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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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威

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转型国家背景下， 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

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省际宏观经济数据， 构建

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

以概括为倒 Ｕ 型， 即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最初会促进经济增长， 而当收入差距

较大时， 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 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是负面的。 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差距不断扩

大现象同时存在的理解。 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 为同时实现稳增长和社会

公正的目标， 本文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 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对资

本性收入进行税制改革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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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转型过程中， 实现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

长，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与之相伴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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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不平衡发展集中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上。 如图 １
所示， 基尼系数高位运行十多年， 同时经济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走势也基本保持一

致。 这引来了一系列疑问： 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还能

持续保持较快的发展？ 为什么近年来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

的背景下， 经济增速却持续下行？ 这是否意味着， 要保持经济增长， 就必须容忍甚

至扩大当前已经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理论上解释清楚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当前

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背景下， 如何才能既保持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 同时又能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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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都有赖于对该问题的深入分析。

图 １　 ＧＤＰ增长率 （％） 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走势

一、 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 从观点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 Ｌｅｗｉｓ （ １９５４） ［１］、 Ｐａｓｉｎｅｔｔｉ
（１９６２） ［２］强调富人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 因此收入不平等会提升整体储蓄率和

投资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Ｃｈｉｕ （１９９８） ［３］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利于人力

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Ｌｉ 和 Ｚｏｕ （１９９５） ［４］ 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模型， 设定政府

的服务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消费性的， 结论显示收入不平等促进了经济增长。 还有更

多的论文强调收入不平等对于要素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 因而促进

了经济增长 （ Ｂéｎａｂｏｕ， １９９６［５］； Ｇａｌｏｒ ａｎｄ Ｔｓｉｄｄｏｎ， １９９６［６］； Ｓ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ｄｉｅｒ，
１９９３［７］）。 第二类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包括政治经济模

型 （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９４ ） ［８］、 信 贷 约 束—投 资 机 制 （ Ｇａｌｏｒ ａｎｄ Ｚｅｒｉａ，
１９９３） ［９］、 收入分配的 Ｂｉｇ Ｐｕｓｈ 理论 （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１０］等。 第三类认为收入

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复杂的、 依条件而不同的， 如 Ｇａｌｏｒ
（２０００） ［１１］、 尹恒等 （２００５） ［１２］、 靳涛和邵红伟 （２０１６） ［１３］。

从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角度来看， 可以把现有文献分为两大

类： 第一类机制强调收入分配差距对投入要素的刺激作用， 可以称之为刺激机制。
研究者一般认为收入差距是能够刺激要素投入的， 因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类

机制强调收入分配差距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会影响经济增长， 如消费机

制、 储蓄—投资机制、 Ｂｉｇ Ｐｕｓｈ 理论、 政治—经济模型、 人力资本机制等。 研究者

大多认为收入差距引致经济环境变差， 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事实上， 收入分配差

距和经济增长本身都是经济运行的复杂结果， 只关注于某一种机制的研究往往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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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统一的看法。 对此，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和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１４］指出，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跨国实证研究尚无定论， 原因可能在于把多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混在

一起了。 因此有必要分别讨论不同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也就是用结构化

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在收入不平等的结构化研究方面， Ｒｏｅｍｅｒ （１９９８） ［１５］的研究影响深远， 他将收

入不平等分解为两部分： 努力程度不平等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和环境因素引致机会不

平等带来的收入不平等。 之后的学者沿着这一思路， 在分解方法的研究上做了大量

工作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ａｎｄ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江求川等， ２０１４［１６］； 龚锋等， ２０１７［１７］ ）。 收入

差距的结构化研究， 也推动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化研究。 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ｌ
等 （２００７） ［１８］认为， 努力不平等引致的回报不相等，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正向

的。 邵红伟和靳涛 （２０１６） ［１９］把收入差距分解为自然性收入差距、 制度性收入差

距和结构性收入差距， 其中也暗含了它们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的思想。 Ｍａｒ⁃
ｒｅｒｏ 和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２０１３） ［２０］经过实证研究， 发现了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对经

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努力不平等的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机会不平等的收

入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 雷欣等 （２０１７） ［２１］ 借鉴他们的研究， 对中国的收入不

平等进行了机会和努力两方面的分解， 并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了与之一致的研究

结论。
既有文献从多个层面、 多种渠道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大地丰

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收入差距结构化思想， 对于深入研究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但是， 西方学者在讨论机会不平等

时， 所关注的大多是种族、 地区和父母受教育程度 （Ｍａｒｒｅｒｏ ａｎｄ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２０１３；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ａｎｄ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他们往往回避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不平等， 即资本占

有上的不平等。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 本文将着重把收入差距分解成两个方

面， 即劳动投入不相同引致的收入差距和资本占有不平等引致的收入差距， 并研究

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另外， 现有研究都是将不同来源的收入降维成总收

入， 再进行不平等分解。 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损失了大量关于收入的信息， 需要得到

进一步改进。 本文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分析不同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能

够有效地利用收入数据中的更多信息， 是对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

深化。 从实际价值来看，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的背景下， 研究收入差距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能够为稳增长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对于解决不平衡的发展问题、 最终实

现共同富裕、 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经济增长理论强调， 经济的总产出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 总供给 ＡＳ 是关于

技术 Ａ、 劳动投入量 Ｌ、 资本投入量 Ｋ 的函数， 其中技术 Ａ 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

资本研发投资的函数。 总需求由消费需求 Ｃ、 投资需求 Ｉ、 政府支出 Ｇ 组成。 经济

增长的影响因素来源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各个方面。 只要一个变量有所变动，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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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同时， 收入差距也是一个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的综合因素， 因此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 多渠道的。 由于投入要素

即资本 Ｋ 和劳动 Ｌ， 本文简化产出形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一） 劳动和资本要素价格对其投入数量的刺激作用

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用于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 另外享受闲暇带来的

效用。 劳动者在劳动 Ｌ 和闲暇 Ｅ 之间分配时间。 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 当工资

上涨时， 替代效应使得劳动者增加劳动时间， 而收入效应使之减少劳动时间。 在

人们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时候，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因此工资的上涨将刺

激劳动者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劳动。 随着工资的不断上涨， 劳动工资达到较高的

水平时， 替代效应减少到与收入效应相等， 此时再提高劳动工资也不能刺激劳动

投入的增加， 反倒会减少劳动力的投入。 总之， 在工资水平较低时， 工资增长将

刺激劳动投入的增加； 当工资上升到一定水平时， 工资增长将不能再刺激劳动

增加。
以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 为例， 可以简单验证劳动投入时

间与工资的关系。 图 ２ 是周劳动投入时间与月工资对数的散点图。 从图 ２ 中能够直

观地观察到， 二者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倒 Ｕ 型相关关系， 即劳动投入时间随着工

资的增长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样本观测值为 ５ ２１３ 个， 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０７９。 根据 本 文 上 述 理 论 分 析， 在 这 里 简 单 做 了 一 个 回 归， 结 果 如 下：
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ｉｍｅ＝ １３ ０７ｌｎｗａｇｅ－０ ７２ｌｎｗａｇｅ２ －４ ５２。 系数都能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 这基本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劳动投入时间与工资水平呈倒 Ｕ 型关系的结论。

图 ２　 劳动投入时间与工资对数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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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本则不一样。 对于资本占有者而言， 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 使得资本占

有者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基本不会再增加其消费。 这与现实也是十分接近

的， 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率相对很低且难以提高。 但是资本带来的边际效用与消费

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资本的边际效用问题， 有学者从资本带来的身份地位象征角

度论证边际效用不变这一观点； 也有学者从资本边际收益大于零的角度来论述。
他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所以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可以保

证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趋向于零 （Ｂａｒｏｒ， １９９０［２２］； Ｇｌｏｍｍ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ｋｕｍａｒ， １９９２［２３］；
Ｊｏ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２４］）。 资本的边际收益始终大于零， 同时由于资本本身带来的

身份地位象征的效用， 一些学者认为当资本的边际效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递减之

后， 其边际效用将保持不变。 即使资本的边际效用继续递减， 其递减的幅度也将

迅速变小， 这个递减的速度远远小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的速度。 因此在分析人

们将收入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二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时候， 可以近似认为资本的边际

效用不变。
因此资本占有者的收入在消费和投资 （储蓄） 二者之间的分配规律应该是这

样： 当消费的边际效用降低到和资本的边际效用一样时， 收入的增加只会引致投资

增长， 而不会再引起消费的增加。 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投资收益率或利息率较低， 资

本占有者也只会继续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 因为消费能为他们带来的效用更少。 故

而资本价格即利息率的变化对于资本投入的刺激作用很小。 这一点也被许多实证研

究所证实， 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未能得出确切的

结论， 而是有正有负， 即使有正向影响， 其弹性也十分微弱 （ 谭小芬等，
２０１３） ［２５］。

上述分析表明， 劳动工资的增长对于劳动要素投入生产的刺激最初是正的， 但

刺激效果会随着工资的不断上升而逐渐下降并变为负的， 而资本价格即利息率的增

长对于资本投入生产的刺激基本为零。
（二） 转型国家的现实

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前， 由于体制原因，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通过计划的方式进行

匹配， 工资由国家计划部门决定。 此时由于政策上的平均主义， 各劳动力之间的异

质性即天赋、 才能和人力资本投入基本被忽略， 他们得到的工资收入相对平均， 全

社会的劳动收入差距较小。 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极低

甚至为负， 因此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将持续维持在低水平。 而努力工作、 增加劳动时

长对于劳动者而言同样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反而会使得闲暇时间被挤占， 降低了

总体效用。 因此劳动者理性的选择是不进行或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也尽量减少劳

动投入量。
当转型发生， 引入私有部门并进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时， 私有部门将按照市场

机制支付工资。 对于生产率较高、 投入工作时间较长的劳动力， 私有部门向其支付

较高的工资； 对于生产率较低、 投入工作时间较短的劳动力， 私有部门向其支付相

对较低的工资。 这时， 劳动收入差距开始扩大， 私有部门内部出现了劳动收入的差

距， 私有部门与公有部门也出现了劳动收入的差距。 对高生产率的劳动力支付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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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工资， 将激励更多的劳动力投入， 从而引致产出增长。 同时， 在市场机制

下生产率越高会使得工资回报越高， 这将刺激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从而带动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因此， 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 将从刺激劳动

投入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两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当工资收入不断上升， 人们

对于闲暇数量的要求也会不断增加， 这时工资的上涨将不再能够带来要素投入的增

加， 反而会使之减少。 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将停滞， 这时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

不能刺激经济增长， 反倒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总体而言， 对于一个转

型国家， 初期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 有助于刺激劳动投入数量， 也有利于刺激人

力资本投资， 因此将引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但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劳动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致劳动投入数量减少和人力资本投资下降， 因此劳动收入差

距的扩大将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劳动收入差距

的扩大还会通过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机制， 对经济发

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转型国家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呈倒 Ｕ 型的， 初期的劳

动收入差距扩大将引致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进

一步的差距扩大会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在转型的初期， 资本在居民内部的持有是比较平均的。 然而经过私有部门的

不断发展， 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程度将不断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 资本回报的提

升并不能刺激资本投入增加， 因此也不会引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当资本占有的

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时，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上升。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

递减， 富人的消费率低于穷人的消费率， 资本收入差距扩大引致的平均消费率下

降， 将对经济的总需求方产生负面影响， 因而降低总体的经济增长率。 同时资本

收入差距扩大也会通过社会稳定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据此， 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２： 转型国家中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 资本收入差距

的扩大将引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 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

距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关系。 为了实证检验以上理论假说的正确性， 本文设定如下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 δ０＋δ１Ｄｉ＋δ２Ｔ＋α１ Ｇｉｎｉ＿ｃａｐｉｔ＋α２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ｉｔ＋α３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ｉｔ ２＋ β Ｘ ｉｔ＋ εｉ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ｔ ＝ δ０＋δ１Ｄｉ＋δ２Ｔ＋α１ Ｇｉｎｉ＿ｃａｐｉｔ＋α２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ｉｔ＋α３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ｉｔ ２＋ β Ｘ ｉｔ＋ εｉｔ

被解释变量有两个：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代表 ｉ 地区在 ｔ 时期的经济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 代

表 ｉ 地区在 ｔ 时期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主要的解释变量有三个： Ｇｉｎｉ＿ｃａｐｉｔ表示 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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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 ｔ 时期的资本收入差距指数；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ｉｔ表示 ｉ 地区在 ｔ 时期的劳动收入差距指

数；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ｉｔ ２表示劳动收入差距指数的平方项。 本文认为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是倒 Ｕ 型的， 因此引入平方项加以验证。 δ０、 δ１、 δ２分别代表截矩项、 截

面固定效应、 时期固定效应。 Ｄｉ和 Ｔ 分别代表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 Ｘ ｉｔ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εｉｔ表示误差与遗漏项， α１、 α２、 α３、 β 分别代表各自的回归

系数。
（二） 变量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 ｐｅｒ） 和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２ 收入差距指数

上述理论分析之中， 本文把收入按照来源种类划分为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

入， 但是在实际统计中， 国家统计局将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 本文用于测度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收入差距指数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 也是按照这种划分而来

的。 显然这种划分并不完全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需要区分的是， 每一项收入是

由劳动投入得到的回报， 还是由资本投入得到的回报。 工资性收入显然是劳动

性收入的良好代表指标， 因此本文使用工资性收入来表征劳动性收入是比较合

理的。
而资本性收入相对而言更复杂一些。 ＣＦＰＳ 中的财产性收入是由各项租金和

出售财产所得组成。 这并不适合用作资本性收入的代表值， 因为出售财产并不是

资本性收入， 而是财产形式的变换， 更重要的是这种计算方式低估了经营性收入

之中的资本收入。 对于家庭之间而言， 经营工商企业而获得收入的差异是巨大

的， 而且这一项主要是由于家庭占有资本的差异而形成的。 因为如果经营工商企

业项目中资本无法为家庭带来收益的话， 家庭就会将它们转变为其他财产比如存

款以获得利息收入。 本文进行了统计， 发现 ２０１６ 年经营项目总资产在 １０ 万元以

上、 ５ ～ １０ 万元、 ５ 万元以下的家庭按股份比例获得的经营性收入平均值分别为

８ ９ 万元、 ４ ０ 万元和 ２ ５ 万元。 因此， 本文以 １０ 万元为界， 将总资产在 １０ 万

元以上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中扣除平均经营性收入， 作为这些高资产家庭的一项资本

性收入。 本文的资本性收入计算方法为各项出租收入、 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性收入

以及存款利息之和。
本文用基尼系数来代表收入差距的大小。 在计算得到各家庭的劳动性收入

和资本性收入之后， 利用该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各家庭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

收入的微观数据， 计算出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劳动性收入基尼系数和资本

性收入基尼系数。 在随后的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替代基尼系数

作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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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经济增长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国内外大部分研究中选用频率较高、 符合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实践的

解释变量引入模型 （雷欣等， ２０１７； 钞小静和沈坤荣， ２０１４［２６］）， 包括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及其滞后一期项、 国有化率 （以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与 ＧＤＰ 之比表示）、 政府消费占 ＧＤＰ 之比、 平均劳动者受教育年

限、 劳动者中大专以上学历比例、 就业人口数增长率、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

与 ＧＤＰ 之比）、 基础设施条件 （人均公路里程）、 城市化率等， 把它们作为控制变

量。 考虑到变量的滞后效应， 本文对多个变量采用了滞后一期的处理。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府行为以及投资活动有密切关系， 因此固定投资增

长率、 国有化率、 政府消费率都是选用频率较高的指标。 而经济增长与劳动投入的

数量和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因此选用了就业人口数增长率和大专以上学历比例等指

标。 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与外需的密切关系， 同时还选用了外贸依存度指标。 另

外， 基础设施条件和城市化率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亦纳入本文的模型中。
（三） 数据来源

劳动收入差距、 资本收入差距需要利用一个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本

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进行这项工作。 ＣＦＰＳ 每次调查家庭总数大约在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个之

间， 共调查中国 ２５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每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家庭数量

大概从一百多到一千多个不等。 事实上， 许多学者研究省一级地区的收入差距指数

也是用这种办法来完成的。 如雷欣等 （２０１７） 用的 ＣＧＳＳ 数据库全国的个人样本在

１１ ０００左右， 而 Ｍａｒｒｅｒｏ 和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２０１３） 使用的 ＰＳＩＤ 数据中， 美国各州的样

本在 ５０～５００ 之间。 本文使用的 ＣＦＰＳ 数据库有家庭样本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个， 相对已

经比较可观， 具有更高的代表性。
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统计局网站和年鉴

以及历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四、 实证研究结果

（一）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期间的 ＣＦＰＳ 数据， 计算了这 ５ 年各省、 直辖市、 自治

区的基尼系数， 按照年份进行描述性统计 （见表 １）。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 我

国的劳动收入基尼系数和资本收入基尼系数都比较高， 尤其是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各

年的均值基本在 ０ ８ 以上。 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资本

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推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中国 ２００８ 年以来总体基尼系数不断下降， 可能主要是来源于劳动收入即工资性收

入差距的不断缩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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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年份劳动收入基尼系数与资本收入基尼系数的描述性统计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２０１０ ２５ ０ ４７３９ ０ ０５８２ ０ ４０４９ ０ ６８８２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２０１１ ２５ ０ ４４３４ ０ ０４０１ ０ ３７１１ ０ ５２４９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２０１２ ２５ ０ ４３９１ ０ ０３５６ ０ ３７６２ ０ ５２９８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２０１４ ２５ ０ ４１６２ ０ ０３８８ ０ ３４７０ ０ ５０８４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２０１６ ２５ ０ ３９２９ ０ ０３７８ ０ ３２４４ ０ ４８９０

Ｇｉｎｉ＿ｃａｐ＿２０１０ ２５ ０ ８４９０ ０ ０７０７ ０ ７１３１ ０ ９５０２

Ｇｉｎｉ＿ｃａｐ＿２０１１ ２５ ０ ６４０９ ０ １３１９ ０ ４０８２ ０ ８９００

Ｇｉｎｉ＿ｃａｐ＿２０１２ ２５ ０ ９０５９ ０ ０５６７ ０ ７７２４ ０ ９７５７

Ｇｉｎｉ＿ｃａｐ＿２０１４ ２５ ０ ８０８１ ０ ０５１５ ０ ７１３７ ０ ９３３７

Ｇｉｎｉ＿ｃａｐ＿２０１６ ２５ ０ ８３３０ ０ ０５０９ ０ ７１６７ ０ ９２２１

（二） 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倒 Ｕ 型， 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

增长率的影响为负， 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 并利用 ２５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的宏观经济数据如经济增长率和其他控制变量， 以及上文利用 ＣＦＰＳ 测算出的各

省、 直辖市、 自治区历年的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 进行了实证回归。 考虑

到投资增长、 国有化率、 教育程度等因素的滞后效应， 本文对使用的控制变量大部

分都做了滞后一期的处理。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 ＣＦＰＳ 问卷调查的时间往往是在

当年的 ７ 月份， 如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的调查时间就是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而问卷中的问题是近一

年内的收入数据。 因此， ＣＦＰＳ 数据反映的时段其实是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而本文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当年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１２ 月的 ＧＤＰ 增长率数据。 这样的

处理方法使得被解释变量滞后解释变量半年时间， 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模型的

反向因果问题， 实证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模型 （１） — 模型 （３） 是以人均 ＧＤＰ 增长

率为被解释变量， 而模型 （４） — 模型 （６） 是以总的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为被解释变

量。 其中， 模型 （３）、 模型 （６） 是将模型 （２）、 模型 （５） 中不显著的因素剔除

之后的回归结果。
六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 有四个模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完全

符合本文的理论假设即倒 Ｕ 型的影响作用， 另外两个模型尽管不够显著， 但符号的

方向也符合本文的假设。 其中， 劳动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有三个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一个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劳动收入差距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有一个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个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

设 １。 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先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而当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到一

定程度时， 继续扩大会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总体而言，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

产生的影响是倒 Ｕ 型的。 进一步观察可知，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倒 Ｕ 型影响的

拐点在劳动收入基尼系数为 ０ ５８ 左右之时， 而当前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和全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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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收入的基尼系数并未达到这一数值。 有五个回归结果显示， 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

长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所有回归系数的符号都是负的， 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２。 可以判断， 资本收入差距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表 ２　 经济增长回归基准模型

解释变量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 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ｉｎｉ＿ｃａｐ
－２ ５７６ －３ ３７９∗∗ －３ ５０４∗∗ －３ ６９３∗ －３ ９７∗∗∗ －４ ２５∗∗∗

（１ ８７８） （１ ４４０） （１ ４１０） （１ ９３４） （１ ４７８） （１ ４３８）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 １４４ １２６∗∗∗ ６５ １２０∗∗ ６７ ９８０∗∗∗ １２２ ８∗∗∗ ４０ ３８９ ４０ ８１６
（３９ １８１） （２６ ８２０） （２６ ３２４） （３９ ９０９） （２７ ５２３） （２６ ８２２）

Ｇｉｎｉ＿ｗａｇｅ２
－１２７ ０１６∗∗∗ －５８ ５５２∗∗ －６２ ５８７∗∗ －１０５ ０５∗∗ －３１ ９７８ －３０ ８６６
（４２ ０２３） （２８ ４４９） （２８ ０８３） （４２ ８１３） （２９ １９３） （２８ ５４５）

ｉｎｖｅｓｔ＿ｇｒａｔｅ １０ ７９８∗∗∗ １０ ８９４∗∗∗ １１ ２∗∗∗ １０ ９∗∗∗

（１ ８３５） （１ ７６８） （１ ８８４） （１ ８０３）

ｉｎｖｅｓｔ＿ｇｒａｔｅ＿１ ６ ７９３∗∗∗ ６ ４９６∗∗∗ ７ ７８３∗∗∗ ７ ８５３∗∗∗

（１ ８６２） （１ ８５３） （１ ９１３） （１ ８８０）

ｓｏｅｒａｔｉｏ＿１
１ ９３６ ３ ２５３∗∗ ２ ９６９∗∗

（１ ３２０） （１ ３８４） （１ ３７０）

ｇｒａｔｉｏ＿１
－１９ ５４６∗∗ －１３ ９０６∗∗ －１４ ４９３∗ －１２ ６２７∗

（８ ２９５） （６ ９７８） （８ ６７７） （７ ５６４）

ｅｄｕｙｅａｒ＿１
－１ ８７５∗∗∗ －１ ８６４∗∗∗ －１ ０８６∗ －０ ４９７∗∗

（０ ５６９） （０ ４９６） （０ ５９３） （０ ２４２）

ｕｎｉ＿ｒａｔｉｏ＿１ ０ １６２∗∗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０）

ｌａｂｏｒｒａｔｅ＿１
－３ ４４９ －３ ７６８
（６ ４７６） （６ ６４１）

ｔｒａｄｅｄ＿１
－０ ２１５ ０ ９５２
（１ １３４） （１ １８１）

ｉｎｆｒａｓｔ＿１
０ ２０２ －０ ０２３

（０ ３２５） （０ ３４２）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１
－２ ８３１ ３ ６８９
（５ ０９６） （５ ３１４）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６ ５２２∗∗∗ １０ ７６１ ９ ７７０ －１９ ６９４∗∗ ７ ２９０ ３ ８６９

（９ ２５９） （７ ８５０） （７ ４７６） （９ ４２４） （８ １０８） （６ ７７０）

观测值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１； 下表同。

资本收入差距对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和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二者的影响基本一致， 都

显著为负， 但劳动收入差距对于人均 ＧＤＰ 的解释力要优于对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的解

释力， 这说明劳动收入差距对于地区人均产出的影响更大， 对于地区经济规模的影

响更小。 可能的解释是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在初期提高了个人投入的劳动时间和人力

资本投资， 因而使得人均 ＧＤＰ 增长加快。 另一种可能是人们更偏好于居住在收入

差距略小一些的地区， 因此搬离差距较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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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中， 投资增长率及其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 平

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同时高等教育率对经济增长是

正向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 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而非义务教育

阶段。 政府购买比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 国有化

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但是对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其

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三）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 Ｕ 型。 在劳动收入差距

相对较小的时候， 差距的扩大可以引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劳动

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应着对劳动要素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劳动投入增加和人

力资本提升， 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 但是当劳动收入差距达到较高程度的时候， 随

着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就成了阻碍作用， 这也符合

前文的理论分析。
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 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也是一致

的。 本文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 资本收入差距对于刺激资本形成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许

多实证研究也发现利率对于存款的影响为正， 但弹性很小； 第二， 资本收入差距与劳动

收入差距一样， 作为上一期经济运行的结果， 自动成为了下一期经济运行的条件， 而收

入差距过大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负面的条件， 这就会对下一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

响， 因此资本收入差距越大， 经济增长率越低。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一是

收入差距衡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 但有一

些学者指出， 基尼系数对富人的观察值比较敏感 （万广华， ２００８） ［２７］ ， 微观经

济调查又往往被富人拒答， 因此本文改变了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 用泰尔指数来

代替基尼系数做稳健性检验。 二是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混合回归的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此外， 考虑到省份的个体性差异， 通过虚拟变量控制住省

份的个体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的互为因果内生性， 本文以滞

后一期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或滞后一期的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为工具变量， 采用面板

ＧＭＭ 估计。 三是考虑到异方差问题的可能性， 本文采用了稳健标准误的估计。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是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 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是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来看，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是比较稳健可靠的。 所有资本收入差距的模型回归系数

方向与基准模型都一致， 其中 ６５％的模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对于劳动收入差距

及其平方项来说， 所有模型回归系数的正负方向也与基准模型一致， ８５％的模型回

归系数是显著的， 由此可知，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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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类型 自变量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 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１） （２） （３） （４）

泰尔 Ｔ 指数

混合回归

省份固定效应

ＧＭＭ

稳健标准误

Ｇｅ＿ｃａｐ

Ｇｅ＿ｗａｇｅ

Ｇｅ＿ｗａｇｅ２

Ｇｅ＿ｃａｐ

Ｇｅ＿ｗａｇｅ

Ｇｅ＿ｗａｇｅ２

Ｇｅ＿ｃａｐ

Ｇｅ＿ｗａｇｅ

Ｇｅ＿ｗａｇｅ２

Ｇｅ＿ｃａｐ

Ｇｅ＿ｗａｇｅ

Ｇｅ＿ｗａｇｅ２

Ｇｅ＿ｃａｐ

Ｇｅ＿ｗａｇｅ

Ｇｅ＿ｗａｇｅ２

－０ ０４３ －０ ２７４ －０ ０６８ －０ ２５４
（０ ２８７） （０ ２０６） （０ ２９４） （０ ２１１）
１９ ８３２∗∗∗ ７ ８２６∗∗∗ １７ ９０７∗∗∗ ５ ５５１∗∗

（３ ７６４） （２ ７１７） （３ ８２６） （２ ７８３）
－８ ２７０∗∗∗ －３ ２２２∗∗ －７ １４９∗∗∗ －１ ８２３
（１ ８５６） （１ ２９２） （１ ８８２） （１ ３２５）
－２ ０２７ －４ １９２∗∗∗ －３ ５７２∗ －５ ０４０∗∗∗

（２ ２１８） （１ ５５６） （２ ０９９）（１ ５９５）
１２３ ８９３∗∗∗ ７８ ０１９∗∗∗ １０７ ６５２∗∗ ５１ １２０∗

（４４ ２３４） （２８ ６８７） （４１ ８５８）（２９ ３９１）
－１０６ ９４９∗∗ －７２ ７５８∗∗ －９０ ６２４∗∗ －４３ ３５２

（４７ ４８４） （３０ ４４２） （４４ ９３４）（３１ １８９）
－２ ７８３ －２ ２５９∗ －２ ６６５∗ －３ ７５２∗

（１ ９１５） （１ ２２４） （１ ４４８）（１ ９８５）
１５３ ７４７∗∗∗ １７ ８１１ ６４ ６５７∗∗ １３７ ７１２∗∗∗

（４０ ７３５） （２２ ４６３） （２７ ６１９）（４２ ２２９）
－１３６ ６２７∗∗∗ －１８ ５５２ －５８ ８０７∗∗ －１１９ ４２０∗∗∗

（４３ ６７１） （２３ ４７９） （２９ ２２１）（４５ ２７３）
－３ ２３８∗∗ －３ ２３８∗∗ －４ ２４１∗∗∗ －４ ２４１∗∗∗

（１ ４０７） （１ ４０７） （１ ４７０）（１ ４７０）
７１ ８０３∗∗∗ ７１ ８０３∗∗∗ ４５ ９１１∗ ４５ ９１１∗

（２５ ５８９） （２５ ５８９） （２６ ７３５）（２６ ７３５）
－６７ ４７２∗∗ －６７ ４７２∗∗ －３８ ９２２ －３８ ９２２

（２７ １３６） （２７ １３６） （２８ ３５１）（２８ ３５１）
－２ ５７６ －３ ３７９∗∗ －３ ５０４∗∗ －３ ６９３∗∗∗

（１ ５７３） （１ ４５１） （１ ５２０）（１ ３７７）
１４４ １２６∗∗∗ ６５ １２０∗∗∗ ６７ ９８０∗∗∗ １２２ ７７２∗∗∗

（２３ ２９２） （１５ ７４５） （１５ １７２）（２２ ９４２）
－１２７ ０１６∗∗∗ －５８ ５５２∗∗∗ －６２ ５８７∗∗∗ －１０５ ０５１∗∗∗

（２１ ５２５） （１６ ２５５） （１５ ６５２） （２２ １４９）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讨论了转型国家中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差距在转型国家的形成和扩大， 以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

响的几个途径： 刺激劳动投入途径、 刺激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和抑制消费途径； 分析

了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并据此提出假设， 劳动收入差距在转型国

家的扩大会引致经济增长先上升后下降， 呈倒 Ｕ 型； 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

将产生负面的影响。 通过采取 ＣＦＰＳ 数据和省际宏观经济数据， 构建了省际面板模

型对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 研究结论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 本文的研究是近年来将收入分配差距结构化思想的延

续， 但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分析了被西方学者回避或忽略的资本占有不平等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 丰富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化理论； 第二， 在研究方法和

数据处理上， 本文使用的结构化收入数据无需主观设定， 相较于当前对收入不平等

的分解无论是非参法还是参数法都需要建立在主观的环境和努力变量设定的基础

上，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更加客观， 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也更为丰富， 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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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结构化研究的主观性， 结论更为真实可靠； 第三， 在研究结论上， 本文发现资

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从现代经济学的实证角度验证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另外， 本文还发现即使是相对于资本收入差距而言

更为公正合理的劳动收入差距， 类似于西方学者强调的努力不平等下的收入差距，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正向的， 而是倒 Ｕ 型的。 当劳动收入差距较大时，
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两点结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还具有明

确的政策涵义。
第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根据本文

的统计分析， 总体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主要源自于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 而资本收

入差距并未呈现缩小的趋势。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 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但资本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确定为负的。 而过

去几年中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 因此不一定有利于经

济增长。 从现实也可以看到， 尽管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缩小，
但同时经济增长率也在不断下行， 因此， 若希望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来促进经济增

长， 则应该着眼于缩小资本性收入的差距。
第二， 关于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认为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

面来全面认识。 一方面， 由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 能够刺激

劳动力要素投入生产的数量以及质量， 最终将提升效率， 有利于经济增长； 另一方

面， 劳动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同时差距的扩大也会通过消费渠

道、 社会秩序渠道等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此在收入差距较大时， 就要更加注

重公平问题。 我国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 从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到被修改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再到十九大报

告里明确提出的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也凸显出党和政府对公平的重视程度日益

提升。 因此， 本文认为， 在劳动收入差距问题的政策取向上， 既不能走过去的老

路， 再回到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也不能走西方国家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路， 在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放任市场， 使得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最终引发经济和金融危

机。 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道路， 既要以工资水平差异来提升劳动力的积

极性、 促进私人人力资本投资， 也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 对由于市场不完备引致的

不合理的劳动收入差距予以消除， 对过大的劳动收入差距予以调节， 以财税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保证劳动收入差距维持在一个既能够被普遍接受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

区间， 这样才能保障无论是高技能劳动者还是中低技能劳动者都能走上共同富裕的

道路。
第三， 即便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劳动收入差距也是有条件的， 是建立在劳动

力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 建立在多劳多得、 优绩优酬的有效分配制度之上。 政策

制定者不能因为劳动收入差距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就盲目放任差距扩大， 而应该寻

求对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使工资价格能更好地反映劳动投入的数量和

质量， 最大程度地刺激劳动参与和人力资本投资， 释放劳动力的活力和创造力。
第四，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资本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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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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相对而言， 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完全是负面的。 因此， 如果能够有效地缩小资本收入差距， 那么既能以缩小收入

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又能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的资本收入差距已经处于很

高的水平， 政府亟需出台一系列政策缩小资本性收入差距。 而资本性收入差距最大

的来源就是非农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收入差距， 剔除各年非农经营的资本性收入之

后， 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立刻从平均 ０ ８４５ 下降到 ０ ５９８。 因此本文认为， 对于资

本收入差距， 主要应该缩小的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差异而引致的资本收入差距。 这

就要求对股息红利适用个人所得税率进行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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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ｂｅ⁃
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ｉｓ ｔｏｏ 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ｗｉｌｌ ｈｉ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ａｐ⁃
ｉｄｌｙ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ｗｎｔｕｒ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ｓｔｅａｄ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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