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 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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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新发展阶段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前，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也是理论界需要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更好地理

解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与实现路径，本刊特邀请相关专家围绕缩小收入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推

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以飨读者。

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 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白暴力

［摘 要］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奠定了“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在微观上，劳动者参与不充分所导致的企业决策机制不

完善现象，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充分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健全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机制，是解决

收入分配差距偏大、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差距 劳动者参与机制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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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共

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要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现象是一

个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者参与管理和决

策不充分所导致的企业决策机制不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健全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机

制，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强调: “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

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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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平等参与……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①。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我国

扩大内需、加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措施。本文将讨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通过积极发挥国

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健全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机制，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的机制

与途径。

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劳动者收入偏低

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

一些财富不当聚集给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带来了风险挑战。”②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奠定了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这是我

们的制度优势。但是我国目前也还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经济现象，这是影响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劳动收入偏低是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收入

分配差距偏大现象一旦形成，又将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会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形成不良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多层面、多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发展过程

中，收入分配差距曾一度出现了逐渐拉大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尼系数是 0. 3 左右，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了 0. 42，在 2010 年进一步达到了 0. 48③。尽管此后我国基尼系数一直

下降，但是 2020 年仍高达 0. 468④。由《中国统计年鉴》中五分法分组的数据，可以直观地观察

到不同组家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状况。由表 1 可以看到，2021 年，低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 8333 元，高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85836 元; 可以算出，高收入组家庭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 10. 3 倍，低收入组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

的大约 5%，高收入组则占大约 50%。

表 1 全国居民五等份分组的可支配收入情况

年份
按五分法分组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低收入组 中间偏下收入组 中间收入组 中间偏上收入组 高收入组

2021 8333 18445 29053 44949 85836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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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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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等因素，都对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现象造成了影响，但

这些因素并不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了论证这一点，笔者对同地区、同行

业间的数据进行比较，以期对地区、行业等因素是否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现象的主要因素予

以分析。根据 2020 年的胡润富豪榜，江苏某以基建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财富为 1450

亿元人民币; 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江苏省从事建筑行业的城镇就业人员 2020 年的平

均年收入仅为 7. 204 万元人民币①，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再如，广东某房地产集团董事长

所拥有的个人财富为 2400 亿元人民币，而同年广东省房地产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只有 9. 4311 万

元②，两者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虽然以上数据分别为收入和财富方面，但是这个同地区、同行

业间数据巨大差距的比较，从一个侧面间接地表明了地区因素和行业因素并非造成收入分配差距

偏大现象的主要因素。

究其根本，劳动收入偏低才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现象的主要因素。2020 年，我国工资

性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9. 7% ( 见表 2) ，表明了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劳动收入偏低这一现

象。这一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充分实现。同时，在宏观经济

层面，劳动收入偏低的现象还导致了总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状况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极

为不利，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③。对此，习近平指出，“既要不

断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④。

表 2 2020 年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

年份
城镇居民工资

总额( 亿元)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总额( 亿元)

所有居民工资性收入

总额( 亿元)
GDP( 亿元)

工资性收入占

GDP 比重

2020 164126. 9 35561. 82 199688. 72 1013567 19. 70

数据来源及计算说明: “城镇居民工资总额”和“GDP”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总

额”由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和农村人口数计算得出。

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充分

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劳动者收入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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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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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工资市场定位。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充分的现象与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相结合，使得劳动者工资市场定位于低点，从而形成了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

现象。

( 一) 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充分的现象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在本质上实现

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在微观上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还不充分，

这就导致了企业决策机制的不完善。

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

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要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运行。因此，劳动者作为整体

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及各种社会组织，间接参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另一方

面，现阶段在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劳动者几乎都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

和管理。例如，在上海市接受调查访问的民营企业中，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权全部 ( 100% ) 集中

在企业主、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手中，劳动者不享有任何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决策权①。这种状

况导致了企业决策机制的不完善。

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属

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国有企业的

主人，通过国家、政府及诸多社会组织享有和实施着各种权力。在国有企业内部，劳动者也享有

着重要的权力，包括参与企业决策权、管理权和分配权等诸种经济权力。不过，在现阶段的国有

企业中，由于各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存在着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不充分的情况，使

得企业的决策机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利益和诉求。

( 二)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大部分劳动者的

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低点，由此产生了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现象。

第一个特点是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是指劳动力超过市场需求而出现

的过剩，失业率是能够直观地显示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现象的可见表现数据。2002 年 － 2021 年

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在 4% 左右波动 ( 见表 3) ，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长期处于相对

过剩的状况。

第二个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力量不对称。主要表现在: 雇佣者具有垄断性和优势性，而劳

动者则显现出分散性和弱势性。两者的权力博弈导致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力量不对称的特点。

·44·
① 参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市发改委等: 《2010 上海民营经济》，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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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失业率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万人) 770 800 827 839 847 830 886 921 908 922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4 4. 3 4. 2 4. 2 4. 1 4 4. 2 4. 3 4. 1 4. 1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万人) 917 926 952 966 982 972 974 945 1160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4. 1 4. 1 4. 1 4. 1 4 3. 9 3. 8 3. 6 4. 2 4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2002 － 2021) 、《中国统计年鉴》 ( 1992 －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 三) 劳动者参与不充分条件下的工资市场定位: 劳动者收入偏低的形成机制

由于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不充分，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劳动者参与的

缺失，在企业决策过程中会出现压低劳动者工资以降低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趋势。这一

趋势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相结合，就会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长期位于低点。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分别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出发进行讨论。首先，劳动力供

给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被定位于劳动力价格的水平。图 1 可

以说明这种状况。

图 1 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充分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

在图 1 中，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劳动力价格线，是一条水平直线。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特殊性在

于，在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一定的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因

此它是一个变化的量。不过，在这里 PL 被表示为一条水平直线，这是因为在确定的时空条件下，

劳动力价值被视为一个定值，而劳动力价格是由货币形式表现出的劳动力价值，因而也可以被视

为一个定值。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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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劳动力供给曲线为 SL1，劳动力需求曲线为 DL，那么市场的均衡点为 E1，市场均衡工

资率为 w1，均衡劳动者数量为 n1。然而在实际中，并不会存在均衡点 E1。这是因为在劳动力供

给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在对单一利润目标的追逐过程中，会借助失业压力迫使劳动力供给曲线

SL1从左上方向右下方不断平行下降移动。当劳动力供给曲线下降为 SLe时，市场均衡点为 Ee。此

时，市场均衡工资率为 we，均衡劳动者数量则达到 ne。这时，均衡点 Ee 位于劳动力价格曲线之

上，工资率 we 与劳动力价格相等。如果企业继续施加失业压力，迫使劳动力供给曲线继续向右

下方移动，从 SLe移动到了 SL2，则市场均衡点就会从 Ee 移动到 E2，E2 所对应的市场均衡工资率

为 w2。这时，we ＞ w2，劳动力价格高于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无法购买

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这种均衡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

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过剩，则劳动力市场均衡点通过不断运动，最终定位于劳动力价格线之上，

其决定的均衡工资率与劳动力价格相等。

其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个特点决定了，在一些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会比劳动力价格更

低。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对称，在市场均衡工资率与劳动力价格相等的均衡基础上，会迫使实际

工资率继续下降，下降到比劳动力价格更低的水平。这种低于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率使劳动者的工

资水平无法保证最低的生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所谓的“民工荒”“用工荒”就是这种机制的具象化。因为无法保证最低的生活标准， “农民

工”就会选择返回农村、返回土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经济活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曾

经在 2004 年、2009 年和 2011 年多次发生了 “民工荒”现象，由此出现了在总体劳动力相对过

剩中的“劳动力短缺”这种结构性悖论。

( 四) 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形成

以上分析揭示了在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充分的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

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被锁定在劳动力价格的水平或者比劳动力价格更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

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市场持续扩大，企业的利润不断高速增长。这种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

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与企业利润处于高水平并持续增长的机制，就逐步生成了收入差距偏大的现

象。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现象，还进一步导致了我国近年来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状态。收入分

配差距偏大和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共生于上述同一机制之下，影响着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充分实现。

三、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充分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健全劳动者

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机制，让劳动者充分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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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健全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的机制

第一，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

导力量。因此，对于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充分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有企

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一方面，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劳动者作为国有

企业的主人，通过国家、政府及诸多社会组织享有和行使着各种权力。在国有企业内部，劳动者

也享有着包括参与决策权、管理权和分配权在内的诸种经济权力。因此，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

就能够在总体上让劳动者更充分地参与国家经济的管理和决策、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这有利

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充分实现。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民经济的

重要支柱，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之所在。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在国有企业中还存在着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不充分的情

况，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如在 2014 年前，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些国有企业中出

现了 “国企高管异质化”的现象，部分国有企业高管的高额收入已超出劳动收入的范畴，实质

上已经构成了产权收入，因此，一些国有企业高管表现出本应属于产权所有者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特征，出现了脱离劳动者的倾向，从而使一些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劳动

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防止国企高管收入的产权化，使其收入工资化，使国企高管回归正

常的劳动者。

针对这种情况，2014 年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出台了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方案》 ( 以下简称《方案》) ，规定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限度。根据 《方案》的规定，央企主

要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不超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7 到 8 倍。《方案》的实施，强有力地推进了

国有企业的建设和改革，消除了一些国企高管收入产权化的现象，使其收入回归劳动工资范畴，

使国企高管成为正常的劳动者，从而克服了国有企业决策机制脱离劳动者的倾向，使其决策机制

得以完善。

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参与企业管理意识都是内在的、自觉的，劳动者是生产者，也

理应是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生产成果的共享者。要在国有企业中进一步完善企业决策机制，还需

要更扎实地推进劳动者对企业决策和管理的直接参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工人常态化参与企

业决策和管理的机制，完善职工董事制度和监事制度，进一步深入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我国的国

有企业中有成熟的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会作用，避免工会组

织形式化，也是推进国有企业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方面。

第二，在民营企业中健全劳动者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机制。随着我国民营企业数量的快速增

长，在民营企业中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当务之急。

“家族式企业”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一个主要特点。2012 年 － 2021 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

1085. 7 万户增长到 4457. 5 万户，10 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 79. 4%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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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2. 1%①。而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的占比达 90%以上②。在家族式经营中，企业经

营与生产资料私有权紧密结合，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是通过雇佣的形式，这使得在民营企业中加

强劳动者对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参与会存在一定的阻力。这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重要问题。如何

结合政策和法律的规定，采用适宜的实现形式，在让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的同时，又能获

得企业主的有效配合，使健全企业决策机制的进程切实可行和稳步开展，这是需要努力探索和认

真解决的重要问题。这项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两步走。

第一步，推进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家族成员作为股东依然拥

有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但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管理权由职业经理人行使，以提高企业治理职

业化的程度。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为西方多数大型家族企业所使用。例如，德国的汉高集团、意

大利的百味来集团等。这些集团在企业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推进两权分离，使企业管理专业化。

这也推动了企业的快速成长。这些做法不失为一种参考。

第二步，在实施两权分离的同时，切实提升劳动者的经济权力，让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和管

理。在这方面的前期探索中，我国企业就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曾经实行的 “四

马分肥”和“两参一改三结合”，都在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西方发

达国家企业的一些相关做法，也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例如，德国公司的 “共同决策制”，对公

司决策和管理进行所谓的 “民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将劳动者的意愿以及相关利益在公司决策

和管理中反映出来③。再如，日本企业设立的 “职工持股会”，入会职工可以参加股东大会，在

一定程度上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但是，必须注意到，西方国家企业的这些做法，在本质上并

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者地位。而我们所要做的则是进一步加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第三，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健全劳动者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

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外资企业中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健

全劳动者参与机制，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的外企多为“双面企业”。一方面，外企总部所在国的相应企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让劳动者参与了企业决策与管理; 另一方面，外企在我国的经营公司仍然不让劳动者参与企业决

策与管理。这是外企的重要特点之一。西门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其在德国的总部在一定程

度上让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 而在西门子中国公司中，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则没有职工代

表，劳动者无法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虽然西门子中国公司在名义上设有工会制度，但是其部

门经理或班组领导占据了工会代表的绝大多数名额，他们并不能代表劳动者。

西门子公司及同类公司的这种现状，为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建立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提供了一

种契机: 可以借鉴其所在国公司总部采取的一些具体形式和方法，来推进在中国的外企中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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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营企业数量 10 年翻两番》，《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23 日。

参见吴迪、成长群: 《心理契约: 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失败的原因》，《学习月刊》2010 年第 8 期。

参见沈越: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年，第 324 －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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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劳动者参与机制的进程。这样也可减少在外资企业中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健全劳

动者参与机制的阻力。

当然，必须注意到，西方国家企业在其国内的这些做法，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雇

佣劳动者地位。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在我国相应的企业中建立健全劳动者参

与管理和决策机制，目的则是加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两者本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 二)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健全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机制，会有效地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增加国内有效需求。

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会消除 “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和

决策不完善条件下的工资市场定位”的基本经济条件，从而解除劳动力价格水平对工资的钳制，

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这样有利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伴随着企业管理和决策中劳动者的参与，

劳动者参与共同分享企业利润增长的机制可以得到制度保障，使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能够与国民

收入增长同步进行。这样能够优化分配结构，在体制机制上推进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有助于更

快更好地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劳动者是社会消费人口的主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劳动者的需求，进而决定了社会总

有效需求。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进而提高劳动者工资，推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会对社会总有效需求的增加产生直接快速的影响，能够解决有效需求不

足造成的经济困难和波动，能够稳定地推进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当前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收入

分配差距偏大; 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劳动者参与不充分所导致的企业决策

机制不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积极发挥国

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让劳动者充分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是提高劳动者收

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充分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内需、促

进国内大循环的根本措施。

( 白暴力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

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赵丁琪］

·94·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0 期

that the Party is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ing force，and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ndicates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two

establishments”has its 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we must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two establishments”and lead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terview of World Marxism and Left Wing Research Front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An Interview with Elias Jabbour，Brazilian Expert on China

WSS Reporter ( 29)……………………………………………………………………………………………………

 Studies on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mproving Mechanism for Worki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Bai Baoli ( 41)……………………………………………………………………………………………………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and multiple

ownership economies developing together，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hich reflects the systemic advantage of China． However，on the micro level，the inadequat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has widened th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ffects

the full realization of“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to some ext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having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ctively play its leading role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he worki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o solidly promote“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Priority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Peng Wutang ( 50)………………………………………………………………………………………
Marxism holds that the antagonism and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produ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ownership，and the elimination of such antagonism and gap under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Such an idea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still large，which is the biggest constraint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o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give top priority to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we must accelera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on the other，we must strive to enhance the momentum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Liu Ying ( 60)…………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arxism． The spiritual life i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one's development． Under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the alienation of labor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one's spiritual life and the alienation of spiritual life leads to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men and women．

Through critique of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under capitalism，Marx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all-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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