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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当前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 ,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内涵 、关系以及组合模式 ,国内理论界众说纷纭。笔者

试从一个新的视角———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效率与公平问题。笔者认为:第一 , 既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 , 又要重

视社会公平;第二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需要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第三 , 我国当前应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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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当前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十六届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都提出:在促进发展的同

时 ,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采取有效

措施 ,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由此引起了社会 、

尤其是理论界 ,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讨论。从经济理

论角度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成为当

前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 2005年 ～ 2006年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内涵 、效

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效率与公平的组合模式理论界

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内涵:有人认

为效率是指资源配置效率 ,也有人认为效率包括技术

效率 、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等等。有人

认为公平应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 ,也有人认为公

平是指经济公平的分配公平等等。关于效率与公平

的关系主要有四种观点:辨证统一关系 、本质上对立

关系 、内在统一关系和公平是效率的重要源泉 。关于

效率与公平的组合模式有三种观点:效率优先论 、效

率与公平并重论和公平优先论。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效率与公平问

题 ,见仁见智。本文试从一个新的视角———福利经济学

的角度———来重新阐释效率与公平问题 ,以期得出一些

解决当前我国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有益启示。

　　二 、福利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观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效率与公平两个

方面 。效率与公平问题贯穿福利经济学的始终 ,从某

种意义上讲 ,福利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在效率与公平

之间进行权衡的一门学问。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

既是福利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社会目标 ,也是它的基

本政策目标。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 ,福利经济学也可

以理解为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 、以及在

这二者之间如何进行权衡选择的一门学科 。

1. 效率与公平的内涵

在福利经济学中 ,效率指的是帕累托效率。
①
帕累

托效率最早是由洛桑学派的创建人 、意大利经济学家

帕累托(V ilfredo Pareto, 1848 -1923)在 1906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提出的 。帕累托效率是指

这样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在不损害任何一个社会

成员境况的前提下 ,重新配置资源已经不可能使任何

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变好 ,或者说 ,要改善任何一个

社会成员的境况 ,必定要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境况 。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了最大效

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如果一个经

济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 ,那么这个经济体制中存

在着一些无效率状态。当产出可以分割时 ,从理论上

讲 ,帕累托改进将会使得每一个人的境况改善。帕累

托效率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上:第一 ,一个社会

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函数是既定的;第二 ,一

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不变。显然 ,生产技术 、消费

者偏好和收入分配的改变会使得资源最优配置的状

态相应发生改变。

下面我们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帕累托最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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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体的状态集 S={s1 , s2…}和集合 H(以 h=1,

…, H表示 )。以 fh 表示家庭 h的严格偏好关系 ,而

≥h表示至少同样好 ,则在下列条件下 s1与 s2 相比为

帕累托最优

s1≥h s2　　　　(所有 h=1, …, H) (1)

和 s1 fh s2 (至少有 1个 h) (2)
这样 ,状态集的偏好顺序就通过式 1和 2推导出

来了 。该偏好顺序以 f p表示 ,从而

s1 f ps2<=>式 1和式 2 (3)
另外 ,以式(4)定义≥p

s1≥ps2=>式 1

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一种状态 s1为帕累托更优 ,则

s1就被定义为帕累托最优。正式地说 ,如果不存在

s2 S使 S2 fps1 ,则为帕累托最优。
在福利经济学中 ,公平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概

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主要从广义上介

绍几种公平理论 。 (1)功利主义者 [庇古 (P igou),
1920;豪尔绍尼 (Harsany i), 1955]的效用公平理论。

他们把经济福利即总效用作为公平的标准 ,认为财富

分配越平均 ,福利越大 。因为在边际效用递减的前提
下 ,如果所有人的效用函数相同 ,则国民收入由富人

向穷人转移 , 可以增进社会总效用 。 (2)罗尔斯
(Raw ls, 1971)的自由和基本物品公平理论。他把 “自

由原则 ”和 “差别原则 ”作为公平的标准 ,认为每个人

对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应当有同样的权利 ,同时对境况
最差的人群赋予优先地位。(3)诺兹克(Nozick , 1974)

的权利公平理论。他把权利的行使和对权利的尊重

作为公平的标准 ,提出了应得权理论 ,该理论不是从
结果的角度而是从程序或形式的角度评价分配公平。

在不考虑个人的效用的水平和差别的情况下 ,这些权

利包括生存权 、获得个人劳动产品的权利和自由选举
权。 (4)森(Sen, 1980、1985)的能力公平理论。他把

功能和能力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 ,认为以效用和基本

商品的满足来判断福利是有缺陷的 ,因为人的主观愿
望与需求具有历史适应性 ,越是贫穷的人越容易满

足。在分析社会公平时 ,我们应主要考虑一个人是否

具备充分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 ,
公平应该是能力上的公平。从以上论述中看出 ,公平

的判断尺度经历了效用自由和基本商品指数→权利

→潜在能力指数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经济学家对公平
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 ,效率与公平是辨证统一的
关系 ,两者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表现为

一种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 。一方面 ,效率
与公平是对立的 ,两者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关系 。这主

要表现在效率的实现往往忽视公平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 , 帕累托效率的实现有可能是极端不
公平的分配。下面我们通过图 1加以说明。

图 1　帕累托效率

假设社会只有两个人 ,且资源有限 ,两人的偏好都

满足非饱和条件。帕累托效率包括最公平的和最不公

平的资源配置 ,原因在于从任何资源分配方式开始 ,所
有分配均满足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换句话说 ,任何

一种再分配 ,如果给一个人多些 ,则另一个人必然减少。

如图中的 e点虽然是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点 ,但是却

高度不公平 ,因为个人 2拥有绝大部分资源 ,而个人 1

只拥有极小一部分资源。如图 a点和 b点是埃奇沃斯

盒状图的两个端点 ,此时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点 ,但是绝

对不公平 ,因为在这两个端点 ,一个人拥有全部的资源 ,
而另一个人则一无所有。第二 ,帕累托作为效率标准有

可能会与自由主义等非效率标准相冲突 ,即森的帕累托

-自由悖论。此时 ,效率与以自由为衡量标准的公平相

冲突。这里的帕累托标准是指弱帕累托标准(Weak Pa-
reto C riterion),即对于任意的选择 x和 y,如果所有人都

认为 xPy ,那么对于社会而言也有 xPy。自由主义是指

森定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 (M inim al L iberty),即某

些选择仅仅涉及一个人 ,是纯粹个人性质的社会排序。
这一悖论也意味着效率与公平有时存在相互限制 、相互

否定的属性。

另一方面 ,效率与公平又是统一的 ,效率与公平
间的冲突未必总会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 ,帕累托效率实现需要考虑公平问题。福利经济学

第一基本定理中这样表述: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 ,如

果存在竞争性均衡 ,那么这种均衡就实现了帕累托效
率。此时的帕累托效率有多种情况存在 ,有可能是不

公平的帕累托效率 ,也可能是公平的帕累托效率 ,因

为帕累托原则忽视了分配问题 ,如何从无数个帕累托

最优点寻找最优点 ,即如何使得不公平分配变得公平
呢  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 ,

即在市场经济中 ,通过一次总付转让的方案解决分配

不公平的问题。这说明在许多帕累托效率点之中寻
找到最优点必须考虑公平问题。第二 ,效率与公平目

标的实现都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一方面 ,帕

累托效率只有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实现 ,但实际生活中

不存在完全竞争经济 ,由于垄断 、外部性 、公共物品和
不完全信息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干扰 ,帕累托效率的条

件往往不能满足 ,就出现了对次优和第三优问题的研

究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 ,纠正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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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然 ,政府也存在着失

灵可能 ,这里我们不作深入研究。)另一方面 ,公平的

实现即需要市场的作用 ,也需要政府的作用。市场通
过竞争才能够实现过程的公平 ,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

实现规则公平 、程序公平 、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3.效率与公平的组合模式

福利经济理论认为 ,国家在经济政策实施过程
中 ,一般会遇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一方面 ,政策

的实施力求社会损失最小。由于实施过程中要使用
资源 ,所以政策的运用会引起损失 ,而且政策也会引

起经济行为的扭曲。政策设计的效率问题就是使这

些损失最小化。另一方面 ,政府为了更加公平地分配
经济资源而认为应该对经济加以干预 ,同时往往对经

济活动总水平的关注程度下降。这种干预动机代表
了政策设计的公平方面。

由于效率与公平存在对立的一面 ,因而这两个目
标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冲突。提高效率的政策往往

是高度不公平的 ,而促进公平的政策则往往会在经济
中造成很多扭曲和产生抑制作用。这样 ,最优政策的

设计过程可以看作是在效率与公平目标间实现正确

权衡取舍的过程。这种最优的权衡取舍取决于在政
策制订者的目标中对公平的关注程度。在对政策问

题的诸多分析中 ,效率与公平间的权衡取舍成为最终
实施何种政策的决定因素 ,因为政策中既有促进公平

的方面 ,也有增进效率的方面。效率与公平间的差异
常常成为一种考虑最优问题及其答案的有用方法。

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都是通过市场和政府来实现的 ,
因此 ,福利经济学首先把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机

制的功能缺陷进行评价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通过

分析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 ,福利经济学提出如何通过
政府的作用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纠正这些缺陷来实

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在看待效率与公平组合
模式时取决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 ,如果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且社会相对稳定 ,就应该把效率放
在第一位;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良好且社会矛盾突

出 ,就应该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如果一个国家既需要

发展经济且社会矛盾日益显现 ,就应该采取效率与公
平并重的原则 ,采取 “两手抓 ”的政策 ,不要为了公平

牺牲效率 ,更不要为了效率牺牲公平。

　　三 、几点启示

1.既要重视经济公平 ,又要重视社会公平
首先 ,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这是功利主义公平观

的体现 ,这一理论以经济福利为公平衡量标准 ,而经济
福利的主要衡量指标是收入。近年来 ,我国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基尼系数已达 0. 45以上 ,超
过了国际警戒线 ,因而 ,政府应重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的问题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
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努力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2005年 10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工薪阶层纳税面将从

60%左右降到约 26%,少缴 280亿元 ,这是调节收入分

配的一个具体体现。
其次 ,在重视收入分配公平的同时 ,更要重视即

自由 、权利和能力等多层面的社会公平。第一 ,应重
视自由和权利的公平 ,这是罗尔斯 、诺兹克公平观的

体现 。政府应从法律上 、制度上 、体制上努力营造一
个维护自由和权利公平的制度环境。切实维护和落

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 ,保证全体社会
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的权利 、工作就业的

权利等等 ,努力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发展机

会。为此 ,政府规划在 “十一五 ”期间:提高农村合作
医疗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农村义务教育全

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
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管

理。第二 ,应重视能力的公平 ,这是森的公平观的体
现。 “能力 ”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的组合 。

森认为 ,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 ,但拉平禀赋分
配并不是公正的目标 ,而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

力才是公正的最终目标。当前 ,收入低的人群主要是

农民 、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这些人群收入低下的原因
是缺乏能力的自由度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当

前全国 4. 8亿农村劳动力中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的只占 12. 4%,出现了 “盼致富 ,无思路;想致富 ,无技

术;求致富 ,无门路 ”的境况 ,只有加强农村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 ,加强技能培训 ,增强弱势群体能力的培

养 ,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这样 ,公平才体现了更广

泛意义上的公平 ,因为收入分配的公平不仅要对收入
低的人群公平 ,对通过合法劳动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也

要公平。同样 ,对于城市下岗人员 ,失业救济并不能
使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为能力没有得到提高 ,

所以 ,政府解决失业问题不能只考虑失业救济 ,要设
法提供适当的培训 ,提供就业信息提高个人的能力。

2.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需要市场和政府

双管齐下

李正发(2006)在《“效率优先 ”原则过时了吗》一

文中指出:市场是效率的主要支点 ,政府是公平的主
要支点。笔者认为 ,市场对于效率的实现固然重要 ,

但政府的调控作用仍然不能忽视;同样 ,政府对于实
现公平的作用固然重要 ,但没有市场作为依托无法实

现真正的公平。因而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需

要市场和政府的双管齐下。在福利经济理论中 ,由于
市场失灵的存在 ,导致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无

法实现 ,即效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市场 ,由此引起
了对次优和第三优问题的探讨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

应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进行分

析 ,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纠正这些缺陷 ,比如通过政

府规制 、征税和补贴 、重新界定产权和直接干预等手
段来纠正市场失灵 ,避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

率。同样 ,公平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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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竞争体现过程的公平 ,政府通过制定法律 、法

规实现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等再

分配措施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当然 ,政府也存在着
失灵 ,有时会导致公平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 ,这时 ,公

平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多渠道来解决。

3.当前我国应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

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 ,效率与公平是辨证统一的

关系 ,效率与公平既有对立的一方面 ,也有统一的一

方面 。笔者不同意黄邦根(2005)在《构建和谐社会中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的 “效率与公平在本

质上是对立的 ”和 “构建和谐社会仍需坚持效率优先 ,
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的观点。笔者赞同刘国光

(2005)提出的 “当前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应向公平倾

斜 ,加重公平的分量 ,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 ”的观点 ,
当前我国应应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 。原因如

下:第一 ,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实现更深层次的公平。

只有 “蛋糕 ”做大做厚 ,同时更合理地 “切好蛋糕 ”,才
能更有效地促进公平。否则 ,只有低水平的 “公平 ”。

收入差距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第二 ,只有实现社

会公平才能有效地提高效率。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始过程中 ,社会成员

之间的收入差距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如果收入差距

悬殊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不仅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
还会影响社会稳定。这样 ,提高效率只能变成一句空

话。第三 ,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我国一个时期的提

法 ,现在应该是效率与公平并重。目前 ,我国效率优
先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 ,很多方面过分追求效率而忽

视了公平 ,公平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提高效率固

然重要 ,但是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 ,这与科学发展
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不相符 ,也与我国实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不相符。

①帕累托效率指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

并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术语选择 (Cornwa ll, 1984), 因

为它从帕累托原则推出来的 , 所以 , 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具

有帕累托原则本身所具有的所有局限性 , 而最优这一术语

掩盖了这些局限性 ,因而 ,使用帕累托效率更为合理一些 ,

本文采用帕累托效率这一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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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 iency and Equ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W elfare Econom ics
LU W en - hui

(School of E conom ics, Nanjing Un iversity of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 t:A t pre sen t, effic iency and equ ity a re a ho tspo t topic. There are a lo t o f a rguments conce rning the connota tion, re la tion and

comb ination m ode o f efficiency and equ ity in the theore tica l c ircle o f ou r country. The paper tries to re in te rpret it from a new perspec tive

- -w e lfare e conom ics. The autho r th inks:first, bo th incom e distribution equity and social equ ity shou ld be va lued;second, rea lizing

the optim al combination of e fficiency and equity needs the coordina tion o fm arke t and the gove rnm ent;third, ou r coun try should attach

the sam e im po rtance to effic iency and equ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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