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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共同富裕的制度资源

张文显 *

内容提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法治
是共同富裕的制度资源， 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引领、 规范和保障作用。 本文从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完善社会公平法律制度、 以高质量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构建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价值的分配秩序、 创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等五个
方面阐述了法治引领、 规范和保障共同富裕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法治 法治现代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1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理论和核心要义研究” （项目编号： 2022JZDZ001） 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又接续升级的根本原则。 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的语境和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强国蓝图中， “共同富裕” 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全面富裕”， 即包括物质、 精神、 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富裕在内的中国式共同富裕。 在物质意义上，
共同富裕指全体人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
有所居、 弱有所扶、 环境宜居、 衣食无忧、 安居乐业等。 在精神意义上， 共同富裕指全体人民拥有
共同价值、 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拥有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等
中华传统美德； 拥有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 友善包容的社会心态； 享有多样化、 多层
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平等而自由发展的机会， 全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尊严感、 公
平感持续增强。 在制度意义上， 共同富裕指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公正和制度文明； 人民当家作主， 共
享民主荣光， 依法参与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人享有人身权、 人格权、 财产权、 环境权、 信息权、 数字人权等基本人权， 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和自由、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三个方面的共同富裕是
有机统一的， 集中反映出人民群众在物质、 精神、 制度方面的综合性需要， 折射出 “仓廪实而知礼
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公正在而知法度” 的中华文化， 反映出已经实现 “小康” 的中国人民对民
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尊严、 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 法治是助力和保障共同富裕的
制度资源和能量， 为共同富裕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 发挥固共同富裕之根本、 稳共同富裕之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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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同富裕之长远的重大作用。

一、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公有制为主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极大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 不仅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而且是消除两极分化、 促进社会公正、 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 在新时代，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将基本经济制度各种优势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
的显著效能， 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雄厚物质基础。

法治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 生
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 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坚持
基本经济制度， 关键是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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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同时坚持公有制
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譹訛 确保 “两个毫不动摇” 的制胜法宝就是依法保
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产权。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核。 我国 《宪法》 以及 《民
法典》 和其他重要法律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不断加强产权保护。 习近平指出， 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 关键是要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各领域体现法
治理念， 坚持平等保护、 全面保护、 依法保护。譺訛 坚持平等保护， 就是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
然人财产权的保护， 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 坚持全面保护， 就是不仅保护物权、 债权、 股
权， 而且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数据权、 信息权等各种无形财产权。 坚持依法保护， 就是不断完善产权
法律制度， 并确保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针对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 党中央强调着重加强产权的执法保护和司法保护。 一要完善财产征
收征用制度， 特别是完善土地、 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 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
范围， 不得将公共利益扩大化， 细化规范征收征用法定权限和程序。 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 完善
国家补偿制度， 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 形式和标准， 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 二要严格
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 进一步细化涉嫌违法的企业和人员财产处置规则， 依法慎重决定是
否采取相关强制措施。 确需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等措施的， 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除依法必
须责令关闭企业的情形外，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 最大限
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措施和处置涉案财物时， 要依
法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 对股东、 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违法， 在处置其个人财产
时不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 对企业违法， 在处置企业法人财产时不任意牵连股东、 企业经营管理
者个人合法财产。 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 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在处置
违法所得时不牵连合法财产。 完善涉案财物保管、 鉴定、 估价、 拍卖、 变卖制度， 做到公开公正和

譹訛 参见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载 《求是》 2020年第 16期。
譺訛 参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强化基础注重集成完善机制严格督察 按照时间表

路线图推进改革》， 载 《人民日报》 2016年 8月 31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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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高效， 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当事人及其近亲属、 股东、 债权人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三要审慎
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 “对滥用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 把民事纠纷刑事化， 搞选择性
执法、 偏向性司法的， 要严肃追责问责”；譻訛 “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畅通司
法救济渠道，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 经济
纠纷”。譼訛 对于法律界限不明、 罪与非罪不清的， 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 严禁有
罪推定的原则， 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理。 四要坚持有错必纠， “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
产权的错案冤案”，譽訛 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 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
法甄别， 确属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 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
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我国政法机关持续做好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 依法纠
正了一大批侵害企业产权的冤错案件与相关再审案件， 仅 2021 年全国法院就再审纠正涉产权刑事
冤错案 30 件 39 人。譾訛 有效的产权保护， 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营造了透明宽松环境， 让他们
吃了 “财产更加安全、 权利更有保障、 经营更可放心” 的定心丸， 增添了合理预期， 激发了他们创
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共同富裕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为促进就业、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
重要贡献。

二、 完善以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 权利公平为主体的社会公平法律制度，
释放市场经济在共同富裕中的巨大能量

从计划经济困局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 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导致
资源浪费、 效率低下、 物资短缺、 财富匮乏、 人民贫困， 而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效率攀
升、 经济增长、 人民富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指出， 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在于价值规律、 竞争规律、
供求规律的作用， 但发挥市场经济固有规律的作用和维护公平竞争、 等价交换、 诚实守信的市场经
济基本法则， 需要法治的保障。 如果缺乏维护市场秩序的法治保障， 市场行为就会失当， 市场信息
就会失真， 公平竞争就会失序。 如果缺乏对不正当市场行为进行惩防的法治体系， 守信者利益得不
到保护， 违法行为得不到惩治， 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
经济”譿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讀訛， 必须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 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
法治轨道”。讁訛

一要以法治的制度优势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坚持平等准入、 公正监管、
开放有序、 诚信守法， 建立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实施统一的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 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 提升市场综合监
管能力； 推进土地、 劳动力、 资本、 技术、 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 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 完善

譻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54-255页。
譼訛 前引譻訛， 习近平书， 第 281-282页。
譽訛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 11月 1日）， 载 《人民日报》 2018年 11月 2日第 2版。
譾訛 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2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载 《人民法院报》 2022

年 3月 16日。
譿訛 习近平： 《之江新语》，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03页。
讀訛 参见前引譻訛， 习近平书， 第 255页。
讁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载 《人民日报》 2015年 11月 4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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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 以高水平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为共同富裕创造丰厚的物质前提。
二要建立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 习近平指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輥輮訛 要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使
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輥輯訛 而法治是公平竞争制度的核心， 厉行法治是形
成公平竞争发展环境的必由之路。 这就要求加快完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 加强维护公平竞争
的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力量， 遏制平台企业
资本垄断与 “无序增长”， 优化和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引导经营者诚实守信、
公平竞争。

三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 而 “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輥輰訛 习近平提出，“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特点，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
展格局，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輥輱訛“市场化” 要求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营造商品自由流动、 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是
我国在市场准入领域确立的统一公平的规则体系， 是各类市场主体公开、 公平、 公正地参与竞争的
重要制度， 将有力打破在市场准入、 审批许可、 投资经营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的
限制， 进一步确立各类市场主体在我国所享有的市场准入平等， 特别是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法治化” 要求把对市场主体的法律保
护贯彻到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各个环节，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 并引
导市场主体守法诚信， 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依法经营、 依法治企、 依法维权。 “国际化”
要求扩大公平开放，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增强透明度， 强化产
权保护， 坚持依法办事， 鼓励竞争、 反对垄断， 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
体， 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 高效的行政环境、 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高水平对外开
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要创造人人勤劳致富的平等制度。 共同富裕为了人民， 共同富裕依靠人民。 人民是共同富裕
的获得者， 也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
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輥輲訛 奋斗、 创造、 致富， 迫切需要必要的并逐步良好的环境、 条件、 机会， 这就
必然要求加快健全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
由、 承担应尽的义务， 保障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无论处在什么
发展水平上， 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 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
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的权利”。輥輳訛 当前， 尤其要在保证起点平等
上发力， 使人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和平等就业的权利， 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畅
通社会流动通道尤其是由低向高、 由穷变富的流动机制， 破除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形成
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 激励和保护全体人民勤劳创新致富， 共同创造社会财富， 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輥輮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74页。
輥輯訛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8月 25日第 2版。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譻訛， 习近平书， 第 254页。
輥輱訛 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载 《求是》 2021

年第 5期。
輥輲訛 习近平：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輥輳訛 前引輥輮訛， 习近平书， 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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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輥輴訛 推动共同富裕， 解决发展问
题是第一位的， 满足全体人民对高质量共同富裕的期盼， 更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而发展必须是科
学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
的理论体系， 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 动力、 方式、 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中， “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
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輥輵訛

新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 反映出党和人民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
认识， 是我国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 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以 “十四五” 规划为新的起点， 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是
经济发展从 “数量上有没有” 转向 “质量上好不好”。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 增
强发展动力、 厚植发展优势， 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法治的引领、 规范和保障， 习近平对此有过精
辟论述。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强调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在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进一步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 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 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引领。 针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法治保障问题， 习近平提出， 要为企
业家营造宽松环境， 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 给他们吃定心丸。 在 2016 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提出， 要 “善于通过改革和
法治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法治与发展的内在联系， 既说明了法治对发
展的重大意义， 又为法治建设提出了历史性任务。

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法治必然是高质量法治， 高质量法治是以良法善治为表征的法治。 “良法”
通常是指尊重保障人权、 维护公平正义、 促进和谐稳定、 保障改革发展、 引领社会风尚的法律， 就
是反映人民意志、 体现民意民智、 符合客观规律、 便于遵守和执行的法律。 在新征程新发展阶段，
“良法” 更应当是体现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法治。 发展要高质量， 立法、 执法、 司法、 普法也要高
质量， 要以高质量法治引领、 规范和保障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 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
民， 不断实现人民对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应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坚持依法执政，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
平， 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 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
段， 法治要发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保驾护航的作用， 就要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将新发展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形成有利于

輥輴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载 《党建》 2017年第 11期。

輥輵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载 《人民日报》 2015年 11月 4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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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的法治环境。 与此同时， 促进新发展理念与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精神、 法治价值体系有机融合，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 推进法治现代
化和法治文明进步。 新发展理念融入法治之后， 必将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 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质量和外在效能， 为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高质
量制度资源。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国的法治建设也
必将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四、 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价值， 构建保证共同富裕行稳致远的分配秩序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需要与可能、 效率与公平等关系， 形
象地说， 就是既把 “蛋糕” 做大又把 “蛋糕” 分好，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为此，
要在法治框架内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形成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秩序。 对此， 习近平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 “总的思路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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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税收、 社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增
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理调节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形成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輥輶訛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分配制度上说， 我们实行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 的基本分配制度。 这个制度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 又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
则， 并与中华传统文化契合。 从分配体系上说， 我们实行初次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相结合的分
配体系， 这个体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有利于激发和保护劳动者勤劳致富的本能和潜力， 避免
跌入均富导致均贫的 “索维尔陷阱”。 从分配秩序上说， 我们依法保护合法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彰显各得其所、 致力为公的制度美德和社会风尚。

推动共同富裕， 关键是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形成在
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前提下的有利于共同富裕行稳致远的
分配体系和分配格局。

初次分配是按照劳动力、 资本、 土地和知识、 技术、 数据、 管理等生产要素对财富增长贡献大
小进行的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直接影响分配结果和分配秩序， 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重要影
响。 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 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偏低， 严重制约
共同富裕， 故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势在必行。 为此， 要抓紧修改完善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个人
所得税法》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 加大分配机制改革力度， 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促进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比重， 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 由政府主导、 通过税收和实施各种公共政策而进行的财富二次分
配。 就实现共同富裕而言， 再分配是着力解决收入差距大、 分配不公平、 区域不平衡、 社会发展不
平等的重要调节机制。 在这方面，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完善税收、 转移支付、
区域间对口帮扶等调节机制并提高其精准性，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

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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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领域，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 同时， 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社会保障
再分配力度， 更好发挥其兜底提低的作用。 仔细观察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城乡
之间、 地区之间、 群体之间的差距仍然过大， 不同身份、 岗位、 群体、 阶层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
益不同， 有的制度安排甚至存在逆向调节现象， 直接制约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进度。 这就要求
把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为立法重点领域， 以法治的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改革， 形成更
加充分、 更加均衡、 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推动中国式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 促进经济建设的
成果通过社会保障惠及全民。

第三次分配是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是初次分配、 再分配的重要补充。 第三次
分配主要是通过捐赠、 慈善、 公益等自愿自主方式对收入和财产进行再一次分配。 国家倡导、 保护
和支持第三次分配， 旨在鼓励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 组织和个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支持和帮助困
难群体和个人改善生活、 生产、 医疗、 教育等条件， 使更多的人能够实际地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和生存。 当前， 第三次分配领域问题较多， 广受诟病， 发展困难。 这与法
律不完善、 不配套和法律执行不到位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 要加快 《慈善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
《红十字会法》 等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 完善相关税制， 构建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法规体系，
依法支持、 引导和监管慈善活动， 着力提高我国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促进慈善新
业态规范发展， 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 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推
动共同富裕历史阶段， 三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社会价值。 一方面， 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 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 在此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更高层次公平。 另一方面， 如果把效率绝对化， 不考虑公平， 就可能导致
收入悬殊、 两极分化， 造成社会不稳， 影响以至从根本上损害效率。 在效率和公平之间， 我们要尽
量扩大它们之间的适应性， 缩小它们之间的矛盾性。 在良好的分配秩序之下， 二者是可以做到有机
统一、 相辅相成的。 首先， 效率和公平本质上是统一的， 其统一性的基础在于， 效率属于经济范
畴， 公平属于伦理范畴， 作为伦理范畴的公平应当来自于并服务于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率； 统一的标
志在于， 只有推动生产力发展， 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 才有可能创造出兼顾公平的
物质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 而不是共同贫穷。 其次， 理性的效率观除了投入产出的经济分析外， 还
有更为深层的道德内涵， 即根据预期目的对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最终结果作出社会评价， 社会资
源的配置和利用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境况改善同时没有人因此而境况变坏， 这就意味着效率提高
了。 这种效率观已经包含着社会公平因素， 是伦理与功利的统一、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复
次， 效率是以自由而公平的竞争为前提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方面， 只有赋予主体尽可能广泛
的追求利益的自由和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才能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 另一方面， 主体之间只有以
平等的资格， 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 才能激发创新、 增加活力、 保持效率。

五、 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平安中国， 为共同富裕创造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的良好法治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 推动共同富裕， 迫切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
会、 建设平安中国， 就是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抓手。

其一，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 作为一种社会理念， 承载和容纳着人类对美好生活和文明秩序
所寄托的愿望。 先秦思想家便已提出 “和美” “和和美美” 的生活理念。 如孔子所言， “礼之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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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贵”， “合群济众”， 和衷共济， 和平共处， 善解能容， 矛盾和解， 和睦等； 如墨子所言， “兼相
爱”、 “爱无差等”； 也如孟子所言， “天时、 地利、 人和”； 等。 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理
想社会就是一种以财富泉水般涌现、 社会公平正义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表征的和谐社会。 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始终以构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己任， 为着人
民对美好生活而奋斗。 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輥輷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习近平指出，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属性”，輦輮訛 强调要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
行为， 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輦輯訛

当前， 要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合理调整利益关系、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形成 “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财不匮而上下相安” 的局面，輦輰訛 努力为
推动共同富裕创造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守望相助的社会环境。

其二， 建设平安中国。 平安是最大的福， 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 身心健康、 财产安全等是最大
的平安， 是全面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是物质、 精神、 制度各方面共同富裕的依托。 只有加强平安
建设， 共同富裕事业才能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中顺利推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
安中国建设。 2013 年 1 月， 习近平就作出 “建设平安中国” 的重要指示。 2015 年， 习近平提出
“努力建设平安中国”。輦輱訛 2016年， 习近平进一步提出： “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輦輲訛 在此基础
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确认了平安中国的核心要义， 即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
国家长治久安。 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增长、 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成为
世界上最具安全感的大国。

建设平安中国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 人民对安全需要日益增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
目标的必然选择， 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公民
的人身安全、 人格安全、 财产安全、 信息安全， 住宅安全、 私域生活安全、 公共生活安全、 生产安
全、 交通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安全、 领土安全、 政权
安全、 经济安全、 资源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侵扰和挑战， 宗教极端势力、 分裂势力、 恐怖主义势力、
黑恶势力、 各种敌对势力对人民的安全生活构成了严重危害和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迫切要求把
保护和保障安全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作为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 迫切要求以建设平安社区、 平安区域、
平安社会、 平安国家为目标实施社会治理， 使人民有更多的安全感。

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平安中国， 法治大有作为、 功能无限。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法
者， 治之端也”，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具有固根本、 稳预期、 利长远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 “法者，

輥輷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651页。

輦輮訛 习近平：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 （2012年 11月 17日）， 载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79页。

輦輯訛 前引譻訛， 习近平书， 第 104页。
輦輰訛 《春秋繁露·度制》。
輦輱訛 《习近平： 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 努力建设平安中国》， 载 《人民日报》 2015年 9月 24日第 1版。
輦輲訛 《习近平：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载 《人民日报》 2016年 10月 13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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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共同富裕的制度资源

（责任编辑： 陇 西）

Abstract: The�common�prosperity�of�all�the�people�is�the�essential�requirement�of�socialism�and�
an�important�feature�of�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The�rule�of�law�is�the�institutional�resource�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regulating� and�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of�common�prosperity.�This�paper�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of� the� rule�of� law� in�
leading,�regulating�and�ensuring�common�prosperity�from�the�following�five�aspects:�consolidating�
and�developing�the�socialist�basic�economic�system,�perfecting�the�legal�system�of�social�equity,�
protec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high� quality� of�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ng� a�
distribution�order�with�fairness�and�efficiency�as�the�core�value�and�creating�a�dynamic,�stable�and�
orderly�environment�under�the�rule�of�law.

Key Words: Common�Prosperity;�The�Rule�of�Law;�Modernization�of�the�Rule�of�Law

定分止争也”， 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 合理界定权利和义务、 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 公正及时化
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 “法安天下， 法正民安”， 法律是维权护民、 惩恶维稳的武
器， 能够切实有效地保护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四， “经国序民，
正其制度”。 法律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依托和保障， 以 “中国之制” 支撑 “中国之治”， 必
将创建出国家更安全、 社会更安定、 人民更安宁、 网络更安靖的平安中国， 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保
驾护航。

结语

实现共同富裕， 既需要法治的助力和保障， 也推动着法治的变革和进步。 在共同富裕道路上，
我国法治还是一个跟跑者， 无论是法治理念， 还是法律制定和实施， 都还极不适应共同富裕的目标
任务， 共同富裕的法治体系尚不健全， 共同富裕的法治环境有待营造。 推动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倒
逼制度供给侧改革和法治发展， 为法治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法治建设应紧紧抓住这个
历史机遇， 增强法律制度供给能力， 优化法治体系制度资源， 推动教育法、 就业法、 劳动法、 个税
法、 房产税法、 遗产税法、 财政法、 社会保障法等直接关乎共同富裕的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 补短
板、 强弱项， 构建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体系并提高制度的效力和效能， 以良法善治服务共
同富裕。 与此同时， 在引领、 规范和保障共同富裕实践中， 从根本上提高法治的品质和美德， 促进
法治高质量发展， 确保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开辟法治现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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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导向下财税法的分配职能及其限度

熊 伟 *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对公平收入分配提出了更高要求。 财税法的
分配职能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 消除两极分化， 但单凭其自身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仍
需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 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 坚持共产党领导， 在收入分配方
面， 财税法拥有更加丰富的政策工具。 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 收入分配主导权已被赋予
中央， 地方有一定的参与空间， 这是契合中国国情的做法， 有助于改善结构性收入差距。
就收入分配的具体路径而言， 需要政府在收入和支出两端协同发力， 既要完善税制体系和
规范税收秩序，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也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发挥社会保障、 公共服
务的作用，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作为系统性保障措施， 无论是税收还是财政支出， 法
律的规范作用不可或缺。 要防止收入分配偏离法治， 导致侵害财产权、 阻碍经济发展的后果。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 财税法 法治原则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2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财政逻辑与法
律规制研究” （项目编号： 21AFX007） 的中期成果。

譹訛 参见叶金育： 《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财税政策工具及其立法配置》， 载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年第 9期。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 《宪法》 设定的国家任务之一。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
程中， 基于不同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 《宪法》 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有所变化， 注重公平、 兼顾
效率， 成为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主调。 在这种背景下， 财税法再次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因其众多政策工具可以发挥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 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取决于在限定条件下如何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也取决于基干法治原则对财富分配的规
范控制。譹訛 2021年 8月 17 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 收入分配成
为核心议题之一， 财税法在其中的作用得以凸显。 结合党的宗旨、 宪法原则和中央精神， 本文拟对
财税法的分配职能， 特别是具体路径以及法治立场加以阐述， 希望能助力共同富裕之实现。

一、 共同富裕导向下财税法收入分配职能的定位

财税的职能即财税法的职能。 政府借助法律赋予的财税权力， 通过不同收支工具的搭配组合，
让财税具备了作用于经济、 社会的不同职能。

基于功能中性的立场， 财税法可定性为公共融资法， 其基本职能即在于为政府融资， 用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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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刘剑文： 《财税法功能的定位及其当代变迁》，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4期。
譻訛 依次参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2021年 2月 7日发布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2021 年

12月 27日发布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21 年版）》，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 1 月 13 日
发布 《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021 年 9 月发布通知加强
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

譼訛 参见张翔： 《“共同富裕” 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6期。
譽訛 参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 载 《人民日报 》 2021年 8月 18日第 1版。
譾訛 参见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公共服务或履行公共职能。 在此基础上， 财税法才得以发挥收入分配、 经济发展、 景气调整等职
能。譺訛 景气调整职能表现为， 在经济萧条和繁荣时期， 分别采用扩张性或收缩性财税政策， 对经济
进行反周期调节。 经济发展职能表现为， 对特定区域、 产业、 群体提供差别性财税待遇， 通过税收
减免、 财政补贴支持其领先发展， 或通过加重其负担抑制其发展。 收入分配职能主要体现为对收入
差距的调节， 用税收手段让高收入阶层为社会多做贡献， 凭借支出手段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必要
帮助。

中央提出推进共同富裕的规划后， 社会上出现不同的解读和声音， 其中最典型的一种论调， 便
是担心党和国家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 对先富阶层会采取剥夺性手段， 不再重视财富创造和经济发
展。 2021 年， 国家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 限制敏感行业海外上市、 整饬违规的互联网金融、 加强对
演艺直播行业税收征管，譻訛 都在被有意无意地从这个方向做解读， 让不少高收入人群陷入迷茫， 看
不清楚国家的发展方向。

其实， 无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 还是基于执政党所坚持的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宗旨， 都不难体会国家推进共同富裕的意义。 《宪法》 早就确认， 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国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和约束下， 推进共同富裕、 让全体人
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譼訛 只不过， 在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物质财富极度匮乏、
人民生活亟待改善， 国家才会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效率优先， 通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带动整
体经济发展， 解决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 国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公平正义、 社会均衡相对于效率和发展
更显重要。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推进共同富裕， 都是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 是改革开
放以来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并不属于无预期的重大政策转型。 2021 年所发生的备受关注的经济案
件， 主要是为了整顿市场秩序、 打击违法行为， 不宜过度解读为对富裕阶层或民营企业的整肃。

实际上， 追求共同富裕与促进经济发展是相容的。 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 才有可能推进共同富
裕。 正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
义； 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要规范不合理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也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譽訛 会议强调发展的
平衡性、 协调性、 包容性， 强调全面规划和循序渐进， 强调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可见， 产权、 发
展和创新仍然是新时代的主调， 共同富裕离不开高质量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 而非相互对立。

会议特别提及财税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要求加大税收、 社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理调节高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甚至列出了财税
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其中包括完善个人所得税、 推进房地产税试点、 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完善公益慈善事业税收优惠政策等。譾訛 不过， 无论是 “扩中” “提低” 还是 “限高”， 它们只是对既

共同富裕导向下财税法的分配职能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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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拉弗曲线的核心思想是： 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 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 因为税率过高， 纳税者就被吓跑了， 经济
活动就会减少， 政府反而收不上税来。 只有当税率达到一个最佳值时， 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 参见邓志雄： 《国家税收定律
与拉弗曲线的证明》， 载 《产权导刊》 2021年第 2期。

讀訛 参见邹多为、 戴小河： 《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在高质量发展路上坚定前行———解读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载
《中华工商时报》 2021年 12月 13日第 2版。

讁訛 参见前引讀訛， 邹多为、 戴小河文。
輥輮訛 参见周刚志： 《论 “财政国家” 的宪法类型及其中国模式》， 载 《法学评论》 2012年第 1期。

有收入的重新分配， 可以缓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却不能增加物质财富的绝对量。 因此， 在发挥
财税法收入分配职能时， 不仅要秉持公平正义， 照顾弱势群体， 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 也要考
虑政策的激励作用， 防止步入平均主义和福利陷阱， 抑制财富创造的积极性。

当前财税法环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 不同的财税政策必然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开征新
税或提高税率后， 原本希望调节高收入， 一旦纳税人改变预期， 不再从事税法针对的行为， 税收反
而可能减少。 经济学成果中的拉弗曲线， 就是这种效应的体现。譿訛 更何况， 在全球化时代， 代表财
富的资本没有国界。 课税虽然属于国家主权行为， 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 但是， 重税负容易诱发富
裕阶层移民， 或者遏制外国投资的流入， 也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
面， 财政亦有必要量力而行， 跟自身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防止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抑制效果。 因此，
如同中央对共同富裕的定位一样， 在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时， 仍需平衡公平与效率， 既要防止
收入的两极分化， 又不能妨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2 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 先要通过共同奋斗把 “蛋糕” 做大做好， 再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把 “蛋糕” 切好分好。 这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 不能急于求成。讀訛 基于此次会议的精神， 中央财经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指出， 经
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 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 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
应； 又要防止分解谬误， 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讁訛 这些富有针对性的要求， 同样适用于收
入分配改革。 可见， 必须将财税法置于推进共同富裕的整体战略之中。

二、 中国特色公有制对财税法分配职能的影响

西方财税学界对收入分配职能的讨论，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 政府本身并不掌握生产
资料， 主要是通过税收手段聚集资金， 由预算程序控制岁入与岁出， 实现调节收入差距的职能。輥輮訛

税收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私有财产， 财政支出所服务的对象名义上是全体人民， 实质上也主要是私
有财产拥有者。 财税法分配职能最多着眼于缓解收入差距， 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而不是为了实现共
同富裕。 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相对有限， 主要限于税收、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制度。

相比而言，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 因此财税法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就不
再限于缓和收入差距、 消除两级分化， 而必须与党的宗旨、 国家性质相关联， 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
战略目标。 也正因如此， 我国财税法在履行收入分配职能时， 拥有更加丰富的政策工具。 如果不能
认识到这种差异， 单纯基于西方财税学讨论收支规则， 就无法把握我国财税法发挥作用的丰富场景。

《宪法》 规定， 矿藏、 水流、 森林、 山岭、 草原、 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即
全民所有；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有的自然资源可以发挥涵养生态、 国土保持、 保护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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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徐海燕： 《论实现共同富裕的法律途径———以国家所有权制度为视角》， 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第 2期。

輥輰訛 《2021 年财政收支情况》， 载财政部网， 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201/t20220128_3785692.htm， 2022 年 2 月 25 日
访问。

輥輱訛 参见许坤、 卢倩倩、 许光建： 《土地财政、 房地产价格与财产性收入差距》， 载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第 3期。
輥輲訛 参见熊伟： 《专款专用的政府性基金及其预算特质》， 载 《交大法学》 2012年第 1期。
輥輳訛 参见张春满： 《论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国内国际维度的考量》， 载 《探索》 2019年第 3期。

作用， 同时也是国家服务于收入调节、 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輥輯訛 国家通过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 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来源， 例如， 2021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 8.7 万亿元，輥輰訛 如果能
将其用于国民增收， 平衡地区经济差距和贫富收入差距， 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应该非常明显。

目前自然资源收入绝大部分属于地方， 东部及沿海地区、 发达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金额巨大，
西部地区及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并无机会直接分享， 这是我国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在法律层面亟待解
决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基于平衡地区发展差距， 还是缓解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推进共同富
裕的战略背景下， 全民所有的资源收益由全民享有， 这应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 能够代表全
民利益的， 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 而不是资源所在地的政府。 中央政府分享资源收益后， 再通过转
移支付或福利支出， 将收益分配给其他地区的居民， 就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收入再分配。

在以往土地财政的实践中， 各地来自土地出让的巨大收益并未用于增加居民收入， 而更多是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再生产。 随着国家推进共同富裕战略， 可考虑调整资源和土地收益的用途，
每年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增加居民收入。 2020 年 9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以下简称
“两办”） 印发 《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 要求到 “十四五”
期末， 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 50%以上。 这虽然不属于狭义的收入分配范畴， 但
也在实质上发挥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也会引发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輥輱訛 由此引发的全国高
地价以及高房价， 对城市新居民的收入、 就业、 消费都会带来消极影响。 目前， 大部分地区都在采
取行政手段控制房价， 但治标不治本， 不能完全解决住房不公平问题， 与市场经济与法治原则也不
符合。 归根结底， 高房价是一个财政问题。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导向下， 一方面， 地方政府的重
心应逐渐转向公共服务， 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 同时更要考虑引入长效机
制， 从房产税和保障性住房两个角度发力， 抑制房产投机行为， 保障正常的住房需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 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颇为关键，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 其
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国有企业税收是一般公共预算的重要收入来源， 成为国家履行收入分配职能
的物质基础。 国有企业除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职能外， 还肩负着社会稳定、 普遍服务等社会职能， 在
民生服务、 扶贫攻坚、 对口支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 国有股权及资产转让收
入， 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来源。 这些资金究竟只能限于内部循环， 仍然用于国有经济， 还是
可以调用到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险预算， 取决于国有企业在共同富裕战略中的定位。 站在这样的
高度， 在财税法治建设中，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必然遭受质疑。輥輲訛

我国不仅经济制度富有特色， 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也毋庸置疑。 例如，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
党， 拥有强大的成员基础、 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 在调动社会资源、 消除两极分化、 推进共同富裕
方面， 执政党所拥有的优势无可比拟。輥輳訛 着眼于中国特色的财税法治建设， 法律背后的政治动员机
制不能被忽视。 例如， 在党中央的推动下， 地区间对口支援早已在我国全面铺开， 在扶贫攻坚、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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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李楠楠： 《对口支援机制： 法学检视、 困境与出路》， 载 《地方财政研究》 2020年第 12期。
輥輵訛 参见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6〕 49号）。
輥輶訛 2000年生效的 《立法法》 对此予以确认， 财政税收基本制度的立法权专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2014 年 《立法法》 修改后

进一步明确， 税种开征、 税率设定以及税收征收等税收基本制度， 立法权都在中央。

后重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輥輴訛

综上可见， 基于推进共同富裕战略背景， 人们对于收入分配职能的理解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政治
体制和经济制度， 将党的领导、 生产资料公有、 国有企业等一并纳入考虑范围， 根据一种整体性的
机制观念， 针对地区之间、 阶层之间、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致力于宏观制度建构和本土资源挖掘。

三、 分税制下中央对收入分配改革的主导权

根据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我国自 1994 年起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
制， 随后为 《预算法》 确认。 自此以来， 财政收入的划分比较清楚， 不管是税费还是利润及资产收
入， 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归属。 但在财政支出责任方面， 长期以来， 央地之间只有原则性的要求， 缺
乏具体明确的标准或指标， 尤其是共同支出责任划分不明。 2016 年之后， 随着国务院推进事权与支
出责任划分， 这方面的内容也已经相对具体，輥輵訛 基本公共服务、 教育、 文化、 环保、 科技、 交通等
领域都出台了细则。

分税制改革的初衷， 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 提升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与此
相适应， 收入丰裕的税种基本上都被划入中央税， 或者虽被列为共享税， 但中央享有很高的比例。
税收的立法权也都集中在中央。輥輶訛 这意味着， 即便是地方税， 地方政府当时也只有收益权和征管权。
2018 年国地税征管机构合并后， 税务机关成为中央直属机构， 地方税的征管权并入中央。 2019 年
开始， 社保费、 政府性基金以及越来越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也都被从地方政府划归税务机关征
管。 从中可以看出， 我国分税制虽然名为 “分税”， 其实是一种集权型财政体制， 地方只能在法律
授权范围内获取收益。

因此， 就其基本面而言， 无论是推进共同富裕还是调节收入分配， 财税法的作用主体主要是中
央政府， 收入分配调整的权责主要在中央。 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 国土面积、 发展差距和人口规
模， 这种结构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共同富裕战略下的 “共同”， 指向全国范围内的全体人民。 宪法中的平等固然并不涉及实质经
济意义上的平等， 但是， 宪法中有关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全民所有制经济基础、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宣示， 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都昭示着国家负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义务。 虽
然地方政府在本地范围内履行收入分配改革， 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但在地域发展差距如
此巨大的情况下， 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主体必须是中央政府。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决的不仅是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更包括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 群体之间的
收入不平衡。 尽管个人所得税、 遗产与赠与税、 房产税等与收入分配有关的税收能够发挥限制高收
入的作用， 但它们并不能让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得到相应的资源。 如果中央政府不发挥抽肥补瘦
的作用， 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地区， 帮助其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就算是高收入群体比现在缴
纳更多税收， 也未必能够从整体上推进共同富裕： 因为目前高收入群体所缴纳税收， 很大部分都归
属于地方。

收入分配所涉及的财税工具包括税收、 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等。 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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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輦輮訛 参见杨六妹、 钟晓敏、 叶宁： 《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沿革、 评价与未来方向》， 载 《财经论丛》 2022年第 2期。
輦輯訛 《202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表》， 载财政部网， http://yss.mof.gov.cn/2020zyjs/202106/t20210629_3727224.htm， 2022 年 2

月 25日访问。
輦輰訛 参见熊伟： 《分税制模式下地方财政自主权研究》， 载 《政法论丛》 2019年第 1期。
輦輱訛 参见黎江虹、 沈斌： 《地方税收立法权的价值功能转向》， 载 《法学》 2019年第 7期。

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改、 消费税扩围， 还是房产税改革、 慈善税收政策调整， 地方都无权置喙， 连税
收的征收管理权都没有。 地方在本地虽然也有转移支付， 但只是在既有平台上的相对调整； 要解决
省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只能由中央政府出面。 至于社会保障， 无论是体制安排、 标准设定
还是征收管理， 权力也基本掌握在中央， 地方只是在社会照顾方面拥有一定的余地。

相对地方政府， 中央也更有财力推进共同富裕。 分税制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中央收入占全部财
政收入的比重。 从分税制实施的结果看， 中央汲取收入的能力的确大大增强， 从 1994 年开始， 中
央收入就超过了地方收入，輥輷訛 这对提升中央权威作用明显， 也为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奠定了财力基础。
以 1995 年过渡期转移支付的 20 亿元作为起点，輦輮訛 到 2020 年，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 8.3
万亿元，輦輯訛 在缓解地区间发展差距、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着眼于未来，
在推进共同富裕、 调节收入分配方面， 中央在政策规划、 法律制定、 资金支持、 事务执行等方面也
都拥有优势。

当然， 一直未有调整的现行分税制， 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则未必完全吻合； 基于
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 在坚持中央主导的前提下， 其亦有调整的空间， 例如， 适当扩大地方的财税
自主权， 明确央地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标准， 健全共同事权的支出承担方式， 等等。輦輰訛

具体而言， 对地方属性比较强的税种， 在确定税制要素方面， 不妨适当赋予地方参与权， 在法
律设定的幅度内允许地方自主确定。輦輱訛 例如，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不宜全国完全一致， 因为不
同地方的生活成本不一样； 再如， 不同地方房产的估值不一样， 房产税的税率也可考虑差别对待。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 发展不平衡， 需要更多发挥中央促进共同富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
作用， 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 （如社会保险方面的全国统筹）。 中央委托地方执行共同事权的，
则需进一步明确费用承担标准， 建立健全经费拨付的专门制度， 维护地方的正当利益诉求。

不容否认， 面对共同富裕这个宏大主题， 在发挥财税法收入分配职能方面， 地方仍然拥有较大
的施政空间， 尤其是在社会保障、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区域内平衡发展等方面。 2021 年 11 月， 财
政部发布了 《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 除了承诺协力履
行共同事权外， 大部分内容都属于支持地方履行职责。 只不过， 不论是提高发展的平衡性、 协调
性、 包容性， 还是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 抑或是合理调节高收入、 打击非法收入， 如果没有
中央的推动， 单靠地方的摸索和创新， 不足以实现预期效果。 因此， 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 调节收
入分配的主导权仍在中央。

四、 完善税制体系与强化税务执法双管齐下

税收是财富分配的利器。 当社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时， 国家通过差别征税， 可以缩小不同人群
的收入差距。 2021 年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已经提出， 要通过税收等财政工具实现收入分配的公
平。 与本次会议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10 月 16 日在 《求是》 杂志发表署名文章， 围绕收入
分配改革， 进一步阐释了完善税制体系的方向。 文章特别强调， 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坚决打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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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参见前引譾訛， 习近平文。
輦輳訛 《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 载财政部网， 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101/t20210128_3650522.htm， 2022年 2月 25日访问。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輦輵訛 参见刘志鑫： 《论房产税征税对象选择与税收减免———以税负平等为视角》， 载 《清华法学》 2014年第 5期。
輦輶訛 参见白晓峰： 《遗产税立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载 《法学论坛》 2014年第 3期。

务造假、 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輦輲訛 可见， 在中央的部署中， 完善税制体系与强化税务执法
同等重要， 不分轩轾。

税收是一个综合体系， 目前各国实行的都是复合税制， 在生产、 流通和消费等环节设置不同税
种， 以实现捕捉税源、 公平税负、 提升效率的作用， 我国也不例外。 虽然早在 2003 年， 我国就提
出了 “简税制、 宽税基、 低税率、 严征管” 的目标， 但流转税、 所得税、 财产税分立的局面一直未
变。 虽然税收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但在其中发挥作用的， 主要是针对个人的难以转嫁的税
种， 如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 继承与赠与税等。 针对企业且可转嫁的税收， 如增值税， 由于缺乏差
别课税的设计， 难以发挥收入调节的作用。

我国个人所得税长期采用分类课税模式， 对不同类型的所得， 扣除标准和税率都不一样， 收入
来源单一与收入来源多元的纳税人存在税负不公的局面， 同时高收入人群也有了转换收入形式来减
轻税负的机会。 例如， 工资薪金所得来自辛勤劳动， 适用最高 45%的超额累进税率， 财产转让收入
的税率则只有 20%， 公开市场上的股票转让所得还可以免税。 《个人所得税法》 2019 年修改生效
后， 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特许权使用费、 稿酬被合并成综合所得， 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得以减轻，
高收入者的税负有所提升。 此后， 即便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202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仍然
增长 11.4%，輦輳訛 2021 年的增长幅度进一步达到 21%。輦輴訛 这部分主要来自高收入阶层， 收入分配的效果
由此得以显现。

个人所得税改革下一步要考虑的， 主要是规范资本性所得的课税。 相比劳动所得， 这部分收入
对应于资本市场、 财产市场， 经济及社会影响更广泛， 税制调整更需谨慎。 例如， 转让上市公司股
票之所以免税， 是为了促进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 在股票交易市场发育不全、 市场不景气的前提
下， 这样的考虑并非毫无道理。 目前不允许股票交易盈亏互抵， 赚钱征税， 亏钱不管， 这个做法也
是不太公平的。 况且， 只要投资者转让股票， 都要缴纳比一般税率更高的印花税。 又如， 房地产转
让虽然无需适用最高 45%的累进税率， 而是单独适用 20%的比例税率， 但它需要另外缴纳土地增值
税、 契税， 综合税负并不低。 再如， 股息红利所得虽然只适用 20%的税率， 低于综合所得的最高边
际税率， 但公司只有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后才能分红， 股息红利的综合税率实际上高达 40%。

房地产税改革也面临这类难题。 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看， 房地产作为高价值商品， 代表着拥有人
具备较高的税收负担能力， 对其课税不违反税理。 基于生活保障而排除一定面积后， 对多出的住房
面积征税更是理所当然。輦輵訛 从市场调控的角度看， 为平抑房地产投机， 推行房地产税改革， 让房子
多的人多缴税， 也一定会产生明显效果。 有顾虑的地方在于， 需要将公众对税收的抵触程度、 地方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以及税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考虑在内， 全面评估房地产税改革的风险。 单纯基
于收入分配立场分析如此复杂综合的改革， 很难得出妥适周到的结论。 2021 年 10 月， 全国人大常
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试点房地产税改革， 根据效果再行决定是否全面推行， 这种实事求是的
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 遗产赠与税确实是一把利器。 有了它， “富不过三代” 不是没有可能。輦輶訛

只不过， 纳税人对税收并非全然被动。 中国人为子女积累财富的观念极其强烈， 一旦面临巨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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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蒋震：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完善现代税收制度研究》， 载 《国际税收》 2022年第 1期。
輧輮訛 参见 《税务部门依法查处范冰冰 “阴阳合同” 等偷逃税问题》， 载国家税务总局网，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

n810724/c3789033/content.html， 2022年 2月 25日访问。
輧輯訛 参见 《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对黄薇偷逃税案件进行处理》， 载浙江省税务局网，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1/

12/20/art_13226_529541.html， 2022 年 2 月 25 日访问； 《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对朱宸慧、 林珊珊偷逃税案件进行处
理》， 载国家税务总局网，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c102025/c5170767/content.html， 2022年 2月 25日访问。

税， 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可能受挫。 在资本和人员流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 如果其他国家不对遗产
赠与征税， 而我国选择积极作为， 也会带来资本及财富外逃的问题。 因此， 肯定遗产赠与税对收入
分配的积极作用时， 不能忽略其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更何况， 《个人所得税法》 通过对 “偶然
所得” 的课税， 已经将财产赠与行为纳入其中。 对其所能产生的效果， 实有必要继续观察。

消费税虽然是间接税， 其纳税人主要是企业， 但它可以对不同商品选择课征。 目前， 《消费税
暂行条例》 确定的应税商品， 高档奢侈品是一个大项， 包括高档烟酒、 珠宝玉石、 高级手表、 游艇
等。 从收入分配改革的角度看， 除了考虑加重奢侈品的税负， 结合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等理念， 还
可考虑适当拓宽应税范围。 在这方面， 纳税人都是消费能力强的富人， 对其重税不违背税收伦理，
容易被社会理解和接受。 对于富裕阶层而言， 包含税款在内的高价可以成为炫耀资本， 纳税遵从的
阻力也不大。 因此， 即便从收入分配角度看， 消费税扩围亦是值得考虑的选项。輦輷訛

当然， 好的法律和政策， 其效果有赖于执行。 现行税制体系固然存在诸多值得改进之处， 但如
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 堵塞偷逃税和避税的漏洞， 审慎适用减免税措施， 其效果应该远远优于
现状。 例如， 年综合所得超过 96 万的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高达 45%； 除了定额税率的消费税，
甲类卷烟还要适用 56%的比例税率； 房地产转让的增值率超过 200%的， 土地增值税的税率高达
60%。 即便不启动进一步的收入再分配措施， 如果这些税收规则得到严格执行， 对于缓解收入差距
也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

可见， 在评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时， 有必要仔细梳理， 到底多大程度是税制不完善造成的， 多
大程度是执法不严的结果。 不论是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还是特许权使用费和稿酬， 大都处在税务
机关的严密监管之下， 普通纳税人无可逃避， 但经营性所得和资本性收入对应的高收入阶层， 却往
往可以动用各种手段逃避监管、 降低税负， 这最难为公众所授受。 2018 年爆出的范冰冰税案，輧輮訛

2021 年爆出的薇娅、 雪梨等平台主播的税案，輧輯訛 其应税收入之高、 涉及税款之巨， 都大大超过普通
居民的心理限度。

有鉴于此， 在启动收入分配改革、 完善税制体系的同时， 应该大力强调规范税收秩序， 严厉打
击偷逃税行为； 对滥用权利的避税行为， 也应旗帜鲜明予以反制。 通过 “严征管”， 一方面实现税
法的立法目的， 营造诚信守法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也可以腾出空间， 适当降低综合税负。 当前，
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 税收管理越来越智能化， 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不断提升。 虽然中央已经定调
稳字当头， 但是， 如果对税收违法行为不予以严厉打击， 税收公平的环境难以形成， 即便实施收入
分配改革， 其效果也很难显现出来。 所以， 完善税制体系与强化税务执法， 必须成为收入分配改革
的一体两翼。

五、 发挥财政法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保基础作用

相较于税法， 财政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 其所规范的对象不仅包括税收， 还包括其他非税
收入； 不仅包括财政收入， 也包括财政管理， 尤其是财政支出。 从推进共同富裕、 公平收入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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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参见杨思斌： 《我国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四十年： 回顾、 评估与前瞻》， 载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年第 3期。
輧輱訛 参见朱恒鹏、 田文文、 孙梦婷：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社保统筹层次提高》， 载 《科学社会主义》 2021年第 6期。
輧輲訛 参见熊伟、 张荣芳： 《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的法学透析： 以二元分立为视角》， 载 《法学研究》 2016年第 1期。
輧輳訛 《社会救助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载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08/content_5541388.htm， 2022 年 2 月 25

日访问。
輧輴訛 参见陈云良、 寻健： 《构建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的理论逻辑及现实展开》， 载 《法学研究》 2019年第 3期。

角度看， 相对于税法的 “取”， 财政法主要关注的是 “予”， 即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财政支出。
在财税法的视野里， 税收本身不是目的，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才是社会主义财政法的必然要

求。 因此， 为了推进共同富裕，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 实有必要将 “取” 与 “予” 结合起来， 除了
发挥税法限制高收入的作用外， 更应考虑激活财政法的托底功能， 一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
活保障， 另一方面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这方面， 不仅社会保障法应受到特别重视， 公共服
务法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保障法针对社会成员年老、 疾病、 失业、 伤害等风险， 着眼于风险的防范、 分担和救济，
以政府为义务主体或组织主体， 通过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 社会优抚等制度， 保障弱势
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輧輰訛 我国已经制定 《社会保险法》， 建立了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
育保险的制度体系， 长期护理险也在试点推广中， 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拓宽， 为全社会筑起了一
道安全防护体系。 不过， 这个体系目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 由于未能实现全
国统筹， 不同地方的保费缴付和待遇给付标准都不一致。輧輱訛 在经济不发达、 人口净流出地区， 保险
基金存在入不敷出的风险。 城镇职工保险与城乡居民保险二元分立、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
险未能打通， 事实上也强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削弱了社会保险的收入分配职能。 因此从长
远看， 社会保险还是应该勇于制度创新， 以平等保障和全国统筹作为目标， 打通层级之间、 城乡之
间、 身份之间的藩篱， 协调相关险种的关系， 在不增加缴费的前提下， 实现最大程度的保障效应。輧輲訛

相比社会保险， 社会优抚、 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与国家职能的关联更密切， 政府的支出责任更
重。 社会优抚的适用面比较窄， 主要针对军人、 烈士及其家属， 优抚形式既包括物质照顾， 也包括
精神抚慰，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烈士褒扬条例》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对其内容和程序有具体规
定。 在社会救济方面， 我国已经制定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等形式， 《社会救助法》 也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輧輳訛 社会福利暂时没有统一立法， 分散
在 《残疾人保障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中， 福利形式既包括补贴津
贴， 也包括提供物资和服务。 尽管目前尚有各种不足， 但毫无疑问， 它们在托底、 救急方面的确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凸显国家责任和道义担当的活动， 任何社会主体或市场力量都无法替代。

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工具， 除了社会保障体系， 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相比社会保障的
托底、 救急和保基本， 公共服务着眼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輧輴訛 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人民在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日益增长， 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刚需。 广义而言， 政府对外的所有行为都属于公
共服务范畴， 包括国防治安、 生态环保等。 狭义的公共服务则专指辖区居民能够直接享受的公共设
施及服务， 包括公园、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等。 政府负担成本， 让居民免费或低价享受公共服务，
间接增加了居民收入， 因此也是一种收入分配途径。

我国目前没有直接以公共服务命名的法律。 不过，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 国家连续制定了关于
基本公共服务的三个五年规划， 2014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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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 要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 在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 我国已经制定 《公共图书馆法》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科技进步法》 等法律中也有相关要求。 在基本
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等领域，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和立法。輧輵訛 有学者因此提出， 我国应制定一部
公共服务基本法， 统领和指导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的建设。輧輶訛 还有学者系统介绍了法国 《公共服务
法》， 希望为我国推进立法提供借鉴。輧輷訛

在我国官方改革文件中， 公共服务被区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两个部分。 基本公
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 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
务。 2017 年， 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提出，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基于这个立场， 基本公共服务
只能由政府承担支出责任。 尽管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仍然存在规模不足、 质
量不高、 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有待于在 “十四五” 时期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

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指在医疗、 教育、 文化、 水电、 燃气等领域中， 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
但仍需政府提供或参与的公共服务。 例如， 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和大学教育就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此
类服务， 政府为弥补成本可以收取费用， 也可以通过 PPP、 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在政府
监管下市场化运营。 虽然非基本公共服务一般不产生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不过， 由于其具有普惠
性， 政府为保障服务提供， 往往也会通过财政补贴、 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 一定程度上产生收
入分配的效果。

当然， 财政法介入收入分配的渠道不限于上述两种。 从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过程看， 预算法、 审
计法、 政府采购法、 财政投资法等， 都有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 以预算为例， 即便已经有社会保
障法、 公共服务法的要求， 也已经制定有关收入分配的规划， 在每一个财政年度中， 政府在改善民
生方面到底能花多少钱， 具体的支出结构如何安排， 资金划拨和支付如何落实， 《预算法》 都有相
应的程序要求。 尽管预算程序并不保证资金结果， 但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引下， 作为财政资金
安排的中枢系统， 一定会在收入分配方面有所倾斜。

符合正义的财政支出， 可以为税收行为赋予正当性。 在照顾低收入人群、 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方
面， 财政法的作用也远远大于税法。 即便在限制高收入人群、 打击非法收入方面， 凭借财务会计、
资金审计、 预算监督， 财政法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毕竟，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不少都跟财
政经费方面的违法违规有关。 因此， 将收入端和支出端结合起来， 让财税法发挥出整体性效应， 应
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题中之义。

六、 遵从法治是财税法分配职能的重要保障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大旗下， 政府主导实施收入分配， 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足且公正的社会， 而不
为了剥夺财产、 打击富人， 也不是为了养懒人。輨輮訛 因此在政策和法律制度层面， 必然要对利益结构
做重大调整。 这一过程充满变数和风险， 甚至可能激发社会矛盾。 因此， 仍然需要平衡财富分配与

輧輵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努力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我国住房保障成就综述》， 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网， https://
www.mohurd.gov.cn/xinwen/gzdt/201908/20190814_241405.html， 2020年 2月 26日访问。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陈云良、 寻健文。
輧輷訛 参见徐琳： 《关于我国公共服务立法的思考———法国经验点评》， 载 《行政与法》 2014年第 5期。
輨輮訛 参见王若磊：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内涵与要求》，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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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关系， 照顾利益受损者的合理诉求， 建立公正高效的分配规则。 这就需要坚持法治原
则， 最大程度建立共识、 弥合分歧。

总体而言， 现行财税法律体系是在发展优先的导向下建立起来的， 其基本表现是， 政策性灵活
性较强， 刚性约束不足； 立法干预不全面不深入， 对政府的授权非常宽泛； 对资本和财产的照顾比
较多， 在社会安全、 风险救济、 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 要改变这种情况， 不仅要从内容上
调整既得利益结构， 实现限高、 扩中、 提低的总体思路， 也要从程序上遵循财政民主， 按照 《立法
法》 要求践行财税法定。

中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之后， 《立法法》 2015 年经历较大规模的修改， 对税收立法提出了
更高要求。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 收入分配涉及重大利益调整， 尤其是导致特定群体的
财产牺牲， 必须依法而行。 例如， 经营所得、 资本所得是否要并入综合所得？ 综合所得 45%的最高
税率是否还要提高？ 税前扣除范围能不能再扩大、 扣除额度能不能再提升？ 诸如此类的问题， 不同
群体之间的分歧很大。 因此， 除了执政党的政策引导之外， 有必要借助立法程序中的参与和博弈，
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 而不能通过行政措施强行推广。

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看似国家恩惠行为， 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再分配。 在推进共同富裕、 完善收
入分配的背景下， 集中到政府的资金越来越多， 财政支出如果没有标准、 不讲程序， 必然会导致部
门自肥、 中饱私囊； 如果不注重制度协调， 也会导致效率低下、 资金空转。 因此， 财政法不仅涉及
权力相互制约， 还牵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以社会救助为例， 救助谁、 谁来救助、 怎么救助、 救助
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关涉公民基本权利， 有必要通过立法给政府设定义务， 而不是由政府根据情
况而定。輨輯訛 公共服务同样如此， 需要事先设定服务类型、 提供主体、 服务标准、 资金承担等内容，
让行政机关有法可依、 有据可循。

在推进共同富裕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 党中央提出的规划和意见仍需通过法律机制来落实。 法
律制定或修改后， 政府机关既要贯彻政策意图，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又要防止运动式执法， 避免对
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中央一再提出，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不能将长期目标短期化，
不能将系统目标碎片化。 这说明， 在执法和司法环节， 不能将收入分配作为法律适用的指针， 忽视
法治本身的规范和约束功能。

对税务机关而言， 严格执法、 平等适用是第一位的要求。 2021 年 3 月， “两办” 印发 《关于进
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税务执法宽严相济、 法理相融， 防止粗
放式、 选择性、 “一刀切”， 还要坚持包容审慎原则， 积极支持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
并未将调节收入分配作为税务执法的依据。 对于税务机关而言， 更多是指加强税收征管、 改进执法
方式、 落实税收优惠， 以此实现税法中的政策意图， 而不是越俎代庖、 法外行事。

当然， 回应国家的重大政策转型， 税务机关的工作重心确实需要有所调整。 “两办” 《意见》 就
提出， 要依法加强对高收入人员的监管， 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 依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
罪行为。 可以预见， 隐瞒收入、 虚列成本以及利用税收洼地、 关联交易的逃避税行为， 将会受到更
大力度、 更加精准的防控和打击。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 其应根据现行法律法规， 及时查处和惩治税
务违法犯罪， 同时高效公正解决涉税纠纷， 支持税务机关依法行政，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这些
既是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本职工作， 对推进共同富裕也意义重大。

相比税务执法， 政府支出的确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 尤其是在公共服务、 社会福利等方面， 法

輨輯訛 参见蒋悟真、 詹国旗： 《公共物品视角下社会救助的法律解释》， 载 《比较法研究》 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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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fair� distribution�of� income.�The�distribution� function�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law� helps� to� alleviate� the� income� gap� and� eliminate� polarization,� but� it� alone� can� not� achieve�
common�prosperity,� so� it� still� needs� to� be� combined�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China� is� a�
country� with�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law� has� more� abundant� policy� tools� in� terms� of�
income�distribution.�Under�the�current�tax-sharing�system,�the�leading�role�in�income�distribu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 certain� space� to�
participate,�which� is� in� line�with�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helps� to� improve� the�structural�
income�gap.�As�far�as�the�specific�path�of�income�distribution�is�concerned,�the�government�needs�
to�make�concerted�efforts�in�both�income�and�expenditure,�not�only�to�improve�the�tax�system�and�
standardize�the�tax�order,�to�reasonably�adjust�excessive�income,�but�also�to�consider�adjusting�the�
structure�of�fiscal�expenditure�and�giving�full�play�to�the�role�of�social�security�and�public�services�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low-and�middle-income� groups.� As� a� systematic� safeguard� measure,�
whether� it� is� taxation� or� financial� expenditure,� the� regulation� role� of� law� is� indispensable.�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deviating� from� the� rule� of� law,� resulting� in�
infringement�of�property�rights�and�hindrance�to�economic�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Distribution;� Fiscal� and� Taxation� Law;� Principle� of�
Rule�of�Law

（责任编辑： 张凇纶）

律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輨輰訛 尽管如此， 无论是改变支出结构、 增加民生资金， 还是项目论证、 手续
审批、 资金拨付， 实际都有一系列的规则要求。 这些要求有些表现为法律层面， 解决的是基本标准
和基本程序问题， 如预算法、 社会保险法、 公共图书馆法等， 有些则表现为行政决策的内部行为，
通过政府的资金管理文件加以规制。 从广义的角度看， 这些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规则， 也是法治财
政原则的作用场域， 是政府自我约束的重要途径。

总体而言， 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均收入不高， 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数较大，
不少人甚至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状态。 鉴于目前收入差距过大、 社会财富占有极不均衡的状态， 激发
财税法的再分配职能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 为防止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出现偏差， 财税调节必须建
立在尊重权利、 崇信法治的基础上。 政府在确定财税政策和执行法令时， 不仅要依法依规， 也要考
虑各种约束性条件。 如果对目标的理解发生偏差， 财税调节的方向出现失误， 甚至偏离了法治轨
道， 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輨輰訛 参见熊伟： 《法治财税： 从理想图景到现实诉求》， 载 《清华法学》 2014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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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共同富裕路径研究

杨 东 李佩徽 *

内容提要： 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资源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源。 数据开放共享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引擎， 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和合理分配有助于
全体人民共享数据红利。 当前存在的不同类型数据孤岛对数据开放共享均有阻碍。 面向元
宇宙时代， 应当运用 “平台-数据-算法三维竞争结构” （PDA 范式） 理论革新反垄断法以
规制大平台数据垄断， 以开放银行助推金融数据利用共享， 以政府数据开放打造便民智慧
政务。 数据可携带权是推动数据流通的有益探索， 但其难以释明数据价值分配问题， 数据
流通缺乏内生动力。 “共票” 理论能构建数据流通的内生激励机制， 将技术治理内嵌入数
据流通与价值实现过程中， 合理分配数据价值， 从而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共
同富裕实现。
关键词： 数据开放共享 元宇宙 共票 PDA 范式 数据可携带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3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元宇宙研究中心、 区块链研究院研究员， 法学博士； 李佩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研
究人员。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发展数字经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
字产业集群研究” （项目编号： 21LLFXA0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参见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譺訛 参见夏杰长、 刘诚：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 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 载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年第 9期。
譻訛 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以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 通过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来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
系，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譹訛 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共同富裕依托于虚实结合的多维度数字经济，譺訛 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实现共同富裕依赖于全体人民的勤劳智慧和相互协作， 普遍达到富裕富
足的生活水平， 凝聚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营造和谐和睦的社会氛围。
实现公共服务普惠大众，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譻訛

“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富基础， 高水平分配共享发展成果” 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理念。 作为数字经
济核心的数据是高质量发展之引擎。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生产要素中首次出现 “数据” 身影，
并与劳动力、 资本、 土地、 知识等并列， 具有创造产品和服务之独立价值的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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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参见杨东： 《论反垄断法的重构： 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3期。

譽訛 参见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 载 《经济研究》 2021年第 11期。
譾訛 参见毛勒堂： 《作为总体性的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 载 《思想理论教育》 2022年第 3期。
譿訛 参见杨东、 臧俊恒： 《数据生产要素的竞争规制困境与突破》，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年第 6期。
讀訛 参见于立、 王建林： 《生产要素理论新论———兼论数据要素的共性和特性》， 载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0年第 4期。
讁訛 参见 [德] 托马斯·维施迈尔： 《人工智能系统的规制》， 马克译， 赵精武校， 载 《法治社会》 2021年第 5期。
輥輮訛 参见刘悦欣、 夏杰长： 《数据资产价值创造、 估值挑战与应对策略》，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22年第 3期。
輥輯訛 参见蔡跃洲、 马文君： 《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 载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年第 3期。
輥輰訛 参见李伯轩： 《数据携带权的反垄断效用： 机理、 反思与策略》， 载 《社会科学》 2021年第 12期。
輥輱訛 参见高富平： 《数据流通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 载 《中外法学》 2019年第 6期。

的重要生产要素。譼訛 畅通数据开放共享有利于充分释放数据价值， 为数据利益分配奠定基础， 从而
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使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之一。

一、 价值基础： 数据开放共享契合共同富裕理念

（一）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之保障。 若缺乏富裕前提， 共同富裕将浮寄孤悬。 富裕意味着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 主要包含 “物质富裕” 和 “精神富裕” 两个维度。 就物质富裕
而言， 可以通过收入、 财产、 公共服务等能体现人民生活质量之要素来反映。譽訛 根据物质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 精神富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物质富裕。 由此观之， 尽管物质富裕并非实现
共富之充分条件， 但系共富之核心要义。譾訛 促进共富的关键在于提升社会生产力， 以质量与速度有
机统一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为奠基。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 数据要素能被无限
开发和使用， 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不会因为消费者增加而受到不利影响， 其价值反而会因不断投入使
用而增长。譿訛 在生产和创新过程中， 数据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首先， 生产函数因纳入数据要素而产
生革新， 数据无障碍流动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讀訛 将数据投入生产有助于现有产品
的持续产出并推动新产品/服务开发， 在与其他要素协同作用下优化价值创造。 进入创新过程后， 数
据有助于创造新知识、 新产品， 甚至打造新产业。 人工智能系统能基于大量数据进行快速准确的预
测， 信息库规模随个人数据的不断收集而扩大， 推动个性化决策。讁訛 平台利用算法等技术对数据资
源进行分析， 能更精确地了解消费者需求差异和变化， 培育更具个性化、 智能化的新商业模式， 实
现创新发展。輥輮訛 从微观层面而言， 易低成本复制、 大规模获取的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
等特点， 因而能广泛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 从宏观层面而言， 数据要素特征能放大微观层面的经
济运行效率， 提升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并释放增长潜力， 优化供需匹配并提高消费者福利。輥輯訛 尽管数
据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 但实际上获取某些关键数据并非易事。 具有强大市场力量的平台经营者对
其掌控的数据体现出实然排他性， 以此巩固和维持自身市场优势或支配地位， 进而加剧垄断。 輥輰訛 然
而， 平台即使获得海量数据也不一定能较好发挥其价值， 数据只有通过不断流动、 聚合、 匹配才能
更好地实现其价值。 囿于社会各个体掌握数据的有限性， 实现数据的社会化利用至关重要。 只有利
用他人掌控的数据， 同时也要开放自己的数据资源供他人利用， 才能形成多维度、 多种类的数据
集， 从而激发数据生命力， 使数据价值得以不断实现。輥輱訛 因此， 只有畅通数据要素开放共享， 才能
充分释放数据价值， 从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力共同富裕。

畅通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共同富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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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李海舰、 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 载 《改革》 2021年第 12期。
輥輳訛 See Erika M. Douglas, Monopolization Remedies and Data Privacy, Virginia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 24, No. 1 （2020）.
輥輴訛 See Dirk Bergemann, Alessandro Bonatti & Tan Gan,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Data，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2203R,

March 2020, https://auto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48336.
輥輵訛 参见杨东、 徐信予： 《数字经济理论与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170页。
輥輶訛 参见蓝江： 《数据—流量、 平台与数字生态———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22年第 1期。
輥輷訛 参见龚晓莺、 杨柔： 《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 载 《当代经济研究》 2021年第 1期。
輦輮訛 参见杨东、 臧俊恒： 《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 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2期。

（二） 数据要素价值分配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富裕需要实现发展与共享、 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輥輲訛 全体人民是共同富裕的利益主体。
在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富之基础上， 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让全体人民更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和经济
繁荣成果。 同时， 发展成果得以合理分配共享也能进一步激发人民参与共建共富的积极性， 从而推
动共同富裕实现螺旋式上升。

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即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挖掘与实现。 社交网络、 在线搜索、
线上购物等数字服务竞争都围绕着大量消费者数据的收集、 分析和使用展开， 几乎我们在网上的任
何活动痕迹都具有潜在商业价值， 能被数字平台利用并推动其业务发展。輥輳訛 为交换数字服务， 用户
除了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外， 还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数据。 尽管微信等平台巨头提供的服务是 “免
费” 的或对消费者有经济价值， 但通过数据收集实现的规模经济， 平台所享受的数据价值利益远超
消费者。輥輴訛 呈指数级倍增的数据不断向少数平台巨头汇集， 出于维护和扩张商业生态体系之目的，
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建造数据孤岛， 斩断数据开放共享之渠道， 导致数据价值难以被充分挖掘、 利
用。輥輵訛 平台巨头垄断了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 用户、 平台内商家、 其他中小企业等都高度依赖平台。輥輶訛

平台资本通过数据流量构筑的庞大数字生态强化对剩余价值的剥削， 甚至威胁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輥輷訛

当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时， 数据红利几乎被掌控海量数据的平台巨头独占， 使消费者和其他企业
难以共享， 阻碍共同富裕实现。 对数据要素价值予以合理分配有利于使数据红利更好地惠及消费者
及中小企业。 在数据利益无限次分享之过程中， 数据能持续地创造价值， 并不断增值， 从而给予初
始投资者回报。 因此， 应当畅通数据开放共享渠道、 构建合理的数据价值分配机制， 从而使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 推进共同富裕实现。

二、 现实挑战： 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障碍

（一） 数据孤岛阻碍数据要素开放流通

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就业和收入分配模式， 也带来了以平台数据封锁为代表的数据垄断问
题。 大型平台企业将海量数据圈禁在平台商业生态系统内而不与外界联通， 形成数据孤岛。 此外，
中国金融领域中相关数据持有者或提供者以及政府也存在数据孤岛问题。 包括银行、 证券等传统金
融机构， 电商平台、 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支付机构， 以及作为监管者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均缺
乏联通和利用。 数据孤岛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开放度、 联通力和可用性， 使数据价值难以充分释放，
人民也难以共享数据利益。

在数据驱动型竞争环境下， 数据是谋取、 巩固、 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 平台以数据蕴含的
衍生价值为盈利基础， 并以此促使个性化服务发展及经营决策革新。輦輮訛 掌控海量数据不仅能获得竞
争优势， 平台还能依此参与数据利益分配。 具有强大实力和长远回报价值的平台企业能吸引更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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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投资者， 进而获得正向金融反馈。輦輯訛 因此， 平台具有实施数据封锁的动因， 平台企业之间因数据
而起的争夺和纠纷也日益加剧。 超级平台凭借其谈判优势和技术优势， 可以通过关闭 API 接口、 签
订协议、 颁布禁令、 设置数据兼容格式等方式阻碍第三方获取数据， 从而构筑数据孤岛。 我国平台
数据封锁的典型案例有微信封禁飞书案、 蚁坊诉新浪微博案等。 超级平台具有的数据优势会强化跨
边网络效应、 加大用户转换成本， 从而构筑高市场进入壁垒， 成为初创企业进入和中小企业发展之
阻碍， 也加剧了数据孤岛形成。 平台用户的广覆盖范围和高参与度创造了极强的网络效应， 并随着
数据积累而自我强化， 产生滚雪球般的用户反馈循环及盈利反馈循环。 以微信为例： 就用户反馈循
环而言， 微信凭借其庞大用户数量所具有的数据优势， 能更好地对用户画像并有针对性地提高产品
和服务质量， 精确识别和利用商业机会， 以此吸引更多用户， 进而捕获更多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利
用算法等技术升华数据价值。 就盈利反馈循环而言， 微信投入针对用户的定向广告所获收入可以再
投资到平台上， 从而吸引更多用户。 这种提供定向广告的能力颇受广告商青睐， 故微信也能从广告
端获利更多。 两种反馈效应共同作用， 对市场进入形成强大阻碍。 此外， 高昂的用户转换成本导致
消费者转向困难， 从而产生锁定效应。 目前我国即时通信市场实质上已由微信垄断。 作为熟人社交
平台， 微信能形成相互联系的闭环， 还常常与电商、 娱乐等平台联动， 能基于锁定 C 端而控制 B
端，輦輰訛 从而将用户圈禁在平台生态系统内。 面对高市场进入壁垒， 消费者难以多栖， 中小企业难以
进入和发展， 数据孤岛愈发不容易被打破。

于银行而言， 传统银行业也存在数据垄断问题。 不同银行内部锁闭着大量缺乏加工、 利用的数
据信息资源， 既无法促进数据价值增长， 也难以提升客户体验。 由于传统银行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
业务数据， 客户因受制于从特定银行 App 或网点获取服务而难以接触到其他银行提供的新产品、 新
服务， 无法进行最优选择， 办事效率也大打折扣。輦輱訛 于政府而言， 我国绝大部分的公共数据由政府
掌握， 政府内部、 政府与企业、 政府与个人之间均存在层层数据壁垒， 数据流通性匮乏导致了政府
服务低效等弊端。 当前各种单向数据流动也主要为满足政府管理之需， 未将个人、 企业等主体的需
要纳入考量范畴。輦輲訛 人民分享数据利益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权， 应通过权利模式对其予以保障， 使政
府获得更多正当性基础。輦輳訛 占有数据优势的大平台、 银行、 政府构筑的数据孤岛会阻碍数据开放共
享， 影响数据价值实现。 其中， 实施数据封锁的大型平台企业是典型代表。

（二） 平台企业滥用数据优势阻碍互联互通

平台企业滥用数据优势所形成的数据孤岛会扰乱相关市场乃至相邻市场的竞争秩序， 阻碍初创
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发展， 损害消费者利益。 在市场有效竞争受损情形下， 数据要素开放流通也
会受到阻碍。 当独特数据集成为竞争对手开发新产品或服务必不可少且无可替代的关键投入时， 数
据封锁行为将从根本上阻碍其他企业进入和扩张， 甚至迫使其退出市场， 从而削弱这些企业的竞争
能力和创新动力， 产生排斥市场有效竞争的消极效果。輦輴訛 平台数据封锁产生的反竞争效果包括同一
市场的横向反竞争效果和相邻市场的纵向反竞争效果。 在对纵向市场的实际或潜在竞争对手实施封

輦輯訛 参见黄尹旭、 杨东： 《超越传统市场力量： 超级平台何以垄断?———社交平台的垄断源泉》， 载 《社会科学》 2021年第 9期。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杨东、 徐信予书， 第 185页。
輦輱訛 参见杨东、 蔡仁杰： 《开放银行： 从数据孤岛到数据共享社会》， 载 《金融博览》 2019年第 11期。
輦輲訛 参见徐信予、 杨东： 《平台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的 “治理红利”》， 载 《行政管理改革》 2021年第 2期。
輦輳訛 参见李广德： 《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及其出路》，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2年第 2期。
輦輴訛 参见陈兵： 《我国 〈反垄断法〉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条款适用问题辨识》， 载 《法学》 2011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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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时， 平台借助杠杆效应将其在核心业务领域的数据优势传导至新业务领域。輦輵訛 如微信封禁飞书案
中， 微信通过封禁飞书链接将即时通信领域的市场力量传导至在线办公市场， 从而产生了限制下游
市场竞争的效果。 超级平台数据丰富、 算法先进、 资本充实， 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会在数据封
锁的压力下流失用户， 愈发拉大了与平台巨头间的数据鸿沟， 使其难以生存和发展。輦輶訛 这与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的共同富裕要求相悖。 数据孤岛形成的用户锁定效应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例如， 疫情期
间在线会议需求激增， 但微信对飞书等办公软件实施会议链接封锁行为， 增加了线上会议消费者的
使用成本并引致诸多不便因素。輦輷訛 平台封锁使交易相对人难以扩大产出， 产品或服务数量的减少可
能会引致价格升高和质量下降的情况， 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最终也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輧輮訛

数据要素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共享建立在良好市场竞争环境的基础上。 平台数据封锁破坏了公平
竞争的环境， 从而阻碍了数据要素开放流动， 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人民共享数据红利。 超级平
台滥用数据优势实施数据封锁行为引致反竞争效果， 在传统反垄断法规制框架难以应对之情况下，
应以 PDA 范式革新反垄断法， 从而推动平台开放数据。 在以实现数据价值为核心的开放平台原则
指导下， 我国目前还存在开放银行和开放政府之实践， 通过区块链等监管科技助力三座孤岛的数据
实现开放流通， 从而释放数据价值并为人民共享。

三、 路径探索： 畅通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三条道路

（一） 开放大型平台企业破局数据垄断

数字经济时代， 迈向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有赖于 “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 的市场环境。 数字平
台具有显著的数据聚集效应， 逐渐成为新时代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和分配场域， 关涉经济高质量发
展及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輧輯訛 因此需要开放平台以联通数据孤岛， 充分发挥平台企业的生态普惠性，
将数据要素红利回馈全体人民， 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需要适用反
垄断法对平台数据封锁予以规制， 构建以数据价值实现为核心的开放平台原则。

1. 传统反垄断法难以规制平台数据封锁行为
第一，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 根据反垄断法，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主要着眼于价格水平、 需求

替代、 市场份额等因素， 但这套分析框架难以适用于数据驱动型竞争环境中。 数字经济背景下， 网
络效应、 锁定效应、 多边市场、 动态跨界竞争等因素使相关市场难以界定， 在模糊不清的相关市场
语境下分析市场支配地位也不尽准确。 第二， 拒绝交易违法性认定困难。 囿于保护企业自主经营权
等考量， 平台拒绝向竞争者开放数据是否构成拒绝交易且具有反垄断违法性面临着极高举证壁垒。
第三， 平台通常会采取客观合理抗辩和效率抗辩。 就客观合理抗辩而言， 若平台能够证明向其他企
业开放数据将会给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额外不合理的负担， 则数据封锁具有正当理由。 由于
平台企业掌控的数据涉及个人数据隐私和企业自身知识产权， 故数据访问行为还受到 《个人信息保
护法》 《数据安全法》 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等限制。輧輰訛 此时需警惕平台假借数据隐私保护之名行歧视

輦輵訛 参见李丰团、 贺莹洁、 郭东洋： 《大数据领域垄断的形成机理及反垄断规制》， 载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年第 8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杨东、 臧俊恒文。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杨东、 徐信予书， 第 35页。
輧輮訛 参见刘佳、 张伟： 《“互联网+” 语境下拒绝交易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载 《商业研究》 2017年第 11期。
輧輯訛 参见孙晋： 《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 5期。
輧輰訛 参见黄尹旭： 《论国家与公共数据的法律关系》， 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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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杨东、 徐信予书， 第 36页。
輧輲訛 参见杨东、 黄尹旭： 《元平台： 数字经济反垄断法新论》，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年第 2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黄尹旭、 杨东文。
輧輴訛 See Erik Hovenkamp, The Antitrust Duty to Deal in the Age of Big Tech, Yale Law Journal （2022）.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輲訛， 杨东、 黄尹旭文。

性拒绝交易之实。 而效率抗辩即行为人证明所实施的数据封锁行为具有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 具体
而言， 有： 收回前期投资成本， 降低未来投资风险， 减少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保护投资激励
从而激发创新效率， 防止竞争对手搭便车， 等等。 总体上看， 传统反垄断法应对平台数据封锁问题
存在一系列困境， 这也导致了当前数据孤岛问题难以彻底解决。

2. 以 PDA 范式理论革新反垄断法， 推动平台数据开放
数字经济呈现 “平台 （Platform）-数据 （Data）-算法 （Algorithm） 三维竞争结构” （简称 PDA 范

式）。 平台是数字经济的组织基础， 数据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量， 平台利用算法等技术为数据赋能，
强化平台数据控制力以排除市场竞争。輧輱訛 拥有数字基础设施地位的元平台凭借其掌控的数据优势、
技术力量、 资金支持， 能超越时空限制链接各类主体， 提供社交、 搜索、 金融等综合性服务， 通过
“以平台衍生平台” 不断扩张商业生态版图， 传统相关市场界限被打破， 传统经营者的市场地位也
被弱化。輧輲訛 数据流量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先价格具有的中心地位， 平台力量主要体现为平台掌控的
数据流量优势。 因此， 应当突破传统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新增以数据流量为核心的滥用相对优势
地位认定标准。輧輳訛 在认定拒绝交易行为违法性时， 必需设施原则能提供有益借鉴。 可以将拒绝交易
分为 “一级拒绝” 和 “二级拒绝”。 具体而言， 二级拒绝需满足如下条件： （1） 给平台施加交易义
务不会消除其在一级市场的垄断， 即竞争对手提供的服务和平台的核心服务相互独立或互补； （2）
该二级产品由竞争对手独立开发， 平台的数据封锁行为阻碍了其商业化或互操作需求。 二级拒绝交
易本质是主导平台利用杠杆效应将其核心服务的市场力量传导至相邻市场， 所产生的损害效果类似
于搭售或纵向限制， 不应适用和一级拒绝同样严苛的举证要求。輧輴訛 此时可适用必需设施原则并减轻
举证责任。 尽管必需设施原则存在理论争议和适用差异， 但数据要素的公共性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必
需设施原则先前面临的私有财产公共化之危机， 增强了其与数据开放共享机制的适配性。 必需设施
原则将在数字经济中重焕生机， 并升华为开放平台原则。輧輵訛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 第十修正案将必需
设施的范围扩展至数据， 我国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对平台构成
必需设施的判断因素予以明确， 符合必需设施原则的平台负有的维护相关市场竞争秩序之义务大于
其自身的经营自由， 应承担开放平台义务。

平台构筑数据孤岛看似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理性选择， 但整体而言却阻碍了包括该平台在内
的数字生态共同体的良性发展。 开放平台有助于联通数据孤岛， 从而保障市场竞争公平性， 为其他
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生存空间， 提升消费者福利。 遵循开放平台原则能使数据价值得以充分利用， 实
现各方互惠共赢。

（二） 开放银行助推金融数据利用共享

在金融科技迭代发展背景下， 开放银行是传统商业银行变革之产物。 我国开放银行呈市场驱动
特性。 基于金融实践创新的自主性和市场性， 我国金融行业最初呈现明显的分散格局。 金融机构、
第三方供应商、 政府机构三者形成割裂的金融数据孤岛， 抑制了企业数据发展战略实施， 恶化了用
户经济生活体验， 也妨碍了金融监管治理。 随着信息技术时代转变为数据技术时代， 数据聚合、 分
析、 利用价值日益凸显。 率先嗅到商机的数字平台企业依托其金融技术优势迅速发展， 成为数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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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优先获益者。 数据共享之需要催生了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崛起， 并逐渐覆盖经济生活各角落。
随着互联网金融企业拥抱金融科技之优势显现， 传统商业银行在 “开放共享、 数据驱动、 业务模式
重构” 的冲击下变革为以客户利益为导向的开放银行， 与金融科技企业、 电商平台等展开合作。

除了体现金融业务模式创新， 开放银行还是一种数据共享机制。 其以消费者为中心， 立足于平
台架构， 借助 API 技术建构出近似 “跨行业的数据共享生态系统”， 为第三方合作平台提供账户信
息与支付服务， 并实现双向金融数据资源共享， 从而打破金融数据孤岛， 实现数据高效触达和赋
能， 促进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从宏观视角而言， 金融作为撬动经济增长之杠杆对财富创造和积
累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与红利分配影响着个人分享发展成果。 金融准入门槛高、 交易成本高、
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导致低收入群体或小微企业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从而可能进一步拉大社会
贫富差距。 需要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使其能触及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 从而帮助他们克服获
取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困难。輧輶訛 开放银行能够有效通过外部场景的链接来缓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突破抵押物缺乏之桎梏， 给予低收入群体信贷机会，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这对有效推动普惠金融业
务的形成和发展， 使低收入群体也能共享数据价值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輧輷訛 整体而言， 开放银行
有利于创造三方互惠共赢的局面： 银行消费者能获得更便捷、 优质的服务； 第三方机构有机会接触
到新的消费者； 银行除了能创造和获取价值外， 还能用非货币收益助推品牌建设并提升消费者忠诚
度。 通过资源协调互补，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网络效应之优势。 借助生态系统中其他合作伙伴的资源
力量创造价值并由全体成员共享， 从而构建良性金融生态系统。

开放银行推动金融数据整合和资源共享的同时， 还应警惕金融科技企业因过度创新而突破了金
融规范性， 继而触碰监管红线。 可以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 以竞争法思维来论证此类金融数
据开放机制的适当性与必要性， 划分开放银行驱动类型， 划定数据权属， 规范 API 技术架构和第三
方授权标准， 在传统监管基础上引入监管科技形塑双维监管体系。 金融科技对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其也呈现 “双刃剑” 形态。 监管难以应对金融科技之异化， 导致金融 “普而
不惠” 等问题出现。 例如， 当个人或小微企业向银行贷款时， 金融科技公司会利用导客引流优势收
取高昂的中介费。 故应推动监管向治理转变， 倡导不同价值链的机构遵循 “双向共享原则”， 通过
“共票” 理论平衡数据价值分配， 引导金融科技向善， 从而优化治理效力， 在发挥开放银行数据共
享优势的同时最小化风险。

（三） 开放政府形塑数据财政雏形生成

湖南省娄底市借助区块链技术打造的政务一网通案例是开放政府的典型实践， 为实现政府数据
价值、 探索从土地财政到数据财政的转型提供了良好借鉴。 区块链技术将政府部门之间的森严层级
打破， 将各部门通过联盟链的方式进行链接， 将去中心化的模式架构应用于政府内部， 取代了原有
的中心机构， 不仅促进了原各中心机构的职能高效运行， 更推动了数据在多部门多领域之间无障碍
流动， 打通了数据信息上传下达的渠道。 作为政府区块链实践之引领者， 娄底市以区块链作为底层
技术打造的智慧政府系统 （“四网互通”輨輮訛） 解决了政务数据传递与验证等相关问题。 区块链政府数
据交换中台为所有机构建立区块链账户， 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对上链数据共享的权限授权管理，

輧輶訛 参见张晓晶：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 一个研究框架》， 载 《经济学动态》 2021年第 12期。
輧輷訛 参见杨东、 程向文：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开放银行数据共享机制研究》， 载 《金融监管研究》 2019年第 10期。
輨輮訛 国土资源信息系统 （不动产登记系统、 国土资源政务系统）、 房产交易管理系统与房地产税征收管理系统 （国地税合并） 互

联互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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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部门能根据需求和权限灵活使用数据。 对于所有上链数据均以对应机构的区块链账户作为数据
属主进行加密， 确保共享数据权责清晰、 信息安全不可篡改。 对于所有的数据共享查询， 均基于使
用机构的区块链账户进行事务记录存证， 确保数据访问留痕和可追溯。

“区块链” + “政务” 的典型应用案例主要存在于不动产领域。 其中， 不动产区块链信息共享平
台项目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 以不动产登记信息为核心的跨部门、 跨时间、 全流程的信息共享体
系。 其提供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 “交易—评估—备案—缴税—登记—发证—信贷” 全流程的一体化
政务服务， 实现不动产登记过程信息在政府单位、 金融机构、 社会组织之间安全、 可控、 可信的共
享和协作。 “区块链+不动产交易纳税登记平台” 将区块链技术深度应用到房地产交易生命周期全环
节， 能实现不动产交易登记 “一窗受理、 一链办结”， 最大限度优化审批流程， 提升了不动产领域
政府服务的科学性和便捷性， 同时也减少了偷税漏税风险， 有效管理了税源税基。輨輯訛

娄底市借助区块链技术打造的全中国第一个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既能够打造诚信经济新体
系、 简化群众办事流程、 提高政府效能， 同时能在确保数据安全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推动各部门之
间的政务数据共享， 实现多部门数据实时验证、 实时反馈， 最大化释放数据资源价值。 这一开放政
府实践帮助地方政府实现了从土地财政到数据财政的突破， 推动数据价值实现从而赋利于民。

四、 理论建构： “共票” 推动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共同富裕

（一） “共票” 理论弥补数据可携带权不足， 助推数据开放流通

1. 推动数据开放流通的探索： 数据可携带权
“数据可携带” 又称 “数据可移植”。 最初， 旨在降低更换成本以增加竞争的数据可携带法规在

电信业取得显著成功。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简称 GDPR） 正式将数据可携带权固化为一项新
权利。 数据主体有权将与自身相关的， 具有结构化、 通用性、 可机读的个人数据， 无障碍地从数据
掌控者处获取并提供给其他数据接收者。輨輰訛 欧盟 《数字市场法》 规定， 用户对在数字守门人平台上
活动产生的数据具有可携带权， 并施以守门人协助义务。 欧盟最新颁布的 《数据法》 草案进一步拓
宽并加强了数据可携带权， 为跨部门的横向数据传输共享提供了激励。 权利主体从个人用户延伸至
企业用户， 数据范围从 “数据主体提供的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 扩展至 “因使用产品或服务而产生
的任何数据”。 此外， 《数据法》 草案对于数据掌控者应用户要求提供数据且不得无故延迟的规定相
较于 GDPR要求不得设置障碍而言进一步加强了数据可携带的强制性。 除欧盟外， 美国 《通过启用
服务交换法案》 （ACCESS） 给予消费者在不同平台间转移数据的权利， 并要求主导平台与第三方平
台之间的互操作性。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 第十修正案规定对竞争有至关重要跨市场影响力的经营
者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数据的可携带性， 允许其他企业以适当价格获取数据。 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个人有权在信息处理者的帮助下获取其个人信息并移转至其他处理者， 数
据可携带权在我国初具雏形。

对于平台实施数据封锁构筑的数据孤岛， 传统反垄断救济措施包括停止垄断行为、 罚款等行
为性救济和拆分资产、 剥离业务等结构性救济。 然而， 巨额罚款于平台庞大资本而言不过九牛一
毛， 难以有效遏制数据封锁。 相比于针对数字巨头的垄断行为进行矫正， 结构性分离能拔本塞源，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杨东、 徐信予书， 第 108-109页。
輨輰訛 “提供” 既包括 “主动提供” 也包括 “默示提供”。 “主动提供” 即数据主体提交的数据 （例如邮寄地址、 用户名、 年龄等）；

“默示提供” 即第三方对数据主体在平台上活动观察所得到的数据 （例如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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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数字巨头实施垄断行为之动机。輨輱訛 然而， 结构性救济措施也存在适用缺陷， 除了高昂的分离成
本外， 可能会对平台商业结构造成过度侵扰而抑制其发展创新动力， 且损害消费者利益。 数据可携
带权能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基础上提高数字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水平。輨輲訛 在有效促进竞争的同时避免
对平台结构造成不必要的侵扰， 不牺牲结构效率。輨輳訛 因此， 可以借鉴作为 “轻触式 （Light Touch） 监
管方案” 的数据可携带权以破除平台数据封锁， 助推数据开放流通。

2. 缺乏 “共票” 理论的数据可携带权难以释明数据价值分享应然性
数据可携带权最初旨在强化数据主体对自身数据的控制， 通过实现用户在不同服务提供者之间

的无障碍切换而增进用户福利。 同时， 个人数据的自由流动对于消解数据孤岛， 促进数据流通共享
起到一定作用。輨輴訛 用户转换成本降低后， 理性经济人会向 “物美价廉” 的平台迁移， 这一市场化机
制能破除数据圈定和用户锁定， 从而促进数据要素的有效配置， 为其他中小企业获得数据资源营造
更公平的环境， 间接避免平台巨头实施数据垄断， 促进市场创新。輨輵訛 聚焦于数据流动性的数据可携
带权尽管一定程度上能打通数据流动的隔阂， 但其对数据价值分配力有不逮， 数据开放流通仍缺乏
内生动力。

目前， 广为认可的数据可携带权利主体主要限于个人用户， 可携带客体限于用户主动提供或观
察得到的个人数据， 数据可携带权对畅通其他更大范围的数据流动显得捉襟见肘。 考虑到数据主体
可能缺乏授权意愿， 数据可携带权可能会强化平台对数据收集、 使用、 共享之限制， 从而产生阻碍
数据要素流通的负面效果。 此外， 数据可携带权还存在侵犯消费者数据隐私、 损害平台数据权利等
隐忧。 第一， 可能损害消费者数据隐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 数据访问救济措施所开放的
数据主要为企业自身数据。 近年来， 平台掌控的数据中更多包含了消费者数据， 对个人数据隐私的
保护应纳入设计救济措施的重要考量范畴。輨輶訛 数据可携带权要求的数据机器可读、 通用性、 结构性
特征需要数据处理系统开放更多 API 接口以提供互联机会， 互联系统的完善和数据互操作性的增强
也为个人数据被窃取和篡改埋下隐患。 第二， 可能侵犯平台数据权利。 当数据包含平台的智力创造
时， 强制数据开放共享可能会损害其知识产权。 当数据满足商业秘密之保护标准时， 数据移植可能
会架空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保护商业秘密之规定。輨輷訛 此外， 要求平台开放数据可能会侵犯其财产
性利益， 抑制其投资创新的动力。輩輮訛 面对数据可携带权之不足， “共票” 理论通过合理分配数据利益
而从根本上激励数据流动共享。 此外， 具有分布式记账、 去中心化、 防篡改等特征的区块链底层技
术能强化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保护，輩輯訛 实现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之平衡， 从而推动数据有序开放流通。

（二） “共票” 理论激励数据利益分配共享，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1. “共票” 作为权益凭证构建数据流通的内生激励机制
“共票” （Coken） 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全新数字化权益凭证。 随着元宇宙时代来临，

輨輱訛 See Lina M. Khan, 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 Columbia Law Review, Vol.119, No. 4 （2019）.
輨輲訛 See William P. Rogerson & Howard Shelanski, Antitrust Enforcement, Regulation, and Digital Platform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68, No. 7 （2020）.
輨輳訛 See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Interoperability Remedies, Available at SSRN 4035879 （2022）.
輨輴訛 参见丁晓东： 《论数据携带权的属性、 影响与中国应用》， 载 《法商研究》 2020年 37卷第 1期。
輨輵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杨东、 臧俊恒文。
輨輶訛 See Erika M. Douglas， supra note 輥輳訛.
輨輷訛 参见化国宇、 杨晨书： 《数据可携带权的发展困境及本土化研究》， 载 《图书馆建设》 2021年第 4期。
輩輮訛 参见前引輨輴訛， 丁晓东文。
輩輯訛 参见杨东、 高清纯： 《数据隐私保护反垄断规制必要性研究》， 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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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票” 理论的价值愈发凸显。 元宇宙本质是由区块链、 大数据、 云算力等技术共同构建而成的生
态系统， 在信息互联网的基础上升级为价值互联网。輩輰訛 只有在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畅通数据开放共
享， 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互联。 来源于 “众筹” 的 “共票” 理论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 能实现数据
的确权、 定价与交易， 激发平台开放数据之内生动力， 平衡数据价值分配， 实现利益共享。輩輱訛

数据共享不充分， 根本原因在于激励不足， “共票” 理论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内生激励机制。 “共
票” 可以作为大众参与创造数据的对价， 使大众分享数据经济红利， 从而激发共享数据之动力。 对
于政府而言， “共票” 能衡量相关机构提供数据的质量并作为其考核凭据之一， 并指导构建政府相
关部门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 建立起能够有效获取真实、 可靠信息的核心政府节点。輩輲訛 对于平
台和个人而言， “共票” 作为权益凭证也能使其共享数据红利， 且 “共票” 能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流
通， 可用于兑换一定的实物或公共服务。 “共票” 构建的内生激励机制能从根源上打通大平台、 银
行、 政府三座数据孤岛， 推动数据开放共享。

2. “共票” 将技术治理内嵌入数据流通与价值实现过程中
在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 监管科技有利于联通平台之间、 平台与政府之间的数据孤岛， 在实现

数据实时共享的同时运用可视化技术对该过程进行监管， 确保监管数据能被实时收集、 触达， 提升
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然而， “技术监管” 抑制了数据增值能力， 也阻碍实现开放银行 “双向共享数
据” 以及普惠共赢之目的， 故应当向 “技术治理” 转变。 在开放银行中， 作为数据治理机制的 “共
票” 理论辅之以内嵌式的技术辅助性监管措施， 能在克服金融科技监管弊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优
势， 使人民共享普惠金融之利。 例如， 金融科技难以解决以信任为本质的抵押贷款问题， 而 “共
票” 理论与之结合能提供根本的信用保障。輩輳訛 依托数字信任机制、 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去中心化自
治组织的治理经验与元宇宙 “去中心化” 的基本特征相契合， 能为元宇宙内部信任机制的的组织自
治提供借鉴。輩輴訛 在 “共票” 理论指导下， 由 “技术监管” 转变而来的 “技术治理” 内嵌入数据流通
与价值实现过程中， 能够充分释放治理红利由人民共享。

3. 以 “共票” 理论实现数据价值分配共享， 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中， 劳动者以及数据、 资本、 技术、 管理等要素提供者和拥有者都作出了

劳动贡献， 应当在整个新价值 （v+m） 创造的过程中参与利益分配。輩輵訛 作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共票”
能让各参与方均获得相应价值回馈。 在开放银行中， “共票” 理论构造的 “双向互惠” 利益分配机
制能够使消费者直接受益， 同时消费者能获得更便捷的服务， 提升消费体验， 从而间接受益。 让每
个参与者分享数据共享的红利， 调动数据共享的积极性。 在数据流动共享过程中， 经 “共票” 赋值
的数据能在不断分享中增值以回报初始贡献者， 个人、 平台企业、 银行、 政府均能从中受益。 以开
放平台企业为例， “共票” 通过赋能数据使利益由平台、 消费者和其他相关方共享， 在保障企业数
据权利的同时使各方能够获得因数据流通、 加工、 整合而产生的价值红利。 通过红利分享之增长机
制也能不断吸引新用户参与到平台生态中， 为平台经济发展注入新生活力， 推动平台和用户形成相

輩輰訛 参见高一乘、 杨东： 《应对元宇宙挑战： 数据安全综合治理三维结构范式》， 载 《行政管理改革》 2022年第 3期。
輩輱訛 参见杨东： 《“共票”： 区块链治理新维度》， 载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3期。
輩輲訛 参见黄尹旭： 《区块链应用技术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治理———以数字货币为例》，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輧輷訛， 杨东、 程向文文。
輩輴訛 参见陈永伟、 程华： 《元宇宙的经济学： 与现实经济的比较》， 载 《财经问题研究》 2022年第 1期。
輩輵訛 参见杨东： 《数据要素市场化重塑政府治理模式》，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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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data� is� the� competitive� core� resources� and�
national�basic�strategic� resources� in� the�era�of�digital�economy.�Data�opening�and�sharing� is� the�
engine�that�drives�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The�full�release�and�rational�distribution�of�
data�value�will�help�all�people�to�share�data�dividends.�The�current�existence�of�different�types�of�
data�isolated�islands�hinder�data�opening�and�sharing.�Facing�the�age�of�metaverse,�the�theory�of�
“Platform-Data-Algorithm� three-dimensional� competitive� structure” (PDA� paradigm)� should� be�
applied�to�innovate�antitrust�law�to�regulate�big�platform�data�monopoly,�to�promote�the�sharing�of�
financial� data� by� open� banking,� and� to� build� a� convenient� and� smart� government� by� opening�
government� data.� Data� portability� is� a� useful� exploration� to� promote� data� circulation,� but�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ata� value� distribution,� and� data� circulation� lacks� endogenous�
power.�The “ Coken” theory�can�build�an�endogenous�incentive�mechanism�for�data�circulation,�
embed� technical� governance� into� the� process� of� data� circul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and�
reasonably�distribute�data�value,� so�as� to�ensure� that�people�share� the� fruits�of�development�and�
promote�the�realization�of�common�prosperity.

Key Words: Data�Opening�and�Sharing�;�Metaverse;�Coken;�PDA�Paradigm;�Data�Portability

（责任编辑： 刘 翔）

互激励的良性生态。輩輶訛 此外， 鉴于区块链具有数字验证机制及不可篡改、 可匿名等特征， 能提升数
据安全性， 消减用户对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之担忧。 开放平台企业、 开放银行、 开放政府本质是畅通
数据开放共享以实现效益增值， 利用 “共票” 理论合理分配数据价值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推动元
宇宙时代共同富裕实现。

輩輶訛 参见前引輩輱訛， 杨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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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垄断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

王 健 李 星 *

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对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 强化反垄断是
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故反垄断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反垄断法能够从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以及为公平分配创造制度条件四个方
面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 反垄断法还可以通过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加强特定领域的反垄断
执法、 健全反垄断执法体系以及提高反垄断执法精度和力度四条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贡献出反垄断法的独特方案。
关键词： 反垄断法 共同富裕 强化反垄断 公平竞争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4

*王健，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院长， 教授； 李星，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法研究所研究人员， 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反垄断法制裁的现代化研究” （项目批准号： 18AFX01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网， https://www.ndrc.gov.cn/fggz/fgdj/zydj/202011/t20201130_1251646.html?code=&state=123， 2022年 1月 21日访问。

譺訛 唐任伍、 李楚翘：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 基于市场、 政府与社会 “三轮驱动” 的考察》，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譻訛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譼訛 参见前引譻訛， 习近平文。
譽訛 薛鹏：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浙江探路》， 载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年 12月 24日第 4版。

引言

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消灭绝对贫困， 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远
大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明确把 “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列入 “十四五” 规划之中， 并将其作为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譹訛 2021 年 8 月 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上强调，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譺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譻訛

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文中作出了总
领性的阐述， 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譼訛 2021 年
6 月 1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以下简称 《浙
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发布， 要求深入开展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建设， 总结有益经验，
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 推而广之。譽訛 2021年 7 月 19 日， 浙江省制定了 《浙江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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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万海远： 《先行探路 扩大成果———一论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载 《浙江日报》 2021年 12月 25日第 1版。
譿訛 史卫民、 曹姣： 《论农村闲置宅基地与农房收储的制度构建》， 载 《经济纵横》 2021年第 10期。
讀訛 张守文： 《经济法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79-280页。
讁訛 王健、 夏立强： 《民生与反垄断法关系研究》， 载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11年第 3期。
輥輮訛 陈仿文： 《反垄断服务促进共同富裕》， 载微信公众号 “武大竞争法”， https://mp.weixin.qq.com/s/PGNNAKgVwzOa0HkZG

6MGvQ， 2022年 1月 5日访问。
輥輯訛 法治之星： 《反垄断和共同富裕并非劫富济贫， 别理解偏了》， 载微信公众号 “汤计典频”， https://mp.weixin.qq.com/s/

FtHGrFqbEg4PV-Tmyr2wwg， 2021年 9月 3日访问。
輥輰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

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2022年 1月 22日访问。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薛鹏文。
輥輲訛 文凌云、 李海青：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成就、 经验与启示》， 载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21年第 6期。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譻訛， 习近平文。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迄今为止， 浙江省共设立了 28 个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 出台 40 余项省级专项政策，譾訛 大力推
进区域全方位发展， 示范区建设成果初见成效。

我国经济法的发展与推进共同富裕休戚相关。 宏观调控层面， 国家充分发挥产业调控作用进行
房地产税试点改革， 探索建立完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收储制度譿訛 来助推农村振兴， 提高共同富
裕的实现水平， 而税收调控中税收法定、 税收公平、 税收效率的税收调控三大原则讀訛 也与力求公平
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高度吻合。 微观规制层面， 相较于西方的竞争思想， 我国 《反垄断法》
一开始就以民生思想为立法思想基础， 并将其一以贯之， 为民生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讁訛 事实证明，
反垄断在促进总量发展、 机会公平、 机制创新、 改革推进、 合理分配、 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輥輮訛 并与其他法律政策密切配合， 促进经济增长， 平衡收入分配， 进而对推动实现共同富
裕这一长远目标意义重大。

一、 强化反垄断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一） 反垄断法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表达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不是部分人的富裕； 是有差距、 有层次的共同富裕， 不是无
差距、 无层次的同等富裕。 共同富裕绝非拉尺子搞全民福利， 也非 “杀富济贫”， 更不是养懒汉，輥輯訛 而
是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明确指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 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輥輰訛 总体大方向是要坚持同建共享， 秉承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 贯彻落实发展优化、 收入调节、 基本服务、 精神生活、 农民农村等 “六大举措”，輥輱訛

充分发挥党政机关、 社会机构、 市场企业、 人民群众等不同主体的作用， 方能形成减贫脱贫最大合
力，輥輲訛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实现共同富裕，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 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
清单， 加强反垄断监管”。輥輳訛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和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均明
确要求 “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 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
条监管，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輥輴訛 从上述政策表达来看， 反垄断法无疑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
手。 反垄断法既是一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 同时也是一部促进创新、 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法律。 因此， 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离不开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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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陈永伟： 《用好竞争政策， 推进共同富裕》， 载 《群言》 2021年第 11期。
輥輶訛 周子勋： 《中央深改委会议： 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载 《中国经济时报》 2021年 9月 1日第 1版。
輥輷訛 时建中： 《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10月 13日第 14版。
輦輮訛 钟春平、 魏文江： 《共同富裕： 特征、 成因及应对措施》， 载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21年第 6期。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钟春平、 魏文江文。
輦輰訛 See M. Sud & C. V. VanSandt， Of Fair Market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Press， 2012， p.138.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譽訛， 薛鹏文。
輦輳訛 燕连福、 王亚丽：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 基本遵循与发展路径》， 载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1期。

（二） 共同富裕要求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 不论是要将把社会总
财富的蛋糕做大， 还是要将把蛋糕分得更均匀， 一个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都是必不可少
的。輥輵訛 2021 年 8 月 30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强调要从促进共同富
裕的战略高度出发，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促进形成高效运转、 自由公平的规范市场竞争环境， 为
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輥輶訛 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营
造进退有度、 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关键在于强化反垄断、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輥輷訛

“共同” 对应着公平， “富裕” 意味着效率， 共同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富裕层级， 富裕是为了更高
层次的共享水平。輦輮訛 总之， 共同富裕既是奋斗目标， 也是过程状态。輦輯訛 市场环境的改善需要各方齐心
协力， 国家机关、 公民群体、 社会机构和企业都必须参与到公平市场的塑造过程中来。 此外， 这些
驱动因素———全球化的发展、 技术的影响和创业活动的出现———必须协同运作来改善市场竞争格
局。輦輰訛 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赖于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环境， 而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离不开反垄断法
的有效实施。 反垄断法通过对垄断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经营者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
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来实现公平自由、 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由此可见， 强化反垄断是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 优化企业竞争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从这一层面来看，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强化竞争政
策的基础地位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三） “做大蛋糕” 必然要求强化反垄断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设定了阶段目标———到 2025 年，
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 到 2035 年， 浙江省高质量发展
取得更大成就， 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輦輱訛 2021 年 12 月 8—10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指出， 要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途径， 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 “蛋糕” 做
大做好，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 “蛋糕” 切好分好。輦輲訛 这意味着要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放在
首要位置，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輦輳訛 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大蛋糕”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基础和前提， 可持续地做大经济总量财富蛋糕这一核心任务决定了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 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细胞和载体， 而反垄断法是维护经营者合法利益的重要工具。

违法垄断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做大蛋糕” 的天敌， 将严重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做大
蛋糕” 必然要求强化反垄断。 反垄断法上的垄断是中性概念， 但本文所言的垄断是违法的垄断， 不
是合法的垄断。 合法的垄断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理应提倡， 也有利于将蛋糕做大； 而违法的垄断则
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不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强化反垄断指的正是强化对违法垄断的调
查处理力度。 此外， 高质量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需要处理好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收入分配、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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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张富文： 《百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逻辑探析》， 载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 1期。
輦輵訛 万海远： 《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理论问题》， 载 《东南学术》 2022年第 1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张富文文。
輦輷訛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载浙江省人民政府网， http://www.zj.gov.cn/art/2021/7/19/

art_1552628_59122844.html， 2022年 1月 24日访问。
輧輮訛 张伟： 《在高质量发展中探索共同富裕 “高新区路径”》， 载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2021年 12月 27日第 2版。
輧輯訛 黄新华、 韩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 载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 1期。
輧輰訛 See M. Sud & C. V. VanSandt， supra note 輦輰訛， p.135.

府调节与市场运行、 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 而反垄断法正是规制国家调节经济运行过程， 实现共
同富裕这一长远目标的关键工具。

（四） “分好蛋糕” 更离不开反垄断法

实现共同富裕总的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以人民思想解放论为前提、 人民
物质利益论为核心、 人民共同富裕论为目标的有机融合。輦輴訛 处理好发展与共享的兼容性是未来推动
共同富裕的根本着力点，輦輵訛 因而共同富裕要坚持人民共享， 贯通 “共建共享是基础、 渐进共享是途
径、 全面共享是内容、 全民共享是目标” 的理念，輦輶訛 在思想解放和物质基础之上推动共同富裕目标
更好更快实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必然要求分好蛋糕， 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 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也就是说， 共同富裕要求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 将蛋糕分好， 反垄
断法无疑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反垄断法》 第一条规定： “为了预防和制止
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制定本法。” 这说明， 反垄断法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总福利或社会总福利来
改善民生。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特别重视民生领域的反垄断执法， 最近几年依法查处了一大批医
药、 建材等民生领域的典型案件， 切实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可见， 反垄断法为分好蛋糕贡献了
独特的方案。

二、 反垄断法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 反垄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提出，
要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突破；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
区实施方案》 指出， 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完
善创新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輦輷訛 由此可见，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推动力。 而这里所说的高质量发展， 是贯穿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是将创新
作为第一动力、 协调作为内在特性、 绿色作为普遍形态、 开放作为必由之路、 共享作为根本目的的
发展。輧輮訛 其中， 创新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輧輯訛 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重要支
撑，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运行、 持续竞争的市场， 而这一目标的达成必须鼓励创新。輧輰訛 《平台反
垄断指南》 将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原则， 2021 年全国
人大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更是在第一条中增加 “鼓励创新” 的规定。
创新价值内生于 《反垄断法》 既有的价值目标体系之中， 是 《反垄断法》 隐而不彰的价值追求， 其

36· ·



论反垄断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

輧輱訛 方翔： 《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创新价值目标》， 载 《法学》 2021年第 12期。
輧輲訛 江山： 《美国数字市场反垄断监管的方法与观念反思》， 载 《国际经济评论》 2021年第 6期。
輧輳訛 [美] 莫里斯·E. 斯图克、 [美] 艾伦·P. 格鲁内斯： 《大数据与竞争政策》， 兰磊译， 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26页。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周子勋文。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时建中文。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輨輮訛 周雪松： 《把帮扶中小企业与推动共同富裕有效结合》， 载 《中国经济时报》 2021年 12月 21日第 1版。
輨輯訛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意见》， 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https://gkml.samr.gov.cn/nsjg/

djzcj/202001/t20200102_310134.html， 2022年 1月 24日访问。
輨輰訛 钱颜：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法治市场监管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年）〉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载 《中国

贸易报》 2021年 12月 23日第 6版。

通过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其促进创新的功能。輧輱訛 在数字经济领域， 多边平台、 网络效应等新兴
特征和个性化广告、 免费使用等商业模式的交叠， 数据滥用、 自我优待、 扼杀式并购等輧輲訛 具有数字
平台特性的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的出现， 使得传统的以价格为中心的消费者福利分析范式存在相当
程度的适用困境， 诸如创新、 隐私、 质量、 安全等非价格因素輧輳訛 越来越多地成为执法机构进行竞争
分析时的考量因素。 在创新活力激发经济高质量增长这一层面， 创新的保护和激励离不开反垄断法
的高效实施和市场竞争机制的良好运转。 此外， 反垄断法所着力推进的竞争政策赋予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的动能， 有力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 反垄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如前所述， 共同富裕要求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而公平竞争环境是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内
核。輧輴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到具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身上， 则是要推动形成大、 中、 小企业良性互
动、 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輧輵訛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提出要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持续
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輧輶訛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提出要 “制定实施优化营
商环境五年行动计划， 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輧輷訛 由此可见，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内容， 推动共同富裕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营造非公中小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在合理合法和谐
的前提下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輨輮訛

我国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二十一条明确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对此， 2020 年 1 月 2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门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 的意见》， 提出要加快构建审查制度体系， 完善投诉举报等争议解决机制来强化竞争政策的基
础地位； 加强对群众关注、 社会关切的重点领域及行业的监管力度， 畅通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及
退出机制，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輨輯訛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法
治市场监管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 强调加强和改进竞争监管执法工作， 坚决惩治破坏营
商环境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輨輰訛 各项政策措施表明， 反垄断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高质量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反垄断可以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控制了美国超过 80%的石油开发和运输， 并不断向其他
领域扩张势力， 严重威胁民生福祉。 1909 年， 路易斯联邦巡回法院依据 《谢尔曼法》 将其拆分成
34 个独立的石油公司， 破除垄断状态， 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以促进消费者福利最大化。 美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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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杨东、 陈怡然： 《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回顾与展望》， 载 《中国经济评论》 2021年第 11期。
輨輲訛 倪泰、 程云帆： 《专家热议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亮点与重点》， 载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21年 12 月 11日第 3版。
輨輳訛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0）》， 第 63 页， 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https://www.samr.gov.cn/xw/zj/202109/

P020210903516952588333.pdf， 2022年 2月 8日访问。
輨輴訛 潘志成： 《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分析报告 （2019 年）》， 载王先林主编： 《竞争法律与政策评论》， 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340页。
輨輵訛 潘志成： 《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分析报告 （2020 年）》， 载王先林主编： 《竞争法律与政策评论》，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30页。
輨輶訛 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ality）， 也称帕累托效率 （Pareto efficiency）， 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
輨輷訛 See Herbert Hovenkamp，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Antitrust Laws，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51： 1， p.9 （1982）.
輩輮訛 参见前引譻訛， 习近平文。
輩輯訛 《关于印发 〈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

http://yss.mof.gov.cn/gongzuodongtai/202111/t20211130_3770571.htm， 2022年 1月 28日访问。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石油公司案件对我们的启示是： 资本无序扩张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而强化反垄断恰好可以防范
资本无序扩张。 2020 年 12 月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特别提出要 “强化反
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由此，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迈入新纪元。

立法层面， 《平台反垄断指南》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相继施行， 《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
为规定》 《关于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陆续出台并公
开向社会征求修订意见。輨輱訛 其中， 《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增加建立经营者集中审查期限的 “停钟”
制度， 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加强对民生、 金融等领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完善法律责任， 加大
处罚力度，輨輲訛 在立法层面及时对强化反垄断， 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强有力回应。

执法层面， 面对互联网巨头对初创平台和新兴企业进行 “掐尖式并购” 而引发的减少竞争、 阻
碍创新的普遍担忧， 国家持续加强互联网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对于集中一方为初创企业或
新兴平台的， 即使未达到规定集中申报标准， 但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
也将主动展开调查。輨輳訛 此外，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大对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的监管
和处罚力度。 依据公示情况， 2018年未依法进行申报的行政处罚案件有 13件， 2019 年共有 17 件，輨輴訛

2020 年为 13 件。輨輵訛 2021 年 11 月 20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 43 起未依法申报、 违反经营者集中案
件立案调查， 并对涉案企业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的顶格处罚。 由此可见， 执法机构对经营者违法
集中、 资本无序扩张的监管执法力度展现出持续加强的稳定态势和坚定决心。

（四） 反垄断为公平分配创造制度条件

帕累托最优輨輶訛 是一个抽象的完美状态， 因而经济政策制定者在使用帕累托公式时是相对的， 而
不是绝对的， 在资源总量变化的前提下， 判断资源分配效率的关键在于判断一种分配方式是否比另
一种更好实现 “帕累托最优”。輨輷訛 财富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
系， 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分工有序、 协调并进的基础性制度体系， 加大国家税收、
社会保险、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升精准性， 形成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輩輮訛 这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强调指出要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
板，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民众”。 为此， 浙江省探索完善省级与市县收入划分体制，
切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輩輯訛 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 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完
善慈善褒奖制度，輩輰訛 全面打造 “善行浙江”； 并着手构建 “全面覆盖+精准画像” 群体结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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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輱訛 王世琪： 《共求索且向前》， 载 《浙江日报》 2021年 12月 23日第 1版。
輩輲訛 徐向梅：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推进共同富裕》， 载 《经济日报》 2021年 12月 27日第 12版。
輩輳訛 参见前引譺訛， 唐任伍、 李楚翘文。
輩輴訛 See Herbert Hovenkamp， supra note 輨輷訛， p.4.
輩輵訛 林丽鹂： 《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10月 22

日第 7版。
輩輶訛 许睿、 李海洋： 《完善反垄断规则制度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反垄断法修正草案释放强监管信号》， 载 《中国商报》

2021年 12月 21日第 P1版。
輩輷訛 5 部部门规章分别是： 《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

争行为暂行规定》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 和 《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
輪輮訛 7 部指南分别是： 《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 《垄断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 《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 《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和 《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以数字化手段提高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和精确度。輩輱訛

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要重点发挥 “政府、 社会、 市场” 三驾马车的驱动作用， 充分发挥市
场在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 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规范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提高调
节力度和精准性；輩輲訛 稳定发挥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等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帮扶作用， 从而再分配社
会资源。 初次分配、 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者应是彼此增益、 协调推进， 汇成资源分配和财富调节
的强大合力，輩輳訛 在做大做实经济总量蛋糕的基础上致力于 “合理分配财富蛋糕” 这一共同富裕的子
目标的实现。 反垄断法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輩輴訛 我国 《反垄
断法》 是立足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这一首要目的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从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
和国家调节经济运行、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说， 反垄断为共同富裕的财富积累
和公平分配创造了基础保障和制度环境， 确保了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 同时反垄断法通过公平竞争
审查机制保障了政府再分配时不得违反 《反垄断法》 制定含有排除、 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 从而也
为第三次分配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空间。

三、 反垄断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一）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1. 强化公平竞争基础性制度供给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

实施的意见》。 强化反垄断、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輩輵訛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强大推力。 为此，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要加快完善公平竞争制
度体系， 包括但不限于健全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牢固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
度及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制度等，輩輶訛 为强化反垄断，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
施筑牢法治根基。

自国务院反垄断监管机构改革以来， 国家大力推进公平竞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加强公平竞争
基础性制度供给。 在中央立法层面， 国家两次修订 《反不正当竞争法》， 出台 《反垄断法》 修正草
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制定了 《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
行规定》 等 5 部部门规章，輩輷訛 颁发了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 《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以下简称 《原料药反垄断指南》） 等 7 部指南，輪輮訛 进一步增强了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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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輯訛 林丽鹂： 《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深化竞争领域国际合作》，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11月 9日第 13版。
輪輰訛 《“十四五” 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7/

content_5670717.htm， 2022年 1月 27日访问。
輪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輪輲訛 参见前引輪輰訛， 《“十四五” 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
輪輳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黄新华、 韩笑文。
輪輴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黄新华、 韩笑文。
輪輵訛 侯利阳： 《公平竞争审查的认知偏差与制度完善》， 载 《法学家》 2021年第 6期。
輪輶訛 参见前引輨輲訛， 倪泰、 程云帆文。
輪輷訛 参见前引輪輯訛， 林丽鹂文。

针对性、 科学性以及可预期性。輪輯訛 今后仍要持续完善配套制度， 为市场主体明确规则、 划出底线，
健全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市场竞争治理规则， 完善以反垄断法为基础、 法规规章为支撑、 反垄断
指南为配套的反垄断规则体系，輪輰訛 夯实公平竞争的法治基础。

2.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 提出要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实施并健全统一的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輪輱訛 2021 年 1 月 27 日国务院公开发布 《“十四五” 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 强调要进
一步深化市场主体准入准营退出制度改革，輪輲訛 促进国内国外大市场及行业区域小市场多层次良性循
环， 改善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不断加强并改进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为此， 首先， 需要深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 进一步降低竞
争性领域市场准入门槛， 持续推进 “国进民退” 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加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的制度保障。 其次， 还要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到实处， 进一步明晰审查范围， 细化纳入审查范畴
的政策类型标准， 逐步研究制定有关市场准入、 资质标准等重点行业及其领域的专项公平竞争审查
具体规则。 最后， 要强化竞争监管反垄断执法， 推行重点领域市场监管一体化， 鼓励各地区及部门
构建跨区域的统一市场准入数字化服务系统， 探索建立并推广跨地区联合协作监管机制， 多方通
力， 多措并举， 加快形成产权界定明晰、 要素自由流动、 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輪輳訛

3. 反行政性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
市场化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 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

调节能力。輪輴訛 破除地方壁垒， 促进资源流动， 健全完善多元统一、 自由开放的要素市场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充分必要条件。 反垄断不仅仅是反市场垄断， 也是反行政性垄断， 而反行政性垄断的工具就
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輪輵訛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相关政策制定机关在出台相关经济政策措施之前按
照要求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未经审查不得公布施行， 在源头上避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发生。 自 2016
年始， 国家先后颁布 《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 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 逐步确立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此次 《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更是将 “国家建立健
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纳入修订内容， 明确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公平竞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
性地位， 并将其上升至国家基础性法律层级， 大大强化了它的刚性约束， 从而实现对行政性垄断行
为全过程、 各方位的有力监管。輪輶訛

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行以来， 截至 2021 年 11 月 9 日， 有关机关共审查了新出台政策措施文
件 98.7 万件， 纠正违反审查标准文件 5600 余件； 清理存量政策措施文件超 189 万件， 废止或修订
妨碍公平竞争和市场统一的文件接近 3 万件，輪輷訛 很大程度上规正和威慑了行政性垄断行为， 破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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輫輮訛 参见前引譹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輫輯訛 参见前引輪輵訛， 侯利阳文。
輫輰訛 《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公布： 附全文及修正条文前后对照表》， 载微信公众号 “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s://mp.weixin.qq.com/

s/2KKqY9soxfznKqe30wr_LA， 2021年 10月 25日访问。
輫輱訛 《全国深化 “放管服” 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7/20/content_5626165.htm， 2022年 2月 2日访问。
輫輲訛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19）》， 第 9 页， 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 https://www.samr.gov.cn/xw/zj/202012/

P020201224808232684415.pdf， 2022年 2月 8日访问。
輫輳訛 钱颜： 《原料药反垄断指南将助企业破解顽疾》， 载 《中国贸易报》 2021年 12月 9日第 6版。
輫輴訛 郑鹏程： 《论拒绝交易反垄断规制的立法完善———以原料药反垄断执法为切入点》， 载 《现代法学》 2021 年第 5 期。 需要说

明的是， 参考该文， 2021年 6月份之前的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执法案件共 15起。 最新一起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案件为河南商丘
市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豫市监处字 〔2021〕 1 号）。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行政
处罚决定书， 该公司以不公平高价销售苯酚， 被处以 1104.84万元罚款。

輫輵訛 郭志强： 《国家反垄断局成立后 “第一刀” 为何砍向原料药？》， 载 《中国经济周刊》 2021年第 22期。

市场壁垒， 促使更快更好地建立统一开放、 透明高效、 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 当然， 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顺利实施要基于反垄断法， 但也不能局限于反垄断法， 其关键点是在促进整体利益最大化的
范畴下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对此， 有学者提出依据不同行业竞争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分类
实施并逐步深化公平竞争审查， 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輫輮訛 增设以小额补贴制度为
代表的跨行业政府补贴的豁免机制。輫輯訛

（二） 加强特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

1. 持续推进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
加强在民生行业领域中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 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推进息息相

关。 《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增加第三十七条， 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依法加强民生、 金融、
科技、 媒体等领域经营者集中的审查。輫輰訛 2021 年 7 月 20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全国深化 “放管
服” 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明确提出要由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牵头， 协同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地区围绕医药、 公用事业、 建材、 教育培训等重点民生领域
开展反垄断执法， 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輫輱訛 据统计， 在 2019 年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办的案件
中， 建材领域 18 件、 公用事业领域 17 件、 原料药行业 6 件、 通信行业 4 件， 均是与民生密切相关
的领域， 执法为民趋势更加突出。輫輲訛

以医药行业的原料药市场为例， 在各个细分领域市场中有可能存在一些规模资本不甚雄厚但却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輫輳訛 由于技术壁垒、 地方保护、 市场界定困难等因素导致该行业更容易产
生垄断行为， 也更难以进行反垄断规制。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出台 《原料药反
垄断指南》， 细化原料药市场的反垄断执法监管规则， 堪称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后挥出的
“第一刀”。 近年来， 反垄断执法机构不断加强对原料药市场的执法监督力度， 据统计， 2011 年至
2021 年十年间， 国家共查处原料药领域反垄断案件 16 起，輫輴訛 26 家药企被查， 处罚金额超 5.3 亿元，
凸显了国家维护原料药市场秩序、 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决心。 民生行业事关国家安全与国计民
生， 多是行业监管与反垄断监管共同作用的重点领域， 需各方发力， 协调并进， 完善法律制度， 强
化反垄断执法， 倡导行业自律， 督促企业积极落实反垄断自查自改合规工作。輫輵訛

2. 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
2021 年 12 月 24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 建立健全平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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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治理体系， 提高监管能力水平，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持续健康发展。輫輶訛 从目标来看， 发展数字经济
与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 数字经济的高技术性和强分享性等特征， 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
力， 也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 有利于解决发展中的不充分、 不平衡、 不协调等问题， 助力共
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稳步推进。輫輷訛

近几年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督执法力度， 开展了一系列具有
重大影响力的调查执法典型案件。 2021 年 4 月 10 日， 总局对阿里巴巴在我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
务市场上实施的 “二选一” 垄断行为作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 182.28 亿元罚金” 的行政处罚
决定， 并发出行政指导书； 2021 年 7 月 7 日， 对互联网领域的包括腾讯、 阿里巴巴、 苏宁在内的
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公布处罚决定； 2021 年 7 月 10 日， 依法禁止斗鱼公司与虎牙公司合
并； 2021 年 7 月 24 日， 责令腾讯公司立即实施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行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
对美团在我国境内餐饮外卖市场上实施 “二选一” 垄断行为作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全额退还涉
案商家独家合作保证金共 12.89 亿元， 并处 34.42 亿元罚金” 的行政处罚决定， 并发出行政指导书；
其间还要求 34 家互联网企业在一个月内自查自改、 全面规范。輬輮訛 今后应持续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监管执法力度， 尤其是应当对具有跨市场竞争优势的数字平台赋予更高的义务， 最终实现促进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提升消费者福利的整体目标。輬輯訛

（三） 健全反垄断执法体系

1. 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
近年来， 国家深化市场监管体系改革， 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 在执法体制上， 2018 年

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 将原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实行
“三合一”，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在组织机构上统一了反垄断执法权。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成立， 并下设竞争政策协调司、 反垄断执法一司与二司， 进一步提高了反垄断执
法机构的独立性、 权威性和专业性， 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执法机制上， 建立并持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从源头上破除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政性
垄断行为； 积极开展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合规指引工作， 提高企业自觉性， 强化企业合规意识；輬輰訛

大力促进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 反垄断监管和行业管制协调、 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衔接， 推进
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完善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相关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 加快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监管体系。輬輱訛

2. 着力提升反垄断执法效能
实现共同富裕是长远目标， 不可能 “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是 “同时富裕” “同步富裕”， 必须

及时制定完善配套制度， 扎实落实相关政策措施， 分阶段、 分区域稳步推进。輬輲訛 反垄断法的生命在
于实施， 须着力提升反垄断执法效能， 从而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方

輫輶訛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
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0/content_5669431.htm， 2022年 1月 30日访问。

輫輷訛 李欣：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载 《求知》 2021年第 9期。
輬輮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杨东、 陈怡然文。
輬輯訛 袁嘉： 《德国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的实践与启示》， 载 《国际经济评论》 2021年第 6期。
輬輰訛 参见前引輩輶訛， 许睿、 李海洋文。
輬輱訛 参见前引輪輯訛， 林丽鹂文。
輬輲訛 黄祖辉、 叶海键、 胡伟斌： 《推进共同富裕： 重点、 难题与破解》， 载 《中国人口科学》 202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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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要继续强化队伍能力建设， 提升执法队伍素质水平。 定期制定培训计划， 开展多层次、 有核
心、 强实用的政策措施、 法律法规、 实务经验等各类学习培训， 及时总结并推广执法经验， 完善考
核评估机制， 提高执法效率和活力。

另一方面， 要完善反垄断执法工具， 提升执法效能。 一是可以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搭建数字网络系统， 建立网上申报受理制度和审查绿色通道，輬輳訛 健全市场竞争状况监测评估和预
警制度， 切实提高事前预防能力。 二是可借鉴英国、 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做法， 积极开展数字市场
竞争调查， 健全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机制， 加深对相关市场和企业竞争状况的了解， 增强执法灵活
度， 做到有的放矢， 提高执法效率。輬輴訛 三是完善监管思路。 在机制上， 从专业性监管转向整体性协
同监管， 促使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通力合作， 形成一整套科学缜密、 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輬輵訛 在
方法上， 从惩罚性监管转向激励性监管， 輬輶訛 激发被监管主体主动合规动力， 多管齐下， 形成事前预
防、 事中审查、 持续监管的全面监管格局。

（四） 提高反垄断执法精度和力度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环境， 而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离不开反垄断法的
有效实施。 提高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 一是要设置好 “红绿灯”， 划清反垄断执法底线， 提高反垄
断执法的精度； 二是要强化反垄断制裁， 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力度。

1. 提高反垄断执法精度
设置好 “红绿灯” 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规则体系， 明确市场竞争规范， 告诉企业哪些行

为是违法的， 哪些底线是不可逾越的，輬輷訛 即解决反垄断执法中的不确定问题； 同时要明晰反垄断执
法的界限， 如明确强制性限定交易和激励性限定交易的区别， 明确由反垄断法规制的范围， 等等。
此外， 还要有序开展竞争倡导工作， 出台并落实 “企业竞争合规指引” 及 “平台企业竞争合规指
引”。 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在增进企业对竞争规则的理解和承诺， 增强企业自我合规意识
和行动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2019 年 7 月，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反垄断合规指引文
件———《浙江省企业竞争合规指引》； 2021 年 8 月 24 日，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全国首个针对平
台企业的竞争合规指引———《浙江省平台企业竞争合规指引》； 2021 年 7 月，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还启
动了浙江省重点平台企业竞争合规指引第三方评估工作， 进一步调查平台企业实际存在或潜在的反
竞争问题。 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在企业竞争合规管理的知识供给和过程指导、 企业竞争合规激励机
制的建立完善等方面做好工作， 为企业设置好竞争合规 “红绿灯”。

2. 提高反垄断执法力度
《反垄断法》 颁布实施以来， 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 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共查处各类垄断案件

740 余件， 罚没金额超 316.8 亿元， 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近 4000 件， 有力打击了排除、 限制竞争行
为， 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輭輮訛 反垄断执法力度的强弱集中体现在反垄断罚款制度上， 科学合理
的罚款制度不仅能有效威慑垄断行为， 促进公平竞争， 还能作为一种隐性税收， 增加财政收入， 无

輬輳訛 倪泰： 《共创公平竞争美好光明未来———第七届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大会侧记》， 载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21年 11月 26日第 1版。
輬輴訛 王健、 吴宗泽： 《反垄断迈入新纪元———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数字化市场竞争调查报告〉》， 载 《竞争政策研究》 2020

年第 4期。
輬輵訛 See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 Proposal on New Rules for Digital Platforms， European

Commission official website （Dec.15，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0_2450.
輬輶訛 孙晋： 《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 5期。
輬輷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周子勋文。
輭輮訛 参见前引輪輯訛， 林丽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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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PC�Central�Committee�has�made�important�strategic�and�policy�arrangements�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Strengthening� anti-monopol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anti-monopoly� law�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ti-monopoly� law� can�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four�
aspects:�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tantly�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preventing� the�disorderly�expansion�of�capital� and�creating� institutional�conditions�
for� fair� distribution.� The� anti-monopoly� law� can� also� help�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tribute� to� the� unique� scheme�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by� improving� the� fair� competi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in� specific� fields,� improving� the�
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system�and�improving�the�accuracy�and�strength�of�anti-monopoly�
law�enforcement.

Key Words: Anti-monopoly� Law;� Common� Prosperity;� Strengthening� Anti-monopoly;� Fair�
Competition

疑也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我国 《反垄断法》 对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行为规定 “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

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这种基于涉案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或企业总销售额直接计算罚款的
做法， 是典型一元构造体系的具体体现。輭輯訛 按照涉案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额来计算罚款， 有威慑不足
之虞， 按照企业总销售额来计算则有威慑过度之弊。 欧美国家秉承整体主义的理念， 立足于单一经
济实体理论和经济连续性理论对反垄断罚款制度进行彻底革新， 规定以整个企业集团的总销售额为
基准计算最高罚款限额， 并对大企业适用威慑乘数或倍数， 此外还规定了母公司和企业承继者的罚
款责任。輭輰訛 我国反垄断法应借鉴欧美等国对罚款制度进行结构化改革， 由直接计算罚款数额的典型
一元构造体系走向罚款计算条款和罚款封顶条款相结合的二元构造体系， 有效提高反垄断执法力
度， 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远大目标。

结语

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进程既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构新发展格局， 将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 同时
也要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优化收入分配布局， 将财富蛋糕分好。 共同富
裕的推进离不开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 强化反垄断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反垄断法具有保障共同
富裕目标实现的独特功能， 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能只靠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可以和财税法、 慈
善法等其他法律协同发挥作用， 促进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实现。

輭輯訛 王健： 《论我国反垄断罚款的结构化改革———从一元构造体系走向二元构造体系》， 载 《交大法学》 2021年第 4期。
輭輰訛 王健： 《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的革新———基于整体主义理念的研究》， 载 《法商研究》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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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本文研究的是慈善组织从事商业活动的增值税处理问题， 以更好地发挥公益事业落实第三次分
配， 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指出， “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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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其中， 慈善事业作为助推共同富裕的
有力方式， 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譺訛 这要求我国的慈善事业不能局限于传统理念上的扶贫救济功能， 还应广泛参与教
育、 医疗、 环保、 卫生等社会公共事务。 面对日益增多的慈善功能， 仅依靠捐赠显然难以满足慈善
需要。 因此， 实践中诸多慈善组织开始通过商业活动增加收入。

对于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 我国既有法律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其中， 税法制度的不足即是一个
突出问题。 税收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经济手段， 对慈善商业行为的重要意义在于， 以税收优惠
的形式引导和激励慈善组织开展商业活动， 并规范慈善组织的过度商业化行为， 以促进慈善组织流

共同富裕视阈下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增值税制完善

杨小强 王 森 *

内容提要： 为全面促进共同富裕， 必须发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 而慈善组织是第三次
分配的核心力量。 慈善组织参与商业活动， 有助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更好地发挥慈善功
能。 然而， 对慈善组织参与商业活动涉及的增值税制处理规则， 存在法律规定较为匮乏、
慈善组织自身享有的税收优惠不足等问题。 国际社会对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增值税处理规
则较为丰富， 相关增值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了应有的支持作用， 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在增值
税立法中， 应当形成 “商业行为界定在前， 税法规则明确在后” 的范式， 在增强立法科学
性的同时， 提高增值税立法对第三次分配的回应性。
关键词： 慈善 商业行为 增值税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5

*杨小强，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法学院习近平法治思想教研室主任； 王森， 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法
博士研究生。

譹訛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譺訛 参见前引譹訛， 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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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三次分配领域。 慈善组织参与商业活动必然会引发是否征收增值税的问题。 然而， 当前与慈善
组织有关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直接税领域， 且主要与捐赠行为有关。 与国外慈善税收制度相比，
我国直接针对慈善组织的增值税制度存在法律规定较为匮乏、 慈善组织自身享有的税收优惠不足等
问题。

为此， 本文首先对与我国慈善组织有关的增值税立法现状进行梳理， 然后通过借鉴国际社会对
慈善组织商业化行为的增值税处理经验， 从税法的基本原理出发， 对完善我国慈善组织从事商业活
动的增值税处理规则提出建议。

一、 我国慈善组织商业化的增值税处理规则及存在问题

（一） 我国慈善组织商业化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增值税是一种交易税 （transaction-based tax）， 必须有一个交易发生才会触发增值税义务归属规
则， 属于流转税的一种。譻訛 与慈善组织商业行为有关的增值税处理规则主要涉及 3 个方面， 分别是：
慈善组织的何种行为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是否享有增值税免税资格； 以及
具体的增值税处理模式。 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慈善组织的税收法律和规章制度， 主要通过各类实体法
零星地对慈善组织在增值税方面的减免税优惠进行规定。 具体如下：

1. 关于商业行为的认定
慈善组织免费提供货物或服务属于缺乏对价的非商业行为， 不属于增值税的课税范围。 只有当

慈善机构参与经营活动， 并满足增值税义务归属的一般规则时， 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范围。 慈善组
织的商业化行为通常表现为公益服务收费、 进行商业投资、 慈善冠名以及举办商业活动筹款等。 然
而并非所有获得收入的行为都属于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 也并非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需要缴纳增值
税。 为此， 在研究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增值税处理规则之前， 首先需要厘清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概
念。 我国没有在法律中明确慈善组织可以进行的商业活动范围， 仅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以下简称 《慈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以下简称 《捐赠法》） 以及 《慈善组织
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民政部第 62 号令） 等法律法规中对慈善组织的投资行为予以许
可。 如 《慈善法》 规定， 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 增值进行投资的， 应当遵循合法、 安全、 有效
的原则， 投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 此外， 在一些部门规范性文件中， 也有支持非营
利组织为发展公益事业进行商业活动的描述。 比如 《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
见》 （国宗发 〔2017〕 88 号）， 允许非营利组织出于公益救济以及慈善目的进行经营性活动。

2. 关于免税资格的规定
对于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是否免征增值税的问题， 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目前对慈善组织的

免税资格规定较为全面的是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8〕 13 号） （以下简称 《13 号通知》）。 该通知对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从实质和程序上
进行了规定。 《13号通知》 第一条规定了享有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条件， 包括合法性、
自治性、 非营利性以及会计核算独立性。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 非营利组织通过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交资料申请， 并经财政、 税务部门认定后， 即可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此外， 《13 号通知》
《税收征收管理法》 以及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还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必须办理税务登记并

譻訛 杨小强： 《法律正义下的增值税制》，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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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参见 《关于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55 号）、 《关于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6号）。

如期进行纳税申报。 可见， 不论慈善组织是否从事商业行为， 均需要在税务部门办理登记。
3. 关于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规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前， 我国 《营业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第 540 号令） 第八条规定了营业税

的免征范围。 其中， 教育、 医疗、 文化等活动都与慈善组织的功能有关。 然而， 经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第 50 号令） 第二十二条的进一步解释， 与
慈善组织有关的免税规则仅限于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 其他类型的活动是否属于免税范围尚无明确
的法律规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 《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
十五条规定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以及外国政府、 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
资和设备等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增值税法征求意见
稿》） 延续了 《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的免税内容， 并规定纳税人可以放弃减免税权。 若慈善组织享
有该类免税权， 对于保证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减轻部分慈善组织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我国还
规定了对慈善捐赠设置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免征以及政策性背景下的特殊减免， 比如扶贫货物的捐
赠、 疫情防控物资的捐赠等。譼訛 2021 年，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
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以下简称 《文化宣传公告》）。 其中， 对科普机构的门票收入以及与老年、 教
育有关的图书出版、 零售环节的增值税规定了不同程度的免税或先征后退政策。

（二） 存在的问题

由上文可知， 我国对慈善组织的增值税处理规则散见于各类法规政策中。 同时， 我国法律中缺
乏对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界定， 税收优惠规则也较为模糊。

1. 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不清
为了鼓励慈善组织从事公益事业，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的税收政策。 具体表现为， 对捐赠者

给予税前扣除， 免征慈善组织获赠收入的税收， 对受赠者获得的收入和财富给予税收优惠等。 然
而， 当前与慈善组织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直接税领域， 且主要针对捐赠行为， 与慈善组
织商业行为有关的增值税处理规定则较为匮乏。 仅在个别法律中对慈善组织的某些服务明确了增值
税方面的优惠， 如门票收入的增值税免征。 对于直接税领域的减免税规则是否适用于商业行为中的
增值税处理， 以及具体适用于何类商业行为， 均没有明确的规定。 以 《13 号通知》 对慈善组织的免
税资格规定为例， 从字面含义上来看， “免税资格” 的含义非常广泛， 似乎也涵盖了所得税以外的
其他税种。 但从立法目的来看， “免税资格” 仅限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企业所得税层面。 免税资
格的模糊性， 侧面增加了慈善机构会计核算工作的难度， 使慈善机构在缴税与不缴税之间徘徊。

除免税资格的模糊性外， 当前法律也未明确税收优惠适用于慈善组织的何种商业行为。 慈善组
织的商业行为可以分为出于公益目的的商业行为以及纯粹逐利的商业行为。 有关法律仅从慈善组织
是否属于非营利组织为标准， 对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而没有根据具体实
施的行为是否具有公益目的， 对慈善组织从事商业行为的投资趋向进行限制， 使得实践中公益行为
与纯粹逐利行为的边界模糊不清。 基于增值税的中立性， 只有慈善组织的公益行为才符合税收优惠
政策的目的。 慈善组织在单纯逐利目的下进行的经济活动， 与营利组织实施的商业行为并没有本质上
的区别， 对此类行为设置税收优惠缺乏法律依据。 同时， 实践中存在许多营利企业实施了公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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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因不具有慈善组织的性质， 难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 这不利于发挥税收对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
2. 缺乏有效的税收优惠规则
与慈善机构在直接税制度下享受的税收优惠相比， 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 其处理规则对

慈善机构的影响非常显著。 然而， 我国历来对涉及慈善组织的增值税制度重视度不足， 没有体现出
对慈善活动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态度。 一般来说， 慈善组织参与商业活动会产生两种增值税的征收问
题： 一是由供应商向慈善组织收取的增值税， 即进项增值税； 二是由慈善组织对其提供的应税给付
收取的增值税， 即销项增值税。

我国对慈善活动设置的增值税优惠主要集中于对销项增值税的免税。 对于进项增值税处理规则
未加以明确， 这加重了进项税较多的慈善组织的成本负担。 除免税措施外， 我国没有进一步在法律
层面对慈善组织从事商业行为设置特殊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在法律规定缺失的背景下， 慈善机
构的商业收入将按照同类营利性机构的税收处理方式缴纳增值税。 而经济补贴理论认为， 相对于营
利组织而言， 慈善组织提供对社会 “有益” 的福利。 税收优惠实质上是对利他性慈善捐赠行为的一
种奖励。 同时， 由于慈善机构的规模、 成立时间、 业务范围的不同， 其在运行水平、 管理水平、 捐
赠收入方面都有差异。 根据量能课税原则， 若对其适用与营利性行为一致的税收处理规则， 将与税
收公平原则相悖。 在慈善组织的税负能力和商业行为有所差异的情况下， 我国现有增值税税收制度
未对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进行区分处理， 限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3. 税收规则零散
我国慈善组织税收优惠的立法不完善导致税制缺乏稳定性和确定性。 纵观与慈善事业有关的税

收体系， 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 立法层级较低。 这与我国非营利组织税
收优惠的相关规定大多是由各个部门制定的有关。 同时， 由于税收优惠散见于各种法律文件中， 这
不仅会造成各部门间法律规定的冲突或衔接不畅的问题， 也给基层税务执法人员以及慈善组织在实
践中查阅相关政策文件制造了障碍。 我国慈善组织当前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税制的不稳定与不确
定会引起慈善组织税负的不正常波动， 给慈善组织的稳健发展带来诸多不可预期性。

二、 慈善组织商业行为增值税处理的国际比较

增值税起源于欧洲， 我国增值税的立法设计受到国际社会增值税制度的影响。 国际上慈善事业
发展较早，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税收支持政策， 分析其对慈善组织商业化的增值税处理方式和特点，
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慈善商业化的税收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一） 明确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

1. 区分商业行为和非商业行为
世界上绝大多数征收增值税的国家都明确区分了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和非商业活动。 依据区分

原则， 符合慈善组织宗旨和目的、 不与其他营利性组织构成竞争关系的活动属于非商业活动。 该类
活动因没有交易发生而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比如， 爱尔兰认为慈善组织没有权利和义务对非
商业活动所产生的收入进行增值税登记和核算。 但如果慈善组织的活动被认为是与其他商业贸易者
竞争， 那么该慈善机构就会被要求对这些活动进行增值税登记和核算。譽訛 同样， 在香港贸易发展局

譽訛 Charities Update: Fundraising Guidel ines, VAT, Annual Report Deadline and More,https://www.mhc.ie/latest/insights/charities -
update -fundraising -guidelines -vat -annual -report -deadline -and -more#: ~ :text =VAT%20Charities% 20are% 20exempt% 20from%
20VAT%20under%20Irish， seeking%20to%20reduce%20the%20VAT%20burden%20on%20charities，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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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 欧洲法院也裁定， 仅免费提供服务和商品的慈善机构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譾訛 然而， 实
践中慈善组织参与的活动形式多样， 如何判断具体活动中的慈善组织属于免费抑或有偿提供商品或
服务？ 欧盟在 《增值税指令》 第 9 条第 1 款中将 “纳税人” 定义为 “在任何地方独立开展经济活动
的任何人， 与该活动的目的或结果无关”。 从该条款可以看出， 当慈善机构独立开展经济活动时，
慈善机构有资格成为增值税纳税人。 实践中， 欧洲法院主要通过判断收入与给付之间是否具有直接
性连接来认定是否存在经济活动。 就慈善组织而言， 即收到的捐款是否属于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对
价。 比如， Tolsma 案属于捐款不构成对价的典型案例。譿訛 欧洲法院认为， 增值税的义务归属规则要
求服务给付的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必须存在互惠履行的法律关系， 即服务提供者收到的报酬， 构成
向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对价。 然而， 路人决定捐款并不是基于事先约定， Tolsma 演奏的音乐也与路人
捐款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 同 Tolsma 案一样， 仅接受自愿捐款的慈善机构不属于商业化行为，
不应征收增值税。 同时， 英国仲裁庭还在判例中对慈善活动的商业行为进行了量上的规定。 在关于
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英国案件中， 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 慈善组织的投资活动必须超越普通投
资者管理其资产的行为才属于商业活动， 从而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讀訛 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对慈
善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局限于特定的非营利组织， 而是根据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公益性决定是
否适用。 因此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其他营利性企业如果参与了满足增值税要求的公益活动， 也可享受
税收优惠。 比如在 Gregg 案中， 欧洲法院指出， 不能从增值税法中推断免税仅限于慈善组织开展的
活动， 在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也可以要求获得免税待遇。讁訛

2. 区分公益目的的商业行为和纯粹逐利的商业行为
在明确区分非商业行为和商业化行为后， 国际社会对慈善组织的商业化行为进一步区分为基于

公益目的开展的商业行为和纯粹逐利的商业行为。 纵观多个国家的慈善法， 一个组织要想获得慈善
地位和相关的税收优惠， 其商业行为通常必须满足 “非营利” “有价值的目的” 和 “公共利益” 等
特征， 同时还要遵守其他行政和监督要求。 “非营利” 要求防止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 “有价值的目
的” 要求开展有资格获得税收支持的活动类型， 最常见的是福利、 教育、 科学研究和医疗保健；
“公共利益” 要求该利益必须向广泛的公众开放。輥輮訛 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商业行为才有资格享受税收
优惠。

（二） 明确慈善商业化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对于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慈善类商业行为， 西方国家规定了不同程度的增值税税收优惠。 有的
对国家支持的特定公益事业给予免税， 同时赋予选择征税权， 保证抵扣链条完整； 有的设置免税门
槛， 交易收入超过起征点以上再征收增值税； 有的则对商业行为实施低税率。

譾訛 ECJ, 1 April 1982, Case 89/81, 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n v Hong-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61981CJ0089，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譿訛 ECJ, 3 March 1994, Case C-16/93, R. J. Tolsma v Inspecteur der Omzetbelasting Leeuwarden [EB/OL],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61993CJ0016，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讀訛 VCHAR3900 - Business and non -business: Charitable activities: Share dealing by charities, https://www.gov.uk/hmrc -internal -
manuals/vat-charities-manual/vchar3900，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讁訛 ECJ, 7 September 1999, Case C-216/97, Jennifer Gregg and Mervyn Gregg and 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 Excise paragraphs 13-
21， https://curia.europa.eu/juris/fiche.jsf?id=C%3B216%3B97%3BRP%3B1%3BP%3B1%3BC1997%2F0216%2FJ&language=en，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輥輮訛 OECD （2020）, Taxation and Philanthropy, OECD Tax Policy Studies, No. 27, OECD Publishing, Paris [EB/OL]. （2020-11-26）
[2021-01-03]. https://doi.org/10.1787/df434a7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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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NONPROFIT LAW IN ARGENTINA, https://www.cof.org/country-notes/nonprofit-law-argentina#value，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輥輰訛 See supra note ⑩.
輥輱訛 See supra note ⑩.
輥輲訛 See supra note ⑩.
輥輳訛 See supra note 輥輯訛.
輥輴訛 Ireland: Charities VAT Compensation Scheme A General Guide, https://www.mondaq.com/ireland/charities -non -profits -/778804/

charities-vat-compensation-scheme-a-general-guide，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輥輵訛 GST concessions， https://www.ato.gov.au/non-profit/your-organisation/gst/gst-concessions/，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輥輶訛 See supra note 輥輵訛.

1. 特定慈善事业的免税
首先， 为了促进某些公益事业的发展， 有的国家对慈善组织从事的特定经济活动实施免税政

策， 而慈善组织的其他商业行为则采用标准税率。 比如， 阿根廷对慈善组织提供的与组织主要目的
相关的服务免征增值税。 这意味着， 第三方的捐赠、 会员费以及为特定法定活动向会员收取的费
用， 都是慈善组织的免税服务。 同时， 慈善组织的其他交易活动需要遵守标准的增值税规则。輥輯訛 在
奥地利， 免税政策仅适用于具有促进 “文化” 或 “体育” 发展目的的慈善组织， 以及经营护理设施
的卫生机构。輥輰訛 当然， 也有一些国家没有设置专门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而是对慈善组织的商业化行
为适用标准的增值税规则， 比如比利时、 意大利、 哥伦比亚等国家。輥輱訛 然而， 尽管意大利对商业化
行为实行标准的增值税税率， 但慈善组织可免于提供发票或收据等销售证据， 减轻了慈善组织的行
政遵从负担。輥輲訛

2. 适用低税率
为了防止增值税免税导致抵扣链条中断， 使慈善组织在与一般纳税义务人交易时处于劣势地

位， 一些国家对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适用低税率。 比如， 德国对慈善组织给付的一些货物或服务设
置了较低的增值税税率。 对于非营利组织因提供与法定目的相关的服务或资产管理服务 （如租赁房
地或行使权利， 特别是版权、 版税等） 所获得的收入， 适用 7%的低税率， 并可以申请抵扣前期支
付的进项增值税。輥輳訛 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对慈善组织的增值税实施免税政策， 但推出了特殊的增值税
退税机制， 如爱尔兰。 为了减轻慈善组织无法收回的进项增值税成本， 爱尔兰在 2019 年颁布了增
值税补偿计划。 该计划通过补偿慈善机构在上一年无法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减少了慈善机构出于慈
善目的购买货物或服务的成本。 该计划的上限为每年 500 万欧元， 如果每年所有符合条件的退税总
额超过上限， 则按比例支付。輥輴訛

3. 设置增值税登记门槛
为了减轻小规模慈善组织的纳税负担， 同时也方便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 一些国家对慈善组织

设置了特别的增值税登记门槛。 比如， 在增值税注册登记时， 澳大利亚对慈善组织规定了比普通营
利性组织更高的登记门槛。 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在其营业额达到或超过 15 万澳元时才需要进行增
值税注册 （普通营利性企业在营业额达到或超过 7.5 万澳元时就需要注册）。輥輵訛 在某些情况下， 慈善
组织还可以在缴税与免税之间进行选择。 例如， 如果慈善组织经营一家学校食堂， 该组织可以选择
增值税免税， 这意味着它不需要对其销售的食品缴纳增值税， 然而， 也不能为其购买的食材申请进
项税抵免。 一旦慈善组织选择增值税免税， 则在 12个月内不能撤销变更。輥輶訛

4. 采取增值税之外的配套措施
基于免税政策无进项税抵扣权的弊端， 一些欧盟国家开始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 降低慈善组织

的成本负担。 与增值税激励措施相比， 财政补贴可以更好地针对政府支持的公益事业， 有效地分配

50· ·



共同富裕视阈下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增值税制完善

政府资金 （溢出效应较小）。 比如， 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因不属于增值税范围内的经济活动，
无法收回为开展参观而支付的进项税。 2001 年， 英国政府针对符合条件的博物馆和画廊推出了一
项特殊的增值税退税计划。 这些博物馆可以退还与免费参观有关的进项税成本。輥輷訛 同样， 丹麦和瑞
典通过将书籍和期刊的高增值税税率 （25%） 与特定的补贴安排相结合， 使政府能够更有针对性地
补偿特定纳税人， 比如， 可以退还大学为购买书籍和期刊支付的进项增值税， 而不是向所有纳税人
提供税收激励， 这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輦輮訛 此外，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种趋势， 以瑞典为代表， 将免
征所得税和免征增值税的资格标准紧密联系起来。 然而， 该种处理方式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并未
得到欧盟委员会的认可。輦輯訛

（三） 在法典中规定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

1. 以 《增值税指令》 统一增值税规则
欧盟增值税较为发达， 早期欧盟各个国家的增值税制度各不相同， 为了统一欧盟成员国的增值

税处理措施， 欧盟发布协调成员国增值税的法律———《增值税指令》， 同时给予成员国在国内增值税
法中适度变更相关内容的权利。 在慈善方面， 欧盟增值税指令并没有专门提及慈善组织， 而是在第
9 章第 132 条规定了 “对某些涉及公共利益活动的免税”， 例如医疗、 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輦輰訛

2. 基于国情设置差异化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在不违反欧盟 《增值税指令》 规定的限度内， 欧盟成员国也根据本国国情差异化设置慈善事业

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以英国 （现已不是欧盟成员国） 为例， 英国在本国增值税法中详细规定了公益
类活动的增值税优惠， 涉及捐赠、 筹款、 赞助以及各类文化、 体育、 教育等活动适用的减免税规
则。 此外， 英国还通过出台 《增值税指南》 （VAT Guide） 等出版物指导特定公益行为的增值税处
理。 目前在慈善方面已发布超过 70 个增值税处理手册 （manual）。 增值税处理规则的明确， 有助于
减轻慈善组织的会计核算负担， 也有助于避免 “假慈善， 真避税” 行为的发生。

三、 完善我国慈善商业行为增值税处理规则的建议

慈善组织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 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和宽松的税收环
境。 当前我国正值增值税立法时期， 建议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 结合国外对慈善组织商业化税收处
理的立法经验， 优化我国慈善组织的增值税制。 具体来说， 在明确慈善组织公益性商业行为和逐利
性商业行为实质区别的基础上， 区分商业收入的增值税处理规范， 以期助力打通慈善事业发展的最
后一公里。

（一） 坚持税收法定， 明确慈善商业化的征税范围

1. 整合零散的慈善组织税收优惠制度
税收制度不能脱离法律条文而存在。 税收法定原则包括税收要素法定、 税收要素确定以及征税

輥輷訛 Article 33A VAT Act 1994 and Notice 998： VAT refund scheme for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 http://customs.hmrc.gov.uk/chan鄄
nelsPortalWebApp/channelsPortalWebApp.portal?_nfpb=true&_pageLabel=pageImport_ShowContent&id=HMCE_CL_000178&proper鄄
tyType=document#P7_84），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輦輮訛 S. Hemels，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VAT treatment of charities: Are the objects of the VAT exemption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being
achieved and if not, how can this be improved within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EU legislation? International VAT Monitor, 2011 （5）.

輦輯訛 F. Vanistendael， Taxation of Charities [M]. IBFD Publications, 2015.
輦輰訛 Article 132 | Directive 2006/112/EC - Value Added Tax Directive （VAT）, https://service.betterregulation.com/document/245372，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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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合法。輦輱訛 目前， 我国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依据立法位阶较低， 相关规定主要见于 《增
值税暂行条例》、 各类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 我国正在增值税立法阶段， 对与慈善组织有关的
零散的增值税处理规则进行整合和系统化， 也是立法的基本意义和实现形式税收法定的基本要求。
法定原则要求税法具有确定性， 能使纳税人便利及时地获取信息， 而便于理解的行政指引有助于增
强法律的明确性。輦輲訛 欧盟通过 《增值税指令》 以及判例为慈善组织对自身活动是否应予纳税给与明
确的指引， 减轻了慈善组织与税务机关之间对是否应当纳税问题的争议， 也有助于规范慈善组织的
行为。 我国当前专门出台一部关于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法律法规尚有难度， 可以在 《慈善法》 中专
设税收优惠一章， 对与慈善组织有关的直接税、 流转税等各个税种的征收进行规定。 国际社会也没
有一部专门规定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的法律， 但在不少法律法规中有专门设置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
的章节， 增强了法律的系统性与针对性。 同时， 税收法定原则也要求处理好同税收授权立法的关
系。 在构建慈善组织增值税制的过程中， 必要时可以依据法定方式行使税收授权立法权。 比如， 为
了鼓励慈善组织发挥文化振兴的作用， 可以通过授权立法适时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前文所述的
《文化宣传公告》 对门票、 出版物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即成功地发挥了税收对慈善的引导作用。

2. 明确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与非商业行为
慈善商业化有利于拓宽资金获取渠道， 解决慈善组织的资金困境。 本文认为， 慈善组织可以从

事与公益宗旨相关的商业化活动， 只是基于税收管理， 需要从法律上区分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与非
商业行为。 我国 《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 首次将对价作为增值税的义务归属要件。 就慈善组织而
言， 慈善组织商业行为的显著特征即是慈善组织为了获得对价而提供货物或服务的给付。 由于慈善
组织获得收入本身并不意味着某项活动具有经济性质， 因此， 要使该项活动属于增值税意义上的应
税行为， 行为人之间必须存在交易并约定了对价。 如果慈善组织的活动只包括提供服务而没有直接
的对价， 就没有增值税评估的基础， 因此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正如上文欧洲法院的 Tolsma 案， 只
有在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法律关系， 并据此进行对等履行的情况下， 服务提供者收到的报
酬才是增值税意义上的 “对价”。 此外， 在确定一项慈善活动是否属于增值税的商业活动时， 也可
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量： 该活动是否是慈善机构的一项日常工作； 该活动是否是慈善组织积极追求
的一项职业或功能； 该活动是否具有连续性以及该活动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对价而进行的给付。 在
确定商业行为和非商业行为的标准后， 再针对不同的商业行为设置不同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二） 坚持税收中立与量能课税相结合， 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

1.区分公益类商业行为与逐利类商业行为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中提出， 好的税收应当具备五个特性： 公平性、 中立性、 确定性、 经

济性与节约性。輦輳訛 协调好公平性与中立性的关系， 是衡量税收制度好坏的关键。 税收中立原则是平
等对待原则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在税法中的体现， 要求相同的相同对待， 不同的不同对
待， 除非区别对待有正当理由。 给予慈善类商业行为税收优惠的目的是确保慈善活动产生的利益不
会受到提供这些活动的成本的影响。 然而， 当慈善组织从事逐利行为， 特别是与其他营利性组织构

輦輱訛 杨小强: 《中国税法： 原理、 实务与整体化》，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輦輲訛 AICPA. Tax Policy Concept Statement No.1, Guiding Principles of Good Tax Policy: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ax Proposals.

AICPA, New York: 2001, p.11.
輦輳訛 “The Value-Added Tax,” by Charles E. Price and Thomas M. Porcano, JofA, Oct.92, page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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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竞争关系时， 慈善组织享有税收优惠会使得营利性组织处于劣势地位， 悖离竞争中立原则。 基于
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区分慈善组织不同的商业行为， 在对慈善组织设置增值税优惠政策时，
可以根据慈善组织商业活动与公益宗旨的相关程度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制度， 并由相关部门事先在税
收法律法规中做出详尽的说明。 然而， 在许多情况下， 这种区分是很难做到的。 例如， 由教育机构
进行的图书出版活动属于公益目的的商业行为还是纯粹逐利的商业行为？ 本文认为， 一个有效的标
准是， 将一项活动视为免税是否会扭曲与商业活动的竞争。 若慈善组织的商业运作活动与公益宗旨
紧密相关， 则根据规定享受相关优惠； 而当公益性仅为附随目的或者属于纯粹逐利的商业行为， 则
无法享受税收优惠。 这样就可以避免利用慈善商业化逃税和不正当竞争的做法， 依此阻断利用慈善
作为避税通道的不良现象。 例如， 一个宗教组织经营营利性商店以帮助资助宗教建筑的维修， 虽然
宗教组织的目的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但仍应当对其销售的商品缴纳增值税。 此外， 税收中立原则
要求， 公益活动的免税不应受到参与主体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以及是否属于非营利组织的影响。

2. 切实降低慈善组织税负， 打通抵扣链条
当前在学界有一类观点认为， 对慈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违反了税收中立原则。 在慈善组织从事

商业行为时， 不管其目的和宗旨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 均应按照同营利组织一样的标准缴纳增值
税。輦輴訛 此种观点忽视了税法的公平性。 量能课税要求， 国家在课征税收时， 需要考虑不同纳税人的
税负承受能力， 确保税收负担和纳税人的税负承受能力相适应， 实现税负水平相对平衡。 因此， 虽
然慈善组织从事的商业行为与营利组织的行为相似， 但出于利他宗旨和目的， 对慈善组织基于公益
目的的商业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具有正当性。 对于税收优惠措施的选择， 基于免税所引起的进项税额
无法抵扣， 影响增值税链条抵扣完整性的问题， 本文认为对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可以采取以下 3 种
不同的增值税处理规则：

第一种路径： 用零税率取代当前的免税规则， 或者取消免税活动的进项增值税不可扣除的规
定。 这将基本上使慈善组织的给付处于免税状态同时可以抵扣进项增值税， 达到降低此类给付成本
的目的。 然而， 这可能使不符合纳税条件的慈善组织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第二种路径： 借鉴国际上较多国家的做法， 以低税率取代当前的免税措施。 对于降低税率会显
著增加给付成本， 又无太多进项税抵扣的慈善组织来说， 可以通过辅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减轻负担。
此外， 对于真正需要免税的给付来说， 可以赋予其进项税抵扣权， 保证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第三种路径： 慈善实体适用同营利性企业同样的标准缴纳增值税， 但采用登记门槛制， 将小型
慈善组织排除在外。

综上所述， 如果慈善组织不需要为其公益类的商业行为承担增值税税负或者仅需要承担极低的
税负， 那将在很大程度上鼓励慈善组织发展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同时也更加有利于解决慈善组织面
临的筹资困境。 这也与第三次分配中鼓励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契合。

（三） 确保税法协调性， 加强慈善行为的衔接度

1. 同所得税法相衔接
在慈善领域， 以所得税征收标准作为增值税减免税规则的参考并非全无道理。 增值税属于 “流

转税” 范畴的税种， 是对货物销售和服务性收入征收的税。 所得税属于 “收益类” 范畴的税种， 是
对纳税人收益额征收的税。 税收中性在税法体系中的体现表现为各类税收政策的设计与税收法律体

輦輴訛 See supra note 輥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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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promote�common�prosperity�in�an�all-round�way,�it�is�necessary�to�give�full�
play�to�the�third�distribution,�and�charity�organizations�are�the�core�force�of�the�third�distribution.�
The�participation�of�charity�organizations�in�commercial�activities�will�help�to�broaden�the�sources�
of�funds�and�give�better�play�to�the�function�of�charity.�However,�for�the�value-added�tax�(VAT)�
rules� involved� in� charity�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business� activities,�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such�as�lack�of�legal�provisions,�lack�of�tax�preferences�enjoyed�by�charity�organizations�
and�so�on.�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is�rich�in�VAT�treatment�rules�for�the�business�conduct�of�
charity�organizations,�the�relevant�VAT�incentive�policies�have�played�a�due�supporting�role�and�
the�experience�is�worth�using�for�reference.�In�the�legislation�of�VAT,�the�paradigm�of�"defining�
business� conduc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clarifying� the� rules� of� tax� law� in� the� second"� should� be�
formed�so�as�to�enhance�the�scientific�nature�of�legislation�and�improve�the�responsiveness�of�VAT�
legislation�to�the�third�distribution�at�the�same�time.

Key Words: Charity;�Business�Conduct;VAT

系的契合度， 与已有的税收法律体系不相容的税收条款被称为 “税式支出”。輦輵訛 根据所得税规则， 虽
然应税行为在增值税中的含义比所得税的业务活动要广泛， 但一般情况下所得税意义上用于产生收
入的支出通常也是增值税意义上的给付支出。 因此， 通过判断所得税的支出成本是否是为了获得收
入而产生， 也可以辅助判断该种行为是否产生了增值税义务。 实践中， 南非税务局也在判例中支持
所得税法可以适用于增值税的观点。 在 Warner Lambert SA （Pty） Ltd 诉 CSARS 一案中， 南非税务
局认为该案涉及的所得税法通常可以适用于确定增值税义务时的规则。輦輶訛

2. 同慈善捐赠相衔接
我国现行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 《捐赠法》 和 《慈善法》，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由流转

税和所得税两大类税制组成。 慈善商业活动的增值税处理规则作为慈善税收体系的一部分， 也应当
与其他慈善行为的增值税处理相衔接。 比如， 除商业活动外， 慈善捐赠环节同样涉及增值税处理规
则。 当前， 我国慈善收入主要依赖企业捐赠， 个人捐赠占比很小。 同国外相比， 不论是企业捐赠或
是个人捐赠， 在增值税方面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明显不足。 实践中， 我国对无偿捐赠货物的行为
按照 “视同销售” 处理。 当企业或个人作为增值税纳税环节的最后一环时， 需要为其捐赠行为按照
市场价格承担进项增值税， 这不利于发挥税收对民间捐赠的激励作用。 我国在慈善组织商业行为层
面实施的增值税优惠措施， 在发展成熟后也可以酌情适用于慈善捐赠。 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或采用
零税率， 有效推动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

輦輵訛 Kahn D A. The Two Faces of Tax Neutrality: Do They Interact or Are They Mutually Exclusiv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0.

輦輶訛 Deductibility of empowerment costs， http://www.sataxguide.co.za/deductibility-of-empowerment-costs/， 2022年 4月 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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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与法治
———宪法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条款的融贯解释

姜秉曦 *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它的法治保障应以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
规定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宪法基础。 不过， “社会主义” 的共同富裕本质与 “法治
国家” 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这一宪法概念的内在张力， 对于两者紧张程度的不同理
解或将对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造成根本影响。 为此， 通过借鉴德国公法学
说， 本文拟通过融贯解释， 在自由与平等的对立统一中调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范内
涵。 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指导， 我国的共同富裕法治建设应以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
障为前提， 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 解放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以形式法治为制度保障， 以
“原则模式” 为实现方式， 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 在自由与富裕的基础上为实现社会
平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系统、 全面的法治保障。
关键词： 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共同富裕 社会平衡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6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法学博士。
譹訛 李林： 《加强新时代人民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1期。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 要求到 2035 年 “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相应的法治保障不可或缺。
正如李林教授所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追求。”譹訛 不过， 在具体推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的制度建构之前， 尚有一个宪
法层面的元问题亟待澄清， 即应当如何看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宪法》） 第五条第
一款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内在张力。 在当前的宪法秩序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指导我国
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宪法基础， 对于其中 “社会主义” 与 “法治国家” 之间是否存在、 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存在紧张关系的不同回答， 或将影响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根本方向。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宪法文本出发， 借助教义学作业， 首先阐明 “社会主义” 的共同富裕本质
与 “法治国家” 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 其次， 通过借鉴德国学
说， 进一步论证两者在宪法规范体系内相互融贯的可能性； 最后， 立足于两者的对立统一， 明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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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 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与根本方向。

一、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体两面

在现行宪法的规范体系中，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构成了探讨共
同富裕法治保障的重要前提。 从文义结构上看， 该语词由 “社会主义” 与 “法治国家” 两项要素构
成， 下文将分别对其展开规范分析， 以厘清其各自的规范内涵， 进而探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是
否存在内在张力。

（一） 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

“社会主义” 是我国宪法的根本内容， 它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出现了 50 次之多， 分别被用来修饰
“国家” “市场经济” “民主” “法治国家” 等内容， 与我国的发展道路、 指导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各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鉴于此， 当前学界多从 “根本属性” 的角度解释 “社会主义” 的宪
法内涵， 认为 “宪法文本中的 ‘社会主义’ 主要宣示国家制度的性质、 国家价值观以及国家发展方
向”。譺訛 典型如， 马工程 《宪法学》 教材所代表的学界通说， 就以 《宪法》 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为核
心将 “社会主义” 解释为了国家性质。譻訛 然而， 上述解释方案 “只是在价值论维度上表达社会主义之于
宪法的高度重要性， 或者说根本性”， 未能从规范论维度揭示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质与规范内涵。譼訛

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宪法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 可在性质上被区分为宪法规则
与宪法原则。 其中， 宪法规则是指由假定、 行为和处理三部分构成， 须以 “全有或全无” 的方式被
适用的 “确定性命令”； 宪法原则是指宪法规范中能够作为宪法规则的来源和基础， 并应 “在法律
上与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 的 “最佳化命令”。譽訛 通过 “原则—规则” 二分的一般
法理论考察， 现行宪法关于 “社会主义” 的表述集中分布于 “序言” 与 “总纲” 两部分， 内容上主
要涉及国家历史、 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 在性质上属于最佳化命令， 理应划入宪法原则的范畴。 不
仅如此， “社会主义” 在宪法正文的规范表达中被首先置于 《宪法》 第一条， 用以宣示宪法所调整
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 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居于根本地位， 应被进一步解释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譾訛

而作为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原则构成了宪法秩序的 “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的基础”，譿訛 对其他社
会主义规范发挥着价值贯彻和规范诫命的作用。 其中，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便在社会主义原则的辐射范围之内， 受到后者的价值形塑。 换言之， 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原
则的规范内涵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 “社会主义” 的解释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首先， 从文义上看， 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并非我国所固
有， 而是一个德国概念， 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该学说的提出旨在改变十九世纪下
半叶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愈发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 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能够适度
干预社会经济、 保障公平分配的国家， 以实现社会平衡， 从而确保实质的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讀訛

德国社会法学家察赫 （Hans Zacher） 教授曾就社会主义的词源进行考察， 指出它由 “社会” 词根

譺訛 韩大元： 《中国宪法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规范结构》，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2期。
譻訛 参见 《宪法学》 编写组： 《宪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10 页。
譼訛 张翔： 《“共同富裕” 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载 《法律科学》 2021年第 6期。
譽訛 参见雷磊： 《法律体系、 法律方法与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45-51 页； 周尚君主编： 《法理学入门笔

记》，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73-76页。
譾訛 关于社会主义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详细论证， 参见前引譼訛， 张翔文。
譿訛 前引譽訛， 雷磊书， 第 45页。
讀訛 Ernst-Wolfgang B觟ckenf觟rde, Entstehung und Wandel des Rechtsstaatsbegriffs, in: ders.,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Suhrkamp, 2.

Aufl., 2016, S.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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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sozial” 发展而来， 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代表了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批判， 以
及将这种不平等向 “更平等的” 方向的修正。讁訛 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所规定的 “社会主义” 不宜再
仅仅被视为法价值论维度的 “根本性” 宣示， 或法伦理学意义上的 “合目的性” 表征， 而应被解释
为一种规范性概念。 究其原旨， 社会主义原则包含了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 以
及对社会经济弱者的 “社会权” 的保障， 应当从维护社会正义、 扶助社会弱者， 实现所有人的社会
性共存的角度界定其规范内涵。輥輮訛 由此回到现行宪法的规范语境， 随着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的 “南
方谈话” 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阐释为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
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輥輯訛 现行宪法以 “共同富裕” 为载体， 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核
即社会平衡理念。輥輰訛 加之， 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并明确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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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使国
家工作重心转向解决发展过程中不平衡、 不均衡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 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目的论
解释显然也指向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平衡理念。

综合上述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 “社会主义” 系社会主义原则在法治领域的投射， 其规
范内涵包括推动社会平衡、 促进共同富裕， 以实现人的有尊严的生活。

（二） 法治国家的规范内涵

在现行宪法中， 法治国家一词仅规定于 《宪法》 第五条第一款， 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
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本条款源于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 并于
1999 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完成入宪， 代表了 “宪法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輥輱訛 根据 “规
则—原则” 的二分， 法治国家条款在性质与体系上共同构成了对本国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基本原
则———即法治国家原则。輥輲訛

所谓 “法治国家”， 顾名思义， 即 “构筑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輥輳訛 它与社会主义一样， 也不是
传统汉语词汇， 而是译自德国国家法传统中的 “Rechtsstaat”， 属于典型的德语造词 （deutsche
Wortpr覿gung）。輥輴訛 在德国， 法治国家一词诞生于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 是康德、 洪堡与早期费希特
等人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 国家本身就是人类为了保障自由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是法之下多数人的结合， 为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去维持法。輥輵訛 在此基础上， 经过普拉西杜斯
（Placidus） 等学者的学术积累， 德国公法学巨擘莫尔 （Robert von Mohl） 最终完成了法治国家的体
系化建构， 并使之成为学界公认的公法概念。輥輶訛 根据莫尔的主张， 法治国家代表了一种国家类型

讁訛 参见 [德] 汉斯·察赫： 《福利社会的欧洲设计： 察赫社会法文集》， 刘冬梅、 杨一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7页。
輥輮訛 参见 [日] 杉原泰雄： 《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 吕昶、 渠涛译， 肖贤富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14页。
輥輯訛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73 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张翔文。
輥輱訛 韩大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贡献》，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5期。
輥輲訛 详细分析参见姜秉曦： 《中国宪法上的法治国家规范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2021届博士学位论文。
輥輳訛 张志铭： 《中国法治实践的法理展开》， 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14页。
輥輴訛 Vgl.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 C. H. Beck, 1. Aufl., 1977, S. 602; Vgl. Ernst-Wolfgang

B觟ckenf觟rde (Fn. 8), S. 66.
輥輵訛 参见 [德]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 沈叔平译， 林荣远校，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第 144、 146 页；

[德] 威廉·冯·洪堡： 《论国家的作用》， 林荣远、 冯兴元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6 页以下； [德] 费希特：
《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 载梁志学主编： 《费希特著作选集》 （第 2卷）， 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第 412、 432页。

輥輶訛 Vgl. v. Mangolds/Klein/Stark,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2, C. H. Beck, 7. Aufl., 2018, S.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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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gattung）， 亦即根据不同国家的本质与生活目的所归纳形成的有关国家属性的描述。輥輷訛 在这个
意义上， 法治国家是与神权国家、 专制国家相对立的概念， 它以启蒙哲学的智识成果为依托。 一方
面， 它摆脱了神权国家对于信仰的狂热与理性的压制， 将个人在世俗中的自由生活作为国家秩序的
出发点与落脚点； 另一方面， 它摆脱了专制国家以君主意志为转移的特征， 将客观法而非专断意志
作为国家目的的基本实现途径。 综合以上两方面， 施米特 （Carl Schmitt） 从实现公民自由的视角进
一步强调， “一切无条件尊重现行客观法和现有主体权利的国家” 均可被称为法治国家。輦輮訛 由此可
见， 法治国家的概念原旨即通过公权力的依法律行使， 维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 进而推动 “个人主
体性的自我实现” （Selbsterfüllung der individuellen Subjektivit覿t）。輦輯訛 高田敏教授曾就此指出， 法治国
家本质上是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国家。輦輰訛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次提出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基本方略时， 也在
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述法治国家的自由底色。 报告指出， 坚持本方略是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輦輱訛 显而易见， 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提出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重要背景。 鉴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权利经济， 以权利本
位、 契约自由为精神意涵， 并在根本上指涉自由、 平等、 人权等人文主义的基质，輦輲訛 因此， 在市场
经济与法治国家的联结中， 法治建设被赋予了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 保障市场主体财产权的重
要使命， 以此来奠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輦輳訛 建基于此， 法治国家建设在价值上无疑蕴含着浓厚
的自由属性。 这一点在 1999 年宪法修改时同样得到了说明。 在 《宪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 中，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曾强调： “将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写进宪法，
对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輦輴訛 对此， 有学者指出， 现行宪法所规定
的市场经济 “本质里潜藏了对个体所享有的营业自由与财产权之保护”， 具有 “法治下的经济自由
应予平等保障” 的价值意涵， 构成了国家机构应当尊重的上位原则。輦輵訛 2004 年 “人权条款” 的入宪
与 “私有财产权” 的修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一意义脉络中， 《宪法》 文本中的 “法治国家”
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形塑， 确立了自身的个人自由导向。

有鉴于此，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 “法治国家” 应在法治国家原则的辐射作用下， 被解释为通
过法秩序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 以实现保障个人自由、 财产与安全的国家目的。

（三）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紧张关系

在现行宪法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由社会主义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共同作用所确立的国家目
标。 随着其中 “社会主义” 与 “法治国家” 规范内涵的逐渐明晰， 这一概念本身的内在张力亦愈发
显现。

輥輷訛 Vgl. Robertvon Mohl, Das staatsrecht des kǒnigreiches Württemberg, Bd. 1, Tübingen, 1829, S. 6f.
輦輮訛 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1 Aufl., Duncker & Humblot, 2017, S. 129.
輦輯訛 Ernst-Wolfgang B觟ckenf觟rde (Fn. 8), S. 68.
輦輰訛 Takada Bin, Rechtsstaat und Rechtsstaatsdenken im japanisch-deutschen Vergleich, Mohr Siebeck, 2019, S. 76.
輦輱訛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载 《求是》 1997年第 18期。
輦輲訛 参见张文显： 《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 载 《中国法学》 1994年第 6期。
輦輳訛 参见胡锦光： 《市场经济与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载 《法学家》 1993年第 3期。
輦輴訛 田纪云：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上》， 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 （三）》，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082页。

輦輵訛 潘昀： 《论宪法上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围绕宪法文本的规范分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5期。

58· ·



共同富裕与法治

具体而言，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 社会主义的规范语境以社会平衡理念为内核， 以共同富裕
为本质， 指涉国家的公共性与人的社会性， 要求通过国家干预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差别， 从
而维系人的社会性共存， 实现人的有尊严生活。 与之相对， 法治国家的规范语境则以个人的主体性
为内核， 以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底色，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着重强调了对于国家权力的防
范， 进而推动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 故此，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范内部着实难以天然地和谐共
存： 一方面，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平衡与共同富裕并非免费， 而须以限制社会中部分个体， 尤其
是经济强者的自由与财产为代价，輦輶訛 势必将与法治国家对于个人消极自由的关注相冲突； 另一方面，
法治国家则旨在通过法秩序建构、 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运行， 并为社会建立稳定的规范预期， 以避
免权力滥用、 保障个人自由，輦輷訛 又难免与社会主义对于强化国家权力以积极干预社会的主张产生抵
牾。 综合而言， 由于 “社会公共性” 与 “个人主体性”、 防止 “个人自由” 滥用与防止 “国家权力”
滥用， 以及个人的 “实质自由” 与 “形式自由” 保障等方面的紧张关系，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在现
行宪法中的确存在着紧张关系， 在本质上直指 “平等与自由” “社会与市场” 乃至 “公与私” 的矛盾。

二、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融贯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客观存在内在张力的背景下，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紧张程
度就成为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法治保障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梳理， 二战后， 德国公
法学曾就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能否相容的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 根据两者在宪法秩序中融贯性
的程度差异， 学界最终形成了三种具代表性的学说， 并分别对应三条不同的社会国建设路径。 下文
将首先对德国学说展开学术梳理， 并以此为借鉴， 进一步分析我国宪法秩序下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
之间的融贯性问题。

（一） 社会国与法治国之融贯性的学术梳理

二战后， 为了弭平战争给德国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重创， 扶助社会弱者、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
条件成为战后初期德国的重要任务。輧輮訛 在此背景下， 1949 年通过的 《德国基本法》 在德国宪法史上
首次将 “社会国” 作为宪法原则予以明文规定。 《德国基本法》 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 社会的联邦国家”。 而后， 第 28 条第 1 款进一步强调： “各州的合宪法秩序
必须与基本法意义上的共和国、 民主以及社会法治国原则相符”。 社会国与共和国、 民主国、 联邦
国、 法治国一起成为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并形成了 “社会法治国” （sozialer Rechtsstaat） 的提法。
然而， 社会法治国甫一入宪， 便因其内部紧张关系而引起了剧烈争议， 很快成为战后困扰德国宪法
学的最核心难题。輧輯訛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学说莫过于分处争论谱系两端的根本否定说与完全融贯说，
以及代表当前通说的折中说。

1. 根本否定说
根本否定说由福斯特霍夫 （Ernst Forsthoff） 教授提出， 他基于自身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从根

本上否认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之间相互妥协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 法治国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
则， 它的核心在于 “保证自由的法律技术手段体系” （System rechtslicher Kunstgriffe zur Gewahrleistung

輦輶訛 参见聂鑫： 《“刚柔相济”： 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社会权规定》， 载 《政法论坛》 2016年第 4期。
輦輷訛 参见李忠夏： 《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 载 《法学研究》 2017年第 2期。
輧輮訛 参见张志铭、 李若兰： 《迈向社会法治国： 德国学说及启示》，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5年第 1期。
輧輯訛 关于相关争论的详细梳理可参见前引輧輮訛， 张志铭、 李若兰文； 李哲罕： 《社会国还是社会法治国？ ———以当代德国法治国理

论为论域》， 载 《浙江学刊》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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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Ernst Forsthoff, Die Umbildung des Verfassungsgesetzes, In: H. Barion, E. Forsthoff, W. Weber ( hrsg.), Rechtsstaat im Wandel,
Duncker & Humblot, 1959, S. 61.

輧輱訛 VVDStRL 12 (1953), S. 14ff.
輧輲訛 VVDStRL 12 (1953), S. 85ff.
輧輳訛 Vgl.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 F. Müller, 20 Aufl., 1999, S. 94-95.
輧輴訛 前引輧輯訛， 李哲罕文。
輧輵訛 Vgl. Hesse (Fn. 35), S. 91.

gesetzlicher Freiheit），輧輰訛 具有极强的规范性。 而社会国理念局限于国家为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照
顾， 属于事实层面的内容， 其内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缺乏规范性。 因此， 任何试图在宪法层面调
和社会国与法治国的尝试， 很可能反过来突破法治国固有的规范结构， 从而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
地， 甚至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死灰复燃。輧輱訛 根据福氏的观点， 法治国与社会国应分置于宪法与行政
法两个层面， 其中， 社会国仅处于行政法层面， 难以被置于宪法结构之中， 其建构须更多借助行政
权的力量， 通过课予国家生存照顾与给付责任等方式予以恰当实现。

2. 完全融贯说
完全融贯说则是阿本德罗特 （Abendroth） 教授的基本观点。 他的立场偏向于自由民主主义， 认

为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在战后的宪法秩序中可以完全融贯。 他强调， 根据战后德国具体的历史
和社会环境， 为了重新构建社会秩序与经济基础， 在传统的自由保障之外， 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社
会任务。 为此， 德国必须放弃自由法治观而用新的视角看待法律制度， 不再将基本法上的部分自由
权视为现存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考虑重点， 而应重新认识基本权利视野下的社会分享权 （soziales
Teilhaberecht）。輧輲訛 换言之， 阿氏从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的角度， 为社会国原则注入了规范内容， 确
立了实现社会保障的 “权利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证立了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之间的完全融贯
性。 根据他的观点， 社会国的建构显然应当在宪法结构内， 通过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实现。

3. 折中说
根本否定说与完全融贯说分别代表了对待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紧张关系的两种极端观点，

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 却也有各自的片面性。 具体而言， 根本否定说没有意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对于
宪法秩序的根本性改变。 以 1918 年 《苏俄宪法》 与 1919 年 《魏玛宪法》 为界碑， 现代宪法已经被
深深地烙上了社会主义或社会国家的印记。 与十九世纪相比， 当今时代对于自由的保障已无法仅停
留于消极防御国家之上， 而开始更多要求国家在更广领域内发挥功能。 因为， 对失业者而言， 职业
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财产权的保护、 居住自由的保护也仅针对有产者与有居所的人才有现实意
义。輧輳訛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国原则自有其规范价值， 不能单凭内涵不明确就否定其宪法地位。 不仅
如此， 由于根本否定说的观点排除了对于社会国建设的合宪性控制， 反而可能导致 “国家对社会经
济领域的干预摆脱民主和法治的约束”，輧輴訛 并使法治国原则陷入危险境地。 与之相对， 完全融贯说则
没有意识到社会权的特殊性。 相较于传统的消极自由， 社会权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利结构。 “当
它们被形成、 尊重与保障时， 并不会由此就成为现实， 因为其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需要国家通过作
为的方式来实现”， “而国家为了实现这些社会性内容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有代价的， 常常会引起对
于他人自由权的妨碍或侵犯”。 因此， 正如黑塞所言， 社会权难以作为一种直接的、 可以获得司法
保障的基本权利而被证立。輧輵訛 如果宪法规定了这些基本权利， 而国家难以负担实现它们的对价， 则
必将损及宪法权威。

于是， 在调和两种学说的基础上， 萧勒 （Ulrich Scheuner） 教授提出了折中说。 该学说一方面
承认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社会国理念对于法治国的重塑， 要求在宪法秩序内承认社会国的规范属性
与原则地位； 另一方面， 强调该种重塑仅限于内容层面， 不得在形式上突破法治国的传统内涵。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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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萧勒认为应当将社会国原则确立为宪法中的国家目标与方针条款， 使之构成对立法者的宪法委
托与实质拘束， 要求在具体立法过程中实现 “对一般平等的强调， 对社会弱者的救助， 对社会阶层
裂痕的衡平”。輧輶訛 这一解释方案代表了社会保障的 “原则模式”， 既赋予了社会国以规范性， 避免其
脱离宪法秩序的控制， 又维护了法治国的自由传统， 避免社会权对个人自由的过度挤压， 使 “社会
国下的平等” 与 “法治国下的自由” 受到同步保障，輧輷訛 从而得到了德国学界的广泛认可， 遂成为通说。

（二）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融贯性的规范分析

社会法治国原则在德国宪法中的发展变迁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同
样面对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 国内学界通过对现行宪法的规范分析， 也愈发倾向于
折中说。

首先， 从 “共同富裕” 的本质切入， 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虽以社会平衡为稳定内
核， 但此处的平衡并非一味追求限制经济强者和扶助经济弱者的 “平均主义”， 而是代表了一种以
物质条件极大发展为前提的高水平共富观。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主张的那样， 共同富裕首先是全民
共同致富，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輨輮訛 为此应当 “承认全体中国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权利， 鼓励人民创
造财富， 以提升社会生产力”。輨輯訛 依循这一意义脉络， 则当前语境下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规范性， 而
且兼具公与私两种规范面向。輨輰訛 它在追求社会平衡的过程中， 并不否认保障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必要
性， 甚至将社会的自由和财富作为自身建构的物质基础。輨輱訛 建基于此，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至
少在融贯可能性上得到了肯定性论证， 根本否定说应当被排除。

其次， 从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方式上来看， 我国在 1982 年修宪时继承了 1954 年宪法的规定模
式， 在基本权利章中大量规定劳动权、 受教育权、 休息权、 物质帮助权等社会权， 旨在基本权利规
范体系中实现社会平衡。 就此而言， 现行宪法似乎采纳了完全融贯说的观点。 不过， 随着 2004 年
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 这一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该条修正案在 《宪法》 第十四条中
增加一款， 作为第四款， 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文义方
面， 通过本条款中 “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明确规定， 修宪者表明， 他们已经意识到实现社会平
衡的物质前提性， 不宜为之设定过高标准， 而应量力而行， 否则或将影响经济运行， 导致平均主义。
而在体系方面， 本条款位于 《宪法》 总纲， 着重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制度与政策属性， 以削弱宪法中社
会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为学界进一步在 “原则模式” 下推动社会权的 “方针条款化” 奠定了基础。輨輲訛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 现行宪法进一步排除了完全融贯说的观点， 总体上在折中说的范围内处理社会
主义与法治国家的融贯性问题。

最后， 根据折中说的观点， 在现行宪法中， 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呈现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体两面。 其中， 法治国家代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自由面向，
它是基础、 是载体、 是形式， 一方面从富裕的维度为推动社会主义、 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

輧輶訛 Ulrich Scheuner, Die neue Entwicklung des Rechtsstaats in Deutschland, in: Restschrift zum hundertj覿hriger Bestehen des Deutschen
Juristentags, Bd. 2, Tübingen, 1960, S. 506.

輧輷訛 VVDStRL, 11 (1951), S. 154.
輨輮訛 前引輥輯訛，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 142 页。
輨輯訛 前引譼訛， 张翔文。
輨輰訛 李忠夏教授即认为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具有 “公私二元” 的规范结构。 参见李忠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宪法结构

分析》， 载 《政法论坛》 2018年第 5期。
輨輱訛 参见前引讁訛， 汉斯·察赫书， 第 40页。
輨輲訛 参见姜峰： 《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 载 《清华法学》 2010年第 5期； 参见王堃： 《社会福利保障的

宪法路径选择》，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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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由此指明我国所建设的是一种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也为后者划定了制度与形式， 要求
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建构必须在宪法秩序的辐射范围内。 与之相应， 社会主义则代表了平等面向，
它是价值、 是内容、 是实质， 从共同的维度， 确立了社会平衡在法治国家建构中的价值基础与核心
内容的地位， 以适度纠正法治国家的自由主义视角， 维系人与人的社会性共存。輨輳訛

三、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导下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

通过前文的梳理， 本文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 并尝试借鉴折中说予以调
适， 使之在对立统一中呈现为兼具平等与自由双重面向的国家目标规范。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
导下， 我国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应当从以下五方面展开：

第一， 在前提方面， 应当明确个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体责任， 通过完善对于个人自由
与财产的安全保障， 为个人自主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有利条件， 以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推动共同富裕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輨輴訛 为此， 国家应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把 ‘蛋糕’ 做大”。輨輵訛

第二， 在物质基础方面， 应当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将市场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
来”， 通过竞争机制 “让物品生产、 提供与分配的一般性生活过程” 持续运转， 不断推动技术与经
济进步，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而为更充分、 合理的社会再分配奠定物质基础。 作为反例， 察赫
曾经考察了东欧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指出它们的失败并非由于其特殊的福利社会制度， 而是由于缺
乏自由和富裕。輨輶訛

第三， 在制度保障方面，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未在形式上突破法治国家在防御国家权力方面
的传统内涵， 法治国家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所课予国家的任何干预、 给付、 分配等任务与责任， 必须
“具备一定的形式”， 并只能在宪法秩序所授权的范围内活动。

第四， 在实现方式方面， 共同富裕因其深受经济水平与社会条件的制约， 应更多作为国家的宪
法目标， 通过 “原则模式” 下的国家保护义务， 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项制度性保障中
具体实现， 以避免 “权利模式” 下可能导致的社会权的无限制扩张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巨大负担。輨輷訛

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 相应的民生保障应以力所能及为原则， “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
持续的基础之上”， “重点是加强基础性、 普惠性、 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例如全面脱贫攻坚以及
乡村振兴事业。 “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 财力更雄厚了， 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 搞过头的保障，
坚决防止落入 ‘福利主义’ 养懒汉的陷阱。”輩輮訛 质言之， 一种涵盖了广泛国家救济， 试图将共同体彻
底转换为福利与保障型国家的愿望不符合现行宪法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期待。

第五， 鉴于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对立统一，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 我国的共同
富裕建设意味着一种向 “更平等靠拢” 的历史过程， 势必将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 从不均衡到均衡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李忠夏文。
輨輴訛 习近平：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輨輵訛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6 年 1 月 18 日）》， 载 《人民

日报》 2016 年 5 月 10 日第 2 版。
輨輶訛 参见朱民等主编： 《社会市场经济： 兼容个人、 市场、 社会和国家》， 孙艳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 第 171 页以下；

前引讁訛， 汉斯·察赫书， 第 40页。
輨輷訛 参见前引輨輲訛， 王堃文。

輩輮訛 前引輨輴訛， 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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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陇 西）

Abstract: Common�prosperity� is� the�essential� requirement�of� socialism,�and� its� legal�protection�
should�be�based�on�the “socialist�country�under�the�rule�of�law” stipulated�in�the�first�paragraph�
of�Article�5�of�the�Constitution.�Among�them,�the�common�prosperity�nature�of “socialism” and�
the�background�of�individual�freedom�of�the “country�under�the�rule�of�law” shaped�the�inherent�
tension�of�the�constitutional�concept.�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the�tension�between�the�two�may�
directly�impact�the�basic�direction�of��the�legal�construction�of� the�common�prosperity�of�China.�
For� this� reason,� this�article�attempts� to�adjust� the�normative�connotation�of�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the�rule�of�law�by�coherent�interpretation�in�the�unity�of�opposites�of�freedom�and�equality�
by�referring�to�German�public� law�theory.�Under� the�guidance�of� the�socialist�country�under� the�
rule�of� law,� the� legal�construction�of�common�prosperity� in�China�should�protect� the�security�of�
individual�freedom�and�property�as�the�premise,�uphold�the�market�economy�system�and�liberate�
the�productive� forces�as� the�material�basis,� take� the� formal� rule�of� law�as� the� system�guarantee,�
take� the “ principle� model” a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and� follow� the� law� of� gradual�
development�so�as�to�provide�a�systematic�and�comprehensive�legal�protection�for�the�realization�
of�social�balance�and�the�maintenance�of�social� fairness�and�justice�on�the�basis�of�freedom�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Socialism;�Country�under�the�Rule�of�Law;�Common�Prosperity;�Social�Balance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輨輴訛， 习近平文。
輩輰訛 参见前引讁訛， 汉斯·察赫书， 第 23页。
輩輱訛 前引輨輵訛， 习近平文。

的复杂脉络， 即使到了较高水平， 仍会存在差别。輩輯訛 因为绝对的平等标准并不存在， “即便在理想状
况下， ‘平等’ 亦可能只不过是对各种差别以平等为取向的整合”。輩輰訛 因此， 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法
治建设时， 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 必须立足国情、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
策， 既不能裹足不前、 铢施两较， 也不能好高骛远、 寅吃卯粮。輩輱訛

结语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张力塑造了共同富裕独特的法治保障路径， 既不能只看到自由、 富裕
而忽视了平等、 共同， 走向两极分化、 阶层固化的极端； 也不能片面强调平等、 共同而摒弃了自
由、 富裕， 走向否定市场与竞争、 扼杀社会活力的极端。 我国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应当植根于社会
主义与法治国家的对立统一， 在自由与富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平衡与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与社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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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 “新时代民族团结的法治保障研究”
（课题编号： ＺＫ２０２１０２１０）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刘忠教授的相关研究值得关注， 如刘忠： 《政法委的构成与运作》，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7年第 3期。
譺訛 参见阎天： 《知向谁边———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劳动关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年版。
譻訛 参见邵六益： 《党为何要领导立法———以人大立法为例》， 载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年第 7期。
譼訛 参见赵一单： 《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1年第 6期。

邵六益 *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在政策上予以肯定， 更要贯彻在法治的全过程中。 “共同富
裕” 目前已经进入判决书中， 但由于中国的司法过程无法进行法律解释， 法官对共同富裕
的援引仅仅具有修辞的效果， 无法真正影响裁判的结果， 因此探讨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首
先要从立法领域展开， 通过立法、 修法等过程将共同富裕从政策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规
定。 本文以 2021 年来的立法为分析对象， 关注作为政策话语的共同富裕如何进入立法之
中， 进而揭示出政策与立法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 共同富裕是立法规划中的重要选题， 也
是立法准备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无论在中央法规还是在地方法规层面， 共同富裕都密集进
入各种法律文本之中； 另一方面， 立法在吸纳共同富裕的政策话语时， 不是毫无选择的简
单复制， 而是经过了法律语言的加工和再创造。 法律文本中共同富裕的含义被重新界定，
由此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维持了一种政法互动， 这种互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立法 政法互动 政法体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7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中， 政治因素会以各种方式与法治互动， 政治对法律的影响一般
体现为党对法治的领导， 法学界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在法治的各个环节中， 司法经常被认为
是技艺理性的过程， 因此司法面临的政治影响在学术上遭遇各种质疑， 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如司法裁判中政法委的地位和功能是司法制度研究的敏感和热点问题。譹訛 相较之下， 立法涉及对不
特定人的权利的分配， 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决断， 而不仅仅是中立的技艺理性， 是将党的意志转换为
国家意志的重要过程， 因此，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和政治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没有
太多的学术争议， 就像有学者在劳动法领域中发现的那样， “法律的尽头是政策”。譺訛 笔者曾经以人
大立法为例， 从政治哲学中的代表理论同质性命题切入， 分析党为何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譻訛

也有学者从组织史的角度分析近些年来党领导立法的实践。譼訛 对党领导立法的研究， 除了政治理论

立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
———以 “共同富裕” 立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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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组织上的宏观分析外， 更需要对党领导法治过程的细致分析， 法治过程中的政法互动不仅包括
了单向的政治对法律的影响或决定， 也包括了法律对政治的吸纳、 改造与限定。譽訛 对这种互动关系
的揭示需要借助对具体问题的分析， 本文以共同富裕的立法实践为例， 揭示这一政法互动过程。 文
章标题中的 “政法互动” 指的是政治与法律互动， 这是政法体制的重要内涵， 接近于笔者在分析中
国法官如何思考时使用的 “隐匿对话” 概念。譾訛

一、 本文的研究主题与进路

本文以共同富裕的立法实践为分析对象。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为什么要研究共同富裕？
第二， 为什么从立法而不是从执法或司法的过程去分析？ 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缔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贫富分化、 社会内卷也越来越严重。 自从官方
密集提出共同富裕议题后， 它就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目前大多数研究
都是从马克思主义、 党史、 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的。譿訛 共同富裕研究必须要有法学的视角， 已有少数
法学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如张文显教授将高质量发展下共同富裕建设， 视为中国式法理学发
展的时代意涵；讀訛 张翔教授从宪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 将共同富裕解读为中国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
核心要义；讁訛 阎天认为提倡劳动精神、 强化按劳分配， 是破解收入差异过大、 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
切入点， 进而从高质量发展理念中的共享概念出发， 重新赋予按劳分配以新时代的意涵。輥輮訛

西方的情况表明， 建立在私有财产、 契约自由之上的自由主义法治不仅无助于共同富裕， 更是
以法治的方式固化了资本的逻辑， 成为一种资本的编码。輥輯訛 这启示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共同富裕之法
治保障的时候， 必须要有意识地观察到法治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张力， 从而超越法教义学的平面化解
读， 从政法研究的角度揭示共同富裕的深层多维度逻辑。 在政治理论上厘清了共同富裕的逻辑之
后， 接下来就需要从法治实践中去关注共同富裕的保障问题， 本文则主张回到立法角度， 关注立法
中的共同富裕问题。 为什么本文要从立法而非司法的角度关注共同富裕问题？ 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
是， 在立法未作出规定之前， 司法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一点可以从现有裁
判文书对共同富裕的援引和适用中看出来。

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中以 “共同富裕” 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发现， 在 2021 和 2022 年间， 包含
“共同富裕” 的裁判文书总共有 52 份， 其中 2022 年 2 份， 2021 年 50 份； 扣除 2020 年判决、 2021
年发布的外， 还有 40 多份。輥輰訛 对这些裁判文书逐个研读后发现， 大部分裁判文书所援引的共同富裕

譽訛 这种互动关系在司法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如笔者曾以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为框架， 分析了政治考虑如何借助
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进入到司法裁判之中， 借助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多轮互动机制揭示了司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 参
见邵六益： 《审委会与合议庭： 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 载 《中外法学》 2019年第 3期。

譾訛 黄文艺教授将 “政法互动” 作为政法体制的重要内容。 参见黄文艺、 邱滨泽： 《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 载 《中外法学》
2022年第 1期。

譿訛 沈斐： 《“美好生活” 与 “共同富裕” 的新时代内涵》， 载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刘培林等： 《共同富裕
的内涵、 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 载 《管理世界》 2021年第 8期。

讀訛 参见张文显：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载 《中国法学》 2022年第 1期。
讁訛 参见张翔： 《“共同富裕” 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载 《法律科学》 2021年第 6期。
輥輮訛 参见阎天： 《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载 《法学评论》 2021年第 6期。
輥輯訛 See Katharina Pistor, 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笔者发现

刘星教授在十几年前的一部文集以 “有产阶级的法律” 为名，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美国法律的阶级本质进行了分析。 参
见刘星： 《有产阶级的法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輥輰訛 访问搜索时间截止到 2022年 3月 23日。

立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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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日常表述而出现的， 如判决书提及的家庭成员或邻里间的共同富裕，輥輱訛 以及农村村民小组内
部报告或村民代表同意书中提到共同富裕。輥輲訛 另外， 在辽宁本溪的系列裁判中， 一审法院对建国初
期农业生产合作社目标的界定， “要逐步地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
所有制， 逐步地用大规模的、 机械化的生产代替小生产， 使农业高度地发展起来， 使全体农民共同
富裕起来， 使社会对于农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輥輳訛 某些判决书中提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
区，輥輴訛 还有的判决书因为国家文件而提及共同富裕， 如有法院援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 （国办发 〔2015〕 79 号） 中的 “共同富裕”。輥輵訛 由此我
们也可以发现， 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维度上已经大量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 但是在法治实践中其
影响还有待加强。

在这些裁判文书中， 只有少量几份裁判文书中的 “共同富裕” 论述与本文关注的主题直接相
关。 即便是提及到与本文主题相关的 “共同富裕”， 也更像是一种表态或修辞， 依旧没有对法院的
说理或最终的判决产生实质的影响。

鉴于中国的司法权定位， 法官无法在裁判中进行法律解释而只能适用法律， 因此， 如果共同富
裕没有进入立法之中而仅仅停留在政策的维度上， 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期待其发挥更大的作
用。 也正因为如此， 如果希望共同富裕能够真正影响法治进程， 必须将视角从司法转向立法， 只有
立法这种分配利益的决断过程才有可能将共同富裕纳入到实践之中。

二、 作为立法动因的共同富裕

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实践中， 政治话语能够以政策的方式进入立法实践， 典型的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入法。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对此出台多份文件， 如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 等， 使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入法有着比较成熟的机制， 学术界对此也有着较多的研究。輥輶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
的关系， 有着比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予以回答， 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能够成为这一研究的基本框架；輥輷訛

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包容性， 以及 12 个核心价值能够在相应的法条中找到对应， 容易产生
司法的效果， 因此有不少研究从司法的角度切入。輦輮訛 相较之下， 共同富裕的政策意味更为明显， 更
为重要的是， 就如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的那样， 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 与自
由主义的法治理念之间是存在张力和冲突的。 从当前围绕共同富裕的很多社会讨论来看， 大家对共
同富裕该如何推进存在许多争论， 此争论涉及一些价值判断问题， 无法在中国的司法过程中回应，
而只能借助立法过程的分析去揭示这一过程中的政法互动。

輥輱訛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辽 06 民再 20 号民事判决书，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 （2021） 豫 1625 民初 5762 号民
事判决书， 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云 08民终 125号民事判决书。

輥輲訛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区人民法院 （2021） 川 0113 民初 3192 号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辽 01 民终
266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辽 05民终 1431号民事裁定书等。
輥輴訛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 （2021） 浙 1125民初 1357号民事判决书。
輥輵訛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1） 津 01行终 25号行政裁定书。
輥輶訛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之价值濡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从解读宪法的角度发掘出这一价值濡化的制度

载体。 参见丁轶： 《论国家认同的价值濡化： 一个宪法功能视角》，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22年第 2期。
輥輷訛 杨知文：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的理据和方法》， 载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1年第 6期。
輦輮訛 于洋：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载 《法学》 2019年第 5期； 韩振文：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司法的

方法与载体》， 载 《法治社会》 201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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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 当然， 这种对平等的主张并非简单来自传统中国的均贫
富的设想， 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论述
更是今天我们讨论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资源。輦輯訛 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个概念进一步清晰且重要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 11 月 17 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曾指出， 共同富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
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后， 共同
富裕成为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 6 次提及 “共同富裕”， 在明
确了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之后指出， “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不断
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輦輰訛 2021 年 8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輦輱訛 此后共同富裕在学术和社会讨论
中的热度迅速攀升， 本文在分析中对材料的选取以 2021—2022 年这样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范围为限
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共同富裕在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中长期存在， 党的十九大以来被更多人关注，
中央所推动的全面脱贫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共同富裕实践。 本文更为关注的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实际上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共同富裕才频繁进入各种话语。

对共同富裕的强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 改革开
放后， 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是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国家政策的重心在前者， 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
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造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也培育了广大的中产阶级阶层； 但与此同
时， 中国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也在加剧。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 指出： “改革开放以后， 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领导人民埋头苦干， 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
奇迹， 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同时， 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 发展方式粗放
等问题， 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 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 发展不平
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正因如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定
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并据此重新定位国家的大政方针， 从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提法的前
半段转移到下半段， 即从关注一部分先富起来， 转移到关注共同富裕。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建设实践， 到改革开放之初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再到新时代强调
共同富裕， 并不意味着路线上的调整。 在路线、 方针、 政策的话语体系下， 路线或道路具有更高的
概括性， 在现代中国就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 方针指的是国家道路贯彻到某一个领域中的原则和价
值导向， 如共同富裕建设； 方针再进一步具体落实为政策。輦輲訛 本文将共同富裕的入法过程概括为政
策与法律的关系， 其实是以粗略意义上来说的， 准确地说， 共同富裕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建设层面上
的一种新的价值导向， 更接近于官方话语体系中的方针。 从方针进入到法律之中一般还会经过更为
具体的政策作为中介， 在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中， 党和国家的规划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如党和国家
在某个时期的规划、 某个年度的立法计划等等。 在 2020 年 10 月中共十九届五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

輦輯訛 参见龚云： 《论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 1期。
輦輰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2017年 10月 28日第 1版。
輦輱訛 参见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8月 18日第 1版。
輦輲訛 关于路线、 方针、 政策的区别， 可参见强世功： 《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重温邓小平关于 “一国两制” 方

针的重要论述》， 载 《港澳研究》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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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 共同富裕既是远景
目标、 也是基本原则， 还是社会建设的具体要求； 根据该建议， 国务院制定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 （以下简称 《纲要》）； 2021 年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该 《纲要》， 使其成为正式的国家法律文件， 具有法律效力。

三、 中央法规中的 “共同富裕”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 党和国家制定的 “五年规划” 具有非常高的效力， 属于一定时期内国家
的行动纲领。 共同富裕是 “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词之一， 但是从 “十四五” 规划进入到具体的立法
之中， 还需要经过立法规划———如下文将要论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浙江
省人民政府 2022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 最后落实到法律文本中来。 本文收集立法素材使用的是北大
法宝数据库， 在其 “法律法规” 数据库中以 “共同富裕” 为关键词全文中搜索 2021 年以来的法律
法规， 得到结果如下： “中央法规” 110 件， 其中法律 9 件， 行政法规 14 件， 司法解释 5 件， 部门
规章 59 件， 党内法规制度 14 件， 团体规定 7 件， 行业规定 2件； “地方法规” 880件， 其中地方性
法规 22 件， 地方政府规章 1 件， 地方规范性文件 274 件， 地方司法文件 2 件， 地方工作文件 581
件。輦輳訛 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自身的选取标准， 搜索命中的不少法律法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如 “中央法规” 类的 9 件法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其中 8 件是国家层面的工作文件， 如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四五” 规划的决议等， 真正算作严格意义
上法律的是2021 年 4 月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以下简称 《乡村振兴促进法》）。

这些立法材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包括中央和地方法规， 如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国务院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 以及地方性
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等等； 第二类为立法文件， 如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 地方的立法工作文件； 第
三类为政府文件， 与立法没有直接关系， 如前面所说的提及共同富裕的政府工作报告等。 本文重点
关注的是第一类， 即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且在中央法规中限于对 23 件法律、 行政法规
的分析， 只有在必要时触及部门规章； 对地方性的法规限于 22 件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也仅
仅在需要时触及。

在 23 件中央法规中， 根据所涉及主题的不同， 本文将之初步分为国家决策、 立法规划、 乡村
振兴、 区域协调发展、 劳动与社会保障五类， 具体的情形详见表 1。 这些中央法规在何种情形下使
用共同富裕？

第一， 在北大法宝的筛选标准下， 全国人大的决议、 国务院的意见都被归入中央法规的类别。
在笔者搜索到的 9 件提及共同富裕的中央法规中， 都是与国家政策有直接关系的， 典型的是与 “十
四五” 规划有关的几件立法， 如 2021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分别在遵循的原则 （“坚持共同富裕方向”）、 远景目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主要目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
伐”）、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民生福祉建设 （“制定促进共
同富裕行动纲要”）、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中 6 次提及 “共同富
裕”。 在这份立法文件中， 共同富裕是一种全方位的要求， 只不过这份立法文件的效力对象是国家

輦輳訛 访问搜索时间截止到 2022年 3月 25日。

68· ·



立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

表 1： 中央法规中涉及共同富裕立法统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

立法的主题 立法情况明细

国家决策 （9 件）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
工作监督的决定 （2021 修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 2020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国务院
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

立法计划 （1 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乡村振兴 （2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的通知》

区域协调发展 （6 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财政
交通运输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新时代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务
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劳动与社会保障 （5件）

《国务院关于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的批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 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 《国
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规划的通知》

机构， 更多指向党和国家机构的行为， 其共同富裕表述对个人没有直接的约束力。
第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21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对共同富裕的提及： “围绕健全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 制定法律援助法、 社会救助法等。” 在地方
层面上，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也发布了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浙政办函 〔2022〕 5 号）， 在总体要求中提到 “……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在这份立法工作计划中， 共同富裕问题位于社会保
障体系的层面上， 专门涉及了妇女权益保护、 法律援助、 社会救助等议题。 下文我们将具体观察共
同富裕的立法实况， 由此也可以比较立法规划与实际立法的区别。 浙江省的立法规划中并没有对共
同富裕的领域做限定， 而是从整体上来表述的。

第三， 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立法的重点。 乡村振兴问题契合了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语境， 不平
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乡发展的差距，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也是对农民进行倾斜保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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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輦輴訛 《乡村振兴促进法》 将共同富裕作为该法各项原则的终极目标， 其第四条规定： “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促进共同富裕， 遵循以下原则……” 经过研读会发现， 共同富
裕从政策层面落实到正式的法律时， 依旧停留在法律原则的层面上。 法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 在司
法过程中法律原则仅仅在穷尽法律规则的时候才能适用。 共同富裕立法中对乡村议题的侧重， 也能
够从地方层面的立法中看出来， 下文还将详述。

第四，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 6 件立法中， 涉及交通扶贫、 对革命老区的重点扶持等等。 如 《国务
院关于财政交通运输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指出， 要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领域投
入， 特别是对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欠发达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标准， 以推
动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 交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要想富先修路” 是几乎所
有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的选择。 我国各省市高速公路里程与密度差距非常大， 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
的交通投入， 便是为了解决各地区财政差异过大所带来的交通状况的天壤之别， 实际上交通扶贫也
是我国重要的扶贫措施。輦輵訛

第五， 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的 5 件立法中， 涉及就业、 医疗保障等主题。 共同富裕不仅涉及
对城乡差别的缩小， 不平衡发展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 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 〔2021〕 56 号） 提出， “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 保障特殊困难
群体平等享受有关基本公共服务， 彰显公平正义”。 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护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 这更直接体现在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 对残疾人的保
障之中。 在城乡差别中， 导致农民生活困难的原因无外乎没有稳定的收入、 遭遇重大疾病没有国家
保障，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现象在某些地方很突出。 在近些年来推动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
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将救助对象扩大到 “医疗救
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 根据救助对象类别实施分类救助”， 将农村
居民涵盖进来， 从而有助于防止因病返贫， 助力共同富裕。 总的来说， 中央法规中的共同富裕更多
存在于一些国家决策中， 很多法律或者国家决策已经在很多地方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践； 而更好体
现共同富裕的立法， 则是一些具体的地方法规。

四、 地方性法规中的 “共同富裕”

从前面的数据搜集情况可知， 很多地方法规涉及了共同富裕。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的筛选标准
中， 对地方法规的标准较为宽松， 因此， 274 件 “地方规范性文件” 中就包含了 《绍兴市越城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越城区 2022 年 “三改一拆” 及 “无违建” 创建专项行动方案〉 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等过于细节的文件， 在 581 件 “地方工作文件” 中所涉及的
细节性的文件就更多了。 因此， 本文必须对此处分析的地方法律做一下限定。 本文这里所说的 “地
方性法规” 特指 《立法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地方法规， 本文重点关注 22件地方性法规。 尽管这一样本量不大， 但是却最有
代表性， 能够代表地方在立法过程中援引共同富裕的真实情况。 其基本的情况可见表 2。

輦輴訛 参见刘同君： 《论农民权利倾斜保护的价值目标》， 载 《法学》 2022年第 2期。
輦輵訛 樊桦： 《中国交通扶贫： 回顾与展望》， 载 《宏观经济管理》 2004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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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方法规中涉及共同富裕立法统计 （截止 2022 年 3 月 25 日）

立法的主题 立法情况明细

乡村振兴 （11 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四川省乡村振兴促
进条例》 《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
条例》 《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和管
理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龙港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的
决定》 《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 （2021 年修订）》 《杭州市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条例》

性别平等 （1 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2022 年修订）》

民族平等 （3 件）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21 修正）》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
改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的决定 （2021）》 《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条例》

劳动与社会保障 （2 件） 《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 《上海市慈善条例》

非公有制经济 （1 件） 《温州市 “两个健康” 先行区建设促进条例》

其他 （4 件）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网络虚假信息治理的决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浙江省标准化条例》 《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建设条例》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命中的 22 件地方性法规中， 涉及的主题更为丰富。 除了我们在中央法规层
面中看到主题外， 还涉及性别平等、 民族平等、 非公有制经济三类； 与此同时， 在涉及乡村振兴、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 地方立法也多有推进。

第一， 大量地方性法规涉及乡村振兴主题， 占据了 22 件立法的一半。 为什么乡村振兴成为最
重要的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近年来党和国家的核心工作， 党的十八大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党的十九大提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再到 2021 年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 农村的全面脱贫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城乡
差别一直以来就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差别， 在全面脱贫伟大斗争中乡村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
之重， 因此在近两年的共同富裕立法中， 乡村振兴主题处于重要地位。 实际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
家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以 “三农” 为主题， 学术界对此也多有阐述。輦輶訛

与国家层面的 《乡村振兴法》 一致， 各地的乡村振兴条例基本上也是在立法原则部分涉及共同
富裕。 如 《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总则第三条规定：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应当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统筹解决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 收入差距， 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促进乡村振兴， 推动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 应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因地制宜、 规划先行、 循
序渐进。” 《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总则第四条规定： “促进乡村振兴应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因地制宜、 规划先行、 循序
渐进， 采取措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

輦輶訛 如陈文胜： 《中央一号文件的 “三农” 政策变迁与未来趋向》， 载 《农村经济》 2017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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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总则第四条规定：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促进共同富裕， 遵循以下原则……” 这些规定与国家的 《乡村振兴法》
第四条的规定相比， 除了浙江使用的是 “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专有术语外， 河南、 四川的条例都是
将共同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也有省份在立法目的中规定共同富裕， 如 《福建省乡村
振兴条例》 第一条规定： “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
进共同富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 制
定本条例。” 不管是在立法目的还是在基本原则中规定， 其功能是相似的， 都是从宏观上确定共同
富裕的价值。 另外， 有些地方性法规标题中没有乡村， 但也是涉及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发展的， 如
2021 年修订的 《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 规定： “鼓励和支持城区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团队赴乡
村开展志愿服务， 推动志愿服务融入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 乡村振兴主题的地方性法律并非在 2021 年后才开始提及共同富裕。 如2016 年
制定的 《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第三条规定： “农村扶贫开发应当贯彻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
基本方略， 遵循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注重实效、 协调发展的原则， 坚持与农业现代化建设、 生态
文明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发挥扶贫对象主体作用， 构建政府、 社会、 市
场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巩固脱贫成果。 农村扶贫开发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 共同富裕作为推进民族平等的政策资源。 如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21
修正）》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的决定
（2021）》 《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近些年最为重要的宪
制问题之一， 推动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 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 需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政治上的国家认同、 法律上的宪制建构， 都需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和谐发展基础上。 民族学研
究者指出， 当前民族工作中所遇到问题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分化在民族关系中的反映， 从本质上
来说是由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輦輷訛 有学者在对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实证研究中指出， 经济水平与少数
民族的国家认同成正比例。輧輮訛 在民族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某些单行条例中纳入共同富裕， 其实是为
了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关系，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经济基础。

第三， 将共同富裕作为推进性别平等的理由。 在 2022 年修订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条例》 中， 总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发展经济、 推进共同富裕、
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以及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增进妇女健康、 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共同
富裕是此次条例修改时吸纳的内容， 在该条例 2014 年修订版、 2016 年修订版中都没有提及 “共同
富裕”。 这一修改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性别平等？ 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 女性遭遇歧视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女性需要为家庭， 特别是为养育子女付出更多的精力。 该条例的最新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内
容： 如全面贯彻三孩生育政策并删除不适应三孩生育政策的内容、 完善生育休假制度、 支持托育服
务发展。 从这些内容来看， 该条例有助于将妇女从生育、 养育子女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实现女性在
接受教育、 就业等方面的实质平等， 推动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建立。

第四， 《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 《上海市慈善条例》 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 《江苏省就业促进条
例》 总则第一条规定， “为了促进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 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

輦輷訛 参见杨圣敏： 《对如何处理好当前民族关系问题的一点看法》，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 7期。

輧輮訛 参见焦开山： 《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载 《民族研究》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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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同富裕，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从这一规定我们也能够发现， 就业本身是最大
的权利， 社会舆论中特别关注的劳资关系并不是该条例的核心关切。 另外， 2021 年制定的《上海市
慈善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本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动
员全社会支持慈善、 参与慈善，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 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 《温州市 “两个健康” 先行区建设促进条例》 第三十九条规
定， “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 承担向上向善、 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积极兴办社会公益实体、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推进
共建共享， 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对成绩显著的， 予以褒扬。”

第六，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网络虚假信息治理的决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浙江省标准化条例》 也提到了共同富裕。 这三个文件中
对共同富裕的提及， 并没有太多的具体所指， 如 《浙江省标准化条例》 第一条规定： “为了加强标
准化工作， 促进自主创新， 服务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推动共同富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 “推进数字
化改革、 推动共同富裕以及落实其他重大决策部署， 需要统一技术要求的， 省、 设区的市标准化主
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快制定相关地方标准。” 《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 第
七十条规定： “市和区 （市） 县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共享互促，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促进共同富裕；
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构建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健全现
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体系、 全覆盖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 中央法规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区域协调发展， 而在地方法规中似乎没有涉及相关内容。 这
主要是因为从国家层面来说， 区域的发展差异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不平衡的大国， 这一点是思考中国问题时必须考虑的， 时至今日， 发展不平衡依旧存在。 从地方
层面来说， 这种差异没有国家层面上大， 即便有些省份的区域差异同样很大， 在中国的党政体制
下， 一个行政区划内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更容易借助各种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分享和共同富
裕， 立法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 因此涉及共同富裕的地方立法中较少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輧輯訛

五、 立法对共同富裕的重新构造

当共同富裕从政策演变为立法语言、 进入到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文本之中时， 立法会对国家政策
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和改造， 这就体现为法律对政策的限制。 这一功能可以从中央、 地方两类法律
文本吸收共同富裕时的差别看出来。 在国家层面上， 共同富裕毫无疑问是必须予以立法保障的， 但
是， 中央层面上涉及共同富裕的立法大多数是一些国家文件， 较少涉及具体立法。 地方立法中有一
些更为具体的表述， 但正因为此， 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因此地方立法比较
慎重， 将相关立法尽量限定在有可能实现的范围内。 本文仅仅以劳动者权益保护议题中的共同富裕
立法进行说明。

在近期的许多社会讨论中， 996、 打工人、 互联网行业新一轮裁员潮等，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按劳分配是最重要的分配方式， 如何保护劳动收益率是探索共同富裕建设的

輧輯訛 当笔者在 4月 1日再去北大法宝进行访问搜索时， 已经发现直接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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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陈明辉： 《以劳动者为本位———关于共同富裕的一条思考路径》， 载 《法治社会》 2022年第 3期。
輧輱訛 就像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也发现的那样，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为了论证给资本家劳动也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官方发

展出革命的劳动伦理命题。 参见邵六益： 《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 （1949—1956）》， 载 《开放时代》 2020年第 5期。
輧輲訛 参见 [法]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59-266页。
輧輳訛 参见 [美] 罗伯特·帕特南： 《我们的孩子： 危机中的美国梦》， 田雷、 宋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关键所在———社会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大大高于劳动的回报率， 由此导致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从理论上来说， 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利是实现劳动者主人翁地位、 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
要的手段。 有学者指出， “以劳动者为本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项核心内涵， 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
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者为制度变革的基本立场”，輧輰訛 尊重劳动、 劳动者权益保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切入点。 在很多支持工人权益的研究者那里， 劳工权益也是最为重要的分析立场。 在中国的共同
富裕立法中， 劳动者权益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立法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 “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劳动报酬
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更加积极有为地
促进共同富裕”。 然而， 具体到立法过程中， 对劳动报酬率的提高等问题尚不是重点议题， 而是将
保障就业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切入点。 为什么有这种差异？ 具体立法在劳动问题上的有选
择性的规定， 就体现了立法对政策的筛选和重新界定。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 对民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份职业， 因此就需要在保障就业与提高劳
动者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輧輱訛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 指出： “就业是
最大的民生， 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 ‘十四五’ 时期，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这一立场也在地方法规中被延续。 如 《江苏省促进就业条例》 就将促进更
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 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 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立法宗旨。

党和国家的政策对共同富裕的规定可以非常宏观， 这种政策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实现过程； 法律
文本中的表述与国家政策中的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 法律一旦制定出来， 就马上成为人民据以行动
的理由， 也可以成为向法院主张权利的依据———而国家政策不能成为司法的依据。 正因为如此， 在
制定法律的时候会更为谨慎地有所收缩。 无论是在国务院的通知， 还是地方性法律的规定中， 都将
促进就业作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心。 换句话说， 国家政策很多时候是有超前性的， 但是落实到立
法之中， 便要体现为一种保守性的权衡， 因此我们才常说 “法律不会是新时期的报春花”。

结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富不仅是一种生活资料， 也是一种生产资料， 作为生产资料的
财富差异会在资本的增殖中进一步扩大。 这种差异在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论》 中有非常充分的讨
论。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基本上还是 “温和的不平等”， 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近乎 “极端”； 即便是被
认为最平等的国家 （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的财富不平等， 都远超过工资最
不平等国家 （如 2010 年以来的美国） 中的工资不平等， 进而 “世袭的中产阶级” 成为二十世纪发
达国家财富分配的新特征。輧輲訛 当然， 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为严重， 过去人们常常将美国梦描述为， 任
何一个美国人， 不管出身如何， 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中产以上的生活；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的
现实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叙事， 帕特南发现， 美国的社会固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曾经能够一起
走向未来美国梦的小伙伴们， 因为家庭出身的不同，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改变命运，輧輳訛 底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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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needs� to� be� affirmed� not� only� in� policy,� but� also� in� the� whole�
process�of�rule�of�law. “Common�prosperity” has�entered�the�judgment�at�present,�but�because�the�
judicial�process�in�China�can't�be� legally�explained,� the� judge’s�quotation�of�common�prosperity�
has�only�rhetorical�effect,�which�can't�really�affect�the�result�of�judgment.�Therefore,�to�discuss�the�
legal�protection�of�common�prosperity,�we�should�first�start�from�the�legislative�field,�and�change�
common� prosperity� from� policy� to� practical� legal� provisions�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law�
amendment.�Taking�the� legislation�since�2021�as� the�analysis�object,� this�paper�pays�attention� to�
how� common� prosperity,� as� a� policy� discourse,� enters� the� legislation,� and� then� reveal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and� legislation:� on� one� h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legislative�planning� and�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legislative�prepa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has� intensively� entered� all� kinds� of� legal� texts,� whether� at� the� level� of�
central� regulations� or� local� regu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legislation� absorbs� the� policy�
discourse�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ot� a� simple� copy�without� any� choice,� but� a� process� and�
re-creation�of�legal�language.�The�meaning�and�effect�of�common�prosperity� in� the� legal� text�are�
redefined,� thus�maintaining�a�political� and� legal� interaction�between�policies� and� laws,�which� is�
also�an�important�part�of�the�political�and�legal�system�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mon�Prosperity;�Legislation;�Interaction�between�Politics�and�Law;�Political�and�
Legal�System

輧輴訛 参见 [美] J.D.万斯： 《乡下人的悲歌》， 刘晓同、 庄逸抒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
輧輵訛 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 将法律作为一种由下而上、 从具体到抽象、 从多元到统一的上升运动。 参见邵六益： 《社科法学的知

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 载 《法商研究》 2015年第 3期。
輧輶訛 有研究表明， 税法或许要承担重要的再分配职能。 参见何锦前： 《共同富裕导向下税法收入分配规制》，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22年第 2期。

像是沿着父辈的人生轨迹复制一个破碎的 “乡下人的悲歌”。輧輴訛 这种社会分化恰恰就是由法治来 “保
障” 的， 法治其实是一种资本的编码， 将社会经济上的差异带入到法治的逻辑体系之中， 然后不断
地去复制和强化已有的差异， 最终塑造出一幅每个人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同而处境不同的假象。 法律
本身就是一种预设， 以抹平或者说忘却人的实质差异为基本预设， 因为法律是一种统一的规则， 不
能因为人的身份或者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施加不同的对待； 而现实世界是非常多元的， 不可能设置一
种能够应对所有区别的规则体系，輧輵訛 但是这种形式平等自然会带来结果上的不平等。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如果希望从法治的角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势必会对自由主义法治中的一些理念提出挑
战。 在目前的共同富裕立法中， 所涉及的共同富裕规定更多还是基本原则或立法指导思想。 如何使
共同富裕从法律原则进入到法律规则之中？ 这种跳跃是最难的。 如何去论证这种细化规定的合法
性、 合理性？ 以及如何规定？ 如何与现有规定平衡协调？ 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命题。輧輶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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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受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启动计划支持。
譹訛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载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1125/c1024-

31943652.html， 2021年 12月 20日访问。
譺訛 参见游正林： 《主人翁话语的兴起 （1930—1949）》， 载 《学海》 2020 年第 1 期； 邵六益： 《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

(1949—1956)》， 载 《开放时代》 2020年第 5期。

陈明辉 *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中国， 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 但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当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对自己的主人翁身份产生了怀疑， 转而纷纷以打工人自居。 从法学视角
来看，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个整全性的劳动者概念， 而只有被部门法层层分割开来的
劳动者概念。 1982 年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原本能够覆盖所有的劳动者， 但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的推进， 劳动者被分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两类群体。 在计划经济
时代， 劳动者有着干部、 工人和农民的身份差异。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 部门法上的劳动
者分化为人事关系中的劳动者、 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 劳务派遣中的劳动者、 雇佣关系中
的劳动者和自雇劳动者这五大类型。 从现实处境看， 不同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距
一直在不断扩大。 以劳动者为本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项核心内涵， 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
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者为制度变革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 劳动者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劳动宪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8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劳动者。”譹訛

———习近平

引言

2020 年， 一句 “早安， 打工人” 引爆网络。 无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甚至部分公务人员
也竞相以 “打工人” 自居。 这与建国初期的 “主人翁” 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譺訛 话语是对现实的说
明， 话语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变化。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劳动者应当是国家的主
人。 但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经济所有制、 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均发生
了重大变化， 劳动者在法律上的身份地位及其现实处境也随之改变。

以劳动者为本位
———关于共同富裕的一条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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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指出， 现如今我国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量的国企工人和
农民被抛入市场沦为雇佣劳动者， 成为新的工人阶级。譻訛 这群数量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
未受劳动法律体系的有效保护。譼訛 故而， 有学者声称我国工人国家的宪法定位与工人的实际状况存
在强烈反差。譽訛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法问
题， 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宪法问题。 现行宪法使用 “劳动” 概念 29 次， 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以下简称 《宪法》） 序言第十自然段、 国体条款、 经济制度条款和劳动权条款都是直接涉及
劳动者问题的核心条款。 这些宪法规范构成了劳动宪法的核心依据。 在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确立之
后， 劳动者的身份、 地位及其现实处境尤其值得宪法学的关注。

一、 宪法上的劳动者

何为劳动， 谁是劳动者？ 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 但深究起来非常复杂。 劳动包括三种含义：
（1） 广义的劳动， 泛指人类一切有目的的活动； （2） 中义的劳动， 泛指人类为了维持和改善生活的
劳作； （3） 狭义的劳动， 在他人的指挥监督下劳动以换取物质生活资料。譾訛 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
劳动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 现在还出现了管理、 投资、
服务， 以及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式。譿訛 1982 年 《宪法》 制定之初， 仅区分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两种形式， 其所对应的是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个群体， 他们被称为 “社会主义劳动者”。 后
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涌现出了其他形式的劳动和劳动者。 这部分群体被宪法修正案确认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原先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其
宪法地位均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 “社会主义劳动者” 的原初意涵

“社会主义劳动者” 是 1982 年 《宪法》 创设的一个概念， 此前的几部宪法均未使用过这一概
念。 此前， 在各类党政文件中， 最常用的是作为全体劳动者集合的 “劳动人民” 概念。讀訛 类似于
“社会主义劳动者” 的表述最早见于 1957 年 2 月， 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提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讁訛 1962 年， 周恩来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时,
正式用到了 “社会主义劳动者” 的概念。 他讲道： “他们在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
绩的，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輥輮訛 1978 年 3 月，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也使
用了这一概念。 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 知识分子不再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 “从事体力劳动者，

譻訛 参见潘毅等： 《农民工：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载 《开放时代》 2009 年第 6 期； 潘毅、 陈敬慈： 《阶级话语的消逝》， 载
《开放时代》 2008年第 5 期； 吴清军： 《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转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四章 “传统产
业工人阶级再形成”， 第 133-172页。

譼訛 参见黄宗智： 《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载 《开放时代》 2013年第 5期。
譽訛 参见汪晖： 《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 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载 《开放时代》 2014年第 6期。
譾訛 参见苏永钦主编： 《部门宪法》， 元照出版公司 2005年版， 第 400页。
譿訛 参见李弦： 《数字劳动的研究前沿》， 载 《经济学家》 2020年第 9期。
讀訛 根据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的界定， 劳动人民包括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其他劳动人民包

括城市小资产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指独立工商业者、 不剥削人而受人雇佣的脑力劳动者和广大青年学生。 参见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86页。

讁訛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第 385页。 1978年宪法将这句话写入了宪法总纲。
輥輮訛 参见前引讀訛， 李维汉书， 第 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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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脑力劳动者， 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輥輯訛

宪法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范围规定地相对明确。 1982 年 《宪法》 第十自然段规定： “社会主
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
巩固和发展。” 这里的 “社会主义劳动者” 即是指 “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輥輰訛 彭真在 1982 年 《宪
法》 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组成这个政权的阶级结构， 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工人阶级队伍
进一步壮大， 人数增长了许多倍，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 广大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改
造， 已经从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 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增长了许多倍， 从总体上说， 他们已经成为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 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原来这些阶级的成员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輥輱訛

关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界定标准， 彭真的报告中有一个重要表述———“自食其力”， 也就是以自
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在社会主义理论中， 劳动不仅具有物质生产功能， 而且具有精神改造的面向。
如果说自由是人的本质， 那么是劳动使人自由， 劳动使人成为人。 也只有人人都劳动的社会才是真
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所以， 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废除私有制， 废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压
迫， 让所有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让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锻造出来的。 在三大改造完成之
后， 绝大多数人要么是国营经济中的工人， 要么是集体经济中的农民。 在公有制经济、 按劳分配和
计划经济体制所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中， 劳动既是一项权利 （这项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
分配工作岗位）， 也是一项义务。 而那些游离在体制外的人员， 则被视为 “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纳入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训之中。輥輲訛 后一部分人数量极少， 因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社会主义劳动
者” 与 “人民” 几乎完全一致， 覆盖了绝大多数的 “公民”。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中国劳动者的地位到达了历史最高点， 是名副其实的主人翁。 这种
主人翁地位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 在政治制度上， 全体劳动者是政治上的主权者； 第二， 在生产
资料所有制上， 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第三， 在工作单位的管理上， 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
劳动者能参与单位的民主管理； 第四， 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 实行按劳分配， 发放粮票、 肉票、 布
票等商品凭证取代以金钱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消灭了私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第五， 在劳动关系
上， 消除了雇佣劳动关系， 实现了自由劳动， 并依托工会维护劳动者利益； 第六， 劳动者承担了以
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遵守劳动纪律等特殊义务。

可以看到， 此时的劳动者地位并不只有 《宪法》 第一条的宣示， 而是由经济所有制、 分配制
度、 计划经济体制、 公有制经济中的民主制度和工会制度共同支撑起来的。 劳动者被镶嵌在一个个

輥輯訛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89页。
輥輰訛 在 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 有人提议将国体条款中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表述， 修改为 “以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为基

础的联盟”。 不过， 该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参见 《彭真传》 编写组： 《彭真在主持起草 1982 宪法的那些日子里》， 载 《中国
人大》 2013年第 6期。

輥輱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1 年
版， 第 98页。

輥輲訛 1957年 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在我国建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2013 年 12 月， 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 这意味着已实施 50 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 关于对
该制度的宪法学分析， 可参见王人博： 《权力与技术———对劳动教养问题的一个宪法学分析》， 载王人博： 《1840 年以来的
中国》， 九州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474-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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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有制经济单位之中， 是由单位负责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的 “单位人”。輥輳訛 不过， 在城乡二元体制
下， 农民阶级并没有享受到 “单位人” 的种种福利， 他们被固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 并在很大
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风险的承担者。輥輴訛

（二） 经济体制改革与 “社会主义建设者” 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所有人都在公有制经济内从事生产， 因此尚能维持着 “社会主义劳动者”
的纯洁性。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 当国家不能为城镇青年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时， 国家发动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让城镇青年在农村地区实现就业。輥輵訛 然而一系列政治运动， 加上公有制
经济体内部的管理问题， 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为走出
危机， 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拉开序幕。 1979—1984 年的农村改革， 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
生产方式的人民公社解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夜之间， 让全国农民变回了单打独斗、 自负盈
亏的农户。 为了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 1981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广开门
路， 搞活经济，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该决定提出发展城市劳动者个体经济， 并明确肯
定了个体劳动者的地位———“个体劳动者， 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他们的劳动， 同国营、 集体
企业职工一样， 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都是光荣的。 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应与国
营、 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輥輶訛

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 商品经济回来了， 雇佣劳动也回来了， 出门打工甚至成为几亿农民家
庭的出路。 1982 年 《宪法》 第十一条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
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从公有制经济中走
出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者， 在 1982 年宪法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 在非公有制经济产生之后，
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劳动者就难以直接划等号了， 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的劳动者才是社
会主义劳动者。

2000 年 12 月， 江泽民在第 19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提出，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
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 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輥輷訛 次年 7 月， 江泽民在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 出现了民营科技企
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 私营企业主、 中介组织的从
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而且， 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 不同行业、 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
繁， 人们的职业、 身份经常变动。 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 这些新的
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 通过合法经营， 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
他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们与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 他们也是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輦輮訛 2004 年， 宪法修正案正式将 “社会主义建设者” 写入宪法序
言， 与 “社会主义劳动者” 相并列。 自此，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正式开始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对待，
这才有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共党组织， 在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中作政治安排， 担任工商联会长（主

輥輳訛 参见张霁雪、 陶宇： 《单位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生产———基于 H 厂三代工人口述历史的研究》， 载 《学习与探索》 2014 年第
6期。

輥輴訛 参见温铁军等： 《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 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9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温铁军等书， 第 38-39页。
輥輶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广开门路、 搞活经济，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中发 〔1981〕 42号）， 1981年 10月 17日。
輥輷訛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52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第 286页。

79·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3期

席）， 开展评选和表彰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活动， 等等。
与公有制经济内的劳动者相比， 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基本上不占有生产资

料， 不参与企业的管理过程， 不实行按劳分配， 更不享受公有制经济内的福利保障。 这也意味着，
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分化出来、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这部分人已经丧失了原先宪法所承认的尊荣和地
位。 社会主义建设者是经济体制改革塑造出来的， 他们的工作单位属于非公有制经济， 因此他们不
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 但是， 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变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是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
造成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数量不断扩大， 并且大有赶超之
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9 年全国有劳动力 8.11 亿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42 亿人， 乡村
就业人员 3.32 亿人。 在城镇就业人员中， 仅有 5769 万人是在国有单位， 剩下的 3.8 亿都在非公有
制经济中就业。 也即是说， 城镇就业人员中， 87%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 仅有 13%的人属于社
会主义劳动者； 在全国就业人员中， 这部分人也占到了全国劳动力人口的 46.8%。輦輯訛 从这个数据来
看， 当下中国劳动人民中近一半已经不再是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二、 部门法上的劳动者

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根据经济所有制作出的二分法， 部门法上的劳动
者与宪法上的劳动者很难直接对上号。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并没有劳动法或公务员法之类的专门
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 而只有 《工会法》 处理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与单位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 我国在 1994 年制定了 《劳动法》。 不过， 《劳动法》 并没有将所有劳动者
纳入其调整范围， 全体劳动人民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之中。

（一） 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分法： 干部、 工人和农民

在电影 《革命者》 中， 青年毛泽东有一句台词： “我在这里收书， 打扫卫生， 每个月给我八元，
我就是工人。” 建国之后从未使用过这种宽泛的工人概念。 但在革命根据地时期， 几乎所有的雇佣
劳动者都被界定为工人， 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对平等。 在收入分配方面， “党政军工作人
员的报酬， 不能超过一个熟练工人”。輦輰訛 在社会保障方面， 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对所有工人予以了同
等的法律保护。 1931 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第一条： “凡在企业、 工厂、 作坊及一切生产
事业和各种机关 （国家的、 协作社的、 私人的都包括在内） 的雇佣劳动者， 都应享受劳动法的规
定。”輦輱訛 对于雇农、 森林工人、 季候工人、 交通工人、 苦力、 家庭的女厨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
工人， 劳动法还对其施加了特殊保护。 1933 年的 《劳动法》 第一条规定得更为明确： “本劳动法，
对于凡受雇佣的劳动者均适用之。”輦輲訛 在抑制地主剥削方面， 即便是陕甘宁边区时期， 也不允许富农
的地租收入超过其总收入的 1/4。輦輳訛

1949 年建国初期， 城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相差并不大， 行政系统、 教育系统、 军队系统、 工人
系统都实行定级工资制。 不同系统的级数和工资并不一样， 但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的差距不超过 10

輦輯訛 相关数据参见 《中国统计年鉴———2020》， 载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 2021 年 12 月 8
日访问。

輦輰訛 《谢觉哉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353页。
輦輱訛 韩延龙、 常兆儒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 （第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569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韩延龙、 常兆儒编书， 第 584页。
輦輳訛 《谢觉哉日记》 （下），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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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輦輴訛 在社会保障方面， 当时的劳动法对与企业建立长期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仅建立临时性劳动关
系的劳动者开始有了区别待遇。 1951 年 2 月， 政务院颁布的 《劳动保险条例》 将其适用对象限定为
“雇佣劳动者”。 雇佣劳动者包括 “工人” 和 “职员”， 排除了 “临时工” “季节工” 和 “试用人员”。輦輵訛

临时工、 季节工与试用人员的劳动保险待遇由 《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 规定。 这两类劳动人员的
劳动保险待遇确有不同。 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例， 一般工人可以享受的因公残废抚恤费为本人工
资的 75%， 付至死亡时止， 而临时工等只能一次性获得 12 个月的本人工资。輦輶訛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 计划经济体制正式确立， 国家根据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性质， 将劳动
者分为了干部、 工人和农民三大类别， 并对这三类劳动者进行了分类管理， 干部归人事部门管， 工
人归劳动部门管， 农民归农业部管。 其中， 干部是指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不直
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管理人员。 干部身份主要通过从军、 考入大中专院校、 通过公考招录等方式获
得。 工人一般都是拥有城镇户口在公有制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居民。 农民则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
上劳作的农村居民。

在收入分配方面， 计划经济时代严格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干部和工人的工资并没有本质差别。
1956 年 6 月， 国务院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对劳动工资进行了集中统一管理， 制定了 24 级工资
表。 其中， 最高一级月工资为 594 元， 最低一级月工资为 45 元。 在劳动关系问题上， 干部和工人
都是国家雇员， 与国家都是人事关系， 并没有行政编、 事业编和合同编的概念。 干部与工人的工资
收入由级别而不是身份决定。 到了计划经济的后期， 干部和工人在级别工资之外， 根据单位效益和
个人工作完成情况， 还有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輦輷訛 真正与之构成根本性差别的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的农民， 他们作为集体土地上的劳动者， 承担了国家工业发展的重担。 由于数据的匮乏， 我们无法
一览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异， 不过 1978 年的一组数据可以略作参考。 据统计， 1978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4 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3.6 元， 后者约为
前者的 39%。輧輮訛

（二） 市场经济时代的多元劳动者身份

改革开放初期， 市场调节被作为计划调节的补充手段， 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 不少农民开始
进城打临时工。 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 劳动力市场迎来的巨大变化， 国企改革
和农民工进城大大加快了多元化劳动者身份的产生。 目前而言， 我国的劳动者散落在行政法、 劳动
法、 民法等各领域的调整之中， 有人事关系、 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雇佣关系、 自雇劳动者这几种
主要类型。

1. 人事关系中的劳动者
人事关系中的劳动者是指拥有行政或事业编制， 在各级党政机关从事管理工作的劳动人员。 人

事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只有干部身份才属于人事关系的范畴。 所谓干部， “是指列入干部

輦輴訛 相关数据可参见黄新原： 《真情如歌： 五十年代的中国往事》，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87-98页。
輦輵訛 “雇佣劳动者” 的所在单位分为两类： 一是雇佣工人与职员人数在一百人以上的国营、 公私合营、 私营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

厂、 矿场及其附属单位与业务管理机关； 二是铁路、 航运、 邮电的各企业单位及其附属单位。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
会编：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1951年）》，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473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书， 第 359页。
輦輷訛 参见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 《中国劳动立法资料汇编》， 工人出版社 1980年版， 第 22页。
輧輮訛 《中国历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指数统计 （1978—2012）》， 载百度文库网，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66041af111f18582

d05a09.html， 2021年 12月 1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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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享受干部待遇， 从事各种公务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輧輯訛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管理
人员都属于干部序列。 虽然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人员也可参照适用 《劳动法》 和 《劳动合同
法》， 但这类劳动者与工作单位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公法属性，輧輰訛 二者更接近行政关系而不是劳动关
系。 拥有编制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主要由 《公务员法》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相当于其他领域的劳动者， 处在人事关系中的劳动者基本是终身任职， 拥
有比较有保障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 在所有劳动者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2. 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 我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法。 我国的劳动法制度， 是为配合国企改

革的推进建立起来的。 1982 年劳动人事部发布 《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 提出 “新人新
制度、 老人老制度”， 最终达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輧輱訛 为配合国企改革， 国务院还建立了社
会保障制度， 解决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1995 年， 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通知》， 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1998—1999 年， 国务院
先后出台 《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
住房建设的通知》 和 《失业保险条例》， 初步形成了城镇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大量国企职工转轨和下岗的同时， 几亿农民陆续进城务工， 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的劳动力
市场。 为了规范用工， 全国人大先后制定 《劳动法》 （1994 年）、 《劳动合同法》 （2007 年）， 劳动法
上的劳动者由此形成。 不过， 并不是所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都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1994 年 《劳动法》 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 （以下统称
用人单位） 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适用本法。” 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核心标准就是有
无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 并且只有 “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可以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輧輲訛 在 《劳动法》 的保护之下， 劳动者应当享有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工资报酬、 社
会保险和福利、 合同解除等法律保障。

3. 劳务派遣中的劳动者
2007 年制定的 《劳动合同法》 在劳动关系之外， 还规定了劳务派遣这种特殊的劳动形式。 劳务

派遣是指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由劳务派遣单位派至其他单位工作的一种劳动制
度。 劳务派遣制度区分了 “用人单位” 和 “用工单位”， 用人单位负责支付劳动者的酬劳和社会保
险， 用工单位则放心大胆地使用劳动力， 从而甩掉劳动法上的重重束缚。 这一制度是中国从欧美发
达国家引进的， 其在英美国家的用工比例占到 20%—25%。輧輳訛 但引入中国之后， 该制度得到了各类企
事业单位的广泛运用， 成为企事业单位招收新员工的首选方式。 据统计， 到 2011 年 6 月， 全国已
有企业劳务派遣工 3700 万。輧輴訛 现如今， 这个数字可能已经超过了 6000 万， 劳务派遣以及其他的非
正式用工可能占到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 75%。輧輵訛

诚然， 《劳动合同法》 对劳务派遣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例如规定了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 规定

輧輯訛 浦兴祖：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09页。
輧輰訛 参见卢修敏： 《人事关系的法律界定》， 载 《政法学刊》 2009年第 5期。
輧輱訛 参见宋士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考察》， 载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年第 1期。
輧輲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编： 《新劳动合同法适用指南与案例精析》，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5页。
輧輳訛 参见黄宗智： 《中国的非正式经济》， 载 《文化纵横》 2021年第 6期。
輧輴訛 参见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 《当前我国劳务派遣用工现状调查》， 载 《中国劳动》 2012年第 5期。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黄宗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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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用工单位和用人单位的义务， 规定劳务派遣的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2012 年修订后的 《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六条还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
式。 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 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用工单
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 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
部门规定。” 2014 年 1 月， 人社部出台的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 明确要求用工单位
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 但从现实
的情况来看， 这些规制手段效果并不理想。輧輶訛

4. 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
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 接受雇主的指挥与安排， 向雇主提供劳务， 由雇

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于 《劳动法》 中的劳动关系只适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
间， 因此私人之间的雇佣劳动不属于劳动法的范畴， 而只受民法上雇佣合同的约束。 这类劳动者包
括受雇于家庭或私人的私人医生、 私人保姆、 私人保镖、 私人司机， 以及企业招收的实习生。 在法
律上， 这类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从属性的劳动关系， 双方是自愿平等的民事关系， 因此不
需要国家的特别保护。 雇佣关系中还存在一种临时性的劳务关系， 即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
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 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律关系， 例如工地上的临时雇工、
平台上注册的家政服务人员等。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劳动者进入这些临时劳务关系
中， 他们的劳动权益如何保障已经成为当前劳动法领域的重点问题。

5. 自雇劳动者
所谓自雇， 就是自己雇用自己获得部分或者全部收入的谋生方式。輧輷訛 自雇劳动者的范围非常广

泛， 内部差异也非常巨大， 企业所有者、 个体户、 自由职业者、 承包集体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原则上都属于自雇劳动者。 从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角度而言， 企业所有者和个体户的收入水平明显高
于农民， 他们也有经济条件为自己购买社保。 因此， 真正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 3.32 亿从事农业生产
的农民， 他们占到了全部劳动人口的 41%，輨輮訛 但几乎在所有的劳动保护法律法规之外。 1954 年 《宪
法》 原本想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 但由于农村土地刚在 1948 年确立了农民私有土地制， 直接收回
阻力太大， 因此才有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輨輯訛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与
村集体是土地承包关系， 受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调整。 在计划经济时代， 土地承包权不能流转，
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 其生老病死、 衣食住行全仰赖于农业生产， 国家无力承担农民的医疗和社
保， 反而汲取农业生产剩余扶持工业发展。 在市场经济时代， 由于工农业 “剪刀差” 的存在， 农业
生产收益较低， 几亿农村劳动力竞相进城务工。 对于绝大部分的农民而言， 无论与用人单位建立何
种劳动关系， 他们的劳动收益和受到的劳动保护也远大于在集体土地上的自我劳作。

除了上述五类劳动者之外， 现实中各类企事业单位为了降低用人成本， 正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新
的劳动关系形式。 当前阶段， 企业用工的一个基本改革趋势就是在灵活用工的口号下， 推行各种类
别的承包制。 京东、 顺丰、 小米等巨型私有企业一直在试图调整自己的用工方式， 尽可能地将企业
与员工的劳动关系向承包关系转变。 近年来中国移动等国有控股企业也启动了离职承包制， 以此降

輧輶訛 参见谢增毅： 《劳务派遣规制失灵的原因与出路》，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5年第 1期。
輧輷訛 涂永前： 《大众创业时代亟须完善自雇劳动者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载 《法制日报》 2015年 12月 16日第 11版。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輨輯訛 参见刘连泰： 《“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的规范属性》， 载 《中国法学》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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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用人成本， 提高企业效益。 所谓离职承包制， 即将运营商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 然后员工
以个人承包公司业务的形式成为公司的个人代理开展经营业务。輨輰訛 在这种用工方式之下， 企业只保
留核心团队， 其他员工签订离职承包书成为公司业务的外包者， 这对于弱势部门和底层员工无疑刺
激最大。 这种承包制有点像农村土地承包制， 但与后者又存在本质区别。 在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中推
行这种用工方式将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 值得我们深思。

三、 现实中的劳动者

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个整全性的劳动者概念， 而只有被部门法分割开来的劳动者概
念。 1982 年 《宪法》 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原本能够覆盖所有的劳动者， 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
进， 大量的劳动者被排除在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外。 国企改革就像一把筛子， 把原先工人群体中的
底层工人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 而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 则是迫不及待地涌入市场
经济， 寻求经济地位的上升渠道。 为应对这两股潮流， 劳动法应运而生。 不过， 相对于劳动领域的
丰富实践， 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实在过于克制。 本文无力描述整个劳动者的现实状况， 仅尝试借助经
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勾勒现实中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一）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鸿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凯蒂指出， 经济不平等由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两部分构
成， 其中，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 富人的财富主要来自资本的增值， 而不是劳动
收入。輨輱訛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一项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废除
一部人可以不劳动而光依靠资本就可以过上富裕生活的制度。 对此， 贯彻社会主义原则的 1975 年
《宪法》 和 1978 年 《宪法》 均规定了 “不劳动者不得食”。 现行宪法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允许
资本市场合法存在， 但如今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严重阻碍了共
同富裕的实现， 甚至对人们的劳动观念产生了消极影响。

资本收益与劳动回报率的巨大差异导致资本进一步向劳动报酬份额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倾
斜， 这反过来又加剧劳动回报率的下降。輨輲訛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最直观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回报
率和各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近二十年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急剧扩张， 房价年年攀升， 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近十年的房价几乎翻了十番， 这就意味着只要资本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就是稳赚不赔。 即便这
些房产不能直接套现， 凭借着高额的租金， 房产主就可以享受安全而稳定的收入。 正所谓 “晚买一
年， 白干三年”， 晚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 就得给高房价买单。 从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
来看， 财富数额越大， 周期越长， 收益率越高。 有钱人越有钱， 这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常
识。 国内经济学研究指出： “资本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 相比于 5 年各省、 直
辖市、 自治区劳动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33， 资本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已达到惊人的 0.807。”輨輳訛

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巨大鸿沟也彻底改变了劳动观念。 当下劳动者的普遍心态不是现行 《宪法》

輨輰訛 参见 《中国移动试点员工离职承包， 开启内部员工承包的个体经济时代！》， 载搜狐网 “点步专家”， https://www.sohu.com/a/
372671848_100153919， 2021年 12月 8日访问。

輨輱訛 参见 [法]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中信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11页。
輨輲訛 参见张车伟、 赵文：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基于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的测算和分析》，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2期。
輨輳訛 肖威： 《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研究》， 载 《国际贸易问题》 2020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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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要求的 “热爱劳动”， 而是想通过劳动积累资金， 然后通过购买房产等方式彻底摆脱劳
动。 劳动不再崇高， 而仅仅是满足生存的手段， 这是当下社会崇尚资本而不是勤劳致富的原因。輨輴訛

（二） 劳动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现行宪法上的分配原则是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制度并存”。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即便
是在劳动收入领域， 按劳分配贯彻得也不充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中， 公平是首要价值目
标， 因此， 按劳分配的 “劳” 应当是按照劳动投入计算， 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 效率优先于公
平， 按劳分配的是按照劳动产出计算的。輨輵訛 因此， 由于劳动效率的差异， 劳动收入的差距在所难免。
现实的情况是， 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一直在持续扩大， 底层劳动者与上层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攀
升， 中层劳动者的数量在不断下降，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沦为底层劳动者。 有学者基于中国家庭收入
调查数据 （CHIP） 发现， 我国城乡居民劳动收入整体上呈金字塔型， 即劳动收入低的群体占据了劳
动人口的绝大多数。 从 1988 年到 2013 年， 这个金字塔的颈部越来越细， 底座越来越宽， 这意味着
我国城乡居民的劳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处于中等收入层级的居民比重逐渐缩小。輨輶訛

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 “超级经理人” 的出现， 他们掌握着企事业单位的分配
权， 很多时候他们的劳动产出又是将他们管理下的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产出计算在内， 因此各种千万
年薪的经理人屡见不鲜。 有数据显示， 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平均薪酬为 198.78 万元， 排名
首位的高管年薪高达 4122 万。輨輷訛 二是劳动者议价能力低， 在与工作单位的劳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
位。 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私营大中型企业， 它们自恃对劳动者有足够的吸引力， 因此在劳动力
市场上极度压价， 并通过劳务派遣、 人事代理、 临时工等非正规方式聘用劳动者， 尽可能地降低用
人成本。 而一般的劳动者并不了解其中的奥妙， 不少劳动者直到最后签订合同的时候才会看到对方
的格式化合同， 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輩輮訛

（三） 劳动者身份的不平等问题

身份歧视是劳动者在职场上面临的另外一种不公平。 这种身份不平等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最为显著。 《半月谈》 记者发现， 在镇一级基层工作人员中， 可以同时有公务员编制、 行政编制、
人事代理、 劳务派遣、 合同工、 临时工等 9 种身份。輩輯訛 身份的不平等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落差。
物质上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同工不同酬， 因为有些企事业单位既不是按照劳动强度分配薪资， 也不
是按照劳动的贡献度分配薪资， 而是根据不同的劳动者身份的不同类型分配薪资待遇。 全国政协委
员赵铱民调查发现， “在陕、 晋、 豫、 鄂二十余家国营企事业单位， 正式编制职工的收入通常是合
同工的 2 倍以上， 是劳务派遣工或临时工的 4 至 5 倍， 甚至在一些行业或企业， 正式职工与同工种
临时工收入差异高达 6 倍以上。 除工薪之外， 后几类员工在住房基金、 补偿养老金方面与国家正式
职工亦差异悬殊。”輩輰訛

精神上的落差有时比收入上的不平等更令人感到刺痛。 在人的本性之中， 寻求他人的承认是人

輨輴訛 顾骏： 《“未富先懒” 与劳动观念式微》， 载 《探索与争鸣》 2015年第 8期。
輨輵訛 参见阎天： 《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载 《法学评论》 2021年第 6期。
輨輶訛 参见柏培文、 李相霏： 《要素收入与居民分配格局》，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第 5期。
輨輷訛 《2020 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榜： 7459 位高管年薪过百万， 方大特钢前任董事长谢飞鸣列第一》， 载新浪科技网，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6-01/doc-iirczymk4658488.shtml， 2021年 12月 10日访问。
輩輮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黄宗智文。
輩輯訛 参见邵琨等： 《倾听基层心声： 一个乡镇九种人， 没有编制很伤人》， 载半月谈网， http://www.banyuetan.org/jrt/detail/20190213/

1000200033134991550022092084838364_1.html， 2021年 12月 11日访问。
輩輰訛 栾辉、 刘杰： 《驻陕全国政协委员赵铱民呼吁： 制止身份歧视 还劳动者薪酬公平》， 载 《各界导报》 2011年 3月 11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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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需求， 也是个体尊严建构的重要来源。 整个人类的革命史就是一部捍卫平等尊严的历史。 社
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 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承诺了一个普遍平等的世界。 社会主义公有制就
是为了保证普遍的平等， 确保每个劳动者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对此， 现行 《宪法》 第四十二条
第三款中规定：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
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私营企业中的劳动者大多
不是私营企业的主人， 他们无法做到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而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
被赋予各种低人一等身份的劳动者， 更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劳动制度带来的屈辱感。

（四） 劳动者的代际公平问题

由于体制改革和社会机会的减少， 代际公平问题在 80 后和 90 后的青年劳动者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 不少行业和企事业单位都实行所谓的 “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这种保守的改革立场， 使
得改革不会触动老员工的利益， 而将市场竞争的压力全数给到了新员工的身上。 以高校的 “非升即
走” 改革为例， 制度设计者设想的是引入该制度， 刺激高校教师多产出科研成果， 其实施结果就是
大大提升新入职者的考核条件和晋升门槛， 而这部分新进职工却无法享受原有职工已经得到的种种
福利待遇。 实证研究表明： “‘60 后’ 和 ‘70 后’ 通过提高努力可以显著改变命运， 但 ‘80 后’ 努
力改变命运的作用却明显降低。 可以说， ‘60 后’ 和 ‘70 后’ 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其事业
发展的初期中国社会为弱势群体通过努力向上流动提供了更为畅通的渠道。 当前 ‘80 后’ 逐渐成
为社会主体， 新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外部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依然居高不下，
努力在决定个体经济社会地位中的作用有所降低。”輩輱訛 代际的不公平意味着下一代的劳动者极度依赖
上一代在财富、 知识、 权力和其他社会资本方面的积累， 这也意味着穷人的孩子越来越难摆脱贫穷
的命运。 而这正是当下年经人选择 “躺平” 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 总结了社会主义的三个特征： （1） 社会主义是富裕
的而不是穷苦的社会； （2） 社会主义不是被迫劳动而是愉快劳动； （3）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自由
上的真正的自由。輩輲訛 无疑， 李大钊所企盼的社会主义是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者的社会主义。 然而，
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是曲折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为了支持国家的国防
和工业， 我们牺牲了农民和农业， 用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固定在集体土地上， 完成了工业资本的原
始积累。 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我们牺牲了不发达地区的利益， 将资金、 技术
和政策供给东部沿海地区。 在时代的洪流之下， 广大劳动者的宪法地位、 法律地位和现实地位随之
上下翻滚， 全然由不得自己做主。 通过本文的梳理，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规范上劳动者的概念在不
断窄化， 出现了大量不是劳动者的劳动者。 这种法律概念的窄化意味着法律的不平等保护， 意味着
法律对不同阶层的劳动者实施了差别对待， 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现实中劳动群体贫富差距。 无怪乎黄
宗智要说， “今天的劳动法规已经把原来革命传统中 ‘劳动人民’ 或 ‘工农阶级’ 的大多数排除在
其外， 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强烈倾向维护特权身份和收入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法规， 和革命传统中的
劳动立法十分不同”。輩輳訛

輩輱訛 龚锋、 李智、 雷欣： 《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 测度与比较》， 载 《经济研究》 2017年第 3期。
輩輲訛 参见李大钊： 《社会主义释疑》， 载 《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第 476-478页。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黄宗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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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陇 西）

Abstract: In�socialist�China,�the�laborers�are�the�masters�of�the�country.�However,�at�a�time�when�
the�gap�between�the�rich�and�the�poor�is�widening,�more�and�more�laborers�have�doubts�about�their�
status� as� masters� and� instead� regard� themselves� just� as� laborers.� At� present,� there� is� not� a�
comprehensive�concept�of�laborers�in�the�legal�system�of�China,�but�only�the�concept�of�laborers�
which�is�separated�by�departmental�law.�Socialism�laborers�in�the�1982�Constitution�could�cover�
all� laborers,�but�with� the� reform�of�economic�system,� laborers�were�divided� into� two�categories:�
socialist� laborers� and� socialist� builders.� In� the� era� of� planned� economy,� laborers� had� different�
identities�as�cadres,�workers�and�peasants.�After� the� reform�of� the�economic� system,� laborers� in�
departmental� laws�were�divided�into� five� types:� laborers� in�personnel� relations,� laborers� in� labor�
relations,�laborers�in�labor�dispatch,�laborers�in�employment�relations�and�self-employed�laborers.�
From� the�perspective�of�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gap�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different� laborers� has� been� widening.� Taking� laborers� as� the� center� is� a� core� connotation� of�
people-orientation.�To�promote�common�prosperity,�we�must�take�respect�for�labor�and�laborers�as�
the�basic�position�of�system�reform.

Key Words: Laborers； Common�Prosperity； Socialism； Labor�Constitution

輩輴訛 习近平：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如今， 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之下， 共同富裕成为了党和国家在未来几十年的核心议题。 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 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原则就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共同
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 为人民
提高受教育程度、 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 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 提高
就业创业能力， 增强致富本领。 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
会， 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避免 ‘内卷’、 ‘躺平’。”輩輴訛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应当坚持以劳动和
劳动者为本位。 从内涵上看， 以劳动者为本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项核心内涵。

以劳动者本位推进共同富裕， 首先需要从宪法上塑造一个统一的劳动者概念， 重申劳动光荣的
观念， 提升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坚持人民民主的
价值理念， 提升各级人大和政协底层劳动者群体的代表比例， 让更多的劳动者有机会为自己发声；
第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动财税体制的价值转型， 由效率优先转变为公平优先， 国家财政和税
收政策重点向贫困地区和劳动者密集产业倾斜； 第三， 切实落实按劳分配，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抑
制资本的高增值率， 提升各地区、 各行业、 各企事业单位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第四， 完善劳
动法律法规， 提高对各类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考虑制定统一的 《劳动者权益保障法》， 将不同领域、
不同类型的劳动者都纳入法律保护范围。

87· ·



共同富裕的法理阐释

郭 晔 *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助力和保障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的重大使命。 而若要法治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
作用， 必须把共同富裕放在法治视域下作出法理阐释， 以获得科学而专业的理解。 “共同
富裕” 概念包含 “权利” “价值” “标准” 三个维度： 作为基本权利范畴， 其蕴含着新时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权利诉求； 作为法治核心价值， 其承载着公平正义之于社会的不可或缺
性；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其成为衡量法治发展的关键尺度。 从这一概念的
“三位一体” 法理内涵出发， 法治领域中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 将有更加
可靠的科学前提。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法治 法理 美好生活权 公平正义 中国式现代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09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法学博士。 本文系北京市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项目编号： 21LLFXB07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法治
是助力和保障共同富裕的强大制度力量， 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 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是新时代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六中全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均强调了法治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所起的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更是把 “全面建设法治浙江、 平安浙江” 作为重要内容。 据
此， 法学界针对推进共同富裕中必须解决的法治问题进行了探索， 提出了许多制度层面的真知灼见
和建议对策， 法律界在法治实践层面为共同富裕保驾护航做了诸多努力。 但规范之 “用”、 制度之
“策” 层面上的讨论， 尚未触及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 “共同富裕” 的法理内涵是什么？ 或者说，
法治视域下的 “共同富裕” 概念意味着什么？ “共同富裕” 需要完成从政理到法理的转换， 而不能
径直进入法治领域进行探讨， 否则就会遮蔽诸多具有真理性意义的讨论。 本文从共同富裕概念的历
史演变和学理共识出发， 从三个维度对 “共同富裕” 概念进行法理阐释： 一是权利维度， 共同富裕
作为基本权利范畴， 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权利诉求； 二是价值维度， 共同富裕作为法治核心价
值， 承载着公平正义之于社会的不可或缺性； 三是标准维度，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
要指标， 成为衡量新时代法治发展的关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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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概念分析

（一） 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流变

在中国， 共同富裕寄托着人们自古以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不论是 《论语》 中 “不患寡而患不
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还是 《韩非子》 中 “论其赋税以均贫富”， 或者是 《礼记》 中 “大道之行
也， 天下为公”， 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均富” “大同” 理念。 在西方， 发展与分配是久盛不
衰的主题， 早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就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增长与分配问题， 此后经济学者围绕这一
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以欧文、 圣西门以及傅立叶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揭露私有制
社会的种种弊端， 构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理想社会。 但由于其理论本质缺乏社会基础和实现路
径， 他们心中的共同富裕最终是纸上谈兵、 黄粱一梦。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
律， 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使共同富裕理论开始从空想向科学转
变， 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消灭私有制、 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起就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不仅把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理念来追求， 而且将其作
为实践课题来推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毛泽东在其主持制定的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 中首次提出 “共同富裕” 概念， 并指出 “这个富， 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大家都有
份”。譹訛 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的理论命题和 “先
富带动后富” 的共富路径。 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提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特征” 科学论断和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战略安排。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 学界对共
同富裕的理解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 改革开放前， 共同富裕普遍被理解为 “同等富裕” “平
均富裕” “同步富裕”。 （2） 改革开放后， 对共同富裕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 将之理解为在富裕程
度、 速度、 先后上存在合理差别的共同富裕。 （3） 新时代以来， “共同富裕” 的理论共识基本达成，
即全民富裕、 全面富裕、 共建富裕、 渐进富裕。

可见， 共同富裕这一具有理想主义的概念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拓
展， 而逐渐蜕掉抽象的外壳， 生成为一个具体的、 丰富的、 现实的概念。 2021 年 5 月 20 日， 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对 “共同富裕” 做了明
确界定， 即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 普
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 精神自信自强、 环境宜居宜业、 社会和谐和睦、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当然， 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
的理性凝练和理性论辩， 才能够达成学理上的共识、 成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二） 共同富裕概念的学理分析

新时代以来， 国内学界对共同富裕概念的讨论持续进行， 既形成了某些共识， 也存在一些争
议。 基本的共识是将共同富裕概念拆分为 “共同” 和 “富裕” 两个要素， 但在经济学、 政治学、 哲
学、 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域和学术范式下， 这两个要素的内涵和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
解释方案。 有学者认为，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富裕” 代表着物质基础的丰富，
属于生产力范畴， “共同” 意味着人民对物质的享有范围， 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离开 “富裕” 谈
“共同” 会导致共同贫困， 离开 “共同” 谈 “富裕” 会导致贫富悬殊。譺訛 也有学者认为， 共同富裕是

譹訛 《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95页。
譺訛 参见王泽应： 《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及实现路径》， 载 《齐鲁学刊》 201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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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充分和发展不平衡的统一解决。 “富裕” 是目的， 重点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目的是通过高
质量发展实现社会财富 “蛋糕” 的最大化； “共同” 是方式， 重点解决地区、 城乡、 收入差距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 目的是公平公正地分好社会财富 “蛋糕”。譻訛 有学者认为， 共同富裕归根到底是公平
和效率的辩证法， “富裕” 来自效率， “共同” 意味着公平。譼訛 有学者认为， 共同富裕概念由发展和
共享两个维度所建构， “发展” 是指通过社会高质量发展， 使整体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达到一个更
高层次、 更高水平的富裕； “共享” 则包括发展成果的共享、 发展机会的共享、 公共服务的共享。譽訛

也有学者在这两个维度至上提出了 “可持续性” 这一时间维度。譾訛 其他学科的学理分析也为我们寻
求共同富裕的法学解读提供了镜鉴。 虽然也有许多的学术讨论是在平移和概括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展
开的， 共同富裕概念并未完成充分的学术转化， 但很显然设定了可能的讨论空间。

（三） 法学视域中共同富裕概念

法治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路径， 这是政界和学界的共识。 基于此， 法学界围绕 “共同富
裕与法治建设” 展开了三个维度的研究： （1） 法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法治为共同富裕提供制
度保障譿訛、 确立规范框架讀訛、 夯实权利根基。讁訛（2）共同富裕对法治提出的要求。 共同富裕为法治建设
奠定了宪制基石輥輮訛、 明确了现代化价值取向輥輯訛、 预示着法治发展变革。輥輰訛（3）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建议。
有学者关注如何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 “良法”， 包括完成共同富裕从政策到法律的转化，輥輱訛 出台促进
共同富裕的基本法并建立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輥輲訛 完善共同富裕的法律法规制度；輥輳訛 有学者关注如何
建构实现共同富裕的 “善治”， 包括立法、 执法、 司法等方面， 尤其是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法治完善
等。輥輴訛 这些研究从 “共同富裕” 的视角出发， 敏锐地关注到共同富裕和法治的交互关系， 即共同富
裕需要法治、 法治可助力共同富裕， 但很明显二者的关系是外在的， 共同富裕更像是忽然间闯入法
律帝国的军师， 一声令下而迅速调整了法律的方阵和队列。 如果我们改变视角而运用法学范式来考
察 “共同富裕”， 就会发现， 共同富裕并不是外在于法体系的 “入侵者”， 也不只是法律和政策的
“使者”， 而是有其独特的法学内涵。 而现有文献表明， “共同富裕” 概念的法学阐释还没有展开，
其在法学中的讨论依然是以党的政策理念角色而进行的。

从总体上看， 共同富裕的概念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或者说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 从理想
角度而言， 它是普通民众的追求， 也是执政党的使命， 更表达了全人类的社会理想； 从现实层面而言，
它也有具体的指标体系、 政策举措、 实践步骤。 由此出发， 下文将具体阐释共同富裕的法理定位。

譻訛 参见王昌林、 贾若祥：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载 《经济日报》 2021年 11月 11日第 3版。
譼訛 参见史晋川： 《共同富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载 《浙江经济》 2021年第 12期。
譽訛 参见李实： 《应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载 《浙江经济》 2021年第 12期。
譾訛 参见郁建兴、 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 载 《政治学研究》 2021年第 3期。
譿訛 杨宗科： 《推进共同富裕的法治机理》，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1期。
讀訛 参见黄文艺： 《共同富裕引领现代法治深刻变革》，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1期。
讁訛 参见汪习根：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美好生活权利》， 载 《政法论丛》 2021年第 5期； 胡玉鸿： 《依靠法治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要求研究》， 载 《法律科学》 2021年第 2期。
輥輮訛 参见张翔： 《中国宪法下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1期。
輥輯訛 参见公丕祥：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逻辑》， 载 《法学》 2021年第 10期。
輥輰訛 参见张文显：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载 《中国法学》 2022年第 1期。
輥輱訛 参见李林： 《加强新时代人民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1期。
輥輲訛 参见孙佑海： 《论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载 《中州学刊》 2022年第 1期。
輥輳訛 参见陈柏峰： 《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框架和维度》， 载 《法律科学》 2022年第 1期。
輥輴訛 参见贾宇： 《筑牢法治之基 深谋法治之效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彰显法治担当》， 载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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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富裕指向新时代美好生活权

（一） “共同富裕” 是正当化的权利需求

近代资产阶级出现以来， 人们对 “富裕” 的自由追求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而个体对物的 “占
有” 构成了私法的起点。 但正如马克思所敏锐发现的， 财产权作为人权只是少数人的权利， 而对无
产者而言， 毫无权利可言。 “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 而是一般的无权， 它不能再求助于历
史权利， 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輥輵訛 无产者所拥有的最多只是基本的生活资料， 满足温饱都是很大
的难题， 更无以奢谈富裕。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对私有制和资本进行了无情批判， 指出： “资
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 这就是增殖自身”，輥輶訛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 即在把自己的
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 是贫困、 劳动折磨、 受奴役、 无知、 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輥輷訛

马克思、 恩格斯的科学论证表明， 财产权不应当是有产者的垄断权利， 而应当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普
遍权利。 恩格斯分析未来新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时指出： “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
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 人人也都将同等地、 愈益丰富地得到生
活资料、 享受资料、 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輦輮訛 消灭私有制的 “共同富裕” 而不是
保护少数人的 “富裕” 才是正当化的权利需求， 而为无产阶级争得权利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把共同富裕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镜像中来观察， 就会发现对共同
富裕更为适恰的解释在于 “真正的权利”， 因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富裕而努力奋斗的历史， 同样展现
为为 “人人享有人权” 而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就肩负起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和人
权的使命， 在一步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 也一点一滴地充实着人权的内涵， 一阶又一阶
地迈向人权发展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的社会主义实践， 也
是争取生存权、 发展权和越来越丰富的人权的权利史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解决生存危机同拯
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 争取生存权是一场解放运动。 建国初期， 解决一穷二白、 生产低下、 物质
匮乏的普遍贫困， 实现温饱是生存权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 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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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致富” 成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直
接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 “扶贫脱贫” 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注入新时代内涵。 2020 年底， 我国成功
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清零， 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预示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更扎实的物质基础， 也预示着人权开始从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 “首
要的基本人权” 向着更加丰富的内容拓展。 正如马克思所言: “权利永远无法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
及由经济政治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輦輯訛 从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共同富裕” 的正当性权利需求要在不断的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转化为客观现实。

（二） “共同富裕” 的新时代表现是美好生活权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 “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至上” 的人民情怀和执政理念， 创造性地提出 “人
民生活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人权道路提供了法理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輥輵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5页。
輥輶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69页。
輥輷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625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第 330页。
輦輯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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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指出：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輦輰訛。“在更高水平上实
现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輦輱訛 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以在法学范式下概括为 “美好生活权”。 有学
者认为， “作为一项具有涵括性和统摄性的权利， 美好生活权利旨在以平等满足所有人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求为基点， 向实现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需求发展， 从而确保人人享有过
上健康、 安宁、 体面和幸福生活的权利。”輦輲訛 诸如， 在物质层面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
有所居、 弱有所扶、 衣食无忧、 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等； 在精神层面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文化共
享、 信仰自由、 意志自由、 心理健康、 心情愉悦、 隐私无扰； 在社会生活层面规则公平、 权利公
平、 机会公平， 不被社会遗弃、 不受社会歧视， 人格有尊严、 生活有体面， 有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
的权利和机会。輦輳訛 可见， 美好生活权的内核正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容， 不仅包括 “物质富裕”， 体
现为物权、 债券、 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而且包括 “精神富足”， 如人格权、 环境权、 安全权、
数字人权等新兴权利。 “共同富裕” 作为一种正当性的权利需要， 它不仅指向 “富裕”， 而且强调
“共同”， 也就是说权利的主体包含个人、 家庭、 社会组织、 各类群体等全体人民。

（三） “共同富裕” 预示着从 “物权本位” 到 “人权本位” 的法理变革

更为重要的是， “共同富裕” 扩展了权利的形态， 将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尊严感、 公正
感等 “感受” 上升到权利范畴， 使 “权利感受” 成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权的内在构成。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明确提出， “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
到共同富裕看得见、 摸得着、 真实可感”，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之前反复论述的 “不断增强人民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相一致， 是新时代美好生活权的重要表征。 正是经由 “人权感受”， 人权从
抽象的理念具体化为现实的人权存在， 人权从头脑中对幸福的无限憧憬转变为真切的感知。 此外，
“共同富裕” 也蕴寓着对权利的新理解， 过去我们把权利视为一种利益或者自由， 而共同富裕视域
下的美好生活权还包括增强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 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
加普惠公平的条件， 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增强致富本领。”輦輴訛 实现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 只有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 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 “扶智” 强调对人力
资本的投资， 注重对人民群众健康素质、 劳动能力的培养； “扶志” 重视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丰富、
思想层次的提升； 二者共同助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輦輵訛

“权利感受” “权利能力” 等理论创新要素表明， “共同富裕” 的提出是革命性的。 这种革命性
不仅在于从少数人的 “富有” 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 而且在于从 “物权本位” 到 “人权本位”
的转变， 最根本的是从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变革。

三、 共同富裕蕴含 “公平正义” 的法治核心价值

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了党和人民的主观追求， 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其本身也描绘了社

輦輰訛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载 《求是》 2021年第 20期。
輦輱訛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年 5月 5日）， 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1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讁訛， 汪习根文。
輦輳訛 郭晔：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人权之道———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理论》，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5期。
輦輴訛 前引輦輰訛， 习近平文。
輦輵訛 杨灿明： 《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制度支撑》， 载 《国家治理》 202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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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财富分配领域的应然状态， 归根到底体现的是公平正义价值。 而公平正义本身是法治的核心
价值， 所以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也就内涵于法治价值之内， “以法治助力共同富裕” 的法理意蕴
在于 “以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 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

关于公平正义的解释方案， 主要是围绕分配领域的正义论而展开的。 在西方， “分配正义” 理
论经历了 “个人应得” “社会公平” “多元正义” 的主题变奏。 “个人应得” 理论主张个人根据其功
绩、 成就和努力来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利益和财富， 更为关注个体自由和公平竞争； “社会公平”
理论主张通过国家法律干预实现分配正义， 主要代表有罗尔斯 “两个正义原则”、 诺齐克 “持有正
义” 理论、 德沃金 “资源平等” 理论、 阿内逊 “福利的机会平等” 理论、 森 “能力平等” 理论；
“多元正义” 理论主张社会不同善应当基于不同的理由、 依据不同的程序、 通过不同的机构来分配。輦輶訛

但 “分配正义” 理论解决的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如何正当分配的问题， 却并没有反思社会财
富的生产过程是否正义。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指出， 以 “收入” 为 “幌子” 的公平分配只是 “工
资骗局”， 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 “三位一体公式” 即 “资本-利息， 土
地-地租， 劳动-工资”。 在此， 资本、 土地、 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 地租、 工资三种类型收入的源
泉， 每个源泉都作为原因把它的结果生产出来， 仿佛每个部分都创造了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 讨论
分配是否公正的时候， 不能不首先去考察分配的 “实体” 本身， 因为分配是以这种 “实体” 已经存
在为前提的， 而这个实体就是靠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正因此， 他指出： “在雇佣劳动制度的
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报酬， 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 你们认为公道或
公平的东西， 与问题毫无关系。”輦輷訛 任凭 “分配正义” 理论如何精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不正
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 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 “中等收入陷阱” 所带来的社会撕裂、 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泛滥等已让众多国家深受其害。 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社会实践表明， 公平公正是照亮社会
生活的阳光，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加社会财富必须以社会基本公平公正的保障为前提， 否
则， 社会改革就会迷失方向， 社会财富积累得越多， 因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也就越大， 甚
至会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 因而共同富裕的人文价值诉求就是体现基本的社会
公平正义。輧輮訛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正义的虚假性被揭示后， 公平正义的真问题便从分配领域进入了生
产领域，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 而公平正义只有在消灭私有制之后才可能达
成。 “共同富裕” 正是在 “生产正义” 的理论框架下被提出来， 它首先面对的不是如何分配的问题，
而是建立怎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是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 同时又强调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 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要促进非共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輧輯訛 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 共同富裕澄清了公平正义的理解

上文论述表明， 共同富裕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什么是公平正义， 因而对共同富裕的共识也促进
了我们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理解。

輦輶訛 参见胡玉鸿： 《从个人应得、 社会公平到复合正义———法律公正观的历史流变》， 载 《求索》 2021年第 5期。
輦輷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56页。
輧輮訛 参见邹广文： 《以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 载 《光明日报》 2021年 11月 3日。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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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公平正义要注重起点公平、 机会公平和有限度的结果公平。 原因在于： 一是共同富裕不
是少数人的富裕， 消除贫困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重点是加强基础性、 普惠性、 兜底性民生保障
建设， 这彰显了起点公平的重要性。 二是共同富裕不是 “杀富济贫”， 而是 “要防止阶层固化， 畅
通向上流动通道， 给更多人创造支付机会， 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避免 ‘内卷’、 ‘躺平’” 輧輰訛，
这彰显了机会公平的重要性。 三是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结果公
平。 从收入分配来看， 城乡、 区域、 群体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这既有发展阶段水平所限的原
因， 也有无法避免的自然原因。 从其他社会领域来看， 企图消除一切差别的公平正义观都是不现实
的。 公平正义的内容由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 “不能提过高的目标， 搞过头的保障， 坚决防
止落入 ‘福利主义’ 养懒汉的陷阱”，輧輱訛 在有限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结果公平都只是一定范围内的。

其次， 公平正义要建立在高水平的权利保障基础上。 共同富裕要有可持续性， 必须建立在 “做
大蛋糕” 的高质量发展之上。 高质量发展要求稳定收入来源， 促进消费， 其根本目的在于扩大内
需， 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带来居民增收、 消费扩大、 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輧輲訛 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
实现同样如此，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而不是 “杀富济贫”， 因而，
把幸福的蛋糕做大、 让人们享有更为充分的美好生活权，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关键。

再次， 公平正义需要逆向思维， 不仅要增加正义的砝码， 更重要的是要去除不正义的弊端。 实
现共同富裕除了正面促进发展和共享之外， 也必然要消除不合理的垄断， 而日常生活中制约公平正
义的最突出的不合理垄断就是 “特权”。 习近平就此曾指出： “如果升学、 考公务员、 办企业、 上项
目、 晋级、 买房子、 找工作、 演出、 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 搞门道， 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
照顾， 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 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輧輳訛 因而， 为权力定性和划
界， 切实体现 “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 不越轨、 不出格， 始终做到公
正用权； 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制度面前没有特权、 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 按规定的权限行
使权力、 不超越用权的界限， 按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不任意妄为， 按规定的责任行使权力、 不逃
避约束， 执政为民、 依法用权， 这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逻辑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

（三） 共同富裕要经由法治实现为公平正义

法治是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力量， 而法治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收入分配领域， 事实
上， 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任何努力都在满足共同富裕的要求。 共同富裕是一种社会理想、 政治
理想， 并经由法治转变为公平正义的法理理念和制度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指出： “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 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我们要通过创
新制度安排， 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輧輴訛

一方面， 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原则， 并为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
了合法性根基。 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所限， 我们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 实现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所设想的 “生产正义”。 由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度， 以按
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是符合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和发展现实的最大限度的 “生产正义”。 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习近平文。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习近平文。
輧輲訛 参见刘元春等： 《读懂共同富裕》，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版， 第 61页。
輧輳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37页。
輧輴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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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就是把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中国法治
的基础规范， 具有最高的法理价值。 此外， 由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宪法又明确规定
了 “社会主义原则”， 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更显著更直接的宪制根据， 使共同富裕内在于以宪法为核
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

另一方面，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要把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融贯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
非常崇高的价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 保护人民权益、 伸张
正义。 全面依法治国， 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輧輵訛 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在立
法层面主要体现为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 尤其要把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安排法律化规范
化； 在法律实施层面集中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杜绝特权思想、 特权人物、 特权阶层， 防止权
大于法、 钱大于法、 关系大于法等阻碍公平正义的事情出现。 尤其是要做到公正司法， “受到侵害
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 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輧輶訛； “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
的诉求，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
民群众感情、 损害人民群众权益”。輧輷訛 如此这般， 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价值。

四、 共同富裕构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检验标准

富裕是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的目标，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而中国式现代化必
然包含着法治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 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具体而言，
共同富裕是衡量法治是否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标准的重要尺度， 从共同富裕内涵出发， 法治的现代化
主要包含三个主要维度。

（一） 法治的发展程度

法治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稀缺资源，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财富。 根据共同富裕的概念分析， “富裕”
的内容不是单一的物质财富的丰富， 而且也包括其他形式的财富形式， 那么 “法治” 本身的发展水
平也标记了 “富裕” 程度。 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升级、 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升华、 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的
拓展， 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的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 我们
党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在法治领域既意味着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规范化法律
化， 也意味着法治自身的更高质量发展。

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越来越成熟。 在立法上， 努力建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法律规范体系， 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取得突破； 在执法上，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严
格执法、 文明执法、 人性执法已成常态， 暴力执法、 机械执法、 执法不作为等基本杜绝； 在司法上，
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效显著， 司法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冤假错案、 司法腐败、 枉法裁判等
现象得到遏制；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完备， 依规治党成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 党内风气根本好转。

其次， 法治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日益提升。 在功能上， 法治要能够与自治、 德治、 智治等治理
手段相结合，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张弛有度， 更好地释放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 在实

輧輵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8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輵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67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 第 91页。

95·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3期

效上， 法治要善于破除社会不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 在反腐败、 反垄断、 反歧视方面积极作为， 使
法治成为人民群众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公正感的可靠依赖。

再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根基更加夯实。 法治的现代化不只体现在规范、 制度、 能
力等 “硬实力” 上， 也体现在思想、 理论和文化等 “软实力” 上。 一方面，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
代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其对法治现象、 法治规律、 法治现代化
道路等的穿透力、 解释力、 公信力更强大， 能够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科学论证， 也能够为解决
法治建设中的战略问题、 原则问题、 具体问题供给理论资源。 另一方面， 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良性
互动、 互给共生， 法治实践源源不断提出新问题、 拓展新空间， 法治理论生生不息创造新概念、 建
构新体系， 我国的法治理论已经摆脱西方法治话语体系获得独立成长。

（二） 法治的共享程度

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法治， 现代人对法治的需要已经是刚需， 从这个意义上看， 法治资源不能
被任何人或群体所垄断， 而要真正实现法治、 民主、 人权的有机统一。 我们要促进法治资源的共享，
使得不同的个人和群体能够接受普惠的法治服务， 能够便捷地参与法治， 共享法治发展的成果。

首先， 必须要解决法治领域的 “绝对贫困” 问题， 创造条件实现法治为所有人服务。 法治贫困
也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无条件使用法治， 如法治资源分配不均、 城乡区域差异较大， 这往往受经
济等客观条件所限； 二是无能力运用法治， 如请不起律师、 缺乏法律常识， 再如因各种原因无力履
行法律义务， 这往往需要资源、 知识、 权利上的救济。 在共同富裕标准下， 法治化生存是现代社会
的生存方式， 法治不应当成为需要 “购买” 的特殊服务， 而应该人人尽享、 人人平等。

其次， 数字科技为法治资源共享提供了重要手段， 缩小了城乡区域不同群体的法治差距。 在法
治领域进行数字化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提供更精准、 更便捷、 更公平的法治服务， 无论是在线的
咨询、 调解、 维权、 诉讼， 都在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 身份不对等， 以及能力和知识的鸿沟。

再次， 法治共享水平说到底是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获得感的提升。 法治应该有利于人们享受
美好生活， 提升每个人运用法治赢得尊严、 维护权利、 履行义务、 尽到责任的能力。 这样一种能力
的提升， 一方面来自法治知识的普及， 另一方面也来自各领域法治实践的参与。 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 普通老百姓参与乡规民约、 居民公约等自治规范的制定、 参与执法机关的听证会、 在线聆听公
开审判等， 都是培养规则意识、 培育契约精神、 维护法治尊严的重要渠道。 法治成为一个制度上的
基础设施， 成为人人应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这也是 “共享” 的要义所在。

（三） 法治持续助力共同富裕的能力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 必须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共同富裕的指标，
因而法治要具有对共同富裕的持续推动能力， 也必须与时俱进， 跟上中国式现代化的节奏。

共同富裕不是 “同步富裕”， 它分为 “部分地区先行示范” 和 “全国推动共同富裕” 两个过程，
法治在其中的角色大有不同。 前者以局部的地方法治改革和探索为核心， 重点是破除制约共同富裕
的制度障碍、 对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提前试错， 在思路上更加大胆和开放； 后者以全局的法治规划为目
的， 重点是把切实管用的举措上升为法律、 转化为制度、 实施为法治， 在实践上更为审慎和平稳。

共同富裕不能 “急于求成”， 要 “循序渐进”。 从全国来看， 共同富裕分为 “‘十四五’ 末”
“2035 年” “本世纪中叶” 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对应着不同的目标任务、 指标体系和具体任务， 因
而也对法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来看， 其又分为 “2025 年” 和 “2035
年” 两个节点， 对法治实效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这表明， 法治必须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持续发
力， 充分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但同时， 也要不断调整法治建设的进度， 保持法治
安定性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 使其与共同富裕同频共振、 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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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共同富裕在法治领域是由美好生活权、 公平正义价值、 法治现代化标准构成的 “三位一体” 的
概念。 从权利维度来看， “富裕” 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成为法律上正当性的权利需要， 并转化为
以自由占有为逻辑起点的财产权， 但 “共同富裕” 在理论上经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变革、 在实践上
经历了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 才成为正当性的权利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成为以
“美好生活权” 为核心的权利组合。 从价值维度看， “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科学范式， 诠
释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公正的科学内涵， 并经由法治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法理和法治体
系的内核。 从标准维度看， “共同富裕” 构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衡量尺度，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制
度资源而被评价， 法治发展程度、 法治共享水平、 法治持续助力共同富裕的能力， 分别对应 “发
展” “共享” “可持续” 的共同富裕指标维度， 成为法治的现代化重要标准。 在这三个维度的镜像
下， 共同富裕概念完成了从政理到法理的转身， 成为在法理上具有丰富具体内涵、 在法治上具有直
接指导意义、 在法学上具有可识别性的基本范畴。 完成这样的意义和话语转身之后， “共同富裕”
必将成为法学讨论的科学议题， 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任务。

Abstract: Common�prosperity�is�the�essential�requirement�of�socialism�and�an�important�feature�
of�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And�helping�to�ensure� the�common�prosperity�of�all�people� is�a�
major�mission�of�China’s�rule�of�law�in�the�new�era.�If�the�rule�of�law�is�to�play�an�important�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put�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obtain� a�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 common� prosperity”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rights”,� “values” and “standards”.�As�a�category�of�basic�rights,�it�points�to�the�people’s�right�
demand�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As� the� core� value� of� the� rule� of� law,� it� carries� the�
indispensability�of�fairness�and�justice�in�society.�As�an�important�indicator�of�the�modernization�
of� the�Chinese�rule�of� law,� it�has�become�a�key�yardstick� for�measuring� the�development�of� the�
rule� of� law.� Starting� from�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 Trinity”,�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and�practical�exploration�of�common�prosperity�in�the�field�of�rule�of�law�will�have�a�
more�reliable�scientific�premise.�

Key Words: Common�Prosperity;�Rule�of�Law;� Jurisprudence;�Right� to�a�Better�Life;�Fairness�
and�Justice;�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卢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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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绝对贫困的彻底消失， 我国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
但是，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增速放缓， 我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下半场， 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在悄
然置换。 在上半场的高速增长时期， “做大增量” 是核心逻辑， 对 “富裕” 的追求是时代主题。 而
到了下半场的高质量发展时期， 经济增量愈发困难， 中产阶级群体萎缩、 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结构
中部凹陷， 当下的人口结构逐渐向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双峰集聚， 中国有成为 “M 型” 社会的风险。譹訛

鉴于此， 中国经济下半场的发展重点势必会指向存量之间的内部转移与结构优化。 追求 “共同” 的
富裕， 培育中产阶层， 形成 “中间大、 两头小” 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重要的政策指向。

由此， “共同富裕” 成为时代发展的主线： 到 2035 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到本
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譺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提出将 “坚持共同富裕方针”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原则方向指引。 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重要历史坐标。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而法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
此， 本文将从法律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关联、 共同富裕在法律中的规范构造以及法治保障共同富裕的

共同富裕的正义体系及其法律实现

陈 旭 郭 栋 *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在悄然置换， 共同富裕
开始加快实施。 法律可以助力共同富裕有序平稳地推进， 共同富裕也在生产正义、 分配正
义和矫正正义三个层面对法律提出了体系性的价值要求。 生产正义是共同富裕对法律的第
一要求， 构成了法律正义的基底价值； 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对法律分配制度提出的中心要
求， 构成了法律正义的核心价值； 矫正正义是共同富裕对法律的兜底要求， 构成了对前两
种正义内涵的必要保障。 整合上述正义体系， 并通过科学设计将其注入法律的规范构造，
再经过法律的有效实施， 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法律 生产正义 分配正义 矫正正义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10

*陈旭，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郭栋，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譹訛 参见 [日] 大前研一： 《M型社会： 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 刘锦秀、 江裕真译， 中信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7-51页。
譺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载 《人民日报》 2017年 10月 28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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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路径这三个层面来回答法律如何保障共同富裕的问题。

一、 共同富裕与法律的价值关联

在我国， 共同富裕与法律的价值关联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命题： 第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法律与
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 第二， 正义体系是共同富裕法律实现的价值遵循； 第三， 法律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秩序保障。

（一） 以人民为中心： 法律和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

法律以人民为中心， 共同富裕的主体也是全体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构成了法律与共同富裕之间
的主体纽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 最深厚的基础是
人民， 必须坚持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譻訛 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主义法律的逻辑起点、 动力之源与价
值归宿，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 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
价值底色，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永恒的实践追求， 这种实践追求也在党的历史性文件中不
断更新与延展其具体纲领。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重大判断， 明
确提出：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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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譼訛 以人民
为中心作为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立场， 在由思想向现实的转换中， 衍生出了 “美好生活” 的基本面
向， 并最终落脚在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之上。 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
不断更新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意涵， 将为持续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稳固的制度保障。 由此， 以人民为
中心的根本立场成了嵌入法律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价值纽带， 二者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
会主义实践中。

（二） 正义体系： 共同富裕法律实现的价值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正义几乎是所有法律体系共同主张或追求的核
心价值，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原始基因，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是
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譽訛

虽然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对正义的主张与标榜具有普遍性， 但不同法律制度下对正义的具体解
释与施行却大有差异。 正如博登海默所说：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
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譾訛 其原因有二： 第一， 正义的标准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 第二，
正义的内容具有指向性。 对于第一点，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 指出： “手工磨产生的是封
建主为首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
应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 观念和范畴。”譿訛 因此， 正义
的标准是由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 正义概念 “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
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讀訛 对于第二点， 即使在特定的历史与阶级条件下， 基于不同的立

譻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页。
譼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文。
譽訛 张文显：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中） ———习近平法治思想一般理论》，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年第 3期。
譾訛 [美] 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252页。
譿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22页。
讀訛 [德]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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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147-154页。
輥輮訛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50页。
輥輯訛 [美] 迈克尔·D.贝勒斯： 《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 邓海平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讀訛， 马克思书， 第 365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讁訛， 亚里士多德书， 第 138页。
輥輲訛 参见孙佑海： 《论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载 《中州学刊》 2022年第 1期； 何锦前： 《共同富裕导向下税法收

入分配规制》，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22年第 2期。
輥輳訛 [法]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董果良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 第 356页。

场、 视角和方法， 所构建的正义体系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论锚点， 比如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
正义、 矫正正义和回报正义；讁訛 罗尔斯认为制度正义与个人正义是正义的两种类别；輥輮訛 程序正义与实
体正义成为了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关键界分。輥輯訛 正义会根据对象或环境的不同而形态各异， 这就是正
义内容的指向性。

在 “共同富裕” 中， “富裕” 是指创造财富的行为和过程， 而 “共同” 则更侧重于财富的分配，
共同富裕本质上是指生产与分配两大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由此， 基于共同富裕的内容指向性，
相关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围绕生产与分配这两大主题展开， 这便涉及一对法哲学上的概念： 生产正
义与分配正义。 对于生产正义，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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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 强调生产决定分配， 批判把分配和生
产割裂开来的观点， 认为分配不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孤立环节， 对分配问题的分析需要与生产结合
起来。 由此， 作为经济体系中相互联系的环节， 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构成了共同富裕语境下正义体
系的具体形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价值遵循。

在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之外， 第三个概念是矫正正义。 矫正正义是维护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
最后防线。 矫正正义是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必要保障， 也是法律作用于共同富裕最直接的体现。
在 《尼各马克伦理学》 中， 亚里士多德将矫正正义描述为： “尽管平等是较多与较少之间的适度， 得
与失则在同时既是较多又是较少： 得是在善上过多， 在恶上过少； 失是在恶上过多， 在善上过少。 ……
矫正正义也就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輥輱訛 也即一方实施了侵害而另一方受到了损害， 应当通过惩罚施
害者以及补偿受害者来实现得失的平衡。 矫正正义是当人们的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等合法财产受到
侵害时， 诉诸执法和司法手段， 对侵害人施以惩罚， 并要求侵害人对受害人进行补偿， 从而让被破
坏的正义得到恢复。

目前法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主要还停留在分配正义层次， 更多关注三次分配的具体展开， 而
忽视了生产正义在整个正义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也忽视了矫正正义的保障作用。輥輲訛 本文主张： 将
共同富裕的法律保障建立在由生产正义、 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构成的正义体系的底座上， 才能科
学、 完整地阐明共同富裕与法律的关系。

（三） 法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秩序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场全面、 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 其核心就在
于： 法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秩序保障。 一方面， 共同富裕有助于维护法律秩序。 托克维尔曾谈过
“普遍富裕” 和 “社会秩序” 的关系： “社会的普遍富裕有利于一切政府的安定， 而特别有利于民主
政府的安定， 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最大多数人的情绪， 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最贫困阶层的情
绪。”輥輳訛 另一方面， 共同富裕的实现也需要法律来提供秩序保障。 沃尔特·沙伊德尔指出： 经济不平
等从来不会悄然消失， 而会通过大规模暴力和灾难， 即通过战争、 革命、 瘟疫造成国家崩溃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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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洗牌， 从而改变经济不平等的状况。輥輴訛

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核心是要建构以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经济秩序与社会形态， 在
这一过程中， 法律制度尤为重要。 基本而言， 包括两个维度： 其一是法律规范是生产正义价值内涵
的文本表达； 其二是法律运行是三大正义得以实现的秩序保证。

第一， 生产正义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 生产正义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
是要大力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集中精力搞生产， 这是 “生产” 的维度； 二是要保证生产制度
的社会主义性质， 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安排，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这是
“正义” 的维度。 生产正义的价值内涵通过法律规范得到正式表达， 例如 《宪法》 第六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 此条规定既宣示了我国生产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也明确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秩序
中的基础地位。 因此， 生产正义的价值内涵需要通过法律来获得承认与表达， 也唯有法律最能彰显
和界定生产正义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价值序位。

第二， 法律运行过程中， 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所形成的法治秩序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保
障。 张文显教授认为， 法的社会价值在于： “建立生产和交换秩序， 使得生产和交换摆脱偶然性和
任意性， 取得稳定性和连续性。”輥輵訛 法律秩序不仅是一种制度规定或价值宣言， 而且还是一种作用于
社会所形成的秩序结果， 是一种制度事实。輥輶訛 如果说生产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前提， 那么，
分配正义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关键。 分配正义的现实形态， 离不开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
影响， 并最终被囊括在一个包括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各环节的有序循环的法律运行机制之
中。 法律运行的过程， 形塑着分配正义的形态， 并且以其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分配正义提供
秩序保证。

第三， 法律在运行过程中还涉及矫正正义的问题。 如果说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实现要同时靠
立法、 执法、 司法和守法组成的完整的法律运行体制， 那么矫正正义的实现则主要靠司法和执法构
成的法律实施 （不包括守法）。 实现共同富裕， 围绕分配正义而组建起来的法律规范体系， 必然要
涉及法律运行过程中对个体行为的调整。 无论是通过制度反腐罚没官员的违法所得， 还是通过税务
执法惩治高收入群体偷漏税， 都是通过司法与执法的手段矫正个体偏离规范轨道的经济行为， 进而
达至社会公平。

二、 共同富裕在法律体系中的规范构造

人民、 正义与秩序作为与法律关联的价值节点， 共同构筑起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 然而， 价值
内涵的真正确立不能仅靠空洞且泛泛的理论构建， 而是必须通过精巧设计的法律文本， 将共同富裕
的价值内涵寄寓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规范构造中。 本部分将以宪法为基础， 以法律为框架， 兼顾
相关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以此分析共同富裕在法律体系中的规范表达及其一般规律性。

（一） 宪法： 共同富裕的规范基础

輥輴訛 [美] 沃尔特·沙伊德尔： 《不平等社会： 从石器时代到 21 世纪， 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颜鹏飞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9 年
版， 第 10-15页。

輥輵訛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99-200页。
輥輶訛 麦考密克认为制度事实是： “它们是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 而且与此同时， 它们作为社会现实的因素存在。” 参见

[英] 麦考密克、 [奥] 魏因贝格尔： 《制度法论》， 周叶谦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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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前引讀訛， 马克思书， 第 369页。
輦輮訛 刘长明、 董庆强：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察》， 载 《当代经济研究》 2021年第 12期。
輦輯訛 [德]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85页。
輦輰訛 许银英、 贺汉魂： 《马克思财富分配正义思想的共享精神研究》， 载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1年第 4期。

首先， 共同富裕的理念变迁体现在我国宪法序言调整与修改的历史进程中。 2018 年宪法第三十
二条修正案将 “贯彻新发展理念” 写入宪法序言， 而作为新发展理念重要内容的 “共享发展” 也开
始反映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之上， 以 “全民共享、 全面共享、 共建共享与渐进共享” 为框架的共享发
展理念意味着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从 “富裕” 向 “共同” 转移的趋势。 修改后的宪法序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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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贯彻新发展理念” 并列为国家目
标， 体现着以共享为理念内涵的共同富裕开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政策指引。

其次， 共同富裕在宪法正文部分的表述。 宪法正文中的共同富裕可以分 “共同” 与 “富裕” 两
个维度进行解读。

第一， “共同” 强调财富分配的公平， 落脚点在于分配正义， 从结构上可以分为政治基础、 所
有制形式以及分配方式三个部分。 其宪法文本如下： 第一， 关于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二， 关于所有制
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
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三， 关于分配方式：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的政治基础， 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又是决定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
原因， 这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了分配正义得以实现的逻辑链条。 其中， 最关键的部分是生产资料所有
制， 因为其 “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輥輷訛 分配关系依附于所有制关系而存在， 而政治制
度则为生产与分配提供秩序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同富裕表面看是分配问题， 实质是决定分
配的所有制问题。”輦輮訛

第二， “富裕” 强调财富的生产与创造， 落脚点在于效率。 宪法规定：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说明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 能够运用市场机制， 激
发一切生产要素充分涌流， 促进社会财富创造， 把蛋糕做大， 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总结而言， 对照宪法文本， 共同富裕的宪法原则可以被归结为：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也是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的最根本遵循。

（二） 法律： 共同富裕的主体框架

数量众多、 种类齐全、 层次各异的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体内容， 也是对共同富裕
进行制度化阐释的基本框架。 如果说宪法规定了生产正义的基本原则， 那么， 如何在法律中体现分
配正义， 将是解构共同富裕规范构造的关键。

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 分配是为了占有， 也即马克思所说的 “通过自己
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 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輦輯訛 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正义问题是随分配问题而来的， “正义向来被人们视为判断分配合理性的根本原则”。輦輰訛 在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中， 构建协调初次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制度路
径， 也是诠释共同富裕规范内涵的逻辑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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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关于初次分配。 首先， 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初次分配强调效率。 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是
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 因为只有主体拥有所有权， 其分配的来源才能具备合法性。 除了宪法
第十三条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物权编） 第二百零七条规定： “国家、 集体、 私人的物权
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这就为财产的合法占有提供
了法律依据， 解决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使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成为可能。 其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工同酬。”
另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了工资报酬与劳动者权利保障的具体规则， 这些都是按
劳分配原则在法律中的体现。 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反垄断法》 《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
地承包法》 《技术合同法》 等法律规定了资本、 土地、 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方式， 使
得其他生产要素能够在法律的规制与保护下参与分配， 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 因此， 共同
富裕在初次分配中的规范意涵可以概括为： 实行市场经济， 按劳分配为主体， 允许其他生产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

第二， 关于再分配。 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税收、 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是社
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在税收方面， 我国相继制定 《个人所得税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
税法》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法》 《车船税法》 等
法律； 十八大之后， 更是围绕消费税、 房地产税、 资源税以及环境保护税等特定税种进行改革， 通
过税收对不同企业之间、 企业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货币收入进行调节， 用税制手段推
进共同富裕。 在社会保障方面， 除了 《残疾人保障法》 《义务教育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妇女
权益保障法》 等分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外， 我国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 《社会救助法》 的制定也纳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 基于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
以及社会救助这三大制度工具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确立。 在转移支付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 对转移支付的概念、 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等做了整体性与原则性的规定， 以此来弥补前两个层
次的再分配制度的漏洞，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 关于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厉以宁提出的概念： “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 还存在着
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輦輱訛 十九届四中全会、 十九届五中全会等一系列中
央文件对第三次分配都有提及， 例如 《纲要》 提出： “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改善收入和财
富分配格局。” 在规范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是
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法律依据。 第三次分以道德关系为纽带， 以个人、 团体自愿为原则， 通过社会机
制优化资源分配格局， 是我国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 有利于增加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輦輲訛

（三） 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共同富裕的规范细化

在宪法和法律之外，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以及包括部门规章、 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部门工作
文件等规范性文件， 也是解读共同富裕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

首先， 很多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都有涉及共同富裕要素的表达， 例如 《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 《房产税暂行条例》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残疾人就业条例》 等分别
规定了劳动要素初次分配、 税收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施细则。 其次， 在地方性法规方面， 《浙
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提出： “统筹解决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 收入差距，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

輦輱訛 厉以宁：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77页。
輦輲訛 参见江亚洲、 郁建兴：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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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例如 《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科技创新行
动方案》 《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 （2021—2025年）》 《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
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等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帮扶特殊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意见》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发挥保险作用助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浙中板块建设的若干意见》 《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市的决定》 《乐清市推进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标杆建设的实施意见》 等。

輦輴訛 参见 [美] W.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姚伟、 王黎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29-156页。

輦輵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79页。

共同富裕示范区”， 这表明共同富裕将成为浙江省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参考。 最后， 随着共同富裕愈
发受到中央政策层面的重视， 特别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意见》 出台之后， 以共同富裕为主题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开始涌现。輦輳訛 可以预见的是，
关于共同富裕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日后将成为部门或区域法治建设中的重点工程。

三、 法律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进路

共同富裕的规范设计从文本到实践需要一个制度化过程， 即从规则设计到制度目标的实现， 需
要经过制度设立、 制度维持与制度扩散的整个过程。輦輴訛 设计制度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是制度存续的起
点， 个人对制度规则的遵从与实践是制度功能的终点， 在起点与终点之间， 便是制度化的过程。 法
律是实现共同富裕重要的制度因素， 法律制度的基底价值、 法律构造的制度路线以及法律权利的个
人实践构成了共同富裕由理论转向现实的制度进路。

（一） 作为共同富裕基底价值的生产正义的制度实现

围绕共同富裕的论述有两个理论锚点： 一是体现生产力标准要求的 “富裕”， 二是体现生产关
系性质要求的 “共同”。 “生产正义” 是马克思区别于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独特理论创造， 反映了社会
主义性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正义原则， 是能够精准反映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科学词汇，
也是共同富裕规范构造所遵循的基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 生产正义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更具学科
特色与制度内涵的具体表达， 以人民为中心是生产正义的价值抽象， 二者是互相嵌套、 互为依托的
二元结构。

马克思指出：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相一致， 就是正义的。”輦輵訛 因此， 马克思的生产正义理
论认为： 首先， 正义的性质取决于是否适应生产方式， 这是理解生产正义的前提； 其次， 生产正义
要求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非正义性，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建立生产资料公有
制， 最终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以及人的解放， 这是马克思生产正义的理论原点。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新时代，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 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 是生产正义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与重构， 逐渐发展出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形态， 也是法律制度
设计所应当遵循的基底价值与制度路线。

在宏观层面， 为了有效贯彻与执行生产正义的基底价值， 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制度需要遵循以
下原则： 一是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基于演进主义立场完善宪
法解释与相关配套措施， 使宪法能够在坚持生产正义的价值前提下， 适应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结
构变革； 二是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将非公有制经济规制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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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价值的法律框架内， 释放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三是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輦輶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运用市场杠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以及生产要素潜力， 完
善以产权保护、 契约精神、 公平竞争、 科学监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夯实共
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在中观层面， 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要重点在未来的增量上做分配， 因此就要推动高质量发展， 避
免进入存量搏杀的局面。 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只在分配上做文章， 而是要坚持发展的第一要义， 用新
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着力推进普遍富裕与地区平衡、 城乡平衡、 行业平衡。 发展的第一重要
性也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约 1.26 万美元， 还远远没有达到 2
万美元这一发达国家的门槛标准。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普遍富裕， 而普遍富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前
提， 通过符合生产正义的制度建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 在实现普遍富裕的
进程中， 要着力解决新时代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尤其重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 在现有的
制度框架下， 《乡村振兴促进法》 《农业法》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
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 中都出现了 “共同富裕”
的字眼。 下一阶段应该围绕 “共同富裕” 的政策方针， 进一步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与施行。

在微观个体层面， 共同富裕的实现要靠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并共同奋斗。 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
要养懒汉， 中低收入者应当发扬勤劳致富的精神， 拒绝 “躺平”。 新时代要鼓励全体人民为权利而
奋斗， 通过共同奋斗实现美好生活， 达到共同富裕。輦輷訛 共同富裕固然是党和国家对全体人民做出的
庄严承诺， 但归根结底， 共同富裕的实现还是要依靠全体人民自己的奋斗， 而不能靠党和政府的帮
扶或者他人施舍。 鼓励奋斗意味着否定 “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不能否定竞争、 放弃自
由、 抹杀差异。 与平均主义的共同贫困相比， 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更加符合正义原则。 因为有差别的
富裕可以逐步缩小， 而追求均质的贫困只会永远贫穷。

也就是说， 共同富裕所包含的公平理念更多地体现为机会的公平， 而不是简单的结果公平。 但
共同富裕又不能简单地强调机会公平， 也要重视作为中间形态的机会实现的公平。 泰勒提出， 当主
体有机会做某事时， 并不意味着其有能力做成某事， 这取决于权利自我实现的能力。輧輮訛 共同富裕在
鼓励全体人民为权利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权利实现的能力。 因为当人们获得同
等的权利时， 由于对资源的转化能力以及所处的条件不同， 会导致权利的实现程度也不同。 阿玛蒂
亚·森认为： “贫困基本含义是指最起码的能力的缺失， 即贫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谋生手段不足。”輧輯訛

从 “能力缺失” 的角度去理解贫困问题比从政策角度定义的 “满足某种特定物” 或 “收入达到某种
标准” 要更能接近贫困的本质。 目前，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根据中国统计
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不足美国劳动生产率的 10%。輧輰訛 这说明我国劳动
力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 这就导致了中国产业工人收入很难提升。 因此， 应该坚定不移地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 提升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 中国 4 亿产业工人权利自我实现能力的提高

輦輶訛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0页。
輦輷訛 郭栋： 《美好生活的法律保障： 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载 《法学评论》 2021年第 5期。
輧輮訛 Charles Taylor, “What’s Wrong With Negative Liberty”, i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p.211-213.
輧輯訛 [印度] 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 不平等之再考察》， 王利文、 于占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321页。
輧輰訛 王宏广等： 《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中美差距及走向》， 华夏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23-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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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马克思书， 第 695页。
輧輲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卷），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8页。
輧輳訛 任洲鸿： 《关于实现 “按劳分配” 理论创新的思考》， 载 《经济学家》 2010年第 5期。
輧輴訛 [法]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03页。

对于壮大中产阶级规模的意义不容小觑。

（二） 作为共同富裕核心价值的分配正义的制度路线

马克思反对孤立地看待分配问题， 主张分配必须与生产联系起来， 生产决定分配， “分配关系
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輧輱訛 分配的形式是生产内涵的延续。 因此， 生产正义决定分
配正义， 我国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在共同富裕语境下， 生产正义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底色， 也是
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创设与改革所遵循的基底价值， 分配正义是生产正义具体化的制度路线。 实际
上， 对于推进共同富裕， 生产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价值前提， 而分配制度的实践形态也尤为关
键， 因为分配制度直接影响人民的收入水平， 决定着居民收入的社会结构。 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
善， 既要符合生产正义的社会主义原则， 又要能在实践中遵循以分配正义为标准的制度路线。

总的来说， 分配正义的制度路线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
批判》 中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划分， 并提出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两种分配正义的理论
设计。 首先，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方式： “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 从社
会领回的， 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他给予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輧輲訛 随后， 当进入共产主义
的高级阶段， 物质产品极为丰富之时， 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在实践层面， 自改革开放
以来， “面对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面
对劳动、 资本、 技术、 管理等一切生产要素都通过市场化配置并参与分配的经济现实”，輧輳訛 马克思经
典理论中的按劳分配无法有效解释现实中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事实， 更无法助力于共同富裕的生
产实践。 因此，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 分配正义的制度路线要求： 按劳分配的社
会主义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在保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生命力的前提下， 构建
初次分配、 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系统性分配制度，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分配正义在实践层面的制度路线具体到法律设计中， 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要重申以
初次分配为主导， 注重收入分配效率。 首先， 要健全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物权编）
中关于产权保护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原则，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充分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 其次， 当下中国正在面对 “食利时代” 的到来， 食利阶层正在形成， 在此背景下， 通过法律来
激励劳动者勤劳致富尤为必要。 在 《21 世纪资本论》 中， 皮凯蒂也发现， 西方社会资本回报率远高
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即劳动回报永远跑不赢资本回报，輧輴訛 中国目前也开始面
临这一境况。 因此， 要改革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关于劳
动报酬、 最低工资保障以及反垄断等方面的制度规定， 合理安排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在法律中的
价值序位与比例关系， 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防止初次分配中资本的无序扩张。

第二， 要以再分配为关键， 维护社会公平。 加强税收、 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这三大再分配工
具的调节力度， 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其中， 尤以税收最为关键。 赛斯和祖克曼认为， 美国财富分配
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不公正的税收制度， 穷人缴税更多， 而富人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税，
而且这种税收正义的缺失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 “在避税和无度的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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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税收累进性的下降。”輧輵訛 因此， 需要健全有利于优
化收入结构的税收体制， 提高直接税比重， 加紧制定与完善 《个人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法》 《房
产税法》 《遗产税法》 等相关法律。 同时， 要完善全覆盖、 保基本、 多层次、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系
统， 建立转移支付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 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体系为再分配提供辅助性的
制度支撑。

第三， 要以第三次分配为补充， 弘扬以自愿为原则的慈善精神。 在制度构建方面要充分考虑慈
善独特的动力机制与价值追求， 要着力建设以 《慈善法》 为中心的慈善法律体系， 加快制定社会组
织法或非营利组织法， 制定国家层面的志愿服务与慈善募捐等配套法律制度， 提高慈善法律法规与
制度体系的系统性、 协调性和科学性。

在第一次分配中， 法律应以赋权为主要机制， 要依靠法律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同时要防
止法律被资本裹挟， 要用人本逻辑来压制资本逻辑。 在第二次分配中， 法律应以控权为主要机制，
要通过法律控制政府干预超出必要限度， 同时要防止法律被权力驯服， 禁止权力恣意。 在第三次分
配中， 法律应以激励为主要机制， 在迈向 “激励型法”輧輶訛 的进程中， 重点在于通过法律激励道德自
觉， 鼓励善行的自然发生， 同时要防止法律被道德反噬， 禁止道德绑架。

（三） 作为分配制度必要保障的矫正正义的实现进路

“矫正正义” 是建立在尊重和保护合法的个人财产权基础上的， 通过重点打击非法收入来实现。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 “鼓励勤劳守法致富，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其中 “取缔非法收入” 是矫正正义在共同富裕制度实现中的最直接体现。 “非法
收入” 是 “合法收入” 的反面， 保护合法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是矫正正义得以实现的相辅相成的制
度对照。 “取缔非法收入” 等于 “鼓励勤劳守法致富”。 一方面， 非法收入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非
法占有甚至掠夺。 在社会财富总量既定的前提下， 非法收入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合法收入的减少。 另
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如果非法收入打击不力， 会挫伤全体人民勤劳守法致富的信心和动力。 尤其
是对于富商、 明星等高收入的社会精英群体， 其致富手段的合法与否对其他社会群体有很强的示范
作用。 上有所行， 下必效之。 基于公平偏好、 榜样力量和学习过程， 在不受干扰（法律约束） 的情
况下， 对于违法行为的模仿一旦开始， 便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迅速蔓延。 这可能就是商鞅意义上的
“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輧輷訛 的基本逻辑， 也可以用塔尔德的 “权威的示范作用”輨輮訛 来解释。 因此， 我们
可以说， 惩戒高收入群体非法致富， 就是在鼓励中低收入群体勤劳守法致富。

“矫正正义” 并不需要立法上的特殊规范安排， 通过推进法律充分、 平等地实施即可实现。 充
分实施意指违法必究， 不搞机会性执法和司法， 平等实施的侧重点在于不能因人而异、 贫富有别，
不能搞选择性执法和司法。 以偷逃税款的惩戒为例，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对于高收入群体偷逃税
款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够。 由于高收入群体在规避税收法律方面动机强、 空间大、 手段多， 又缺乏行
之有效的行政监管， 加之事后行政惩戒和刑事打击力度不足， 使得中国的偷逃税款成为演艺明星违
法的 “重灾区”。 严格实施税收法律， 使高收入群体和纳税主力军中产阶级一样实实在在地纳税，
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惩治官员的贪腐行为， 其必要性更甚。 《庄子·胠箧》： “彼窃钩者

輧輵訛 [美] 伊曼纽尔·赛斯、 [美]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不公正的胜利： 富人如何逃税？ 如何让富人纳税？》， 薛贵译， 中信出版
社 2021年版， 第 10页。

輧輶訛 丰霏： 《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的实践样态》，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5年第 5期。
輧輷訛 《史记》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第八，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59年版， 第 231页。
輨輮訛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模仿律》， 何道宽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62-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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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 窃国者为诸侯。”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 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荒谬行为发生。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但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在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必须继续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推动反腐败工作长效化、 法治化、 常态化。

结语

当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正义体系及其法律实现时， 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法律不是万能的。
法律更多的是被动地因应共同富裕的国家政策和时代精神， 将其转化为法律价值意义上的正义内容
并将实质正义纳入法律规范， 紧接着通过法律的实施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从这个层面上理解， 法律
的主动引领功能稍显逊色。 不过， 法治并不会因为坦承自己的 “能与不能” 而蒙羞。 相反， 一味地
神话法治， 盲目地推崇形式主义法治观， 可能会使法律成为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保守力量。 这对中
国的共同富裕的法治之路的启示是： 必须超越形式主义法治观， 透过法律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正义
价值体系， 并保持法律系统的开放性， 不断地将适合中国国情的、 符合时代精神的正义内容注入法
律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而言， 实质主义法治观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因此，
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套消除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样板， 共同富裕的法律保障也蕴含着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可能。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changing� quietly� and�China’s� common�prosperity� policy� implementation�
also�begins�to�accelerate.�The�law�can�help�to�promote�common�prosperity�orderly�and�smoothl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lso�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value� requirements� to� the� law� in� three�
aspects:�production�justice,�distribution�justice�and�correction�justice.�Production�justice�is�the�first�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the� law� and� constitutes� the� basic� value� of� legal� justice.�
Distribution� justice� is� the� central�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legal� distribution�
system�and�constitutes�the�core�value�of�legal�justice.�Correction�justice�is�the�fundamental�demand�
of�common�prosperity� for� law�and�constitutes� the�necessary�guarantee� for� the� first� two�kinds�of�
justice� values.�Only� by� integrating� the� above� justice� system� and� injecting� it� into� the� normative�
structure�of�the�law�through�scientific�design�and�through�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the�law�
can�we�provide�system�support�for�the�realization�of�common�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Law;� Production� Justice;� Distribution� Justice;� Correctio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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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现实困境及其制度完善

李 勇 黄佳佳 *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的实现， 需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是
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 然而， 我国当前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偏小。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依赖那些奋斗的低
收入群体， 他们若要实现收入上的跨越， 需要依靠合理且不断完善的分配制度， 以及具有
创业的机会和能力， 外加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等。 但是， 在分配、 创业和教育等许多方面
上均存在一定困境亟待解决， 需要在法治层面得到回应。
关键词： 共同富裕 中等收入群体 分配 创业 教育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11

*李勇，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黄佳佳， 中央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政
治和法律教研部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譹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 第 vii页。

引言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共同富裕问题备受关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党
的奋斗目标。 关于共同富裕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论证共同富
裕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 为共同富裕寻求合法性基础； 第二， 探讨某个具体法律文件对共同富裕
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第三， 呼吁建立与完善某项法律制度或者实施某项措施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
现。 总体来看， 在法学界， 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为何推进以及如何推进共同富裕。 一方
面， 从法律视角出发， 依据宪法基本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理论来论证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另一
方面， 立足于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等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 依据法律规范文本和法律制度来探讨
如何在追求共同富裕上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共同富裕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 其在法学界得到重视具有必要性。 共同富裕的合法性已得到普
遍认可， 其实现需要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其意味着贫富差距不能过
大， 然而， 它也并非指财富的均等化， 因为这有违经济发展规律。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不断发展的
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 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是发挥法治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保障作用
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贫富悬殊是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难题， 其在古希腊也存在并引发一系列社会
问题。 为此，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并创作了 《政治学》 一书， “用加强中等阶级的力
量来平衡富有者和贫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譹訛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与当今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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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厉以宁、 黄奇帆、 刘世锦等： 《共同富裕： 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版， 第 5页。
譻訛 参见程丽香： 《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特征、 影响因素及对策的城乡差异分析》， 载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学报》

2021年第 6期。
譼訛 参见前引譺訛， 厉以宁等书， 第 5页。
譽訛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需要做大做好蛋糕》， 载 《第一财经日报》 2020年 11月 2日第 A2版。
譾訛 王政武： 《劳动主体地位回归： 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的逻辑及路向》， 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17年第 1期。

相似之处。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提出， 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以及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因此， 本文将立足全体人民之利益， 探讨法律如何保障中等收
入群体的增加来实现共同富裕。

一、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之必要性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推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扩大。 探讨和厘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重要
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坚持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努力方向。 当前， 我国正努力推进共同富裕的
实现，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必要性。

（一） 必要性：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在于确保贫富差距在合理范围内。 实现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全体人民均享
有相同的财富呢？ 从理论和实际出发只有一个否定性答案。 人们从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出发主
张不应当有任何差距， 并引用古代先贤 “不患寡而患不均” 来予以论证。 这一论证看似正确， 实则
存在重大偏差。 “不患寡而患不均” 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公平分配的愿望和追求。 然而， 立足于 “均”
的共同富裕则不太妥当， 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于 “富裕” 上， 若为了 “均” 导致了 “寡”， 便与其目
标背道而驰了。 正如有学者指出， 平均主义的做法实际上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 共同富裕是 “要
缩小差别， 但不搞平均主义”。譺訛 若所有人拥有的财富均很多且完全一样， 人们就会丧失参与劳动的
积极性， 进而损害整个经济发展， 这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 追求共同富裕并非完全消
灭差距， 实则控制贫富差距在合理范围内。

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扩大意味着贫富差距的缩小。 社会所有成员的收入可分为上、 中、 下三个
层次， 居于上层的高收入群体所占比例一般较少， 中层和下层的比例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譻訛 这也
指明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向， 即扩大中层收入群体的比重。 若如此， 极少部分人占据绝大多数财富
的社会现象将消失。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存在两种路径： 其一， 由高收入转为中等收入； 其二， 由低
收入转为中等收入。 立足于共同富裕这一目标， 只有第二种路径是可行的。 因为， 共同富裕需要体
现出 “共同” 这一要求， 即全体人民一起富裕起来。 通过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的做法不符合让高收入群体逐渐富裕的要求。 与此相反， 鼓励和支持低收入群体实现向中收入
群体的转变则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

（二） 必要性： 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依赖于欲加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人们。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共同富裕之路上要体现出共同劳动和共同创造， 没有
人能够不劳而获。譼訛 此外， 有研究者指出，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需要做大做好蛋糕。”譽訛 所谓
“做大做好蛋糕” 意味着发展好经济， 生产和制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等。 “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根本性推动力量”，譾訛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劳动。 列宁高度重视对劳动者的

110· ·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现实困境及其制度完善

譿訛 参见李建国： 《列宁保护和教育劳动者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 10期。
讀訛 参见杨子江： 《劳动积极性形成的内因与外因》， 载 《江西社会科学》 1998年第 11期。
讁訛 参见蒋海曦、 蒋南平、 蒋晋：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 载 《企业经济》 2021年第 12期。
輥輮訛 参见杨修娜、 万海远、 李实：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载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6期。
輥輯訛 参见李春玲： 《迈向共同富裕阶段：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政策设计》， 载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第 2期。
輥輰訛 参见杨宜勇、 池振合：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载 《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第 6期。
輥輱訛 参见辛向阳：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观》， 载 《新疆社会科学》 2022年第 1期。
輥輲訛 参见王永贵、 史梦婷： 《北京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载 《新视野》 2022年第 1期。

保护和教育， 认为劳动者可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进而帮助一个国家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譿訛 一切问题
的本源在于人， 一切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人。 在任何国家中， 只有劳动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付
出自己的辛勤劳动才可以推动该国经济发展，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一个既大又好的蛋糕。 劳动者
的各种合理需要能否得到满足， 影响着其劳动积极性和劳动能力的发挥。讀訛 因此， 那些希望成为中
等收入群体的人们对此具有极大的积极性。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共同富裕不仅
仅要体现在物质财富层面， 在精神层面上也不能缺失。讁訛 首先， 在物质层面上，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的扩大直接意味着有更多更具有劳动能力和积极性的劳动者参与到经济建设中， 这有助于物质财富
的进一步积累。 其次， 文化的发展决定于经济发展， 精神上的丰富建立在较为充足的物质财富上。
对于特定人来说， 基本生存需要的支出在一定时期是固定的。 那么， 只有收入增加后才有多余的收
入用于精神层面。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整体经济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增加， 同时也有助
于精神层面的提高， 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 必要性： 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衡量与其测量或者认定之标准有关。 不同的认定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于 “中等收入群体” 这一概念看似明确， 实在充满着模糊性和抽象性。 根据
既有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 的界定标准至少存在六种主张： 第一， 从阶层、 职业、 教育等定性标
准出发； 第二， 立足于消费水平， 例如考虑恩格尔系数大小； 第三， 考虑人们所拥有的财富， 例如
有的机构将拥有 5 万~50 万美元财富的人群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第四， 根据人们的绝对收入来划
分， 例如日人均 10~50 美元的人群为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 根据人们的相对收入来划分， 立足于收
入结构变化等来测量； 第六， 主张结合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来进行测量。輥輮訛 若以定性标准为依据来
认定中等收入群体， 一些收入较低的人群只要属于某一职业即可被认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这与实际
上行业内存在的贫富差距的现状不符。 此外， 收入的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一定存在差异， 这样认定
的规模数量必然存在差异。 由此可得， 不同的认定标准会得出不同数量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虽然不同的测量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存在差异， 但是无论依据何种标准， 当前我国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偏小。 例如， 有研究者按照一定的收入标准得出， 在 2019 年，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达到了 33.9%。輥輯訛 还有研究者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后指出， 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 30%左
右， 相较于发达国家的 70%左右偏低。輥輰訛 此外， 根据一些研究内容，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 4
亿以上。輥輱訛 我国人口有 14 亿， 那么，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处于 28.6%~35.7%之间， 也即 30%左右。
以上是就全国而言， 倘若考察某个地区的某一群体的话，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可能会更低。 例如，
在北京， 农村居民中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比重为 16.8%， 远低于 30%。輥輲訛 总而言之， 我国当前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的比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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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之现实困境

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鉴于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比重偏
小之现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必要性。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
大， 但是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有待解决。

（一） 分配困境

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收入结构直接由其分配状况所决定， 换言之， 收入结构即分配状况。 假定
A、 B 和 C 三人共同分享 100 元， 若 A 分得 60 元， B 分得 30 元， 而 C 仅分得 10 元。 这一情形下，
A 一个人便占据了绝大多数财富， 同时， 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很大。 假定另一种情形，
A 分得 45 元， B 分得 30 元， 以及 C 分得 25 元。 在这个情形下， B 和 C 共同占有了社会的大多数
财富， 同时收入差距较小。 在社会总财富不变的情形下， 不同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着不同收入群体
之间的贫富差距。 但是， 社会总财富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 每一次增长催生一次新的分配。 前面
提到， 第二种分配方式总体是公平的。 但是， 若每一次财富增长都是按照该分配比例进行， 每增加
一次分配则扩大一点财富差距。 随着时间的积累， 不同群体间所拥有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如此可
以得出， 永远不变的公平的分配方式最终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分配结果。

针对上述困境， 理论上有两种解决进路。 第一， 不断调整初次分配方案。 为了体现出一定的效
率和调动积极性， 在初次分配中不能够实施平均主义， 倘若如此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 基于
此，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这些差距不断累积时会扩大差距的量， 进而导致
差距悬殊。 因此， 若在下一次分配中将差距进行 “倒置” 则能起到缩小差距的效果。 例如， 若第一
次分配时， A 比 B 多 20 元， 然而， 在第二次分配时， B 比 A 多 15 元， 那么二人的差距缩小为 5
元。 事实上， 这一方案在较短时期内无法实施， 原因是人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实现 “倒置”。
第二， 辅之以再分配。 再分配在初次分配后的基础上进行， 其核心内容在于将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
收入转移到低收入群体中， 即 “一减一增”。 当一方财富减少而另一方财富增加后， 二者之间的差
距也会随之缩小。

当初次分配存在一定差距时， 结合再分配予以调节， 就可以让不同群体间的财富差距保持在合
理范围内。 根据这一分配体系， 制定一个公平的初次分配方案来确保初次分配不出现较大差距， 然
后， 为了防止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初次分配次数的增加导致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 引入再分配来缩
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贫富差距。 然而， 初次分配结合再分配无法完全消除差距， 也不应该消除差
距， 那么最终必然会不断扩大贫富差距。 为此， 倡导以慈善为主的三次分配被提出。 由此可得， 即
使完善的分配制度若无法得到及时调整最终也会导致贫富悬殊。

（二） 创业困境

收入差距的存在与不同行业参与分配的比重相关。 当前，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 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 社会财富集中在商人手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 从事商业
活动的少数资本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社会财富， 社会上存在极大贫富差距。 为此， 马克思主张企业国
有化， 以期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当前， 全民所有制是否可以有效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呢？ 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可以从以
下几点予以证明。 第一， 立足目前的发展阶段， 即使全部企业实行全民所有制， 在企业内部也必然
存在分工， 只有少部分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 大多数人参与非管理性劳动。 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
企业的管理者和一些技术性人才等的收入会略高其他劳动者， 此时， 在企业内部便存在着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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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前文已述及， 由于短期内无法出现收入差距 “倒置”， 那么企业内部最终依然会出现贫富差距
问题。 第二， 基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 在我国暂时无法实现全部国有化， 需要发挥其
他所有制形式的重要作用。 允许其他所有制形式参与到经济发展中， 这为低收入群体通过创业的形
式合法地且较为快速地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

既然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创业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可以
很快达成这一目标呢？ 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一定时期中， 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商业活动均已经几乎
成型。 换言之， 留给创业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并且商机往往转瞬即逝。 假设商机被发现， 对于那些
低收入群体来说， 其抓住商机进行创业的困难较大。 任何一次创业都需要较大的投资等， 这一点恰
恰是低收入者所不具备的。 由于所拥有的财富有限， 可用于创业投资的资金也有限。 此外， 金融贷
款的门槛较高， 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的难度较大。 为此， 浙江省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专门出台了贷款
优惠政策， 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 倘若大学生创业失败， 贷款资金在 10 万元以下的由财政予以承
担。 由此可得， 低收入群体在通过创业增加收入上至少存在着资金缺乏的创业困境。

（三） 教育困境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收入分配和参与创业的能力等。 结合前述内容可知， 在企业中， 高收
入者多为企业的管理者和技术性等专门人才， 这些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往往受过较高和较多的教
育。 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参与劳动的质量和数量， 进而影响着取得分配份额的多寡。 从创业角度考
量，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除了较容易获得财富积累外， 还在创业中其他更多的优势。 例如， 随着
科技发展， 许多新兴产业出现， 这些领域上的创业活动需要创业者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 教育关系
着人们能力的发挥， 甚至决定着人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能力。 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不断
提高和增加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具有必要性。

就每一个个体而言， 不同人在接受教育上存在差距。 教育的核心在于从他人处获得知识， 进而
提高自己的能力。 那么， 任何个体若能接受到教育， 至少需要具备两点： 一是， 接触到知识的可能
性； 二是， 吸收知识的时间与精力。 一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接触到知识的便利性已经得到
极大提高， 但是依然存在不平衡现象， 低收入群体获取知识的能力会较低。 例如， 在知识大量依靠
书本等载体时， 低收入者在购买图书等载体的能力上有限， 这使得其接触到知识的量会较少。 另一
方面， 低收入者为了基本生存需要投入较大的时间， 其投入学习上的时间也存在不足， 这与高收入者
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总而言之， 低收入者由于物质基础存在不足导致在受教育上存在不足的困境。

就整个国家而言， 不同区域的人们在接受教育上也存在差距。 在教育上，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
论一直存在。 例如， 有研究者主张， 在教育的政策研究和改革设计上可以有所区别， 基础教育以公
平优先为核心价值， 然而高等教育以效率优先为核心价值。輥輳訛 基础教育在教育体系中起着基础性作
用， 其服务的群体更大和受众更多， 追求公平是其首要选择。 具体到义务教育阶段， 若能实现公平
和效率的兼顾自然是更好的。 例如， 有研究者指出， “在义务教育阶段， 公平和效率是激励教育进
步和发展的两大重要目标。”輥輴訛 既然是两大重要目标， 并且二者并非孰优孰劣， 那么实现公平与效率
兼顾具有必要性。 教育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同地区、 不同区域的教育资源存在巨大差异， 这构
成人们获得教育的一大困境。

由上述内容可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首先存在着分配、 创业和教育三大现实困境。 在既有

輥輳訛 参见眭依凡： 《公平与效率： 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统领》， 载 《中国高等教育》 2014年第 18期。
輥輴訛 崔达美、 崔玉平： 《公平与效率： 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目标的协同》， 载 《教育学术月刊》 2014年第 11期。

113·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3期

輥輵訛 司聪、 孔祥利： 《畅通国内大循环视阈下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载 《东岳论丛》 2020年第 12期。

社会财富确定的情形下， 若能通过恰当的分配制度和方案较为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可以较为直接地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但是， 分配制度的调整无法快速实现， 其也无法迅速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
配。 基于此， 引导和支持低收入群体通过创业来增加财富或许是可行方案。 但是， 低收入群体由于
缺乏资金等， 在创业中面临着困境。 若仅仅缺乏资金， 政府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但是，
创业也需要一定的个人才能， 这一才能的获取有赖于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人们参
与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除了上述三个困境之外，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面临着其他许多现实
困境。 例如， 户籍制度困境。 当前我国依然为 “城乡二元体制”， 城市户籍所能享受的基本公共服
务高于农村户口。 此外， 农村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基本住房用途， 这使得农民财产性收益较
低。 除了户籍制度， 还有许多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之制度完善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扩大中等群体规模， 这需依靠不断奋斗的暂时处于低收入群体的人们， 这样
既符合 “共同” 之要求， 也符合 “富裕” 之要求。 他们若想实现收入上的跨越， 需要依靠合理且不
断完善的分配制度， 以及具有创业的机会和能力， 外加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等。 为此， 需要发挥法
治的作用来解决一些现实困境。

（一） 完善分配制度

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 前文已述及， 大多数人所获得的为劳动性收入。 有学者指
出，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 存在着居民收入份额长期偏低和因要素市场不完善所造成的劳动
收入份额偏低等不合理现象”。輥輵訛 完善分配制度必然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 为此， 需要实
现劳动收入提高的法治化。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劳动报酬增长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 那么， 可以立
法形式实现劳动报酬提高的条件和幅度的规范化。 如此以来， 人们在参与劳动时对其报酬的增长有
一定的预期， 进而激发其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完善和优化分配体系。 前文在论述分配困境时提到， 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不应也不能
完全消除收入差距， 事实上， 合理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为此， 三次分配被
提出。 三次分配注重自愿性， 需要一定的制度配套措施才可以真正发挥调控收入的作用。 即使初次
分配、 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若其能够被完善和优化， 也必然能在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 关于初次分配的完善。 调节一些在初次分配中过高的收入类型。
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一些不合适的过高收入需要发
挥法治的作用来予以规范化与合理化。 第二， 关于再分配的完善。 再分配主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
等来调节收入差距。 税收相关的法律一定要与时俱进， 及时应对经济发展情况。 例如， 个人所得税
法中规定的起征点一定要及时予以调整， 若过低则存在抑制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现象。 此外， 税收
一定要起到遏制一些不合理的交易行为的作用。 再分配中需要关注社会保障工作， 这关系着对部分
特殊群体的保护。 为此， 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性法律来规范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 第三， 关于三次分
配的完善。 三次分配注重自愿性， 约束性较低， 为此， 可以考虑参考国外关于遗产税、 捐赠等制度
来完善三次分配。 总而言之， 分配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 且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

（二） 依法保障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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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既然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以及考虑到低收入群体在创业时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形， 首
先， 可以依法保障普惠金融的推行。 金融业一直以来是商业活动中资金的提供者， 其出于风险防控
需要在资金发放上存在较为严格的门槛。 不能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而让金融机构随意提供资
金支持， 否则将存在导致金融业出现问题的风险。 为此， 应当依法在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创业和满足
创业者的资金需求上取得平衡。

其次， 依法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支持的目的， 在于为他们创造财富提供机
会。 财富在获得后， 若缺乏完善的产权制度， 人们对财富的拥有缺乏安全感。 只有建立完善的财产
权保护制度， 才可以真正调动起人们创业致富的积极性。

最后， 完善破产制度。 破产制度包括企业破产制度和个人破产制度。 目前， 我国已经建立并逐
步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这为人们组建企业一起创造社会财富消除了后顾之忧。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创业成功和失败的最终结果依然是可以实现既定目标。 但是， 就个人而言， 需要承担的失败风险极
大。 因此， 若不能降低个人创业失败的后果， 则个人创业的积极性会极大降低。 后期可以依法建立
并完善个人破产制度， 进一步降低每个人参与创业需要承担的风险。

（三） 完善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的完善， 重在依法促进教育的公平性。 一方面， 依法增加国民教育的覆盖面。 首先，
不断完善教育体系， 建立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多样化教育。 其次， 完善高考等升学制度， 促进考
试公平。 与此同时， 依法保障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 给予其特别照顾。 最后， 依法促进教育回归公
益性。 例如， 依法规范校外培训， 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等。

另一方面， 依法促进教育资源的平等化分布。 第一， 就城乡之间教育而言， 应当依法保障教育
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不断使教育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 就地区之间的教育而
言， 应当依法保障教育资源向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地区倾斜， 不断使得教育资源
在不同地区之间取得平衡。 为此， 需要依法加大对一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以及保障该地区的教
师的各项待遇等， 吸引教师等教育资源流入这些地区。

综上所述， 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需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 依法保障创业和完善教育制度
来推动低收入群体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增加收入予以实现。 首先， 分配制度需要实现法治
化， 其应当能够随着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得到调整， 可以用多次分配方式共同调节社会财富分布。 其
次， 依法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创业环境， 对于特殊群体依法在资金支持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最后，
保障教育公平， 依法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 扩大受教育群体， 提高教育质量。 除此之外， 针对例如
户籍制度等现实困境， 可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许多资源和服务可以适当
依法向农村地区倾斜，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等。

结语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追求，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的核心为全体人民的共同
富裕， 其关键在于打破特权， 减少不合理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需建立在共同劳动、 共同奋斗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为了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的重点在于支持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提升， 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遵循。 人
民既是促进共同富裕达成的实现主体， 也是共同富裕实现后的受益主体。 鉴于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上存在分配、 创业和教育等现实困境， 需要采取完善分配制度、 依法保障创业和完善教育制度等法
治举措。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除了法治外依然需要在其他领域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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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achieve�common�prosperity,�it�is�necessary�to�significantly�expand�the�middle-income�
group.�The�significant�expansion�of�the�middle-income�group�is�an�important�symbol�of�common�
prosperity,�the�middle-income�group�is�the�main�force�for�achieving�common�prosperity,�and�the�
current� situation� in�China� is� that� the�middle-income�group� is� relatively� small.�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ism,�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depends� on� those�
struggling�low-income�groups.�If�they�achieve�a�leap�in�income,�they�need�to�rely�on�a�reasonable�
and�constantly�improving�distribution�system,�as�well�as�having�the�opportunity�and�ability�to�start�
a�business,�plus�accepting�certain�level�of�education,�etc.�However,�there�are�certain�difficulties�in�
many�aspects�such�as�distribution,�entrepreneurship�and�education�that�need�to�be�solved�urgently,�
which�need�to�be�responded�to�at�the�level�of�the�rule�of�law.�To�this�end,�it� is�necessary�to�take�
legal�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guaranteeing� entrepreneurship� in�
accordance�with�the�law�and�improving�the�education�system.�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Middle-income� Group;� Distribu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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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股份法规范中的董事守法义务

杨大可 *

内容提要： 守法是董事履职时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亦被德国学界视为董事义务之基础。 在
确定董事对公司的机构义务时， 德国学界通说认为应适用所谓的守法义务。 大多数董事义
务旨在督促董事促进源于公司目标的公司利益或借助资本保护规则为公司债权人提供切实
保护， 而守法义务作为董事义务的特殊形态专注于在内部关系中保障第三人利益， 旨在保
护公众对公司守法的期待利益。 但从文义、 历史、 体系及目的解释层面均无法为守法义务
的推导和论证提供有力支撑。 在需要对机构成员施加行为规制的场合， 德国法律规范均已
设置个人外部义务， 现行问责机制并无漏洞。 援引董事的一般义务， 特别是目标实现与损
害预防义务， 并运用更具说服力的法教义学方法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关键词： 守法义务 内部与外部关系 推导与论证 目标实现与损害预防义务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3.012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同济大学中德 （国际） 经济法研究所研究员，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本文是 2021 年上海市
社科规划年度课题一般项目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背景下国企内部监督机制重构研究” （项目编号： 2021BFX013） 的阶段性
成果。

譹訛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 Habersack, in: FS U.H. Schneider, S. 429, 433; Habersack/Ebbinghaus, AG 2014, 873, 874.

一、 问题的提出

股份公司的董事在履职时必须遵守法律。 这一基本原则被诸多德文文献视为董事义务的基础，
其正确性也从未遭受质疑。 但是考虑到机构成员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 公司与第三人或社会公众
之间的外部关系， 以及二者之间的截然区分， 这一原则在董事义务方面仍不足以提供清晰的指引。
在德国， 遵守法定义务的要求目前尚不清晰， 特别是在哪些法定义务适用于哪些人员， 以及针对哪
些人员而负有此类义务等方面尚无完整认识。 在确定董事对公司所负的机构义务时， 德国资合公司
法文献中的通说就上述原则形成了如下共识： 此时应适用所谓的守法义务 （Legalit覿tspflicht）。 该义
务作为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传动带， 同时也意味着由董事所负责的对第三人或社会公众的外部义
务的违反， 原则上同时也是董事对公司内部义务的违反。

经济层面的合目的性考量， 在确定董事的义务， 特别是守法义务时， 起不到任何作用。 对于法
治国家来说， 守法义务不仅仅意味着对现行法律的遵守， 而且通过将外部义务转入内部规则的方
式， 突破了这两种不同法律关系之间的相对性。 虽然这一认识似乎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但德国学界
目前仍然无法为守法义务提供令人信服的法教义学基础。譹訛 一方面是因为缺少直接的法律规定，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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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Vgl. Bachmann, Gutachten E für den 70. DJT （2014）, S. 12 ff.; Hopt/Roth, in GK-AktG, § 93 Rn. 42; Spindler, in: MüKo-AktG, §
93 Rn. 3; Gaul, AG 2015, 109; Reichert, ZHR 177 （2013）, 756, 757.

譻訛 BGHZ 135, 244 = NJW 1997, 1926.
譼訛 Hauger/Palzer, ZGR 2015, 33 ff.; Recihert, ZIP 2016, 1189 ff.
譽訛 LG München I, ZIP 2014, 570 ff.m. Anm: Bachmann.
譾訛 Mülert, ZHR 176 （2012）, 369 ff.; Binder, ZGR 2018, 88 ff.; Sieg/Zeidler, in: Hauschka, Corporate Compliance, 2. Aufl. 2010, § 3 Rn. 17.
譿訛 Nietsch, ZGR 2015, 631 ff.; Unmuth, AG 2017, 249 ff.
讀訛 Nietsch, ZGR 2015, 631, 634.
讁訛 Wagner, AcP 206 （2006）, 352.

一方面则是因为学界所提出的诸多论证均遭受着猛烈批评， 说服力仍嫌不足。 论证的难点在于资合
公司中义务相对人与义务人 （同时也是行为人） 的双层结构， 例如公司对公众负有环境法上的义
务， 但具体行为却由董事会代替公司具体实施， 然而董事会对公司首先仅负有谨慎经营管理的领导
义务。 在本例中， 根据守法义务， 董事会对公司负有保证后者遵守环境法规范的义务。 不过随之产
生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联系会诱发一种紧张关系： 因为相关的法律关系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与利益。 特别是对于董事的其他义务至关重要的公司经济利益与第三人和公众对公司守法的期待利
益并不是并行不悖的。 因此， 守法义务绝非当然地与具有优先地位的、 作为组织私法的公司法的规
范体系的目标， 特别是与董事作为为他人谋利的财产管理者的地位相一致。 同时需要注意， 还可能
存在着对公司遵守法定义务的公共利益。 因此， 完全有必要在即便违背公司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仍
然通过内部规则来保证公众对于公司守法的期待利益。 本文关注的就是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 特别
是希望能够澄清以下问题： 守法义务是否是一项在法律上具有说服力的合理义务， 此项义务是否有
必要被引入资合公司法规范的体系之中， 以及是否适于消除股份公司中的违法现象。

前述问题在两个方面引人关注。 一方面是， 在德国近些年来的一些案件中， 董事的某些不当行
为被越来多地纳入考量之中。譺訛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1997 年做出的一项判决 （ARAG/Garmenbeck
案）， 监事会原则上有义务向董事会主张公司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譻訛 这一判例时至今日仍然对法
律的发展产生着影响。譼訛 新近发生的轰动性责任案件引起德国公司法学界对董事责任以及与此相关
的董事义务的含义的广泛关注。譽訛 违法责任在第二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过去几年间涉及经营管
理行为的法律规范的精细度得到明显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譾訛 不仅董事会行为的法制化进程在稳
步推进， 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亦认识到非常有必要据此对自身内部程序进行相应的革新。譿訛 既要确
保公司内部守法， 又要保证高效利用公司资源的各类决策均由董事会做出。 董事需要对其所参加的
相当一部分会议可能给其带来的责任风险做出评估报告。讀訛 就守法义务而言， 问题主要集中在董事
义务的正确设计以及董事会与公司之间的恰当风险分配上。 这些都是第 70 届德国法学家大会和诸
多法学论著特别关心的论题。 这也同时涉及公司的内部规则与公司或其机关的外部义务的关系问
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还必须首先讨论在怎样的条件下民事法律规范适于作为保护更高位阶的公
共利益的行为规制工具。 德国学界过去几年已围绕该问题开展热烈讨论。讁訛

为了能够对前述问题展开深入思考， 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加以明确界定。 本文研究对象首
先涉及对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所适用的法律规范的论述。 相当一部分研究结论也可以相应地适用于有
限责任公司的经理。 在研究守法义务的推导和论证时更适合以股份法规范作为研究样本， 因为股份
法规范为公司内部规则的设计提供了更丰富的法律规则。 研究重点也相应地放在董事对公司所负的
义务这一问题上。 而对于董事对社会公众和第三人所负的义务， 则仅在论证内部关系的设置时才有
意义。 虽然本文只关注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之间的关系， 不涉及内部关系中诸项义务之间冲突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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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Vgl. Pelzig/Thole, ZGR 2010, 836 ff.
輥輯訛 Vgl. Kuschnereit, Die aktienrechtliche Legalit覿tspflicht: Vorstandspflichten zwischen Unternehmens- und Drittinteressen, 2019, S. 9.
輥輰訛 Fleicher, ZIP 2005, 141, 142; Spindler, in: MüKo-AktG, § 93 Rn. 86 ff.; M U.H. Schneider, in: Scholz, GmbHG, § 43 Rn. 74.
輥輱訛 相似观点： Binder, ZGR 2013, 760, 785; Hellwig/Behme, in: FS Hommelhoff, S. 343, 351 f.
輥輲訛 See Kuschnereit, supra note 輥輯訛, S. 12 ff.
輥輳訛 Bayer, in: MüKo-AktG, § 57 Rn. 1; Drygala, in: KK-AktG, § 57 rn. 9 ff.
輥輴訛 Fleischer, in: Spindler/Stilz, AktG, § 92 Rn. 18; Spindler, in: MüKo-AktG, § 92 Rn. 4.
輥輵訛 Mülbert, in: FS Z觟llner, S. 535, 539.
輥輶訛 Arnold, in: KK-AktG, § 23 Rn. 74 ff.

解，輥輮訛 但本文的研究对象也包括对守法义务的法教义学基础的探索， 不过这尚不能被视为董事义务
或合规组织的实践指南。

二、 守法义务的概念界定

（一） 概述

为了能够澄清守法义务的缘起和范围， 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 并在董事义务的语
境下予以类型化处理。 可以发现， 根据德国学界通说的理解， 守法义务意味着： 董事对公司负有在
其履职过程中遵守所有适用于其本身以及其所属公司的各类规范的义务。輥輯訛 此项义务要与其他的董
事义务严格区分。 可见， 绝大多数董事义务旨在督促董事促进产生与公司目标一致的公司利益或者
通过资本保护规则为公司债权人提供切实保护， 而守法义务则专注于在内部关系中保障第三人利益。

笔者并不急于详细阐述该义务的边界或论证其产生依据， 而是首先阐明其基本的行为指引作
用。 一般而言， 守法义务经常被视为董事对公司所负的实施合法经营管理的行为义务。 但若细致观
察德国学界目前对守法义务具体内容的论断， 就可以发现学者们对该义务的内容远未形成统一认
识。 部分学者认为， 守法义务首先是董事对公司所负的遵守股份法规范、 公司章程和议事规程的个
人义务。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 这是守法义务的应有之义而没有必要单独强调。 更多学者已形成这样
的共识， 即守法义务是董事对公司所负的在其履职过程中遵守法律的义务， 不过该义务并非董事的
个人义务， 而是公司在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 尚存疑问的是， 守法义务是否
是一项董事对公司所负的、 在其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产生的个人义务。

（二） 与其他董事义务的界分

根据德国学界通说的理解， 守法义务创设了董事对公司所负的设法保证其行为以及公司在外部
关系中行为的合法性义务。 但笔者认为德国学界经常就内部与外部守法义务所做的区分輥輰訛 实际上意
义并不大， 因为董事不仅受到直接适用于自己的法律规范之约束， 而且受到其所属公司应予遵循的
法律规范的约束， 这是不言而喻的， 并不需要进行概念上的推演。輥輱訛 实质意义上的守法义务要求董
事承担起对公司遵守法律规范的义务， 这些规范首先仅涉及公司或其机构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
系。 该项义务因此将外部义务 “传送” 到内部关系之中。輥輲訛

笔者认为， 守法义务是董事义务的一种特殊形态， 因为该义务与其他董事义务的适用原因有所
不同。 大多数董事义务要么源于董事实现公司目标的义务， 要么源于资本保护机制輥輳訛 语境下的债权
人保护规则。輥輴訛 董事的目标实现义务是确定董事对公司所负行为义务的核心基点。輥輵訛 这源于董事作为
他人财产受托管理人的公司法地位。 董事在财产管理框架内所要追求的目标， 产生于公司合同并且
在正常情况下以营利为基本遵循。輥輶訛 基于此种目标追求义务产生了一般意义上的勤勉 （注意） 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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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Hopt/Roth, in: GK-AktG, § 93 Rn. 326; Fleischer, in: Spindler/Stilz, AktG, § 92 Rn. 18; Spindler, in: MüKo-AktG, § 92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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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义务。輥輷訛 一般性的勤勉 （注意） 义务的客体是一般性的损害预防义务， 据此董事有义务在维护并
追求公司利益的同时避免公司受损。輦輮訛 其他的董事义务则产生于旨在维持公司资本的各项规则， 这
些规则不考虑公司的经济利益， 仅以确保公司债权人不会因资本外流而受损为目标。輦輯訛 可见守法义
务无法被归入上述义务群， 因为该项义务要求董事会不考虑公司的经济利益或者资本是否外流， 仅
专注于对法律规范的遵守。 由此可知， 违法行为即便是对公司有益的， 或者预期会产生收益 （即所
谓的有益违法行为輦輰訛）， 也无法在内部关系中获得正当性基础。 这种对有益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 将
守法义务与一般性的损害预防义务鲜明地区分开来。輦輱訛 由于守法义务并未与公司利益紧密关联， 而
是将守法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 所以该项义务发挥着第三人保护的功能。 加之守法在内部关系中同
样居于优先地位， 因此公司也应当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预防性地遵守法律规范。輦輲訛 可见， 守法
义务的保护对象实际上是公众 （第三人） 对公司守法的期待利益。輦輳訛

（三） 论证必要性

此类守法义务的存在并非不言自明， 而需要进行系统论证。輦輴訛 若想准确地界定此项义务， 则必
须首先搞清楚该法律制度的起源、 意义和目标。 守法义务是需要论证的， 因为该义务突破了法律关
系的相对性， 具体表现是该义务将那些法律明确规定首先只适用于外部关系的义务转移适用于内部
关系。 作为旨在保护第三人以及公共利益的义务， 守法义务可能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该义务
作为规制型私法规范， 可能会干涉公司法律关系参与人的行为自由。 考虑到守法义务保护第三人的
规范定位， 确实有必要对该义务与公司法规范体系， 特别是与董事作为受托财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在理念上的一致性加以论证。

三、 守法义务的推导与论证

（一） 文义及历史解释

可用于推导守法义务的重要法律规范没有提供文字上的依据。 根据德国 《股份法》 第 93 条第 1
款的表述， 董事须尽到 “正常且正直的业务管理者” 的注意， 这样的规定使得该注意标准的基点仍
然模糊不清， 因而无法用以判断那些虽然违法、 但可使公司获利的行为是否满足此注意标准。輦輵訛

从股份法规范的历史发展来看， 也找不到守法义务的确切法律依据。 虽然 1937 年 《股份法》
引入的所谓 “公共利益条款” 明确规定公共利益优先于公司利益， 但是当时的学术文献尚未就董事
的内部义务与外部义务进行清晰界分， 也就是说， 当时的学术界从未开展过现代意义上的守法义务
的相关讨论。 1965 年的 《股份法》 改革亦未明确澄清这一问题。 继续维持之前的立法意图在当时已
显得不合时宜， 因为随着 1968 年德国刑事法律规范的重大修改， 法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例如德国立法者通过引入德国 《刑法典》 第 14 条和 《治安处罚法》 第 9 条弥补了当时存在的机构

120· ·



德国股份法规范中的董事守法义务

輦輶訛 Rogall, KK-OwiG, § 9 Rn. 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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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刑事责任能力漏洞。輦輶訛 在 2005 年 《有关企业一体化和对撤销权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法律》
（UMAG） 中同样找不到关于守法义务的任何规定， 德国立法者只是有意识地阐明了商业判断规则的
适用领域， 但却在学术界已提出明确建议的情况下放弃对守法义务做出规定，輦輷訛 这其中的原因颇值
思量。

（二） 体系解释

从现行法律的规范体系中同样无法寻得守法义务存在的依据。
《股份法》 第 396 条未就守法义务做出规定。 该条规定了一种非常受限的例外情况， 并且未将

其一般性地适用于所有违法情形。輧輮訛 其规范内容仅限于国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所以最多只能间接
地推导出一项关于董事义务的规则， 即董事不得使公司陷入解散的危险之中，輧輯訛 为此显然无需创设
守法义务， 一般性的损害预防义务已足以应对。 《股份法》 第 84 条第 3 款亦未涉及守法义务， 因为
其中所要求的解聘董事的重大原因的存在以 《股份法》 第 396 条为前提， 在董事违反一般性的损害
预防义务使公司陷入解散风险时即已经存在这样的重大原因。

从 《治安处罚法》 第 130 条同样无法推导出守法义务。輧輰訛 虽然结合该法第 9 条可以认为董事受
托负有保障公司守法的义务， 但这些规范仅涉及董事与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 而不涉及董事与公司
之间的内部关系。

《股份法》 第 93 条第 4 款第 1 句、 第 245 条第 5 项也不能作为守法义务的产生依据。 前者并未
排除董事为实施股东大会的违法决议而承担的损害赔偿义务， 这对确定董事义务仅具有十分有限的
说服力， 因为此项规范仅承认一项赔偿义务的存在， 而未涉及行为的违反义务性。 在股东大会决议
虽然客观上违法， 但属于可撤销或者可治愈时， 即便认为这样的股东大会决议在 《股份法》 第 93
条第 4 款第 1 句的意义上是 “合法的”， 也不能基于该条款主张实施客观上违法的决议是违反公司
内部规则的。輧輱訛 决议瑕疵规则也没有为守法义务的推导提供支撑。 特别是第 245 条第 5 项仅规定了
撤销权， 而未规定针对违法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义务， 尽管此类义务的规定在守法义务看来是显而
易见的。輧輲訛

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也未要求创设守法义务。輧輳訛 不存在守法义务并没有引发规范之间的矛盾： 公
司内部规范的设计不会影响外部关系中存在的义务， 外部关系中存在的义务更不会被公司法规范所
废止。 内部规范不能强令董事违反外部关系中存在的义务， 否则在构成要件方面将出现规范矛盾。
由于不存在要求董事实施违法行为的积极义务， 因此也没有必要创设针对此类行为的不作为义务。
由此可见， 内部规范的设计确实可能产生评价矛盾， 避免这种矛盾虽然有意义， 但并非必需。

（三） 目的解释

从目的论的角度观察， 守法义务产生于这样的论断， 即董事应设法确保公司及其机构在外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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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实施符合义务的行为， 但并非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理念或者机构责任的目的为依据。輧輴訛

股份公司的目标理念的实现并不以存在优先的守法义务为强制前提。 虽然守法义务与利益相关
者理论和股东至上理论均不矛盾， 但没有哪种理论为遵守法定外部义务绝对优先于公司其他目标提
供扎实的论据。輧輵訛 从这些理论中也无法推知如何在立法技术上将第三人利益融入公司目标。 有两种
思路可供考虑， 一是通过守法义务在内部关系中对公司机构形成直接约束， 二是借助一般性的损害
预防义务并通过影响公司经济利益而在外部关系中形成间接约束。輧輶訛

有德国学者主张机构责任亦可发挥预防作用， 而不必全赖事后赔偿。 这种观点同样无法为守法
义务提供有力论证， 因为即使赞同预防性目的的设置， 也仍未澄清哪些行为应在被加以预防之列。輧輷訛

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体系 （问责机制） 更反对创设旨在保护第三人的守法义务： 一方面， 机构义务被
公认为不属于德国 《民法典》 第 823条第 2 款意义上的保护他人的法律， 因为该条款仅保护公司；輨輮訛

另一方面， 在单纯违反守法义务情形下， 判断损害归属时严格适用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将引发诸多问题。

四、 守法义务作为避免规制漏洞的工具

有德国学者认为， 为了追究特定人员因违法行为导致的个人责任， 公司机构的内部责任是必不
可少的。 这种观点对于创设守法义务并无说服力。 即便不存在守法义务， 也未发现法定问责机制存
在任何漏洞， 因为在需要对机构成员施加行为规制的场合， 法律规范均设置了可能招致处罚的个人
外部义务。

首当其冲的就是公法义务， 即国家设定的各类义务。 机构成员应为这些直接适用于他的义务承
担个人责任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 即便这些义务首先适用于相关企业， 尤其当相关企业为法人时，
虽然法律未规定其直接适用于自然人， 但根据 《治安处罚法》 第 9 条和 《刑法典》 第 14 条中的归
责原则仍会产生机构成员的个人责任。輨輯訛 阻止下属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责任， 一方面可能产生于董
事的保证人地位， 该地位不论其对公司所负的民事义务如何均会产生；輨輰訛 另一方面则产生于可能招
致处罚的监督义务， 例如 《治安处罚法》 第 130 条、 《反限制竞争法》 第 9 条、 《信贷法》 第 25a 条
和 《有价证券交易法》 第 63及以下各条。

德国学界通说认为董事有义务使公司遵守侵权行为法上的行为义务， 而且该义务属于守法义务
的范畴。輨輱訛 该观点同样支持创设机构成员的外部责任。 在特别需要施加行为规制的场合尤其如此。
机构成员的外部侵权责任虽属例外情况， 但主张创设此类个人外部责任的德国学者均认为此为弥补
问责机制之漏洞所必需。輨輲訛 若此类漏洞已通过外部责任得到弥补， 则创设基于守法义务的内部责任
的必要性微乎其微。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 机构成员所面临的个人处罚不得转嫁于公司。 关于刑罚和罚金， 有德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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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基于对构成要件的规范解释， 认为德国 《民法典》 第 670 条规定的支出补偿请求权不能适用。輨輳訛

但也有学者基于相关行为在内部关系中的违反义务性而主张创设守法义务， 这种观点在法律依据不
明的情形下将导致不合理的后果， 即机构成员因过失违法行为所面临的个人处罚风险均将被转移给
公司， 这样一来， 针对外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规制作用将无法发挥。輨輴訛

机构的求偿权仅适用于对侵权法上行为义务的违反， 而且前提是此类义务违反没有因为一般性
损害预防义务的存在而被视为违反内部关系中的义务， 且未被公法规范所禁止。輨輵訛 此种情况下进行
行为规制的必要性非常低， 尤其考虑到相关行为只要不是故意实施均受到责任保险的保护。

最后， 即使为了避免对有益违法行为的承认， 也无法为守法义务寻得支持性论据。 可能使公司
获益的违法行为在公司机构看来并不是有益的： 机构成员在履行外部义务时将面临个人处罚或责任
风险， 而此类风险又无法转嫁给公司。輨輶訛 同时机构成员无法或者只能非常有限地分享公司因违法行
为所获得的利益。

五、 守法义务作为行为规则的强化保障工具

守法义务同样不是借助内部关系实现外部关系中所期望的行为规制的强化保障工具。輨輷訛 但这并
非因为一般性的行为规制不属于私法的任务。 为实现公权性的规制目标而将民事义务加以制度化虽
然与经典的私法理论 （民事法律关系仅以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平衡为目的） 扞格， 但是考虑到公法
规范无可避免的规制漏洞， 这种制度化也可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规制措施。輩輮訛

然而此类规制型私法的基本适用条件即便在引入守法义务后也无法得到满足， 因为在机构成员
实施有益违法行为时， 社会公众与义务相对人 （即公司） 之间的利益协调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的利
益冲突即使借助强制性的组织法也无法得到调和， 因为鉴于股份法规范的理念和体系， 其并不适于
实现与公司利益对立的第三人利益。 原因有二： 一方面， 守法义务的监督和落实原则上由监事会负
责，輩輯訛 实践中， 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无所不包的监督是不现实的。輩輰訛 另一方面， 要求其
违背公司内部利益去践行法律规范， 亦与其作为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所选举产生的利益代表的身份不
相称。 即使认为监事会负有这样的义务， 这也属于重要的规制漏洞， 因为向监事会主张可能的损害
赔偿请求权又成为董事会的任务。輩輱訛 股东大会同样没有义务通过主张可能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来惩处
违反守法义务的行为。 即使其在就董事免责做出决议时也不受公共利益的约束。 此外， 董事的损害
赔偿责任虽然是违反守法义务最重要的法律后果， 但却不适于作为保护第三人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规
制工具。 这是因为， 一方面存在着获利估算的可能性， 这使董事在违反守法义务的情况下仍可获
利， 从而导致董事赔偿义务无法发挥作用，輩輲訛 公司被处罚金不应得到追偿； 另一方面， 公司所面临
的损害赔偿义务也不适于作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制工具， 因为该法律后果可能有违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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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虽然通常情况下不适用于民事规范，輩輳訛 但在相关民事义务因 （保护公共利益的） 行为规制而
产生时还是应予考虑。

六、 与守法义务相关的若干关键问题

如前所述， 根据德国学界通说的理解， 发挥第三人保护作用的守法义务并未得到法律明确规
定， 因此既无必要， 也不适于填补现行问责机制的漏洞。輩輴訛 该义务因而未得到令人信服的推导和论
证。 笔者认为， 援引董事的一般义务， 特别是目标实现与损害预防义务， 并运用更具说服力的法教
义学方法将产生更合理的结果。 下面结合守法义务涉及的若干关键问题予以呈现。

（一） 私法义务

根据通说对守法义务所持的观点， 董事有义务设法使公司遵守各项私法义务， 而不必考虑公司
的经济利益。 因此， 得到有效论证的私法义务被法律规范宣布为具有拘束力。 但不能笼统地认为其
背后不存在普适价值。 正如通说所主张的， 合同义务作为守法义务的例外尚未在法教义学层面得到
令人信服的论证。輩輵訛

然而有德国学者认为， 董事对公司并不负有保证履行前述义务的义务。 该观点在结论上无疑是
正确的， 否则那些服务于公司利益的机构义务在事实上将发挥保护第三人的作用。輩輶訛 这与董事作为
为他人谋利的财产管理者的定位不符， 而且会毫无理由地将公司置于相对于自然人更不利的地位。
对于产生于法定债务关系的义务同样如此， 特别是在个别情况下某些私法义务可能基于约定或法定
的特殊义务而偶然出现。輩輷訛

（二） 法律依据不明确或事实不清时的董事义务

1. 法律依据不明确时
德国学界通说希望给予董事相对较大的酌处空间并以 “正当性” 作为基本判断标准， 而主张严

格守法义务的学者却提出这样的有力反驳， 即此种做法有 “侵蚀” 守法义务之虞， 因为该做法可能
导致基于 “或有故意” 而实施的有益违法行为的发生。輪輮訛 上述论证所提出的限缩性方案同样值得商
榷： 该方案提出的相关行为应属 “最正当” 的要求， 这很难以稳定的立法模式加以具体规定， 从而
将问题的澄清完全甩给了司法。輪輯訛

将一般性的目标追求及损害预防义务适用于上述情况， 可以避免通说认为较难论证的例外情况
的发生， 并可实现对合理结果的法教义学证成。輪輰訛 将公司利益作为董事会决策的决定性考量因素可
以防止将公司置于相对于自然人更不利的地位。 对于董事会的酌处决策而言， 并不存在必须在公司
利益与公众对公司守法的期待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的问题， 二者完全可以兼顾。 保护后者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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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及其机构在外部关系中应履行的义务。
2. 事实不清时
在法律规范明确但违法措施给公司带来的法律后果仍不明确的情况下， 应当认为根据守法义务

仅因相关措施的违法性即可认定该措施违反内部义务， 而无需再进行所谓的结果评估。 但若相关措
施仅属于极轻微违法， 则可作为前述原则的例外情况加以特殊处理。輪輱訛 笔者认为， 虽然此类例外情
况通常是合理的， 但却与守法义务相冲突。 在人们拒绝引入守法义务转而援用一般义务时， 自然会
形成解释董事义务的 “实用主义” 倾向。 即便如此， 仍有必要在机构外部义务的框架内保留旨在保
护公众的行为规制。

在进行受法律约束的决策时， 根据商业判断规则， 董事会在其一般注意义务框架内被赋予局限
于内部关系的酌处权。 尽管受到外部关系的约束， 此类决策仍属商业决策， 因为在内部关系中董事
会不受法律约束。輪輲訛 《有关企业一体化和对撤销权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法律》 的立法理由书也未提出反
对意见， 因为赋予机构成员在内部关系中的酌处权不会给其外部义务造成困扰， 至少不会 “给违法
行为提供安全港”。 商业判断规则依其目的可适用于此类决策， 因为它给予董事会在判断相关措施
是否符合公司目的时一定的酌处空间。

（三） 企业中的合法性控制———合规

在确定董事关于合法性控制与合规组织的义务时， 守法义务同样提出若干问题。 在这方面， 守
法义务将公司与公众或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入公司内部关系之中： 公司的利益在于尽可能高效
节约地利用其资源并在无损于经济目标的前提下贯彻合规要求， 而公众或第三人却拥有独立于经济
考量的利益， 即公司不违背其所负义务。輪輳訛 守法义务的严格适用意味着公司对法律规范的遵守优先
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輪輴訛 这种结果通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公司不必 “不计成本地” 贯彻合规要求。輪輵訛

这样的混沌状态让我们在进行合规决策时不知道应当赋予经济考量以何种程度的优先地位。 笔者认
为， 可以考虑借助一般性的董事义务为上述问题提供如下解决方案， 即在内部关系中仅关注公司利
益， 而有利于公众的行为规制 （不限于对公司本身施加处罚） 仍需依赖外部义务得以实现。

结语

董事在履职时必须遵守法律， 这一基本原则被德国学界视为毋庸置疑的董事义务之基础。 在确
定董事对公司所负的机构义务时， 德国学界通说认为此时应适用所谓的守法义务。 该义务作为内部
关系与外部关系的传动带， 同时也意味着董事对第三人或公众的外部义务的违反原则上亦违反其内
部义务。 然而， 鉴于机构成员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 公司与第三人或公众之间的外部关系以及二
者之间的截然区分， 此原则仍不足以为董事义务的界定提供清晰的指引。

绝大多数董事义务旨在督促董事促进产生于公司目标的公司利益或者通过资本保护规则为公司
债权人提供切实保护， 而守法义务则专注于在内部关系中保障第三人利益。 德国学界就内部与外部
守法义务所做的区分实际上意义并不大。 守法义务是董事义务的一种特殊形态， 因为该义务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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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iding�by�the�law�is�the�basic�principle�that�directors�should�follow�when�performing�
their� duties,� and� it�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basis� of� directors’obligations� by� German� academic�
circles.�In�determining�the�institutional�obligations�of�directors�to�the�company,�German�academic�
circle�generally�considers�that�the�so-called�law-abiding�should�be�applied.�While�most�directors’
duties� are� aimed� at� urging� director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derived� from� the�
company’s�objectives�or�to�provide�effective�protection�for�the�company’s�creditors�by�means�of�
capital�protection�rules.�As�a�special�form�of�directors’obligations,�law-abiding�obligations�focus�
on�protecting�the�interests�of�the�third�party�in�internal�relations,�in�order�to�protect�the�public’s�
expected�interests�of�law-abiding�companies.�Nevertheless,�the�contextual,�historical,�systemic�and�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s�do�not�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rivation� and� argumentation� of�
law-abiding� obligations.�Where� there� is� a� need� to� impose� behavioral� regulation� on� institutional�
members,�German�legal�norms�have�established�individual�external�obligations,�and�there�are�no�
loopholes� in� the� existing�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t� may� be� a� better� choice� to� invoke� the�
general� obligations� of� directors,� especially� the� obligations� of� goal� realizaition� and� damage�
prevention,�and�to�use�a�more�convincing�method�of�legal�doctrine.

Key Words: Law-abiding� Obliga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Derivation� and�
Argumentation;�Goal�Realization�and�Damage�Prevention�Obligation

董事义务的适用原因有所不同。 守法义务要求董事会仅专注于对法律规范的遵守， 而无需考虑公司
的经济利益或者资本是否外流。 由是观之， 守法义务旨在保护公众对公司守法的期待利益。 这样一
来， 该义务可能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确有必要对其与公司法规范体系， 特别是与董事作为受
托财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在理念上的一致性加以论证。

然而， 无论从股份法规范的历史还是现行法律的规范体系均无法寻得守法义务存在的依据。 从
目的论的角度观察， 守法义务应当产生于董事设法确保公司及其机构在外部关系中实施合格行为之
义务， 但并非以公司的目标理念或者机构责任的目的为依据。 即便不存在守法义务， 也未发现法定
问责机制存在任何漏洞， 因为在需要对机构成员施加行为规制的场合， 法律规范均已设置个人外部
义务。 为表明支持创设机构成员的外部责任的立场， 德国学界通说主张董事有义务使公司遵守侵权
行为法上的行为义务， 而且该义务属于守法义务的范畴， 在特别需要施加行为规制的场合尤其如
此。 机构成员的外部侵权责任虽属例外情况， 但很多德国学者认为此为弥补问责机制之漏洞所必
需。 但笔者认为， 如果此类漏洞可通过外部责任得到弥补， 那么创设基于守法义务的内部责任就纯
属多此一举了。 即使为了避免对有益违法行为的承认， 也无法为守法义务寻得支持性论据。 可见，
发挥第三人保护作用的守法义务并未得到法律明确规定， 因此既无必要， 也不适于填补现行问责机
制的漏洞。 创设守法义务的理论论证亦未获成功。 是故， 笔者主张援引董事的一般义务， 特别是目
标实现与损害预防义务， 并结合更具说服力的法教义学方法， 或许可以产生合理、 也更科学的结
果。 对于中国公司法来说， 这同样是值得借鉴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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