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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理论的国际比较：李炳炎与威茨曼
*
 

 

王珍  沈建国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本文将由我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由美国学者威茨曼教授提出的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比较研究。经过客观的比较分析，在指出两者存在七点共同之处的基

础上，着重指出了两者存在着七个方面的区别。从而得出了从多方面给人以启示的结论。 

【关键词】分享经济  比较研究  李炳炎与威茨曼 

 

一 
 

分享经济思想，顾名思义，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

思想。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炳炎
①
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

②
（1981）和《劳动报酬

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
③
（1982）中，于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

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企业净收入概念，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否

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

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七个企业依据李炳炎提出的新成本、净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研究》（批准号：05BJL009）

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珍（1980—），女，北京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

践；沈建国（1963—），男，内蒙古乌前族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与实践。 

①  李炳炎（1945—），男，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岗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研

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与实践。 

②  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年第 4期。 

③ 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经济研究》杂志 198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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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范畴制定并试行了 “净产值分成制”方案。接下来，李炳炎在论文《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

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
④
（1983）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

部分，和“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为：n=n1（国家收入）+n2（企业收入）+n3（个人收入）。

从而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理论公式： 

W=c+n，n=n1+n2+n3。 

公式中, w 代表社会主义商品价值, C 代表社会主义成本, n 代表净收入, n1代表国家收入, n2 代

表企业收入, n3代表个人收入)调整后的净收入=m 的一部分+ v。m 的另一部分(税收) 已先扣除, 如果

把 m 的两部分合起来为(m1+m2),w=c+(m1+m2)+v=c+n=c+(n1+n2+n3)；调整后的净收入= n2 + n3；调整后净

收入的分配, 就是从(n2+n3)中分别划分出 n2与 n3两部分, 即分别划出企业收入与职工收入。之后，在

总结理论与实践经验之后，1987年 4月，李炳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新成本论——一种新

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对 1980年以来的探索作了总结。“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该著作对新理论作了全面总结。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

论的三个基本范畴：“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

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掘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

本价格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196页）；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

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

和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在李炳炎于 1981年提出分享经济思想之后，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

茨曼在其 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滞涨”的

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利润全部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

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而是与某些外在的因素（如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当经济运行健康

时，固定工资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

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

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

                                                        

④ 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财政与会计》杂志 1983年第 6期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3 
 

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减员工来降低成本，从而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

主义社会普遍的失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导致滞胀。为此，“我

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

营的指数(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
⑤
因为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相

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

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首先，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

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

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所以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其次，在工资制条

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这样，企业就会因为雇

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会扩大雇员人数。但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

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劳动的平均

成本。这样，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能够

找到可资利用的工人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正因如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二 
 

中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入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

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两者都存在共同点将人视为影

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高度重视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

制度性的差异。 

第一，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实践来源是利润分享思想。利润分享思想在人类

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就已经存在，威茨曼提出分享经思想，是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的。日本劳工制

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二是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十九世纪末起，利润分

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

权利。在理论上渊源上，20 世纪60 年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者美国著名的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

                                                        

⑤ 马丁·威茨曼：《分享经济》， 林青松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4 
 

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两部著作：《资本家宣言: 如何通过借贷使800 

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 被公认为是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些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Martin·L·Weitzman) 从日本的劳工制度

得到启发, 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中国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渊源在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

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
⑥
。

这一段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

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来源于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所引发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风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了

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扣除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

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
⑦
，剩下来的那部分产品直接归农户所有。如果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w-c-m=v，

或w-c-n1-n2 =n3。式中，w 为总产品的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

为个人需要价值，n1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

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核心。农村联产承包制中的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

业改革中被发展成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它直接构成了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方法论基础。“除

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以后，剩

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应上缴的所得

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包括在内），另一部分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

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劳动好坏而浮动。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全是个人的”，这里已含有分成制经济思想，成为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的思想来源。 

第二，两者的理论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威茨曼的理论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滞胀”的经济

顽症这一目标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了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

的缓解作用。可以看出，推广分享经济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来看，利润分享

                                                        

⑥ 《李炳炎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 2月，第 386页。 

⑦  这两项就是小岗村农民扣除的上缴国家的与上缴公社和大队的产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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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见图1），利润分享明显带着抑制工会运动，调节

劳资纠纷的目的。 

 

 

图 1. 英国利润分享计划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数量
⑧
 

 

然而，李炳炎的中国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目标是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把

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的应然模式，是试图说明的是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

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

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 

第三，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了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所有制和企业控制

权的问题。威茨曼就曾经表示过，分享制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他认为

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
⑨
 

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

                                                        

⑧ The British Experience of Profit-Sharing Derek Matthew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2, No. 4. 

(Nov., 1989), pp. 439-464. 

⑨ 转引自张泽荣主编:《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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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权以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

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

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

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

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

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

要其按照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

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机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

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很显然，李炳炎的理论包含内容更加全面，更加合理。没有完善的产权结构以及管理结构，分配

制度是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 

第四，两者的基本原理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分享制度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刚

好与工资制相反）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

保持就业率。而李炳炎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劳动报酬制度

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的特殊条件，它认为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

现按劳分配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来起作用。 

第五，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威茨曼的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于劳动者的利

益维护不够。威茨曼也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度也有其有力的一面，它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

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以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

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此时厂商自然选择工资制。然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涨”

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的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

业量以及收益之间存在着反相关关系。因此，在实践中，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为就业

量增加而上升，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是否选择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时，工人面临的选择，

要么是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坚持固定工资制度，要么是实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

不论怎么选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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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为其依据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

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在现实的分配过

程中造成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方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或者经济不够景气的时候，

李炳炎教授的理论都能够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第六，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看到，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了继续维护资本

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一种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它在形式上构

成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其实质仍然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

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作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

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

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

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

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

制度仍然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

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

没有少拿一个子。”
⑩
而李炳炎提出的公有制净收入分成制则不同，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

和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就是企业劳动者集体决定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的新价值的分配，因此实现真

正的收入分享是顺理成章的。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

享，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

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这是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第七，两者的立论基础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公有制分享经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

主义商品的这种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

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三 

                                                        

⑩  姚海明：《评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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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比较一下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在完

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内，独立完成的理论创造，从主要思想到主要政策主张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1）

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2）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

一致的，它们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3）两者都以改善现

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新的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4）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

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认为它是一种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的制度。（5）它们提出的新方案

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只不过所用的名称不同，一个称作“净

收入分成制度”，另一个称作“利润分享制度”。（6）它们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7）它们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

证，都强调了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然，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社会主义利益分享制度有着更好的实施条件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作为一项学术成果，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是超过《分享经

济》的。其一，威茨曼的理论是在原有理论体系内提出新制度设想的，而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

论是在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作了重大突破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新设想的。其二，威茨曼的理

论并未触动西方经济原有的经济范畴，而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在突破原有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改造传统成本范畴的基础上建立新理论体系的。在新成本理论中，成本范畴和收入范畴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了理论的统一性。 

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李炳炎教授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所给予人们的启示都是

更加深刻的。它以新的思维方式对人们一向视为当然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管理制度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任

务，对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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