认为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ꎬ
不同于旧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和重要特征ꎬ 就是消除了严重的两极分化ꎬ 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富

裕起来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面对我国农业大国的实际ꎬ 毛泽东指出: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

度ꎬ 这么一种计划ꎬ 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ꎬ 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ꎮ 而这个富ꎬ
是共同的富ꎮ”②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ꎬ 大为富、 大为强而这个富ꎬ 是共同

的富ꎬ 这个强ꎬ 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ꎬ 是有把握的ꎮ”③ 在毛泽东看来ꎬ 在实行了生产资料

公有制的新社会ꎬ 要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设计制度和制定规划ꎬ 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富裕程度ꎮ 与

此同时ꎬ 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ꎬ 相对于我国 “一穷二白” 的国情实际ꎬ 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够实现的ꎬ 而是需要全体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ꎮ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ꎬ 要把我们这个经济

落后、 文化落后的国家ꎬ 建设成为富裕的、 强盛的、 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ꎬ 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ꎮ”④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ꎬ 不仅提出了 “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 的论断ꎬ 而且专门从社会主义本质、 特征、 优越性以及实现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论述ꎮ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ꎬ 不搞两极分化ꎮ”⑤ “我们社会主义

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ꎬ 是共同富裕ꎮ”⑥ 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ꎬ 是消除阶

级剥削和贫富分化ꎬ 是实现由社会上少数人富有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ꎬ 促进社会平等ꎮ “没有贫

穷的社会主义ꎮ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ꎬ 而是富ꎬ 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ꎮ”⑦ “共同致富ꎬ 我们

从改革一开始就讲ꎬ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ꎮ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 大多数人穷ꎬ 不

是那个样子ꎮ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ꎬ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ꎮ”⑧ 实现社

会成员共同富裕ꎬ 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是社会主义优越于一切私有制社会的显著

特征ꎮ 邓小平既深刻地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重要体现ꎬ 同时也看到了我

国实现共同富裕基础条件的地区差异性ꎬ 为此ꎬ 他秉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原则ꎬ 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分步走的思想ꎮ “我们允许一些地区、 一些人先富起来ꎬ 是为了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ꎬ 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ꎮ 这就叫社会主义ꎮ”⑨ 邓小平打破平均主义的固化传统思

想ꎬ 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成员能力差异的社会实情ꎬ 认为共同富裕不是所有地区、
所有人同时富ꎬ 而是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ꎬ 需要分步走ꎬ 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ꎮ 虽然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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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难以避免的ꎬ 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不容动摇的ꎮ
新时代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和把握ꎬ 不仅更加理性、 科学和全面ꎬ 而且社会实践更加坚定、

广阔和富有成效ꎮ 习近平指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ꎮ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ꎬ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ꎬ 不是少数人的富

裕ꎬ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ꎮ”①ꎮ 概而言之ꎬ 共同富裕具有五大特征: 富裕主体的 “人民性”、
富裕程度的 “差异性”、 富裕内容的 “统一性”、 富裕方式的 “合规性”、 富裕进程的 “渐进性”ꎮ
新时代对共同富裕科学内涵及其特征的凝练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独特贡献ꎮ

共同富裕的人民性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党的初心使命决定的ꎮ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ꎬ
不仅是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ꎬ 而且是在消除阶级对立和压迫的基础上ꎬ 创造丰裕的社会财富ꎬ 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ꎬ 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过上富裕的好日子ꎮ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ꎬ 因此ꎬ 中国共产党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ꎬ 从来不代表

任何利益集团、 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②ꎮ 进言之ꎬ 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ꎬ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 目的是实现广大

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ꎮ 为此ꎬ 习近平指出: “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ꎬ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ꎬ 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ꎮ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ꎬ
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ꎮ”③

共同富裕程度的差异性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ꎮ 共同富裕不仅是美好社会构建的一个价值目标ꎬ
更是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以及人力资源差异性的客观反映ꎮ 一方面ꎬ 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ꎬ 决定了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ꎮ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ꎬ 决定了以劳动效率为基础的多劳多得和以资本

收益为基础的投资回报的财富分配方式ꎮ 这种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分配原则ꎬ 必然会产生社会成员

收入的差距ꎮ 另一方面ꎬ 人力资源是影响社会个体收入的重要变量因素ꎮ 人力资源是社会成员投入

到工作中的体力、 智力和心力的总和ꎮ 体力是社会个体身体的力量和体能ꎬ 是人们进行劳动创造的

基础ꎻ 智力是社会个体基于禀赋和各种教育而具有的知识和技能ꎬ 是人们进行劳动创造的能力ꎻ 心

力是社会个体具有的心理素质、 理想信念、 品德情操等精神特质ꎬ 是人们进行劳动创造的精神ꎮ 在

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 社会分配制度公平合理的前提下ꎬ 由于个人体力、 智力和心力的不同ꎬ 社会

成员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必然的ꎬ 即个人财富占有量会因个性化人力资源的质量差异而不同ꎮ 质言之ꎬ
那些体力好、 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理想追求、 勤奋坚毅的人ꎬ 在大概率上他们的收入会比一般社会

成员更高一筹ꎮ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ꎬ 社会成员知识和技能水平、 勤奋和进取等方面的差异性ꎬ 内

在地决定了人们收入水平的差距ꎮ “能力大、 才智高、 贡献大的会更富裕一些ꎬ 这是合理的ꎮ 奖勤

罚懒、 奖优罚劣、 按劳分配、 按对社会的贡献分配ꎬ 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ꎮ”④ 有鉴于此ꎬ 习

近平指出: “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ꎬ 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ꎬ 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

会存在一定差异ꎮ”⑤ 显然ꎬ 共同富裕不是 “同时富裕、 同步富裕、 同等富裕” 的整齐划一的平均主

义ꎬ 而是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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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内容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蕴要求ꎮ 无论是社会

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ꎬ 都谋求富裕ꎬ 二者的区别不仅仅是多数人富还是少数人富的问题ꎬ 更

在于是单纯的物质富裕还是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ꎮ 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ꎬ 是促进社会的全

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ꎮ 社会主义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目的ꎬ 不仅仅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

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ꎬ 在根本上是通过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ꎬ 实现人们的物质与精神

生活的共同富裕ꎮ 所以ꎬ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战略原则ꎮ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ꎬ 而且要

有高度的精神文明ꎮ”①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ꎬ 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

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ꎮ”② 为此ꎬ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过程中ꎬ 面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主义、 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市场文化的渗透和蔓延ꎬ 在抓经济促

增长中ꎬ 始终没有放松精神文明建设ꎬ 而是通过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淳化不良社

会风气ꎬ 强化人们的理想信念等精神追求ꎬ 培养人们的良好品德和情操ꎮ 共同富裕从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视阈看ꎬ 是历代仁人志士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一种构想与追求ꎬ 但他们向往的共同富裕

多是人人均有的物质富裕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ꎬ 虽然论述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双

重需要的满足ꎬ 尤其强调了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和独特性ꎬ 但没有明确提出 “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 的概念ꎮ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实

践ꎬ 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群众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论断ꎮ 它表明ꎬ 我国提出实现共同富裕ꎬ 不

只是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和渐进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ꎬ 而且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有

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ꎬ 精神振作ꎬ 情绪饱满ꎬ 避免社会成员沉湎于物质享受而出现 “精神萎靡” 和

“精神贫乏” 现象ꎮ 所以ꎬ 习近平指出: 在共同富裕的建设中ꎬ 要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ꎮ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③ꎮ

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合规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要求ꎮ “依法治国” 是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ꎬ 它要求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ꎮ 社会财富不是大自然的恩赐ꎬ 而是人类劳

动创造的产物ꎬ 它是有限的ꎬ 具有稀缺性ꎬ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按劳分配的正当性ꎮ 市场经济激发了

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和动力ꎬ 但市场经济的法治性和道德性ꎬ 内蕴了人们谋求财富的依法合规性ꎮ 它

表明ꎬ 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还是财富的分配ꎬ 人们都要遵法守德ꎬ 即 “取财有道”ꎬ 以义谋利ꎬ 发财不能

乱来ꎮ “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ꎬ 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ꎮ”④ 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ꎬ 对于国家而言是在

大力发展经济、 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把 “蛋糕” 做大的同时ꎬ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水平ꎬ 规范好社会利益关系ꎬ 分配好 “蛋糕”ꎬ 形成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ꎻ 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体而言ꎬ
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ꎬ 通过诚实劳动、 勤奋劳动、 创新劳动而合法合规合德致富ꎮ

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渐进性是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ꎮ 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

就的ꎬ 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即由过去的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变成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ꎮ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揭示的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ꎬ 突出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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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ꎮ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 即东南部人口密集的区域经

济较为发达ꎬ 而人口稀疏的西北部经济相对落后ꎬ 呈现东富西贫之状ꎮ 除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外ꎬ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ꎬ 也是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的客观制约因素ꎮ 所以ꎬ
对共同富裕的科学理解ꎬ 既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和美好社会价值追求的角度ꎬ 也要从实

现基础和过程的角度ꎬ 看到幅员辽阔的 １４ 亿多人口大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渐进性ꎮ 对此ꎬ 习近平强

调: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ꎬ 需要一个过程ꎬ 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对其长期性、 艰巨性、 复杂性

要有充分估计ꎬ 办好这件事ꎬ 等不得ꎬ 也急不得ꎮ”① 由之ꎬ 看待和理解共同富裕ꎬ 需要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辩证观点ꎬ 把共同富裕的实现看成 “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②ꎮ

二、 实现共同富裕的风险挑战

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美好的ꎬ 令人向往和鼓舞ꎬ 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斗

志ꎬ 也是凸显党的执政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重要标识ꎬ 但与此同时ꎬ 也需要

对我国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ꎮ “当前ꎬ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ꎬ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ꎬ 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

同ꎮ”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无不昭示我国共同富裕实现基础的薄弱性、 风险挑战的严峻性

以及战胜风险挑战的艰巨性ꎮ
第一ꎬ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挑战ꎮ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 “胡焕庸

线”ꎬ 既是人口疏密程度的分界线ꎬ 也是地区经济发展、 城镇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割线ꎮ 从总体

上看ꎬ 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经济较为发达、 城镇化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较高ꎬ 而这条线的西北各

省区市的经济发展、 城镇化程度和居民收入ꎬ 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虽然我国伴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ꎬ 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不断减弱ꎬ 尤其是在国家

政策的激励下ꎬ 一些优质资源渐进向西北部地区流动ꎬ 使其经济有了较大发展ꎬ 更为重要的是ꎬ 我

国通过坚持不懈的脱贫攻坚ꎬ 使全国 ８３２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ꎬ 消除了绝对贫困ꎬ 总体上解决了区域

性整体贫困问题ꎬ 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 ＧＤＰ 及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

距ꎬ 仍是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不得不面对和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社会问题 (见表 １)ꎮ

表 １　 全国居民按东、 中、 西部及东北地区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 元

组别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东部地区 ２５９５４ ０ ２８２２３ ３ ３０６５４ ７ ３３４１４ ０ ３６２９８ ２ ３９４３８ ９ ４１２３９ ７

中部地区 １６８６７ ７ １８４４２ １ ２０００６ ２ ２１８３３ ６ ２３７９８ ３ ２６０２５ ３ ２７１５２ ４

西部地区 １５３７６ １ １６８６８ １ １８４０６ ８ ２０１３０ ３ ２１９３５ ８ ２３９８６ １ ２５４１６ ０

东北地区 １９６０４ ４ ２１００８ ４ ２２３５１ ５ ２３９００ ５ ２５５４３ ２ ２７３７０ ６ ２８２６６ ２

　 　 数据来源: «２０２１ 中国统计年鉴»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１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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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可见ꎬ ２０２０ 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 １５８２３ ７ 元ꎬ 相当于西部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６２％ ꎮ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个省 ＧＤＰ 数值排名来看ꎬ 连续三年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年)ꎬ 东部地区的广东省、 江苏省和山东省 ＧＤＰ 数值位列前三ꎬ 西藏自治区、 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 ＧＤＰ 数值位列后三ꎮ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ꎬ 东部地区的广东省 ＧＤＰ 高达 １２４３６９ ７ 亿元ꎬ 而西部地区

的西藏 ＧＤＰ 仅有 ２０８０ ２ 亿元ꎬ 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近 ６０ 倍 (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 排名前三名和后三名省份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历年 ＧＤＰ 数据ꎮ

第二ꎬ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鸿沟的挑战ꎮ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后ꎬ 虽然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ꎬ 但城乡居民在收入、 医疗、
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存在较大差距ꎬ 仍是不争的事实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３８３４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４０３７８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７１３１ 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１５２０４ 元ꎬ 增长 ５ ７％ ꎮ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２ ５６ꎬ 比上

年缩小 ０ ０８”①ꎮ ２０２１ 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７４１２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４３５０４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８９３１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１６９０２ 元ꎬ 增长

１１ ２％ ꎮ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２ ５０ꎬ 比上年缩小 ０ ０６”② (见图 ２)ꎮ
基于近两年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ꎬ 虽然我国城乡收入都在稳步增长ꎬ 而且二者的收入差距

也处于逐年缩小的趋势中ꎬ 但 ２０２１ 年城乡收入之间仍存在 ２ ５ 倍之差ꎮ 可以看出ꎬ 我国加快城镇化

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ꎬ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 任重道远ꎻ 同时也表明ꎬ 我国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逐步消除 “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仅意义重大ꎬ 而且时间紧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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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１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 元

数据来源: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ꎮ

第三ꎬ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挑战ꎮ “中等收入陷阱” 是发展中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风险ꎮ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奉行单纯的 ＧＤＰ 增长方式ꎬ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得到高速增长而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ꎬ 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后劲乏

力ꎬ 尤其是法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未能及时跟上ꎬ 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 社会利益获取机制

不完备ꎬ 致使社会腐败盛行、 道德沦丧、 贫富分化严重等ꎮ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后ꎬ 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ꎬ 生产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调节ꎬ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ꎬ 促进了

社会经济增长ꎮ ２０１０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彰显了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ꎮ 经济发展水平与

国民收入水平呈正比ꎬ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国民收入相应得到了较大提高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首次超过 １００００ 美元ꎬ ２０２１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２５５１ 美元ꎬ 距离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世界银

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最新标准 １２６９５ 美元相差甚微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ꎬ 我国属

于中高收入国家ꎬ 实现了由过去的低收入水平迈进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ꎮ 应该说ꎬ 这是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ꎮ
“中等收入”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ＧＤＰ 占有量的世界公认的衡量标准ꎬ 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ꎬ 但不能反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ꎬ 即它侧重的是居民收入的平均

线ꎬ 显然ꎬ 它无法反映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ꎮ 换言之ꎬ “中等收入” 的指标可以反

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整体富裕程度以及在世界各国比较中的排序ꎬ 但不能反映该国家或地区

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ꎮ 社会学理论揭示ꎬ 社会结构形态类型与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关联性ꎮ 低收入

和高收入人群在社会人口构成中的占比少而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

形态ꎬ 即橄榄型社会结构从贫富阶层群体分布来看ꎬ 是中等收入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比大而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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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高收入人群占比小的 “两头小、 中间大” 的社会形态ꎮ 基于此ꎬ 各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ꎬ 不仅

注重提高 ＧＤＰ 和居民总体收入ꎬ 而且也注重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ꎬ 尽量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规模ꎬ 以避免社会的撕裂和动荡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２０ 年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 元

组别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７４７ ３ ５２２１ ２ ５５２８ ７ ５９５８ ４ ６４４０ ５ ７３８０ ４ ７８６８ ８

２０％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８８７ ４ １１８９４ ０ １２８９８ ９ １３８４２ ８ １４３６０ ５ １５７７７ ０ １６４４２ ７

２０％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７６３１ ０ １９３２０ １ ２０９２４ ４ ２２４９５ ３ ２３１８８ ９ ２５０３４ ７ ２６２４８ ９

２０％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６９３７ ４ ２９４３７ ６ ３１９９０ ４ ３４５４６ ８ ３６４７１ ４ ３９２３０ ５ ４１１７１ ７

２０％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０９６８ ０ ５４５４３ ５ ５９２５９ ５ ６４９３４ ０ ７０６３９ ５ ７６４００ ７ ８０２９３ ８

　 　 注: 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ꎬ 平均分为五个等

份ꎬ 处于最低 ２０％的收入群体为低收入组ꎬ 依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下收入组、 中间收入组、 中间偏上收入组、 高收

入组ꎮ

数据来源: «２０２１ 中国统计年鉴»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１７９ 页ꎮ

通过对五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数据的比较分析ꎬ 可以得出ꎬ ２０２０ 年我国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出 ７２４２５ 元ꎬ 是其 １０ ２ 倍ꎻ 按照五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级由低到高的序列ꎬ 高一等级组别比其相邻低一等级组别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额依次为 ８５７３ ９
元、 ９８０６ ２ 元、 １４９２２ ８ 元、 ３９１２２ １ 元ꎬ 呈现逐级差距加大的态势ꎻ 对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进行比较可知ꎬ 中间偏上与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然相差 ２４７２９ 元 (见表 ２)ꎮ
这表明ꎬ 即使居民都是中等收入家庭ꎬ 中低与中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

额ꎮ 无须多论ꎬ 目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ꎬ 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实

现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与威胁ꎬ 尤其是伴随财富累积效应的突显和财富代际传递的加强ꎬ 社会上低收

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固化问题会更加严重ꎬ 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跨级流动会显得更加困难ꎮ
第四ꎬ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基尼系数 “警戒线” 预警的挑战ꎮ 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以及人均财

富占有量的整体提升ꎬ 只是实现居民生活普遍富裕的前提和基础ꎬ 但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

以及预测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危险等级ꎮ 基尼系数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① 是国际上专门用以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通用指标ꎬ 它通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程度ꎬ 预

警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危险等级ꎮ 所以ꎬ 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发展经济、 提高 ＧＤＰ 的同时ꎬ 都会关注基

尼系数的高低ꎬ 以防范本国或地区贫富差距过大ꎬ 避免加剧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引发社会动荡ꎮ 我国

近年来基尼系数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为 ０ ４７４ꎬ ２０１３ 年为 ０ ４７３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０ ４６９ꎬ ２０１５ 年为 ０ ４６２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０ ４６５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０ ４６７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０ ４６８ꎬ ２０１９ 年为 ０ ４６５ꎬ ２０２０ 年为 ０ ４６８ (见图 ３)ꎮ

数据显示ꎬ 我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的波动态势并不乐观ꎬ 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又有小幅升高ꎬ 而且近

１０ 年的指数都处于 ０ ４ 国际警戒线之上ꎮ 我国基尼系数持续偏高的现状ꎬ 既表明近些年来我国收入

分配不均衡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ꎬ 同时也表明ꎬ 当前政府通过构建各种政策的 “组合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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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尼系数最大为 “１”ꎬ 最小为 “０”ꎬ 通常把 ０ ４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 “警戒线”ꎮ



使社会成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共享成果ꎬ 是至关重要的ꎮ 因为唯有 “蛋糕” 做大和 “蛋糕”
分好相得益彰ꎬ 才能避免 “中产阶层塌陷”ꎬ 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ꎮ

图 ３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２０ 年我国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历年基尼系数ꎮ

三、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需要扎根落地ꎬ 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ꎮ 构建实现共同富裕

的结构框架ꎬ 既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ꎬ 也要有关键的抓手和着力点ꎮ 劳动、 资本、 权力是影响共同

富裕实现的三个重要变量因素ꎬ 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正相关性ꎮ 质言之ꎬ 劳动报酬合理、 资本增殖

适度、 权力规制到位ꎬ 共同富裕实现的普遍程度就会越高ꎻ 相反ꎬ 劳动报酬不公、 资本掠夺横行、
权力腐败猖獗ꎬ 必然会加剧贫富分化ꎬ 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ꎮ 为此ꎬ 需要在劳动、 资本和权力

的伦理限度内ꎬ 构建 “一增二减” 的共同富裕方案ꎮ
第一ꎬ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ꎬ 增加劳动收益率ꎬ 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ꎮ 劳动创

造价值和财富ꎮ 虽然劳动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源泉ꎬ 但它却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获得财富的重要途径ꎮ

我国的分配制度高度体现各个生产要素的作用ꎬ 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ꎬ 实

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ꎬ 即除了劳动按照贡献率参加收益分配外ꎬ 管理、 资本、 技

术、 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ꎮ 我国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表明ꎬ 劳动收益是社会成员最

主要的收入来源ꎬ 甚至是绝大多数成员唯一的收入来源ꎮ 显然ꎬ 提高劳动报酬ꎬ 使社会上大多数劳

动者富裕起来ꎬ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之策和重要支撑ꎬ 也是我国共同富裕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

“人民性” 的最好体现ꎮ 毋庸置疑ꎬ 我国要尽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ꎬ 只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例ꎬ 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体量ꎬ 使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有专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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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技术工人、 小企业主、 优秀的进城农民工、 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等都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奋斗ꎬ 有机会跨入中等收入行列ꎬ 真正体现勤劳致富、 奋斗光荣的社会主流价值观ꎮ 为此ꎬ
习近平指出: 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 “总的思路是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共同富裕ꎬ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ꎬ 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①ꎮ 在三次分配体系中ꎬ 第二次分配一般是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对低收入人群进行的兜底补

助ꎬ 这部分人群中能够跨入中等收入水平行列的人数极少甚至没有ꎻ 第三次分配取决于社会慈善事

业的发展程度ꎬ 具有不确定性ꎬ 而且是对各种困难人群的人道性救助ꎬ 这部分人的收入更不可能达

到中等收入水平ꎮ 显然只有在初次分配中通过政策导向和薪酬制度设计ꎬ 提高劳动贡献率的收入比

例ꎬ 使那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 勤奋劳动、 创新劳动的人得到更多的薪金ꎬ 劳动群众的收入水平

确实得到了普遍提高ꎬ 才会真正缩小社会贫富差距ꎮ 一言以蔽之ꎬ 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

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劳动创造和公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ꎻ 改善民生、 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税收调节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ꎻ 慈善捐赠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有益补充方式ꎮ
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的同时ꎬ 还要注意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不公问

题ꎮ 不同行业的劳动ꎬ 虽然客观上存在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具体劳动形式的差别ꎬ 但都是体现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的抽象劳动ꎮ 各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是无可厚非的ꎬ 但个别行业偏离劳

动价值与报酬合理曲线的天价薪酬ꎬ 既违背了社会贡献与回报 “应得” 的正义分配原则ꎬ 也加剧了

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程度ꎬ 故而ꎬ 这种畸形高收入亟须规范与调节ꎮ 与此同时ꎬ 需要提高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ꎮ 个人所得税本是为了调节收入差距和缩小两极分化而设计的制度ꎬ 但由于我国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过低ꎬ 致使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甚至一些低收入家庭成员都成为征税的对象ꎬ 没有发挥出税

收平抑收入差距的杠杆作用ꎮ 物价水平和城市基本生活费用的逐年上涨ꎬ 各种保险费用和税金的扣

除ꎬ 致使一些中低收入打工者的净收入不断缩水ꎬ 因此ꎬ 需要按照我国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ꎬ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② 的战略要求ꎬ 对现有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行上调ꎬ 征税的主要对象应该是

那些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人群ꎮ 再者ꎬ 完善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落差方面的制度ꎬ 实现无

缝衔接ꎬ 避免一些企业主将个人收入转为企业收入而向国家少交税ꎮ 与此同时ꎬ 加强对社会高收入

人群的税务监察ꎬ 及时严惩偷税漏税者ꎬ 发挥好个税、 增值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平抑作用ꎮ
第二ꎬ 遏制资本的掠夺性ꎬ 减少暴利暴富的富裕人群ꎮ 财富创造既离不开生产劳动ꎬ 也离不开

资本ꎮ 资本是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经营的资金ꎮ 资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赚钱ꎬ 谋

求利润是资本的逻辑ꎮ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曾引用 «评论家季刊» 的论述: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

或利润太少ꎬ 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③ꎮ 企业生产经营如果没有利润ꎬ 就无法存在ꎬ 资本所有者

赚不着钱就没有经营的动力ꎮ 尽管资本作为生产经营的本钱无所谓好坏ꎬ 但资本的获利方式却有善

恶、 合法与违法、 非法之分ꎮ 由于资本见利如同苍蝇见血ꎬ 贪婪成性ꎬ 以至于人格化的资本为了谋

取更大利益往往会铤而走险ꎬ 违背道德ꎬ 甚至践踏社会法律ꎮ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ꎬ 资本就大胆起

来ꎮ 如果有 １０％的利润ꎬ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ꎻ 有 ２０％的利润ꎬ 它就活跃起来ꎻ 有 ５０％的利润ꎬ 它

就铤而走险ꎻ 为了 １００％的利润ꎬ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ꎻ 有 ３００％ 的利润ꎬ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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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冒绞首的危险ꎮ 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ꎬ 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ꎮ”① 追求利润是资本的逻

辑ꎬ 不可改变ꎬ 但资本的谋利方式ꎬ 却是可以规制与导引的ꎬ 犹如洪水入渠使其顺势而流一样ꎬ 避

害就利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虽然资本的存在具有历史阶段的合理性ꎬ 但要极为警惕和遏制资

本增殖的疯狂性ꎮ 增殖是资本的本性ꎬ 利润是资本的生命线ꎬ 这是不争的事实ꎬ 为此ꎬ 人们需要对

资本 “造血” 与 “吸血” 的两面性具有充分的认识ꎮ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利用好资本的 “造血”

功能ꎬ 积极促进经济发展ꎬ 同时也要抑制资本 “吸血” 的贪婪性和掠夺性ꎮ 一方面ꎬ 鼓励各种社会

投资ꎬ 发挥好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 产品和服务、 税收等积极作用ꎮ 通过产权的有效激励ꎬ 激发资

本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ꎮ 另一方面ꎬ 需要对资本进行约束ꎬ 使资本依法运行ꎬ 防止资本

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ꎬ 使资本在法治框架下和社会基本道德要求范围内谋取合理的利润ꎮ 为此ꎬ
２０２１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ꎬ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形态的资本ꎬ 既需要 “正

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ꎬ 也需要 “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ꎬ 同时有效控

制其消极作用”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资本ꎬ 但无利无资本ꎮ 无疑ꎬ 要吸引投资、 繁荣经济ꎬ 就需要国家

为资本创设能够获利的经济社会环境ꎮ 只有规范好资本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实现合理利润的途

径ꎬ 提高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和收益率ꎬ 才能激发投资热情并扩大社会富裕阶层的规模ꎮ 相反ꎬ 如

若资本的逐利本性未能受到应有的约束与引导ꎬ 为富不仁大行其道ꎬ 资本就会通过违法非法攫取巨

大利润ꎬ 这种对财富的掠夺行径ꎬ 不仅会迅速拉大社会贫富差距ꎬ 提高基尼系数ꎬ 而且会冲击社会

的法治理念和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ꎮ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ꎬ 资本对财富的疯狂掠夺是社会贫富分化

的重要加速器ꎮ 资本所有者一旦无视法律和道德ꎬ 不按套路出牌ꎬ 靠歪门邪道、 投机钻营ꎬ 快速敛

财暴富ꎬ 在本质上就是对社会财富的掠夺ꎬ 从根本上就会瓦解共同富裕实现的公平根基ꎮ 因此ꎬ 惩

治制假贩假、 违约欺诈、 偷税漏税、 侵害员工利益、 攫取垄断利润、 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务等牟

财致富行为ꎬ 是扫清共同富裕实现障碍的首要前提ꎮ 毋庸置疑ꎬ 我国需要对资本实施 “双轨道” 治

理方式ꎬ 既为资本创造社会财富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ꎬ 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ꎬ 使资本所有者有

“恒产恒心”ꎬ 又要对资本牟利行径进行严厉制裁ꎬ 提高违法成本ꎬ 实施 “信用惩戒”ꎬ 使违法资本

所有者破财毁誉ꎬ 无利可图ꎬ 进而钳制资本的疯狂掠夺性ꎮ 总而言之ꎬ 唯有资本合法谋利ꎬ 财富来

路正当ꎬ 为富当仁ꎬ 先富带动后富ꎬ 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ꎮ

第三ꎬ 严惩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ꎬ 减少富裕阶层中的不良人群ꎮ 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要反对和

避免违背劳动价值 “应得” 的畸形分配和资本对财富的掠夺ꎬ 更要遏制权力寻租的腐败敛财行为ꎮ

权力具有公共性和扩张性的双重属性ꎮ 一方面ꎬ 权力具有公共性质ꎮ 权力源于人民的赋予ꎬ 权力属

于人民ꎬ 不是手中握有权力之人谋取私利的工具ꎮ 权为民所赋的本源性ꎬ 从根本上规定了权为民所

用的指向性和功能性ꎮ 所以ꎬ 公权力为人民服务是其职责和使命ꎮ 另一方面ꎬ 权力具有谋取私利的

扩张性ꎮ 公共权力拥有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性ꎬ 使得手握权力的公务员一旦缺乏廉洁奉公的道德信念

和法治理念ꎬ 在社会优质资源分配中ꎬ 面对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ꎬ 就会被 “权力寻租” 之利俘获ꎬ

以权谋私ꎬ 腐败堕落ꎮ 为此ꎬ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 中告诫人们: “自古以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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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ꎬ 所有拥有权力的人ꎬ 都倾向于滥用权力ꎬ 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ꎮ”① 美国法理学家埃德

加博登海默在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一书中ꎬ 曾引用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

克的话ꎬ 警告人们: “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ꎬ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ꎬ 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

界限的诱惑ꎮ”② 进言之ꎬ 公权力会利用其权威性、 社会资源的支配性和强制性等优势特性ꎬ 易于导

致私利的扩张性ꎮ 所以ꎬ 对权力进行规范、 限制和约束ꎬ 遏制权力寻租ꎬ 从根本上讲是党巩固执政

基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ꎮ 权力寻租的腐败者利用职权之便ꎬ 侵吞、 窃取、 骗取国家公共财

产或收受商业贿赂而获取的巨额违法、 非法收入ꎬ 动辄几千万ꎬ 高则上亿乃至几十亿ꎬ 是诚实劳动

的工薪阶层或依法经营的中小企业主终生或几辈子都无法企及的ꎮ 贪污受贿者的疯狂敛财致富ꎬ 会

导致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天平严重失衡ꎮ 因为权力寻租所获得的不义之财ꎬ 无本万利ꎬ 无异于是对社

会财富的盗窃ꎮ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ꎬ 权力寻租的疯狂敛财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威胁是釜底抽薪的ꎮ
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ꎬ 权力寻租所侵占的社会财富越多ꎬ 贪腐的暴富人群拥有的社会财富比重

就越大ꎬ 占据富裕阶层的人数就会越多ꎬ 与此相应ꎬ 贫困人群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比就会锐减ꎮ 显然ꎬ
国家对贪腐行为重拳出击ꎬ 堵塞权力寻租的渠道ꎬ 避免权力与资本合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财富分

配比例的严重失调ꎬ 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举措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ꎬ 需要着力于劳动、 资本、 权力的 “三维同构”ꎬ 使广大人

民群众劳有所得ꎬ 得以富实ꎬ 真正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ꎻ 规范与引导资本良性发展ꎬ 使资本合法

生产经营谋利ꎬ 减少或避免为富不仁者混入富裕阶层ꎻ 遏制权力扩张ꎬ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ꎬ
封堵权力腐化的贪财索贿之路ꎬ 避免贪官污吏钻进富裕阶层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ꎬ 不仅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共建共享的平等富裕、 公平竞争的差别富裕、 遵法守德的正当富

裕ꎬ 而且要严厉惩罚资本的掠夺性致富和权力的贪腐性致富行为ꎬ 使社会成员普遍树立劳动创造财

富的信念ꎬ 形成 “以义谋利” 的致富理念ꎬ 具有 “不义而富且贵ꎬ 与我如浮云”③ 的道德境界ꎬ 真

正使全体人民走在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ꎬ 创造出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巨型社会实现现代化

的壮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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