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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亮媽媽”團（Shining Mothers group）成員。“閃亮媽媽”是一個基於社區的婦女團體，致力於給婦女們傳授商業技巧並提升她們的權利意識。
她們就社區中重要問題展開討論，並在公共會議中提出這些關注，確保地方政府能聽到社區婦女的意見。肯尼亞內羅畢市郊卡旺瓦爾貧民區，
2016。攝影：阿蘭  基期吉（Allan Gichigi）/ 樂施會（Oxfam）

99% 民众的经济
時不我待， 建立能惠及每位民眾的、 而非極少數特權人士的
人本經濟勢在必行
據最新估計，全球最富有的 8 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世界相對貧困的那一半
人口的財富總和。
最富有的人群從經濟增長中受益良多，與此同時，社會上其他民眾、特別是最
貧窮的群體卻正在受苦受難。 將我們帶入到如今這個極端、不可持續且不公正境地
的，正是我們經濟體系的設計及其所依循的原則。我們的經濟必須停止過度回饋財
富金字塔頂端的人群，轉而開始為全體民眾服務。負責任且卓有遠見的各國政府、
為工人和生產者謀福利的企業、受重視的環境、女性的權益和強有力的公平稅收體
制等，都對這個更為人本化的經濟體系（human economy）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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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民眾的經濟
4 年前，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認為不斷惡化的經濟不平等是
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威脅之一；13 年前，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將消除貧困列
為與實現共同繁榮的需求同等重要的目標。2 從那以後，儘管世界各國領導人已達成
共識並簽署了減少不平等的全球目標，但富豪群體與世界其他人口之間的財富鴻溝
仍在進一步擴大。這種境況不能再持續下去了。正如 2016 年 9 月奧巴馬總統在其聯
合國大會的道別演講上所言：“如果有一個世界，在其中由 1% 的人口控制的財富
相當於其余 99% 人口的財富總和，那麼這樣的世界將永無寧日。”
然而，全球不平等危機卻始終有增無減：
•

2015 年以來， 世界最富有的 1% 人口所擁有的財富量已經超過了全球其余
所有人口的財富總和；3

•

當今世界上，財富頂端 8 個富豪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全球相對貧困的那一半
人口的財富總和；4

•

在未來 20 年中，將有 500 位富豪將其財產移交給自己的繼承人，總價值高
達 2.1 萬億美元，比擁有 13 億人口的印度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還多；5

•

自 1988 年至 2011 年，世界最貧窮那 10% 人口的收入每年增長不足 3 美元；
同期，最富有那 1% 人口的收入增長量卻是前者的 182 倍；6

•

在倫敦富時指數（FTSE-100）100 強公司中就職的任何一位首席執行官，年
收入都相當於 1 萬名孟加拉服裝廠工人年收入之總和；7

•

據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Thomas Piketty）最新研究發現，過去 30 年間
美國最底層 50% 人口的收入增長幾乎為零， 而頂端 1% 人口的收入卻增長
了 3 倍；8

•

在越南，全國最富有者一天所賺的錢比最貧窮的人辛苦 10 年所獲得的報酬
還要多。9

如果繼續聽之任之，日益嚴峻的不平等所帶來的威脅將導致我們的社會分崩離
析。它助長犯罪和不安全，破壞為消除貧困所做的努力。10 它使生活於恐懼中的人
日益增多，而心懷希望的人卻不斷減少。
從英國脫歐到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成功當選美國總統， 種族主義
的抬頭和主流政治的普遍幻滅令人憂心忡忡。日益增多的跡象表明，越來越多富裕
國家的民眾不再願意忍受現狀。當人們在生活中所見的全是停滯不漲的工資、隨時
可能失去的工作和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忍受下去？人們面臨
的挑戰，是如何去建立一個積極的替代方案，以避免分化繼續擴大。
貧窮國家的狀況同樣複雜，也同樣令人擔憂。最近幾十年間，數以億計的貧困
人口成功脫貧，這是全世界都應為之自豪的成就。然而，全球每 9 個人中，仍然還
有 1 人在饑腸轆轆中入睡。11 如果 1990 年到 2010 年之間的經濟增長方式更為利貧，
那麼今天就還能再有 7 億人口實現脫貧，而且其中大部分為女性。12 研究發現，通
過增加稅收、 減少軍費及其它累退性支出（regressive spending）， 可以使 3/4 的
極端貧困人口利用現有資源成功擺脫貧困。13 世界銀行明確指出，如果各國領導人
還不加倍努力促進不平等問題的解決，全球所追求的 2030 年前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
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14
情況本可不必如此。人們對不平等的反應並不一定會加劇分化。《99% 民眾的
經濟》將帶領我們探究大型企業和超級富豪們是如何造成不平等危機的？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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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肯尼亞的貧
富差距簡直令人感到羞
恥。 猶如一堵高牆將富
人和窮人隔開。 你會看
到富人的孩子開着車在
大街上飛馳而過， 弄得
行人滿身灰塵； 如果是
下雨天的話， 路人則被
濺一身泥水。”
簡  穆旦尼（Jane Muthoni），
樂施會支持的社區團體“閃亮
媽媽”成員

如何行動去改變現狀？本報告細緻推敲那些將我們引入歧途的錯誤假設，讓我們瞭
解應該如何創建一個更為公平的世界，使這個世界建基於更為人本的經濟體系之上。
在這個世界裏，民眾將取代利潤成為考量的底線；在這個世界裏，最脆弱的人群能
獲得最優先的發展。

不平等的根源
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當今全球經濟中最大的贏家是那些身處財富頂端的富豪們。
樂施會的研究揭示出：在過去 25 年間，世界上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已經超過底
層 50% 人口的收入總和。15 收入和財富的流向遠遠未能涓滴向下，惠及大眾；相反，
它們正以驚人的速度被攫取並聚集至頂端。究其原因，企業和富豪們都難辭其咎。

企業，為富豪們工作
2015 至 2016 年間，大型商業公司大獲成功，賺得豐厚的利潤。全球 10 家最大
的公司收益之和超過了最貧困的 180 個國家的財政收入總和。16
商業是市場經濟的命脈。當企業致力於為了所有人獲益而運轉時，他們就成為
構建公平和繁榮社會的關鍵。但是，如果商業公司越來越強化為富人們牟利，經濟
增長所帶來的益處就無法惠及最有需要的人群。為了追求向富人們提供高額回報，
企業越發嚴苛地壓榨工人和生產者，同時想方設法避稅，但正是稅收能保證每一個人、
尤其是最貧窮的人群從中受益。

壓榨工人和生產者
許多商業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能夠從持有的股份中獲益，眼見着他們的收入一
飛沖天，而普通工人和生產者們的薪水卻幾乎紋絲不動，有時甚至還越來越糟糕。
印度最大的資訊公司中，其首席執行官的薪水是該公司普通員工的 416 倍。17 20 世
紀 80 年代，可可種植工能從每一塊巧克力的售價中獲得 18% 的收益，而今他們只
能獲得 6%。18 在某些極端的案例中，為了降低運營成本，雇主們甚至不惜強迫工人
勞動或奴役工人。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估算，每年
大約有 2,100 萬工人被強迫勞動，他們所創造出的利潤高達每年 1,500 億美元。19 世界
上最大的幾家服裝企業都與印度棉紡織作坊關係密切，而這些作坊經常強迫女童勞
動。20 在最危險環境中工作的、 最廉價的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是婦女和女童。21 世界
各地的商業企業都在毫無節制地壓縮勞動力成本，導致身處供應鏈中的工人和生產
者們能夠分享的經濟利益越來越稀薄。種種境況都加劇了不平等程度，也壓制了需求。

避稅
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其中一個方式是盡可能少納稅。他們利用避稅天堂或促
使各個接受投資的國家競相提供減稅、免稅、降低稅率等多種優惠來實現這一目的。
縱觀全球，企業稅率均在下降，再加上普遍存在的偷逃稅行為，兩相結合確保了許
多企業只用支付最低的稅款。 據稱，2014 年蘋果公司（Apple） 為其歐洲利潤僅支
付了 0.005% 的稅。22 由於存在偷逃稅行為，發展中國家每年蒙受高達 1,000 億美元
的損失。23 再加上提供賦稅優惠期和免稅等政策，各國還要再損失數 10 億美元，這
些資金原本可以為本國民眾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務。如此而來，那些對公共服務需求
最為迫切的貧困民眾損失最為慘重。由於向商業企業提供免稅待遇，非洲肯尼亞每
年遭受的損失高達 11 億美元，這幾乎相當於該國年度醫療衛生預算的 2 倍。正是在
這個國家，每 40 名產婦中就有 1 人死於分娩。24 那麼，企業逃稅避稅的動機何在？
答案在於兩點：企業僅僅關注給股東提供短期回報，以及“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興盛。

3

超級股東資本主義（Super-charged shareholder capitalism）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企業都日益受單一目標驅動——最大限度地回報股東。這意
味着不僅要最大化短期利潤，還要將前所未有的高額利潤回報給股東們。20 世紀 70
年代，英國的股東們只能得到 10% 利潤作為回報，但現如今這個比例已達 70%。26
印度的比例要相對低一些，但增長速度非常迅速，很多公司股東獲得的利潤回報已
經超過了 50%。27 黑石集團（Blackrock）首席執行官拉裏  芬克（Larry Fink，世界
上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管理者）28 和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 的首席經濟學
家安德魯  霍爾丹（Andrew Haldane）等諸多人士都對此提出批評。29 增加的股東回
報主要為富人服務，由於股東們基本上都是社會中的富人，由此加劇了不平等狀況。
類似於養老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在企業股權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少。30 年前，養老
基金擁有英國 30% 的企業股權， 如今卻跌至 3%。30 從利潤中拿出來支付給股東的
每 1 美元，原本都可以用來提高生產者和工人的工資、繳納稅收或投資於基礎設施
和創新。

“ 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
人採取回購或提高股息
等方式為股東帶來即時
回 報， 卻 對 創 新、 熟 練
工或必要的資本支出等
能維持長期發展的領域
投資不足。” 25
拉 裏  芬 克（Larry Fink）， 黑
石集團

權貴資本主義
在研究報告《1% 人的經濟》31 中，樂施會已指出，金融、採掘、服裝製造、制
藥等行業的企業都在利用自身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確保國際和國家政策與法規的
制定有助於他們的持續盈利。例如，各大石油公司就成功地保住了在尼日利亞一直
享有的免稅政策。32
即便在技術行業，這樣一個曾經被視為相對公開透明的領域中，也日益受到權
貴資本主義的控制。 埃弗百特（Alphabet） 集團是穀歌公司（Google） 的母公司，
它已經成為華盛頓最龐大的遊說集團之一，目前正就反壟斷法和稅收問題不斷與歐
洲開展談判。33 權貴資本主義使擁有企業、運營企業的富人們獲益良多，卻以公共
利益的維護和減貧成效為代價。也就是說，由於面對的是卡特爾（Cartels）、企業
壟斷勢力以及與政府關係密切的企業，眾多小企業不得不在競爭中掙扎求生，普通
老百姓最終也要為商品和服務支付更高昂的費用。卡洛斯  斯利姆（Carlos Slim）是
全球排名第三位的超級富豪， 他控制着墨西哥約 70% 的移動電話服務和 65% 的固
定電話線路，給墨西哥全國造成的損失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2%。34

超級富豪在不平等危機中的角色
無論以哪種標準衡量，我們目前都生活在一個超級富豪的時代，這是又一個“鍍
金年代”。在這個時代裏，熠熠發光的表層遮蔽了大量社會問題和腐敗現象。針對
所有淨資產超過 10 億美元的超級富豪們，樂施會進行過綜合分析。2016 年福布斯
（Forbes） 榜上有名的 1,810 位億萬富豪中，89% 為男性， 他們所擁有財富總和高
達 6.5 萬億美元，相當於世界財富底端 70% 人口的財產總和。35 樂施會對這個群體
的分析還發現，雖然有些億萬富豪的財富源自努力和才幹，但是億萬富豪們的財富
中約有 1/3 來自於遺產繼承，還有 43% 則與裙帶主義（cronyism）息息相關。36
一旦財富被累積或獲得，它就能生髮出自身的動力。超級富豪們有足夠經濟實
力去購買最佳投資建議。自 2009 年起，超級富豪們所控制的財富每年以 11% 的速
度增長。這個累積率是普通儲戶遠遠難以企及的。通過對沖基金或堆滿藝術品和古
董車的倉庫等方式，38 高度保密的資產管理行業長期以來致力於為超級富豪們財富
增值，而且他們做得極為成功。雖然比爾  蓋茨（Bill Gates）的慷慨捐助一直以來
備受讚譽，但自從 2006 年離開微軟公司（Microsoft）之後，其財富依然增長了 50%
39
（約 250 億美元）。 如果億萬富豪們持續保持如此高額回報率，不難預見在 25 年
內地球上將出現第一位萬億富豪。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你已身為富豪，那想不變
得更富都很難。
上述所引多個財富頂端群體佔有巨額財富的事例正是不平等危機的明證，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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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最初的財富不平
等是何等合理， 然而財
富會增長， 並以任何超
越理性的理由在社會效
用上自我發展。” 37
托 馬 斯  皮 凱 蒂（Thomas
Piketty），經濟學家，《二十一
世 紀 資 本 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的作者

正阻礙着人類消除極端貧困的鬥爭。但是，超級富豪們遠不止是當下享受着日益集
中的財富盛宴，他們還積極努力行動並希望能永遠保持下去。
方法之一就是投資。作為最大的股東（尤其是在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中），社
會中最富有的人都是股東崇拜的最大受益人。而驅使大公司緊盯股東權益的，也正
是股東崇拜。

避稅和金錢政治
許多超級富豪採用的關鍵策略之一是盡可能少繳稅。41 正如“ 巴拿馬文件”
（Panama Papers）及其它管道披露的資訊顯示，富豪們常會積極利用全球秘密避稅
天堂來達到這一目的。各國不惜出賣主權，只為競相吸引超級富豪。在全球各地有
大把目的地供超級富豪們選擇，助其避開原屬國稅收監管。只要投資 200 萬英鎊，
就可以合法在英國生活、工作及購置產業，還能享受到慷慨的稅收優惠。在全球主
要避稅天堂馬耳他，只需花費 65 萬美元就可以成為正式公民。據加布裏埃爾  祖克
曼（Gabriel Zucman）估算，全球大約有 7.6 萬億美元資產被隱匿在海外。42 僅僅非
洲一地就由於超級富豪們利用避稅天堂而損失 140 億美元稅收。按樂施會計算，這
筆錢足夠支付拯救 400 萬兒童的生命醫療保健支出，還可聘用充足的教師來保障非
洲所有孩子上學。在發達國家，針對財富階層和超高收入人群的稅率一直持續下降。
20 世紀 80 年代時，美國收入所得稅曾高達 70%，現在僅為 40%。43 在發展中國家，
針對富人的稅率仍然較低。樂施會研究顯示，平均最高收入所得稅率為 30%，而且
大部分稅款其實從未真正被征收過。44
很多超級富豪運用自身權力、影響力和人脈關係來把控政治，確保各項規則的
制定能為其利益服務。巴西的億萬富豪們去遊說並影響政府降低稅收，45 在聖保羅，
他們寧願乘坐直升飛機去上班，以飛越擁堵的城市交通和殘破的基礎設施。46 還有
些超級富豪運用其財產，試圖影響選舉和公共政策，操控政治以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是全球最富有的兩個富豪，他們對美國的保守政治有着
巨 大 的 影 響 力， 贊 助 許 多 卓 有 影 響 力 的 智 庫， 還 支 持 茶 黨 運 動（Tea Party
movement），47 甚至重金支持那些反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超級富豪們積極地影響政
治進程，其代言人們則通過構建“積極反馈循環”（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s）直
接加劇不平等現象，競爭中獲勝的贏家們從這個“循環”中獲得更多資源，從而在
下一次競爭中贏得更多。48

“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
永遠承受這種不斷加劇
的 不 平 等。 事 實 上， 人
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社
會的財富能累積到這個
程度而最終不發生起義
的。”
尼克  漢諾爾
（Nick Hannauer），
美國億萬富豪和企業家 40

有哪些錯誤假設驅動了 1% 人的經濟
當前服務於 1% 世界富豪的經濟是構建於一系列錯誤的假設之上。這些假設隱
匿在政府、商業和富人的諸多政策、投資和活動背後，捨棄了貧困人群和社會上普
通民眾的利益。這些假設中，有一些關乎經濟本身，還有一些則主要關乎主流經濟
學論點， 其創造者將之稱為“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這一派觀點錯誤地
假設：由頂端創造出的財富會通過“涓滴效應”惠及所有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已經辨識出，新自由主義正是不平等境況不斷加劇的關鍵原因之一。50 如果我們不
糾正這些錯誤假設，將無法扭轉如今的種種境況。

“ 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
非但沒有帶來增長， 反
而加劇了不平等， 結果
就是破壞了持久發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9

1. 錯誤假設 1：市場永遠是正確的，政府干預應減至最少。事實上，市場未能證
明自己是規劃和估算大部分共同生活或設計我們共同未來的最佳方式。我們已
經見證了腐敗和權貴是如何以犧牲普通人利益為代價來扭曲市場，見證了金融
部門的過度增長是如何加劇不平等的境況。衛生、教育和水資源等公共服務私
有化進程已經開始將貧困人群，特別是女性群體排除在外。
2. 錯誤假設 2：企業應當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利潤最大化、爭取股東回報最大化。
失衡的利潤最大化追求使得本已富有的群體收入備增，卻給工人、農民、消費者、
供應商、社區和環境施加不必要的壓力。相反，企業完全可以採取更具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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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為所有人帶來更充沛的繁榮，而且這方面的先例並不鮮見。
3. 錯誤假設 3：個體極度富有是良性無害的，也是成功的標誌，而不平等與之無關。
恰恰相反，新鍍金時代的出現使得巨額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其中以男性
為主，這在經濟上是低效的、政治上是有害的，而且阻礙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
一個更平等的財富分配體系是絕對有必要的。
4. 錯誤假設 4：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應作為政策制定的首要目標。然而，正如羅伯
特  甘迺迪（Robert Kennedy）在 1968 年說的，“國內生產總值衡量一切，但
衡量不了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的東西。”國內生產總值無法計算出全球婦女所
貢獻的海量無報酬勞動。它也沒有顧及不平等問題，例如像赞比亞這樣的國家，
一方面國內生產總值在高速增長，另一方面貧困人群數量也在增加。

“ 國內生產總值衡量一
切， 但衡量不了使我們
的生活有意義的東西。”51

5. 錯誤假設 5：當前的經濟模式是同等對待兩性、 無分伯仲的。事實是，削減公
共服務、就業保障和勞工權益的做法使女性受到的傷害最為嚴重。大量女性從
事着最不安全的、最低報酬的工作，她們還承擔着絕大部分無報酬的照料工作，
這部分勞動從未被計入國內生產總值，而這部分勞動是經濟運轉中不可或缺的。

“ 你們把女性半邊天壓
制得如此之小， 還想如
何撐起整個世界。” 52

6. 錯誤假設 6：我們星球上的資源是無限的。這不僅是個錯誤假設，這觀點還可
能給地球帶來災難性後果。現有的經濟模式建基於盤剝環境、漠視地球可承受
的資源極限。這個經濟模式也是業已失控的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驅動力。
上述 6 個錯誤假設需要被逐一推翻，而且必須儘快行動起來。它們過時、陳舊，
無法帶來可共享的社會繁榮和穩定。我們快要被它們推落懸崖。當前迫在眉睫的是
儘快採取經濟運轉的替代方案，即本報告提出的人本經濟理念。

人本經濟，服務於 99% 民眾
我們需要一起創建新的社會共識，認同應設計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其首要目標
是造福於 99% 的民眾，而非 1% 的富豪。新經濟模式中的獲益群體應以貧困人口為
絕大多數，無論他們在烏干達還是美國。人類擁有非凡的才幹、巨額的財富和無盡
的想像力，這些都應該被運用於創造一個更以人為本的經濟體系，使所有人都能從
中受益，而不僅僅是極少數特權人士。人本經濟將使社會更加公平美好。它能確保
人們擁有穩定的工作，獲得體面的報酬。它對男女一視同仁。沒有人會因為支付醫
療費的壓力而陷入恐懼。每個孩子都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潛力。在地球資源可承受範
圍內，這樣的經濟模式將繁榮興盛，並將一個更美好、更可持續的世界傳承給下一代。
市場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至關重要的引擎，但是我們不能繼續假裝這引擎還
在引領着汽車、或者決定着正確的前進方向。為了所有人的利益，需要謹慎監管市
場體系，才能公平分配經濟增長的收益，並能充分回應氣候變化的種種挑戰，才可
以為大多數民眾提供醫療服務和教育機會，對於各國來說，這些都很重要，但對於
最貧困國家而言則分外重要。
人本經濟擁有一系列核心要素，旨在解決導致當今不平等危機的種種問題。本
報告雖然只描繪了這些核心要素的框架，但提供了構建人本經濟理念的基礎。
在人本經濟中：
1. 政府服務於 99% 的民眾。負責任的政府是對抗極端不平等最有力的武器，也
是建設人本經濟的關鍵。政府應當聆聽全體民眾的呼聲，而不是少數富人及其
說客的話語。我們需要看到公共空間特別是女性和邊緣群體的發聲空間重獲振
興。我們的政府越負責，我們的社會就會越公平。
2. 各國政府將互相合作，而不僅僅是彼此競爭。全球化不再意味着稅收和勞工
權利方面殘酷的逐底竟爭，除了處於財富頂端的少數富豪，沒有任何人從中受
益。我們必須徹底終結避稅天堂大行其道的時代。各國必須在平等基礎上彼此
合作，共同構建新的全球共識和良性循環體系，以確保商業企業和富豪們合理
6

羅伯特  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1968

夏洛特  帕金斯  吉爾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lman），
社會學家和女權政論家

納稅、環境受到保護、工人獲得體面工資。
3. 商業公司將為所有人的利益而運轉。政府提供支持的商業模式應該是那些能
夠驅動資本主義造福於全人類、奠定可持續未來基礎的。商業盈利應該由其創
造者各方，包括社會、工人和當地社區共用。企業遊說和收買民主應當被徹底
終結。政府應該確保企業支付公平合理的工資和稅款，並承擔給地球造成影響
的責任。
4. 通過結束財富的極端集聚終結極端貧困。當今這個鍍金時代正在破壞我們的
未來，急需被終結。富豪們應當合理地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不應依仗特權
逃脫責任。為此，我們期待看到富人們支付合理的稅額：我們應該提高富豪及
高收入人群的應納稅率，確保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徹底制止超級富豪
們的偷逃稅行為。
5. 人本經濟將對男女兩性一視同仁。人本經濟的核心是性別平等，確保男女兩
性在生活中擁有平等機會，都能過上充盈的生活。阻礙婦女進步的障礙將被徹
底清除，包括接受教育、獲得醫療衛生服務等等。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將不再
由社會既定規範來決定，特別是無報酬家務勞動將會被承認、被減少及被重新
分配。
6. 科技將服務於 99% 民眾的利益。新技術在促進人類生活更美好方面擁有巨大
潛力，政府的積極干預、特別是對技術的控制將對這一潛力的發揮至關重要。
智能手機等當代最偉大的一些創新已經走在了政府研究的前面。政府必須進行
干預，確保技術有助於減少而非加劇不平等。
7. 可持續可再生能源將是人本經濟的重要動力。工業化時代以來，礦石燃料一
直推動着經濟增長，但是它們卻與以大多數民眾需要為重的經濟模式格格不入。
煤炭燃燒造成的空氣污染導致全世界數百萬人口過早死亡，氣候變化造成的巨
大破壞對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群打擊最為深重。在尊重地球可承受度的前提下，
可持續的可再生能源能夠提供普遍的能源接入和動力增長。
8. 珍視並衡量人類社會中真正重要的內容。國內生產總值之外，我們還需要採
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式來衡量人類的進步。這些新的衡量措施應充分考慮到全
球女性付出的無報酬勞動。它們不僅應該能反映出經濟活動規模，還必須能體
現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方式。它們必須與可持續度緊密相關，以協助構建一個惠
及當代、後代共享的美好世界。這樣將使我們可以去衡量社會的真正進步。
為時已晚之前，我們能夠建立、也必須建立一個更加以人為本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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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凸顯不平等和排它性的經濟增長
時代
由 1% 富豪控制的財富相當於其余 99% 民眾財富總和，這樣
的世界難有安定之時
2016 年 9 月，奧巴馬總統在聯合國大會的告別演講中說道：“如果有一個世界，
在其中由 1% 的人口控制的財富相當於其余 99% 人口的財富總和，那麼這樣的世界
將永無寧日”。53 當月底，世界銀行圍繞貧困和共享繁榮主題發佈的首份報告提出
警告，各國國內的不平等現象與 25 年前相比更為嚴峻。報告還指出，“減少不平等
現象將是 2030 年以前實現減貧（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5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研究人員也警示，不平等會損害經濟增長效果，55 進一步激化大眾因性別、種族
和地緣等因素而面對的障礙和不公。56 極端不平等所導致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不一而
足。57 很多評論家認為，民眾被排斥在僅有極少數人受益的繁榮之外，這正是 2016
年 6 月多數英國選民投票脫離歐盟（EU）58、美國特朗普競選總統成功 59 的深層原因。
如今，各國領袖們均已簽署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一目標適用於所有國家，無論
其處於何種發展階段。其中，設立的第 10 個目標——“減少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
部的不平等”，這一承諾以及承認存在不平等問題廣受各方肯定。但是，迄今為止，
對此目標的回應和行動卻嚴重不足。片面追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私人利益最大化
的趨勢依然主宰着全球、各國和商業企業的議事議程，如果有誰表達對不平等的擔憂、
或者嘗試糾偏，都會被警示。60 於是，我們只能眼看着諸多政策抱薪救火般加劇着
不平等現象，因為這些本就源自有缺陷的、誤導性的目標設置。而那些能夠確保人
類可持續發展、福祉保障的方法則繼續被束之高閣。
本報告挑戰那些無所不在的目標、眾人習以為常的理念，而當前的經濟決策正
是建基立於這兩點。報告也為讀者呈現出一條更為公正的、更可持續的社會發展路徑。
僅僅頒佈數項政策、或是做做表面文章不可能縮小不平等危機的規模。我們必
須把握機會確保人們對此問題建立起廣泛共識，才能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並解決問題。

財富集聚進一步加劇
全球財富總額 61 已達 255 萬億美元， 這一數字令人震驚。 自 2015 年以來， 這
些財富中的一多半集中在最富有的 1% 超級富豪手中。今年的數據表明，位於財富
金字塔最頂端的 8 位超级富豪，他們的淨資產總和已高達 4,260 億美元，相當於底
端 50% 人口擁有的全部淨資產總值。62
財富持續集聚到本已富有的人手中。 過去 30 年中， 資本所有者們獲得的回報
率一直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63 樂施會在過往發佈的報告中已經向讀者們說明，
這種不斷積聚到在極少數人手中的財富是如何轉化為權力，並對政治和體制帶來負
面影響的。64
另一方面，適度的資產累積，特別是土地和牲畜等農業資產的累積是幫助人們
擺脫貧困的最重要方式之一。65 財產對貧困群體至關重要，能幫助他們應對求醫看
病等財務負擔。然而，據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估算，財富底端 50% 人口所擁
有的財產總和還不及 1% 全球淨資產的 1/4。66 財富底端 50% 這個群體中有 9% 人
口擁有負資產，並且他們大多生活在可以獲得學生貸款或其他信貸支持的富裕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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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們不計算這一群體中生活在歐洲和北美那部分人的債務，底端 50% 人口的總
資產量仍然不足 1%。
通過各類富豪榜，我們可以觀察和記錄到頂級富豪們的龐大財富。與此不同的
是，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財富分配底端群體所擁有多少資產的資訊卻少得可憐。不過，
毫無疑問地，全世界眾多貧困人群正眼睜睜地看着自己最主要的財產 67——土地、
自然資源和家園不斷遭受侵蝕。這是土地權益得不到保障、土地掠奪、土地碎片化
和侵蝕、氣候變化、城市擴張和強制性移民帶來的後果。儘管全球耕地總面積有所
增長，68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戶所持有的土地份額卻在不斷減少。從 20 世紀 90 年
代到 21 世紀初，財富底端 20% 人口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減少了 7.3%。69 發展中國家
土地所有權變化主要受大規模征地驅動，小農戶的土地流轉給大投資者，原本用於
生計耕種的土地變更為商業用地。70 高達 59% 的土地交易涉及到原住民和小規模社
區所擁有的土地，數百萬人口可能因此背井離鄉。71 只有 14% 的土地交易實現了“自
主、事先、知情同意”（FPIC），屬於正當交易。72 拉丁美洲的土地分配不均最為嚴重，
該地區 64% 的總財富都與土地、住房等非金融資產相關 73，而占總比重 1% 的“超
級農場”所控制的土地品質遠比其余 99% 農場都更肥沃多產。74
樂施會對財富不平等狀況的計算
2014 年 1 月，樂施會計算出全球最富有的 85 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財富
底端一半人口資產的總和。其依據是福布斯富豪榜中所列富豪們的淨資產數據、
瑞士信貸的全球財富分佈數據。過去 3 年間，樂施會一直在跟蹤這些數據來源，
以描繪全球財富分佈的變化情況。根據瑞士信貸 2015 年 10 月報告，全球最富
有的 1% 人口所擁有的財富量已經相當於其余 99% 人口所擁有財富的總和。75
今年，我們發現全球財富底端 50% 人口擁有的財富比以往估算結果更低。
8 位頂端富豪所擁有的財富就能等同於底端 50% 人口全部財產的總和。瑞士信
貸每年都根據獲取到的更新更準確數據來估算全球財富分佈情況。據其最新報
告，貧困人群所負擔的債務更重，而且處於全球收入底端 30%-50% 人口所擁
有的資產數也更少了。 據估計， 財富底端 50% 貧困人口所積累財產在財富總
額中的占比去年為 0.7%，今年降至 0.2%。
表 1：全球財富底端 50% 人口的資產分佈
最貧困的
10% 人口

2

3

4

5

最貧困的
50% 人口

2015 年計算
數據

-0.3

0.1

0.1

0.3

0.5

0.7

2015 年更新
數據

-0.4

0.0

0.1

0.2

0.3

0.2

2016 年數據

-0.4

0.0

0.1

0.2

0.3

0.2

上表數據中體現出的財富不平等狀況吸引了很多關注。人們不僅關注到數
據所揭示出的不平等程度令人髮指，也重視所使用的數據資料和計算過程。一
般存在兩方面疑問。第一，最貧困者是淨資產為負值的人，即身陷淨債務中的人。
但是受益於功能完善的信貸市場，他們有可能收入還頗為豐厚（想想那些欠着
助學貸款的哈佛畢業生們）。儘管如此，從人口數量看，這部分人口占全球總
體的比重幾乎微不足道； 而全球財富底端 50% 人口中，70% 都生活在低收入
國家。全球收入底端 50% 人口的淨債務總值也僅占世界總體財富的 0.4%，即
1.1 萬億美元。如果忽略淨債務，底部 50% 人口的財富為 1.5 萬億美元，只需
要 56 名頂級富豪的財富之和就足以與之相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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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匯率波動會導致淨資產隨時間而變化。這對於那些計划在本國內使
用資產的人影響甚微。但是，由於瑞士信貸以美元為單位進行計算，所以很自
然要將以其他貨幣計算的財富都換算為美元。去年一年，英國的財富就因英鎊
貶值而縮水 1.5 萬億美元。不過，匯率波動並不能解釋瑞士信貸（使用當前匯
率計算）發現的長期存在的財富不平等：自 2000 年以來，底端 50% 人口所擁
有的財富占比從來沒超過財富總值的 1.5%；而最富有的 1% 人口所擁有的財富，
也從來沒有低於財富總值的 46%。鑒於全球範圍內被投入在貿易領域的資本量
在財富總值中的重要性，不同貨幣之間的轉換依然適用匯率的方式。
歸根結底，樂施會相信分析財富如何分配非常重要，特別是分析最脆弱人
群的財富；並需要系統收集高質量的、易於對照比較的數據，從而衡量貧困家
庭所擁有的財富總量。

消除極端收入不平等需要更加包容性增長
最近幾十年間，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成功脫貧，這是全世界都應為之自豪的成
就。然而，全球每 9 個人之中，仍然還有 1 人是在饑腸轆轆中入睡。77 如果 1990 年
到 2010 年之間的經濟增長方式更為利貧，那麼今天就還能再有 7 億人口成功脫貧，
其中大部分為女性。78 以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全球經濟在過去 30 年裏翻了不止一番，
各類收入水準都相應得到提高，全球極端貧困率也隨之下降。正如圖 1 中橙色曲線
所示，1988-2011 年間，各類群體的實際收入都有所增長，居於全球收入分配中間
層的群體增長尤為明顯。增長率最低的是那些收入較高人群，這是 2008-2011 年間
全球金融危機所導致的直接後果，金融危機對高收入國家打擊尤為嚴重。受 20082011 年金融危機的影響， 圖 1 形成了着名的“ 大象曲線”（elephant chart） 柔和
版 79，該圖形備受關注，因為它突顯了過去 30 年間收入最豐厚的群體——中間階層
和最頂層。
如果按照收入狀況將全球人口分成 10 等份， 不同區間收入絕對增長呈現出高
度不平等。 正如圖 1 藍色曲線所示， 即便將 2008 年後經濟狀況對收入的打擊因素
考慮在內， 也比單純看經濟增長率更能一目了然地說清楚不平等狀況。1988 年至
2011 年間，最貧窮 10% 人口的收入增長了 65 美元，相當於年均增長不到 3 美元；
而最富有 1% 人口收入增長則是前者的 182 倍，增長了 11,800 美元。樂施會研究發
現，過去 25 年中，頂端 1% 人口所獲收入已經遠遠超過底端 50% 人口的收入總和，
近一半的收入增長總值（46%）為最富有的 10% 人口所佔有。80 與之對比，全球最
貧困的 10% 人口還生活在每天支出低於 1.9 美元的極端貧困線下，上述財富佔有比
例至關重要。81 世界銀行已預測，基於當前收入分配狀況，我們將無法在 2030 年以
前實現消除貧困的目標。考慮到各國國內貧困線都高於每天 1.9 美元標準，該目標
本身已是一個很穩健的設置。全球有近一半的人口，即約 30 億人都生活在“道德貧
困線”（ethical poverty line） 以下。“ 道德貧困線” 是指能保證人們活到 70 歲正
常壽命的情況下，每人每天所需基本生活費。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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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
永遠承受這種不斷加劇
的 不 平 等。 事 實 上， 人
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社
會的財富能累積到這個
程度而最終不爆發起義
的。”
尼克  漢諾爾
（Nick Hanauer），
美國億萬富豪和實業家 76

圖 1：1988-2011 年全球收入增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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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計算，使用拉克納和米拉諾維奇（Lakner and Milanovic,2013）數據。所有收入均依據代表
2005 年真實收入的當年美元購買力平價（PPP）計算。

無論富國還是窮國，不均衡的收入增長（伴隨持續加劇的收入不平等）一直以
來都受勞動力市場的趨勢推動。總收入由勞動收入和資本回報構成，勞動收入由勞
動者賺得，而資本回報卻給了資本所有者。縱觀全球，我們發現工人能分得的份額
日漸稀薄，而資本擁有者的所得卻持續增長。83 即使是在中國，這個在過去 10 年中
工資差不多翻了 3 倍的國家，受高資本回報率的推動，總收入增長速度依然比工資
增速更快。由於最富有群體佔有大部分的資本，所以不斷增加的資本占比幾乎都讓
處於分配頂端的富豪們大獲其利。84 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最新研究發現， 過去
30 年中，美國最底端 50% 人口的收入增長幾乎為零，而頂端 1% 人口的收入則增長
了 300%。85 很明顯，一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是排它性的，是被極少數特權階層獨享
獨佔的。

持續擴大的收入差距
在勞動力構成中， 工資的差距正在不斷加大。 新興經濟體國家中， 低技術部
門的工資始終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在不少富裕國家裏，此類工資則呈現停滯不
前的狀態。與此同時，財富頂層人士的工資卻一直在節節攀升。86 在倫敦富時指數
100 強公司中就職的任何一位企業首席執行官，其年收入都相當於 1 萬名孟加拉服
裝廠工人年收入之總和。87 印度最大的資訊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薪水是其公司普通員
工的 416 倍。88 發達國家的工資不平等狀況更為嚴峻，這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最
主要驅動力，沒有之一。89 90 在那些不平等狀況有所緩解的國家中，情況得以改善
的原因正是底層人口實際收入獲得強勁增長。以巴西為例，從 2001 到 2012 年間，
底端 10% 人口實際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頂端 10% 人口。91 這要歸功於進步的最低
工資政策。92 在不少工資差距持續擴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不同技能、不同教育程
度的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關鍵所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高技能
工人的工資一直在漲，而低技術工人眼見着工資不斷下降。亞洲收入不平等多項成
因中，工資差距占到 25%-35%。93
低薪工人的工作機會和薪酬被不斷壓縮，導致那些只求糊口的群體難以擁有穩
定的工作。2008 年，尼泊爾工人平均月工資僅為 73 美元；2012 年柬埔寨工人平均
月工資為 121 美元； 而 2013 年巴基斯坦工人平均月工資約為 119 美元。 由於低工
資水準，巴基斯坦和柬埔寨也躋身於全球工作貧困最嚴重的國家之列。94 在不少國
家中，甚至是法定最低工資都難以達到體面生活所需的標準。多明尼加共和國的香
蕉工人，最低工資額只有生活保障工資（living wage）的 40%；孟加拉的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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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還達不到維持一份體面生活所需的 20%。95 對於不穩定的工作，女性和青年人最
脆弱，也最易受到傷害。在絕大多數低收入國家中，每 3 個年輕人中就有 2 人要麼
處於脆弱的自雇狀態，要麼成為無報酬的家庭勞動力。96 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
大約 40% 年輕工人屬於合同工、臨時工，或非自願兼職工作等非正規就業。97

工人集體議價權不斷衰減
就業市場結構的改變、以及隨之減少的勞資談判，都使情況變得更糟。各種各
樣的因素導致工會成員中，工人所占比例不斷減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現，在發
達國家中，工會會員下降的趨勢和頂端 10% 人口收入占比不斷增加之間存在密切聯
繫。98 99 在丹麥，根據勞資談判協議，一名在漢堡王（Burger King）工作的工人每小
時能掙 20 美元；而同一家公司在美國的員工，因為無法獲得和丹麥員工同樣的談判
機會，就只能掙得 8.9 美元。100 發達國家中“零工經濟”環境下自雇工人數量的增
加使得工人們的經濟狀況更加不穩定，因為他們只能承擔具體某些活計，不能成為
公司正式雇員。2016 年 10 月，英國針對優步公司（Uber）的裁決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
根據該裁決，優步公司須向司機支付生活保障工資，並確保司機享有帶薪假期。在
這個新興行業中，這一不利於公司的裁決彰顯出對工人權益的認可。101 在低收入國家，
非正規就業一直是普通民眾至關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於女性而言尤其如此。102 在
這些國家中，工人並不享有最低工資，工人權益基本無保障，因而也更容易遭受虐待。
巴西家政工的法律保護
大部分巴西家政工人是女性。2015 年， 政府頒佈了一項法律， 旨在為家
政工和其他行業工人平權。研究顯示，在新法執行過程中，約 140 萬家政工人
在“e 社會”（eSocial）平臺上登記註冊，這是個綜合了勞動、福利和財稅義
務的系統。103

“ e 社會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有渠道瞭解多少工人接受管理， 而他們
的權益也受到法律保護。 我相信這個趨勢會逐步增加， 人們意識逐漸增強， 就
會來登記， 那些需要做的事情都將一一落實。 在法律出臺後， 青年家政工人數
有所減少， 對我們來說， 這是件好事。 我的曾祖母曾是奴隸， 我祖母、 我媽媽
和我都曾經是家政工。我從 10 歲就去給人家裏做工了，根本沒機會學習。如今，
看到你們讓年輕人去讀大學， 幹家政工的年輕人數量減少， 對我來說， 這簡直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勝利。 我們家政工需要數代努力， 才有可能在其他行業中獲
得成功。 一個女孩， 只要她願意， 她可以當傭人， 但那不應是她唯一的出路或
命運。 2008 年， 盧拉總統（ President Lula） 簽署了一項法令， 禁止家政行業
雇傭 18 歲以下童工。 當時還有人提出批評， 覺得這很荒唐…… 我們並不是想讓
（ 這個孩子） 流落街頭或是去工作。 我們想要他 / 她能去學校， 這樣將來他 / 她
才可能成為醫生或工程師。 這樣孩子們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只能
去做家政。”
來源：巴西全國家政工人聯合會（FENATRAD）主席克魯紮  奧利維亞（Creuza Oliveira）的訪談。

女性境況依然每況愈下
關於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如果一定要評價誰贏誰輸，我們會發現其間存在着
重大的性別差異——女性更可能處於收入分配的最底端。縱觀全球，婦女在勞動力
市場的參與程度幾乎比男性低 27%。104 中東和北非僅有 1/4 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
在南亞， 這個數據為 1/3， 而該地區男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例達到 3/4。105 一旦
進入勞動力市場，婦女就比男性更有可能從事不受勞動法規保護的工作。106 而且，
女性在正規就業中的收入水準長期以來也低於男性。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社會性
別年度報告指出，上一年度經濟參與中的性別差距實際上更為嚴重了，照此情況，
大概還要 170 年才有可能實現男女同工同酬。107 男女兩性在報酬上差距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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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是因為歧視，同時也因為婦女都從事着低報酬和兼職工作。因為兩性工資
差距、以及獲得社會保障有所區別等經濟不平等因素，女性能掙到的薪資要比男性
少 31-75%，在女性一生中，這些負面因素不斷叠加，其境況只會每況愈下。108 表 2
顯示，即使在已經基本消除受教育程度差距的發達國家，高收入群體依然以男性為主，
女性也仍然需要過量承擔無報酬家務勞動。
表 2：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化
女性在收入頂端
10% 人群中的比例

女性在收入頂端 1% 女性所承擔的無報酬
人群中的比例
勞動的比例 *

西班牙 2010 年

33%

22%

63%

丹麥 2013 年

31%

16%

57%

加拿大 2013 年

30%

22%

61%

新西蘭 2013 年

29%

19%

65%

意大利 2014 年

29%

20%

75%

英國 2013 年

28%

18%

65%

澳大利亞 2012 年

25%

22%

64%

挪威 2013 年

22%

14%

57%

來源：http://www.lse.ac.uk/InternationalInequalities/pdf/III-Working-Paper-5---Atkinson.pdf ，經濟與
發展合作組織數據《就業：從性別視角看有償和無償工作所消耗的時間》。

“ 有時候， 肯尼亞的貧
富差距簡直令人感到羞
恥。 猶如一堵高牆將富
人和窮人隔開。 你會看
到富人的孩子開着車在
大街上飛馳而過， 弄得
行人滿身灰塵； 如果是
下雨天的話， 路人則被
濺一身泥水。”
簡  穆旦尼（Jane Muthoni），
樂施會支持的社區團體“閃亮
媽媽”的一員

* 可获得最新数据的年份

造成財富和收入不平等不斷加劇的種種發展趨勢日漸深刻地影響着我們的經
濟。在貧富分化不斷激化的過程中，企業和超級富豪們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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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它性增長的推動力
企業在激化不平等危機中的角色
現代企業的規模之龐大，史無前例。就收入而言，全球最大的 100 個經濟實體
中，69 個是企業而非國家。109 沃爾瑪（Wal-Mart）、殼牌（Shell）和蘋果（Apple）
等世界 10 大公司的總收入之和超過了愛爾蘭、印尼、以色列、哥倫比亞、希臘、南非、
伊拉克和越南等 180 個國家的總收入之和。110 總收入或說總營業額能幫助我們瞭解
企業巨頭背後的運營規模，但是這些公司在轉化利潤方面也成績斐然。2015 年，美
國利潤最豐厚的 10 家公司總盈利達 2,260 億美元， 可以給全球總人口， 每人分 30
美元。111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命脈。當企業致力於為了所有人獲益而運轉時，他們就成為
構建公平和繁榮社會的關鍵。但是，如果商業公司越來越強化為富人們牟利，經濟
增長所帶來的益處就無法惠及最有需要的人群。為了追求向富人們提供高額回報，
企業愈發嚴苛地壓榨工人和生產者。再加上權貴資本主義的崛起，更進一步擴大了
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

壓榨底層民眾工資
從短期看，企業通過保持高盈余來確保實現利潤。這意味着要將勞動力等各項
投入成本降至最低。蘋果公司在這方面的成就，無人能出其右。如圖 2 所示，2010 年，
蘋果手機收入中約 3/4 都是利潤。
圖 2：蘋果公司最低化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以實現利潤最大化（蘋果手機 2010 年）112

5.3
21.9

苹果的利润
其它的利润
58.5

14.5

原材料成本
劳动力成本

來源：2010 年 iphone 4 手機批發價估值分解；由肯尼斯 L 克雷默（Kenneth L. Kraemer）, 格雷  林登（Greg
Linden）和傑森  戴德裏克（Jason Dedrick）（2011）計算得出。

壓縮工資導致不平等，並且會付出重大的人道主義代價。多年來，蘋果公司一
直因其工廠的負面報導而備受批評。他們在中國的工廠讓工人身處惡劣工作環境中，
12 小時輪班制生產手機和平板電腦，令工人們疲憊不堪。113 世界範圍看，低收入工
人們普遍看到自己的工資被不斷壓至更低。尤其是在全球供應鏈中，供應商們低價
競爭更是雪上加霜。女性群體遭受的打擊最為沉重，因為她們更可能從事不穩定的、
低薪酬的工作。20 世紀 80 年代，可可種植工能從每一塊巧克力售價中獲得 18% 的
收益，可如今他們只能獲得 6%。114 樂施會最近報告發現，為英國利潤最豐厚的大
14

企業供貨的馬拉維、越南和肯尼亞的供應商，他們只向工人支付使其勉強度日的工
資。據我們計算，只要一束價格為 4 英磅的玫瑰花售價能提高 5 便士，肯尼亞花工
的工資就能翻上一番。115 在一些極端案例中，為降低企業成本甚至強迫工人勞動，
這被稱做“現代奴隸制”，造成不可估量的人道主義代價。據國際勞工組織估算，
每年大約有 2,100 萬工人成為強迫勞動的受害者。通過這種方式創造的利潤每年約
為 1,500 億美元。116 從烏茲別克斯坦的棉花產業 117 到泰國的蝦類養殖場， 處處可
見強制勞動的證據。全球最大的數家服裝企業都與印度棉紡織作坊關係緊密，而這
些作坊經常強迫女童勞動。118 與此同時，最低薪酬工人與企業高管之間的工資差距
也達到有史以來最高。119 每年，Zara 的母公司向世界第二大富豪阿曼西奧·奧特加
（Amancio Ortega）支付的股票分紅高達 11 億零 8 百萬歐元，是其印度供應商服裝
廠裏一名工人全年工資的 80 萬倍。120

避稅
稅收為對抗不平等的政策和服務，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資金支持，累進稅制可以
直接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稅收所提供的服務，如基礎設施、健康衛生、受過良好
教育的公民等，也會令企業從中受益。令人遺憾的是，企業卻想方設法地盡可能少
地繳稅，其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避稅天堂和法律漏洞在財務上做手腳，二是獲
得各國提供的稅收優惠協議和免稅期。據估算，由於稅收優惠政策，尼日利亞每年
損失的稅收高達 29 億美元。121 例如，有一項稅收政策規定，任何投資於公共基礎
設施的個人或企業都可享受稅收減免優惠。122 這項政策去年為非洲首富阿裏科·丹
格特（Alike Dangote）123 的一個公路專案減免了 30% 的稅額。124 在此之前， 一位
水泥業巨頭也享受了很長時間的稅收優惠。125 有一些規模超大的企業實際上根本就
沒繳過稅： 有說法認為，2014 年蘋果公司為其歐洲市場所獲利潤交納的稅率僅為
0.005%。126
跨國企業則可以在全球不同國家中選擇最稱心意的交易，利用一國的稅制來化
解另一國的稅制。 這種做法造成過去幾十年裏各國企業所得稅率都呈持續下降趨勢，
比其他類型稅率下降得更快。去年，全球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中，有 8 個國家要
麼降低了企業所得稅稅率，要麼公佈了減稅計划。1271990 年，20 國集團平均法定企
業所得稅稅率為 40%，2015 年，該稅率已降至 28.7%。128 除了稅率外，各國政府與
私人企業之間達成的各種特殊優惠和私下交易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2014 年，為了
爭取到三星公司（Samsung）投資，印尼政府提出給予該公司 10 年免征企業所得稅
的優惠條件，越南政府則願意提供 15 年優惠。129
跨國企業在利用國際稅收規則和避稅天堂避稅方面也占盡優勢。通常通過操控
旗下不同子公司之間開展交易活動，以減少甚至消除在某國本應繳稅的利潤，從而
將利潤登記控制在低稅率範圍內。烏干達跨國公司曾利用開設在避稅天堂的空殼公
司逃避支付高達 4 億美元的稅費，這個數字比烏干達政府每年花在醫療衛生事業上
的總費用還要高。幸運的是，該國政府終止了這一行為。130
相關機構對各大企業避稅資金總數的估計不盡相同。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
經合组织成員國中避稅資金量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131
（UNCTAD）則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至少損失 1,000 億美元。 這個數字不僅能夠支
持全球目前 1.24 億失學兒童全部接受教育，而且還綽綽有余。132

勢頭強勁的股東資本主義
壓縮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將納稅額降至最低，企業通過這些手法將利潤中日益
增長的收益交到其所有者手中。在上市公司中，對更豐厚利潤的追求讓股東們斬獲
頗豐。在英國企業中，作為股份收益分給股東，而不是用於商業再投資的利潤占比，
已經從 20 世紀 70 年 10% 的增長到了目前的 70%。133 2015 年，受益於股東們在支
付股息時所獲的稅收減免，用於分紅的利潤比例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企業中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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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占到 86% 和 84%。134 在印度，過去 10 年間隨着前 100 強上市公司利潤不斷增長，
用於分紅的淨利潤占比也同步穩定上升，2014 至 2015 年度達到了 34%，其中大約
12 家私營企業將利潤的 50% 以上用於股息支付（見圖 3）。此外，眾多企業還不斷
積聚現金：根據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評級（Moody’s）的數據，到 2015 年底，美國非
金融類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總金額已達 1.7 萬億美元。135 這些公司持續回購自己的
股票，以進一步為股東創造更多價值。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間，美國上市
公司 500 強平均花費了 64% 的利潤，用於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136
圖 3：印度上市公司 100 強的利潤和分紅支出 137
40

給股東的利潤占比 %

35
30

400000
3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25
20

150000

净利润（卢比，
单位：千万）
股息支付率

100000
50000

15

0

來源：針對孟買股票交易市場中上市公司 100 強的分析（Mint 分析），基礎資料來自 Capitaline 資料庫。

如果我們大家都是股東，大家一起分享蒸蒸日上的企業發展所帶來的回報，上
述趨勢就不會帶來任何困擾。然而，要持有股票，首先得有錢投資，所以大部分股
票都被富有的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所掌握。在有些國家，養老金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
者實際上也同退休人員分享投資收益，即便如此，這類資產所能占到的份額也在不斷
減少。30 年前，養老金擁有英國 30% 企業股權，到了 2014 年卻只擁有 3% 了。138 私
募股權、對沖基金等金融仲介機構以及國外投資者所占的股權份額要遠遠高於養老
金。139 在美國，越來越多企業被金融仲介機構所持有，而這類機構被財富頂端 1%
的富豪們嚴密操縱。據美國財政部（US Treasury）計算，此類情況已經導致國家財
政收入損失 1,000 億美元。140

為投資者利益而工作
股東利益對企業決策具有決定性影響，尤其在短期決策方面影響日益凸顯。作
為薪酬福利的組成部分，公司管理者們通常會得到優先認股權，這一做法將商業決
策直接與短期利潤掛鉤，促使企業管理者們更多是為了股東（包括他們自己）利益
去經營，而不會優先考慮生產、銷售以及更長遠利益。141 同時，現代公共股權市場
上的其他類股東均為匿名交易者，他們並不關心長期最佳利益。142 這類短線思維模
式又被稱為“季度資本主義”（quarterly capitalism），不僅損害企業本身的投資可
持續性，也損害企業員工、消費者和環境的投資可持續性。黑石集團首席執行官拉
裏·芬克是世界上最大資產的管理者，他認為：“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人採取回購或
提高股息等方式為股東帶來即時回報，卻對創新、熟練工或基本資本支出等能維持
長期發展的領域投資不足。”143 秉持賺快錢的原則來經營企業是不可能創造包容性
增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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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資本主義
自 1990 年起， 在建築工程、 礦業等與政府關係密切行業中發家的那些億萬富
豪，其財富紛紛急劇增長，在發展中國家尤為凸顯，在富裕國家中也並不鮮見。144
《 經濟學人 》 雜誌（The Economist） 將這一現象稱為“ 權貴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正如樂施會在過往報告中所指出，145 金融、採掘、服裝製造、制藥等行業的企
業都在利用自身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確保國際和國家的政策與法規在制定有助於
他們的持續盈利。舉例來說，2015 年，各大制藥公司至少花費了 2.4 億美元在華盛
頓進行遊說。146 世界排名第三的超級富豪卡洛斯·斯利姆，控制着墨西哥約 70% 的
移動電話服務和 65% 的固定電話線路業務。據經合組織計算，2005 至 2009 年之間，
因墨西哥電信部門功能失調造成 1,292 億美元的社會福利損失，這相當於每年損失
掉 1.8% 的國內生產總值。147 各大石油公司也成功地保住了在尼日利亞一直享有的
免稅政策。148 歐盟 2014 年發佈的一份金融行業影響報告顯示，金融行業每年花費
1.2 億多歐元在布魯塞爾開展遊說活動，還雇傭了 1,700 多名說客。149 即便是在技術
行業，這樣一個曾經被視為相對公開透明的領域中，也日益受到權貴資本主義的控制。
埃弗百特集團是穀歌公司的母公司，它已經成為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最大的遊說集團
之一，目前正在就反壟斷法和稅收問題不斷與歐洲開展談判。150
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權貴資本主義使得富人們獲益良多。這意味着普通民
眾最終不得不為商品和服務支付更高費用，因為卡特爾和大公司的壟斷勢力，它們
與政府的密切關係等因素都在影響着物價。在權貴資本主義體制裏，企業運用其社
會人脈，確保享受到寬鬆規定和較低稅率，而政府卻承受收入損失。

超級富豪在不平等危機中的角色
超級富豪， 在本文中指的是世界級的億萬富豪， 他們的財富在過去 30 年裏急
劇增長。2016 年福布斯排行榜上 1,810 名億萬富豪所擁有的資產總和高達 6.5 萬億
美元， 相當於全球財富底層 70% 人口的財產總和。 這些億萬富豪中 89% 為男性，
他們是財富快速聚集與不斷增長的資本回報的典型代表。

丰厚的回报
一旦財富或資本完成積累，它就能迅速增長。超級富豪們能夠獲得普通人無法
通過日常儲蓄獲得的高額回報，造成富人與其它民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通過對
沖基金或堆滿藝術品和古董車的倉庫等方式，152 高度保密的資產管理行業長期以來
致力於為超級富豪們財富增值，而且他們做得極為成功。初始投資越大，得到的回
報就越高，因為花費在那些精明投資建議的成本、高風險投資能都帶來巨大的回報
潛力。2009 年，世界上共有 793 位億萬富豪，他們擁有的財富淨值總額為 2.4 萬億
美元。 到 2016 年， 最富有的 793 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值已達 5 萬億美元， 富豪群體
的財富以年均 11% 的速度在飛漲着。2006 年，當比爾·蓋茨離開微軟時，其財富淨
值為 500 億美元。10 年之後，儘管蓋茨基金會所開展的慈善捐助一直廣受讚譽，但
其財富還是增長到 750 億美元。 據全球金融服務公司 UBS 估算， 未來 20 年內， 將
有 500 位超級富豪會把超過 2.1 萬億美元財富留給自己的繼承人。這個數額超過了
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可是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國度。153 如果此類高回報率一直
持續下去，我們很有可能在 25 年內見證世界上出現第一位萬億富豪。

“ 無論最初的財富不平
等是何等合理， 然而財
富會增長， 並以任何超
越理性的理由在社會效
用上自我發展。” 151
托 馬 斯  皮 凱 蒂（Thomas
Piketty），經濟學家，《二十一
世 紀 資 本 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的作者

巨大的影響力
樂施會的分析發現， 億萬富豪們的財富中約有 1/3 是來自於遺產繼承， 還有
43% 則與裙帶主義息息相關。154《經濟學人》等機構所做的同類調查中也印證了此
17

類發現，155 這充分證明了大部分超級富豪並非完全憑藉自身努力和才能獲得財富。
相比那些會持續推動社會發展的政策， 超級富豪們對制定有利於他們財富積
累的政策更感興趣。研究發現，從較不平等的經濟體系中，超級富豪們獲利更多，
因而他們更願意努力利用其較大的影響力維護這體系。156 唐尼·米鐸絲（Donella
Meadows）將其描述為富人們正在構建“積極反饋循環”，讓贏家獲得更多資源，
從而在下一次競爭中贏得更多。157 例如，他們利用財富支持政治候選人、資助遊說
活動，或是採用更間接方式，為智庫和大學提供資金，以改變政治和經濟的敘述方
式，將其引向對富人有利的錯誤假設。巴西的億萬富豪們遊說政府降低稅率，158 在聖
保羅，他們寧願乘坐直升飛機去上班，以飛越擁堵的城市交通和殘破的基礎設施。159
還有些超級富豪運用其豐厚財產試圖影響選舉和公共政策，操控政治以得到他們想
要的結果。科赫兄弟是全球最富有的兩位富豪，他們對美國的保守政治有着巨大的
影響力，贊助許多卓有影響力的智庫，比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還支持
茶黨運動，甚至重金支持那些反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160 在南非，據說印度裔商人古普
塔兄弟（Gupta brothers） 與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 過從甚密， 能對其施
加不當的影響。161
和超級股東們類似，超級富豪們也是股權至上崇拜的主要受益人。正如本章開
頭所述，正是超級富豪們促使企業不斷壓低工人工資，並力求盡可能降低企業應繳
稅款，也是他們在投資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

稅收是其他人的事
超級富豪貢獻於社會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基於其收入、財富和資本收益來繳稅，
這些稅款可用於支付基本公共服務開支，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使財富能從最富有群
體流向最弱勢人群。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現，從 1980 年代早期開始，經過降
低所得稅最高稅率、減少對資本收益征稅、減少遺產稅和財產稅等，全世界的稅收
制度都與累進制漸行漸遠了。162 為樂施會即將開展的“努力消除不平等指數”而收
集的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所得稅的平均最高稅率還不到 30%，而且大部分並沒有
實際征收。163 在美國這個彙集了全球 30% 億萬富豪的國家，1980 年的最高稅率為
70%，而目前為 40%，對資本收益征收的稅率則低至 20%。164 各國都想方設法吸引
超級富豪投資，允許他們避稅。超級富豪只需投資 200 萬英鎊，就可以合法在英國
生活和工作（而且還可以避稅）。他們還可以花 65 萬美元購買到馬耳他公民身份。
此外，有證據表明，超級富豪們積極利用散佈全球的避稅天堂網路和稅收保密制度，
避免繳納稅費。 據保守估計， 全球存放在海外的個人財富已高達 7.6 萬億美元。165
僅在非洲一地，富有的非洲人存放在海外的財富估計有 5,000 億美元，這導致非洲
各國每年損失 140 億美元的財政收入。1662016 年“巴拿馬文件”洩露事件讓這個精
心編織的保密網路開始受到廣大關注。雖然媒體主要聚焦在所牽扯到的名人身上，
但此次洩密事件也暴露出富人們使用避稅天堂以避免在本國繳稅的普遍性，為此還
建立起了一張由律師、會計和銀行組成的複雜精巧的網路。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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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指引
進程的數個錯誤假設
歸根到底，政府應該負責管理經濟，並制定社會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只要各
國政府願意，完全可以利用權力和政策工具施加重大影響力，減少國內的不平等現
象，並儘量關照到諸多處於經濟分配底層民眾的利益，乃至更廣泛的社會利益。當然，
政府也可以選擇袖手旁觀，任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從而加劇不平等危機。
最近幾十年間，許多國家的政府未能解決不平等問題，這是顯而易見的。由於
政府未能制訂出有效的政策來保障最低工資，在保護勞工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等
問題上失位，因此，始終未消除實現體面工作的障礙。稅收與財政支出政策也未能
在貧富之間有效地調節財富的再分配。
對於制定並不斷完善政策和法規，知識、依據和經驗至關重要。然而，主張、
信仰和假設可能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影響政府決策及行動的各種假設、個體和企業
的各種建議和行動等等，都對我們的社會有着深遠而持續的影響。
當前的“1% 人的經濟” 正是建基於一系列錯誤假設之上， 其中有一些涉及經
濟學，還有一些跟“新自由主義”這一特定的經濟政策模式有關。在本章中，我們
將討論 6 個錯誤假設，它們均長期且有力地影響着各項政策。

“ 對很多人而言（ 主要
是左派人士）， 新自由
主義描述了現代世界的
秩序， 而事實是現在沒
有人願意自稱為新自由
主義者， 這就是沒人願
意維護這個秩序的明證。
是的， 人們不再相信它
了。”
亞當斯密研究所

168

（Adam

Smith Institute）

名稱裏的乾坤：新自由主義的回歸
過去 30 年中，以市場擴張和利己主義為中心的一系列觀點在思想界始終
居於主導地位，它們強化了企業的權利、流動性和自由度，也相應降低了經濟
運轉中的集體行動、國家監管和政府干預。
這些觀點成為 “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的基礎。“ 華
盛頓共識”誕生於 1989 年，此後的 20 年裏，它主導着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政策。最近幾年，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169 和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70 等人則用“市
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來歸納這套觀點。
最初，這套觀點被其創立者們統稱為新自由主義。彌爾頓·弗萊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 1951 年一篇論文 171 裏提出，“新自由主義許人們一個更美好
的未來，而且……它也正在成為主流觀點。”然而，“新自由主義”這一名稱
被其支持者所放棄，反而多為其批評者使用。不過最近，這一概念頗有春風吹
又生之勢，特別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了一篇討論新自由主義及其對不平
等的影響的重要論文之後。172
將這套富有影響力的觀點放置於整體發展脈絡中，綜合系統地進行辨識非
常重要。為此，我們需要借用一個被廣泛使用的、且支持者和反對者都能明白
的名稱。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篇重要論文，以及這個概念締造者的選擇，
樂施會在本報告中使用 “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表達，也希望更多人使用它。
亞當·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也覺得從維護這一概念的角度，有必
要恢復使用這一術語。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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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假設 1: 市場永遠是正確的，政府干預應減至最小
市場永遠是最有效的價值分配方式。 它具備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 政府
應盡可能減少對市場的干預。 市場機制應盡可能被廣泛推廣於人類發展的方
方面面。
對市場力量懷抱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政府干預的負面認識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基
石。市場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強有力引擎。
但市場並非組織和評判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價值的最好方式，市場的力量
也並不能保障我們共同的未來。為了民眾及我們這個世界的共同利益，需要對市場
進行謹慎管理。金融部門的過度發展就是一個顯着事例。受到大規模去監管化的驅使，
金融部門利用其強大影響力開展遊說、施加影響，以獲得更為寬鬆的的監管和更大
幅度的稅額減免，其發展程度已然超出其社會實用性。175 正是由於這種過度發展在
2008 年搞垮了全球經濟。176
毫無疑問，市場在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特別有用，但也並不是萬靈藥或隨處
適用的。舉例來說，大型交通或基礎設施等領域會自然而然出現壟斷，很有必要通
過公有制或強有力的監管來糾正市場競爭的缺陷，確保合理的競爭途徑，這一點是顯
177
而易見的。
在人類生活的一些領域中，還存在着比價格更為重要的價值概念。178 例如，
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和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所有人的權利，而不僅僅屬於那些能負擔
得起費用的人。英國國民健康服務（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被評為全世界最好
的醫療制度之一。179 它基於合作而非競爭，由國家承擔計划和協調之責，確保了英
國人無需花錢就能看病。政府能夠並且也應該成為經濟活動強有力的參與者。研究
發現，通過增加稅收、減少軍費及其它累退性支出，3/4 的極端貧困人口可以利用
現有資源成功擺脫貧困。180

錯誤假設 2：企業應當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利潤最大化、爭取
股東回報最大化
盈利能力應當是衡量企業成功與否的首要標準， 也是衡量企業效率的首
要指標。
不斷壓低應繳稅額、壓低勞動力和其他成本，並且爭取收入最大化，這些都被
認為是提高盈利能力的有力手段。據稱，這是創造就業、提供商品和服務、以股東
收益方式與企業所有者分享回報的最有效模式。投資者們被吸引到那些能對資金支
持給予最大回報的企業。這反過來又為最具盈利能力的企業帶來更多投資，如果這
些企業能夠明智使用這些投資，他們會創造出廣闊的前景。
在這類思路驅動下，各國政府紛紛制訂多樣政策，以創造、吸引、幫助和支持
能夠利潤最大化的、為股東利益所驅動的企業。同樣，從交通行業到醫療領域，這
一思路也使得從前的很多公共服務私有化，並讓各國政府為來自國際援助領域的企
業們提供了慷慨的支持。181 這些做法的後果就是以此類方式實現市場資本化的企業
呈指數級增長，而（去監管化的）金融部門在注重短期盈利的公司股票交易中的作
用也越發舉足輕重。
無論如何，是時候對當今公司的規模及其利潤敲響警鐘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
告訴我們，在競爭性市場中，利潤應該是“正常的”，“超出正常的”利潤往往標
誌着壟斷和尋租。正如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討論的，過於豐厚的利潤讓本就很富有
群體的收入大幅提高，卻將壓力帶給了工人、農民、消費者、供應商、社區和環境。
它們或許能令富有的投資者們感到滿足，但同時也可能傷害社會。舉例來說，制藥
20

“ 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
非但沒有帶來增長， 反
而加劇了不平等， 結果
就是破壞了持久發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74

業中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往往導致藥品定價盡可能的高。但是，如果這些藥價能降
低一些，就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182 聯合國獲得藥品問題高級別小組在 2016 年報
告中，強調“公共服務市場化和公共健康需求之間存在着不相容性”。183
各國必須摒棄以低工資來吸引有價值投資的觀念。 國際勞工組織在 2012 年一
項研究表明，這一觀點基本站不住腳。無論出口如何增長或投資如何增加，都不足
以抵消因低工資而造成的國內消費和需求下降帶來的損失。185 報告指出，全球層面看，
這一政策最終將自取滅亡。工資的竟低僅意味着全球需求的不斷下降。然後會怎樣
呢？參與國際勞工組織該項調查的研究人員奧斯蘭姆  奧納蘭（Ozlem Onaran）指出：
186
“地球不是在和火星做買賣”。
但是，世界各地多類蒸蒸日上的經濟模式已經證明，商業上可行的模式是能夠
和足夠利潤並存、共生的，而不僅僅是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些模式要麼將社會責任
置於利潤最大化之上，要麼就是企業最重要的利益相關方同時也是企業所有者。員
工所有中企業， 如蒙德拉貢（Mondragon） 這樣的跨國集團， 它們推崇職業安全和
平等工資標準，在許多國家中都發展得蓬蓬勃勃。在銷售業績和增加就業方面，它
們常常比其他企業更勝一籌。187 當然，此類企業也許因為支付勞工和農民更公平的
工資、更公平的價格，犧牲了自己額外的利潤，或者因為要可持續地利用自然資源
而可能花費更高成本。

“ 我們必須區分開兩種
企業： 一種追求利潤最
大化； 另一種賺取足夠
利潤進行再投資， 能夠
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可持續資本主義的關鍵
是合理的利潤， 而不是
最大化的利潤。”
帕米拉  哈迪根
（Pamela Hartigan），
牛津大學斯科爾社會創業中心
已故前主任 184

錯誤假設 3：個人極度富有是良性無害的，也是成功的標誌，
而不平等與之無關
超級富豪的存在應歸功於經濟發展的成功和他們自身的才幹和技能。 只
要經濟在持續增長， 最頂端和最底層人群之間的不平等就無關緊要。
正如第 2 章所述，超級富豪這個新階層的出現絕不是對社會無害的，它既是我
們的經濟功能失調的表征，同時也是加劇失調的一個推動力。
儘管事實已經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富豪們的財富是靠他
們的努力和才能創造出來的。188 而且還有很多人相信，無論超級富豪們如何發家致
富，他們都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也帶動了大家一起發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經濟增長更為強勁，也更為持久。
相關研究也顯示，擁有億萬富豪越多的國家發展得越慢。189 從經濟學角度看，巨額
財富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是不合理的。而且這種情況會自我延續，因為最富有群體
會利用自身權力鞏固已有的經濟地位，從而進一步加劇不平等。

錯誤假設 4：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應作為政策制定的首要目標
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情況是其發展狀況的最佳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GDP）最早由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於 1937 年提出。
它通過統計個人、企業和政府創造的所有生產總和，形成評估一個國家經濟規模的
標準工具。很顯然，儘管國內生產總值能夠權威預測人類許多重要發展成果和生活
品質指標，但對它的運用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初的設計範疇。當前，大多數政治家、
經濟學家和媒體將這個概念作為“最高綱領”來代表一個國家（及其領袖）的發展
績效。191 在全球政治中，一個國家的權力和影響力基本上都取決於該國國內生產總
值的規模。
但實際上， 國內生產總值這個概念難以擔此重任。2016 年 4 月，《經濟學人》
雜誌寫道，國內生產總值“在衡量繁榮時存在深層次缺陷，而且變得越來越糟。”194

“ …… 不能用國內生產
總值所確定的國民收入
去衡量一個國家的福
利”。
西蒙  庫茲涅茨
（Simon Kuznets），
經濟學家， “國內生產總值”
之父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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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原因在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平均值，使用它來考量不平等狀況沒有任
何意義。 在赞比亞，1998 年至 2010 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 6% 的速度增長，
而增長帶來的絕大多數利益都被頂端人群獨佔。事實上，正是同一時期，該國貧困
率從 43% 上升到 64%，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增加了 400 萬。195
國內生產總值也沒有將女性付出的無報酬勞動計算在內，而這類勞動對每個國
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便保守估計，女性花在無償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所
創造的價值也能達到每年 10 萬億美元。196 在發達國家， 經濟增長更多是因為促進
生活品質方面的政策措施停滯不變，甚至有所降低，因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風險而
造成成本超過了它增長能帶來的收益。197

錯誤假設 5：當前的經濟模式是同等對待兩性、無分伯仲的

“ 國內生產總值衡量一
切， 但 衡 量 不 了 使 我
們的生活有意義的東
西。” 192
羅伯特  肯尼迪，1968 年

“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與收入領域之外的千
年發展目標之間的相關
性幾乎為零…… 僅有增
長是不夠的。”
F 布吉尼翁 （F. Bourguignon）
等 193

個人是無需社會標識的“ 經濟主體”—— 他們不分性別， 不分階級， 沒
有種族等特征， 他們收穫的成果取決於自身技能和所付努力， 而不是他們的
性別。
有賴於最近幾十年的發展進步，現如今數百萬女性首次進入了正規就業領域。
這是一次賦權的歷程，特別是它使女性獲得了經濟獨立。198 目前，從臉書（Facebook）
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等跨國企業中、從德國到緬甸的各國政府裏，都能看到
女性身居要職。
然而，我們距離徹底的機會平等還相距甚遠。大部分國家中依然存在阻擋女性
充分參與的重大障礙。在不少國家，女性獲得土地等經濟資產的所有權仍然極度有
限。199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全球性別差距”（Global Gender Gap）報告發現，
男女在政治參與方面依然存在顯着差距；此外，儘管性別平等取得了一定進步，但
在獲得醫療服務和接受教育方面，女性仍然落後於男性。200 女性難以充分參與經濟
活動，且大多處於收入分配底層。根據行動援助組織（ActionAid）的計算，如果女
性薪資、參與有償勞動的機會都能與男性平等，那麼發展中國家的女性總共能多賺
9 萬億美元。201 只要上述障礙還存在一天，女性的權利和性別平等狀況就不會得到
改善，哪怕是經濟增長也於事無補。必須採取有針對性的行動使得增長能惠及所有人，
同時也能將收益再分配至女性手中。如果無視這些障礙，目前的經濟模式就會導致
此類不平等現象一直持續。
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並不是僅無視上述障礙，實際上，它們還依靠婦女去權的
社會規則來實現繁榮。以出口導向為重的國家尤其能夠從大批量低技能、失聲的勞
動力中獲利。這樣的工作大量專門為女性保留，皆因她們“富有競爭力的劣勢”。203
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加工區或經濟特區，基本上都是女性從事着那些勉強糊口的、
沒有多少權利保障的工作，她們為全球市場提供了所需的廉價勞動力。204 因此，在
柬埔寨經濟特區，95% 的勞工為女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亞洲開發銀行（ADB） 一直
推動區域內經濟特區的發展，在 2015 年的一份報告中，就雇傭女性的邏輯做了明確
說明：“據說女性擁有靈巧的手指和耐心，能夠勝任經濟特區裏普遍存在的勞動密
集型工作；而且相較於男性，她們比較少採取罷工或其他方式擾亂生產活動。”205
女性一生中面臨着太多的暴力威脅，包括在工作場所。全世界 1/3 女性在生命中的
某個階段都曾遭受過親密伴侶的性暴力。206 人口拐賣、工作場所性勒索等等，女性
遭遇這些風險的概率也比男性高出很多。各國經濟模式非但不挑戰這些既定社會規
則，反而會利用它們謀利，由此，性別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相互交織，造成女性大
量集中於經濟分配的最低端。
在就業市場的另一端， 女性商業領袖依然極為少見， 即便在已經消除了教育
和醫療差距的國度中也不例外（ 見表 2）。208《 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顯示，包括男性女性在內，全球一半人口都認為，“整體而言，男
22

“ 最近 10 年裏， 越來越
多的女性獲得碩士學位
和學士學位， 使得越來
越多的女性進入初級工
作崗位， 甚至有更多女
性進入低級管理層。 但
是在高層， 完全沒有任
何的進步。” 202
雪莉  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臉書公司首席運營官

性比女性更勝任高管的工作”； 而在巴基斯坦、 埃及和也門， 幾乎 90% 的男性都
持這一觀點。209 不斷拉大的薪酬和權力差距非但沒有挑戰固有的性別規範，沒有為
實現性別平等創造出有利環境，反而加劇了全球性別工資差距，使其達到了目前的
23%。210 在全球財富分配中，也僅有 11% 的女性躋身於超級富豪行列，211 進一步加
劇了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狀況。
顯而易見，我們需要改變經濟規則本身，確保經濟增長能公平地惠及女性，挑
戰社會規範，並重視女性對社會做出的貢獻。最明顯的是，社會規範將大部分照看
孩子的責任放在女性的肩上，她們所承擔的家務勞動平均為男性的 2.5 倍（見表 2）。
經濟規則卻沒有以任何方式認可這部分工作的內在價值。在衡量一個國家的生產力
時，這部分的貢獻完全沒有得到體現。結果就是，這些工作基本上是無償的。每一天，
女性都面對着挑戰，要在無償的家務勞動和需要作為經濟個體謀生之間取得平衡。
最近有證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兒童保育危機日益嚴重，就是因為養育孩子的需求
根本無法得到滿足。212
性侵和基於性別的暴力，對全世界女性的生活都有着深遠的影響。213 這些行為
是對人權的侵犯，也同樣被主流經濟數據所忽視。但這類問題卻普遍存在於我們的
社會中。這類事實也根本不會被計入國內生產總值。如果不改變經濟規則，不改變
它的價值觀及它分享價值的方式，性別相關的社會規範與歧視將會繼續根深蒂固地
存在，而不會受到挑戰。214

“ 將女性的大量工作
—— 生 育、 撫 養 孩 子、
家務勞動和維持生計賺
錢排除不計， 讓女性看
起來似乎生產力比較低，
更依賴男性， 而事實卻
並非如此。
瑪麗蓮  瓦寧（Marilyn W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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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女性計算在內》
（If Women Counted）

錯誤假設 6：我們星球上的資源是無限的
對於經濟活動而言， 大部分環境投入都屬於外部因素。 它們不會體現在
企業盈虧或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上。 就是說， 環境投入是不計入成本的。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經濟增長依賴於自然資源的投入，或依靠自然生態系統
去處理廢棄物。我們利用地球各類資源，如化石燃料、木材、魚類、表層土壤、金屬、
淡水、沙子和碎石，以及其他上千種物質。但是，因為諸多環境投入與產出並不計
入企業或國家的經濟賬，作為免費投入資源，它們可能完全被忽視，即便排汙也無
需任何代價。越是關注利潤最大化和短期收益，越會使我們看不到環境在經濟中的
作用，因為那些長遠考量的觀點都被壓制住了。
這是對那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置若罔聞：從根本上說，經濟增長一直在索取自然
資源，剝削、利用自然環境。40 多年來，人類活動對大自然的需求一直都超出了地
球自身的再生補給能力。我們耗盡了各種自然資源，砍伐樹木的速度超過它們的成
材速度；捕撈魚類的數量超出了海洋的繁育能力。216 現在，地球需要大約 1 年 6 個
月才能再生出人類在 1 年內消耗掉的可再生資源。217

“ 只有當環境會影響企
業利潤時—— 無論是當
下利潤還是未來的， 企
業才會對環境感興趣。
它們也許會採取貌似無
私的立場以提高自身公
眾形象， 但這些行為背
後的假設依然是這麼做
能夠提升未來的利潤空
間。”
雷 尼  貝 爾 斯 坦 (Lenny
Berstein), 一位曾就職于埃克森
美孚公司 30 年的科學家 215

環境為企業提供的實際投入也遠遠超過了企業所支付的成本，不足的那部分成
本就要由其他人來承擔。例如，賺取巨額利潤的可能性推動了土地商品化，由此企
業可以購買大片土地用於商業耕作。與此同時，之前生存於這片土地或受益於此的
居民們卻常常不得不背井離鄉，或因此陷入貧困，特別是該地區的供水可能因商業
耕作而遭受嚴重影響。218 土地用途的改變通常會帶來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氣候影響
等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石油公司和天然氣公司從化石燃料提煉中賺取了巨額利潤，
但是卻需要廣大社會和未來好幾代人為這一高污染產業承擔氣候影響所帶來的後果。
一家名為“真實成本”（Trucost）的機構發佈的報告顯示，如果將環境成本計入公
司賬目，全球各種頂級產業都將無利可圖。219
氣候變化就是全球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最佳明證。樂施會估計，全球人口中最富
有 10% 的人製造了全球碳排放總量的一半。220 然而，最嚴峻的後果卻由最貧窮的人
群來承擔。女性，特別是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婦女們，因為大多依賴農業為生，而且
23

幾乎沒有其他謀生選擇，她們面臨着最大風險。221 有人甚至還發現不平等本身也會
增加碳排放量。來自 158 個國家的證據表明，可能存在的驅動因素包括：出於社會
地位競爭與仿效而增加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欲望日益膨脹使得再分配問題被擱置、
富人使用政策影響力確保獲利的權力大增，以及污染型私營企業的利益，等等。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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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構建新的經濟模式：以人為本的
經濟
環顧全球，我們可見因當前極端不平等所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以及對未來的
擔憂，毫無疑問，我們需要一場根本性變革。
如果將人類福祉與地球存續當作經濟的首要目標，而不是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
副產品，就需要明確地設計我們的經濟制度來實現這些目標。人本經濟擁有一系列
核心要素，旨在解決導致當今不平等危機的種種問題。本報告雖然只描繪了這些核
心要素的框架，但提供了構建人本經濟理念的基礎。

“ 我們是終結貧困的第
一代， 我們是可以終結氣
候變化的最後一代。” 223
潘基文（Ban Ki-moon），前聯
合國秘書長，2015 年

人本經濟及其基本要素
人本經濟能夠同時滿足人類的發展需要和地球的存續要求，並且認識到單
靠市場力量是無法實現的。在人本經濟中，政府是所有人權利的保障，也是所
有人需求的保障，是進步的創造性力量，承擔為所有人福祉考慮而管理市場的
責任。這需要有效、負責和民主的政府，能夠真正代表所有人、而非少數有權
有勢精英們的利益。在人本經濟中，人們會受到平等的對待，而不會因為性別、
膚色或等級受到歧視，並且民間社會和婦女群體的生存空間也會受到保護。
•
•
•
•
•
•
•
•

在人本經濟中，政府服務於 99% 的民眾，在經濟活動中扮演更具干預
性的角色，使經濟更為公平、更具可持續性。
在人本經濟中，各國政府相互合作，有效回應逃稅、氣候變化和其他
方面的環境惡化等全球性問題。

在人本經濟中，企業運營的目的是促進全人類的繁榮，並為可持續的
未來做出貢獻。
人本經濟不會容忍極端富有和極端貧窮的存在，貧富差距會比現在大
幅縮小。
在人本經濟中，女性和男性獲益是相等的。

人本經濟會確保技術進步造福於全人類，而不是讓勞動者失業、企業
所有者擁有更多的財富。

人本經濟將摒棄化石燃料，快速而公正的轉向使用可再生能源，確保
人類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人本經濟中，社會進步是以真正重要的事務來衡量的，不僅僅用國
內生產總值，女性的無償家務勞動、經濟活動對地球資源的影響等都
將成為衡量的指標之一。

這絕非激進也不是創新，人本經濟的這一願景深深植根在公眾、社區和社會運
動長期視為核心的原則和價值觀中。224 從以公正、可持續性和關懷為核心標誌的女
性主義經濟學，225 到一直秉承人類經濟體系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相互依存、重視生
態資本的生態經濟學， 再到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的開創性研究，226 許多既
有原則和具體成功經驗都為人本經濟觀打下了基礎。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原則與世
界上大多數宗教信仰也相互呼應。227 用神經系統科學的理論來說，它們能點亮人們
的頭腦；228 心理學則告訴我們，那是人類實現福祉的真正所需。229 大多數人一旦真
正有機會停下來思考時，就會明瞭這些原則的重要性。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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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為 99% 的民眾服務
在人類歷史上，負責任的、能夠及時回應問題的、高效的政府是實現平等的偉
大力量。政府有責任滿足公民的集體需求，大規模優化資源配置，不僅在當下，在
未來也是如此。政府有能力設計經濟制度，使市場自由能夠帶給所有人最大的福祉，
同時將市場可能帶來的不安全與恐懼減至最小。它們能夠提供諸如健康、教育和清
潔用水等服務，確保這些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權利，而不是某些人的特權。在為時
未晚之前，政府行動是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唯一方式。
然而，各國政府常常並不情願實施干預，並且可能成為精英權力的某種延伸。
可悲的是，單靠民主機制並不足以阻止此類情況。全世界範圍內，金錢通常遠比選
票更有力。因此人本經濟將努力恢復政府積極、主動的角色，同時也要求恢復真正
的民主，並保護公共空間。
為實現上述目標，各國採取的具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將包含以下幾個共
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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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民代表、計划監督和政府決策體系方面擁有強有力的機制。成功範例有：
參與式預算制定、公共監察機制、開放參與式民主管道。應該讓公民參與到
制定新進步措施的過程中，一起來定義政府的目標和經濟發展的目的。

•

公共空間的發展與保護。這對於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特別是對女性平等非
常重要，可以通過資助婦女組織、提供自由結社的法律空間和培養表達主張
的能力等方式實現。

•

確保不同背景的人群都能參與競選公職並獲得成功，這樣制定和執行法律的
就不僅僅是精英階層了。

•

振興政府的經濟規劃和戰略投資，以推動進步。政府投資對於技術創新研發
起着關鍵作用。

•

認識到政府不僅僅是眾多公共服務的保障者，還是最高效、最有效的服務提
供者，特別是在那些產生自然壟斷、或價格不足以充分反映其價值的公共服
務中。

•

政府應該提高向富人和企業征收的累進式稅額，確保他們公平納稅，推動社
會更加平等。

•

政府應運用其強大的影響力，去推廣那些具有長遠考慮和更高目標的新型商
業模式，這樣的商業模式不會不計代價地追求利潤最大化。

•

政府還需要投資創造就業。具體來說，投資於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領域能夠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些就業機會將會承認那些過去主要由女性承擔的無償
家務勞動的價值，每一個人都將從中受益。非正規就業應該獲得認可、保護
和改善，這樣就業於非正規經濟中的勞工就能獲得權利保障和保護。

•

擁有不受政府和富有精英階層影響的獨立媒體。

•

設立強制性的公共遊說登記制，制定更為嚴格的規定控制利益衝突，限制政
治宣傳運動的資金支持，當金錢與政治相互作用時能保證相關利益完全公開
透明。

•

建立不平等領域的國家公共委員會，對以下方面開展年度評估：規章制度、
稅收與公共支出以及私有化等問題上的政策選擇，這些政策對每個人收入、
財富和自由的影響，及其對盡可能消除不平等的影響。

•

設立“未來世代”（future generations）委員，協助制定可持續的政策。

肯尼亞非正規經濟中的“閃亮媽媽”們
簡  穆旦尼今年 50 歲了。 她在內羅畢貧民區經營着一個路邊小貨攤。 她
沒有錢購買允許售貨的超市營業執照。在一個沒有像樣的公路、一周只有 3 天
自來水供應的地方，她和其他小販們每天還被征收 50 肯尼亞先令的地方稅。
這對於每天只能賣出約 100—200 先令貨物的小生意影響非常大。另一方面，
肯尼亞政府卻向經濟特區的新建大企業提供減稅的優惠政策，這一做法導致該
國每年損失 11 億美元的稅款。
簡是“閃亮媽媽”團體的一員。樂施會向該團體提供商業技能培訓和社區
組織培訓。在最近一次與地方政府的會見中，簡和“閃亮媽媽”成員們提出了
地方稅費重的問題，並最終確定地方政府每週只來收取兩次稅費。獲得知識賦
權後的“閃亮媽媽”們成功減少了剝削性收費，可以繼續攢錢購買商業執照了。

各國政府必須合作，而不僅是相互競爭
全球性的意識日益增強，尤其是各國都認識到需要共同努力回應全球性問題，
這一點令人稱道。越來越多的全球峰會和承諾，特別是關於貧困、231 氣候變化、232
國際人口流動 233 等問題都為全球集體決策提供了空間。全球視野中的人本經濟，承
認各國之間現存的重大不平等問題仍然亟待解決，這也意味着各國在應對全球挑戰
時承擔着有區別的責任。但是為了克服這些共同面臨的挑戰而必須進行重大決策時，
所有國家都必須享有同等的發言權。
人本經濟會推翻那些將全球化應用於鞏固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做法。這些原則迫
使各國在稅收和工資問題上競相逐底，在全球供應鏈中壓榨民眾、攫取資源，而跨
國企業不用承擔責任。相反，人本經濟擁抱全球合作所帶來的機遇，而非競爭。

在工作和工資方面的合作
人本經濟首先遵循的原則，是所有勞動者都應平等地獲得體面薪資，並且所有
勞工權利都應受到保護。它信奉的理念是，全球合作以保障工資水準，促進體面工作，
最終拉動全球需求。有一些跡象表明，企業也逐漸意識到除了不斷通過剝削和非人
性地競相壓縮勞動力成本之外，還存在有其他的選擇。
保障最低生活工資、無性別或種族歧視、體面的工作標準和保障勞工權利的國
家政策，這些政策都應與更廣泛的促進跨國合作的全球承諾建立關聯。可以通過區
域性政府間協議， 如東盟（ASEAN） 最低工資協議， 或通過要求跨國企業加大對供
應鏈投資等行動，確保不同國家的勞工都能獲得體面工作。
東盟（ASEAN）最低工資
在過去 20 年中， 中國、 印尼、 老撾、 印度、 孟加拉和斯里蘭卡最富有
的 10% 人口的收入至少增長了 15%，而最貧窮的 10% 人口的收入也至少減少
了 15%。由於受到歧視和從事低薪行業，亞洲女性的工資只相當於男性工資的
70% 到 90%。許多女性生存艱難，因為不少亞洲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只相當於
維持體面生活標準所需資金的 1/4。在 2016 年 6 月東盟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上，
印尼支持在東盟範圍內設定統一最低工資標準，以遏制該地區存在的工資逐底
競爭現象，柬埔寨和越南兩國也支持這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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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合作
雖然政府能夠並且也正在採取措施提高稅收制度的累進性，但是單方面的努力
卻受限頗多。從全球來看，人本經濟要求各國在稅收領域加強合作。這自然應該從
真正的全球協調一致打擊逃稅活動和避稅天堂方面起步。這也意味着應該終結企業
所得稅的逐底競爭，因為這些競爭損害了政府為其公民謀取福祉的能力。世界各國
應達成一致，結束稅收競爭、稅收激勵，以及企業與地方稅務部門之間的甜心交易
（sweetheart deals）。企業所得稅的公平競爭環境要具備各項透明的措施，包括公
佈國別報告、受益的企業所有者資訊公開、政府批准的稅收激勵政策——特別是稅
收規定也要做到透明公開。到目前為止，經合組織在打擊“侵蝕稅基和轉移利潤”
（Base Erosion and Proﬁt Shifting）方面的共同努力一直捉襟見肘。有必要啟動一個
更具抱負的全球新進程，使發展中國家可以與發達國家平等合作。

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模式，如日方升
人本經濟以生機勃勃的、成功的商業部門為核心，其基礎是企業用造福社會構
建願景，而非富有股東們的利益最大化。世界各地的成功案例已證明，具有商業可
行性的、能產生足夠的而非最大化利潤的模式是可以存在的（見下方文本框案例）。
例如，圍繞員工所有制的學術研究顯示，這類企業能帶來更多的就業增長 235 和更高
的員工工資。236 股東資本主義之外的模式不僅僅是可行的，而且還在發展壯大，不
斷獲得成功。
用不一樣的方式做生意
各類機構利用商業活動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此類成功範例在全球各地並
不鮮見。在這些案例中，商業是載體，創造盈余是為了實現更廣泛的目標，而
不是最終目標。以下幾個案例證明，我們可以通過私營領域的實踐創造出一種
人本經濟。
蒙德拉貢是一家西班牙跨國合作制企業，通過大學、研發和知識創造工作，
其業務覆蓋工業、金融、零售等多個行業。企業持有者同時也是企業的工人，
企業總收入接近 130 億歐元， 雇傭員工 74,000 人。 決策過程實行民主制， 管
理形式中包含一個由當選員工組成的聯合大會。它在促進工作保障（通常通過
分擔工作及調動的方式）和平等薪酬制度方面備受讚譽。該公司中最高工資與
最低工資的差距不超過 8 倍。237
庫培坎（COOPECAN） 是一家坐落在秘魯安第斯山脈北部的羊駝面料生產
合作社。238 它成立於 2008 年，致力於促進羊毛農戶的福祉與發展，還傳授羊
駝繁殖技術、 灌溉技術等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能。 這家合作社現有會員已超過
7,000 人，會員和他們的家人都能從合作社的集體議價能力中受益。合作社能
幫會員從大公司手中拿到更公平的價格，否則銷售價格會被一壓再壓。合作社
還經營羊毛加工業務，避免因中間商抽取利潤導致農戶最終獲得的報酬被壓低。
伊林·費雪（Eileen Fisher）是美國一個着名服裝品牌，設計和生產高品質
女裝。該公司創辦於 1984 年，現有直接雇員約 1,200 名，供應鏈上還涉及約 1
萬名員工。這家公司使用 100% 有機棉，並嚴格審查自己的人造纖維供應商，
確保它們沒有使用對雨林具有破壞作用的材料。它同時也是一家員工所有制企
業及 B 類認證企業。公司有意識地盡力抵制為了發展而發展的做法。為此，它
已經減少產品種類，決定停止每年開設兩到三家新店的模式，取而代之以開設
伊林·費雪服裝循環利用及升級改造中心。它正努力界定“良性發展”的定義，
並在發展中力求避免給環境、員工或供應鏈社區造成破壞。
政府需要在推動這類企業成為經濟主流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這並不說是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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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信， 我們的未來
如何將有賴於我們探索
和發明新的商業模式和
新型企業的能力。” 234
弗 蘭 克  裏 布（Frank Riboud),
達 能 集 團（Groupe Danone）
主 席， 社 會 企 業 格 萊 珉 達 能
食 品 公 司（Grameen-Danone
Foods）的聯合創始人

企業限制在社會性經濟中，而是要幫助它們成為經濟活動的主流。一些政府逐漸開
始贊同這類企業模式。韓國 239、新加坡 240、越南 241、泰國 242 和英國 243 都已通過相
關法律，在公共採購、執照審批和稅收等方面支持這類社會企業。一些員工所有制
企業還得到了優惠的稅收待遇。244 另外，利比亞政府專門為社會企業設立了一個經
濟特區 245；菲律賓也正在醞釀制定一個具有廣泛包容性的法令，為那些專注於貧困
人群利益的社會企業提供重大支持。246 這類商業模式絕非創新。 全球有超過 10 億
人口是合作社的成員。這些合作社創造出 2.5 億多個工作機會。經過兩個多世紀的
發展，合作社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創新的商業模式。在肯尼亞，目前有 50% 的國民都
依靠合作社維持生計；而在加拿大，40% 的人口都是合作社成員。247 英國也有將近
100 萬的人口受雇於社會企業。248
儘管當前的經濟體制讓社會企業融資變得愈加困難，它們對社會的價值也未獲
承認，但這些模式仍舊在蓬勃發展。那些許諾將不斷增長的利潤返回到富有的投資
者手中的企業能夠吸引到更多的更低成本的資金，而合作社、社會企業以及員工所
有制企業通常只能拿到債權，或者，如果他們夠幸運，能獲得慈善金融的支持。人
本經濟將扭轉上述局勢，更為注重支持這些商業模式，而不是那些不懈追逐利潤的
模式。

通過結束財富極端集聚來終結極端貧困
在人本經濟中，極端富有和極端不平等都將不復存在。為實現這一目標，首先
是幫助設計商業模式和經濟模式，確保不會產生過分的豪富。比如，限制最富有人
群的收入，鼓勵那些不過度回報股東的企業模式。其次，只有消除了精英階層對政
治和經濟的過度影響，才能消除過度的財富集聚。
除了上述措施，消除極端財富集聚的主要工具是稅收。每個國家都應提高所得稅
的最高稅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為各國確定了一個從 50% 到 70% 的有效範圍 249；
安東尼·阿特肯森（Anthony Atkinson）建議英國定為 60%。250 發展中國家應該儘快
加大對土地、資本收益、房產和遺產等財富的征稅力度，因為這些很明顯是收入的
累進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表明，這在許多國家都是可行的，而且確實有一些
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帶頭這樣做了。251
下麵是其他一些稅收政策建議，如果得以執行，將能夠有效限制財富集聚：
•

針對金融交易的小額稅收，即金融交易稅（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它
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性為高度累進性稅種，252 因為它是由社會中最富有
的人口繳交的。它也可以控制金融行業的過度發展，後者正是長期以來激化
不平等危機的主力。10 個歐洲國家已經同意實施這類稅收。據估計，如果
對股票、 債券、 外匯及其衍生交易征收僅 0.05% 的稅， 僅在美國這一個國
家的交易中，政府每年就能征得 3,500 億美元的稅收收入。253

•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提出應在全球範圍內征收財富稅。採用福布斯
2014 年 2 月的數據，樂施會計算得出，如果針對 10 億美元以上的財富征收
1.5% 的稅，所有的億萬富翁都繳納的話，每年就能獲得 700 億美元的稅收。
254
這些稅收收入將足以填補資金缺口， 讓每個孩子都能接受學校教育， 同
時還能提供護士、藥品和其他健康服務，拯救 600 萬兒童的生命。因為超級
富豪們的財富能定期獲得 5% 到 10% 的收益，他們完全負擔得起這個稅率。
255
很多億萬富豪都同意參照比爾·蓋茨的做法捐獻部分財產。雖然此類舉動
是廣受歡迎的，但並不足以代替公平的繳稅，連比爾  蓋茨自己都承認這個
事實。256

•

針對那些隱匿在空殼公司、信託機構和基金會背後的資產，還有那些受益人
資訊沒有公開的資產，會出現不知道應由誰來繳納財富稅的情況，詹姆斯 
亨瑞（James Henry） 提出可以引入匿名財富稅（Anonymous Wealth Tax，
29

AWT）。257 這只需要少數幾個主要匿名財富歸屬的富裕國之間達成協議即
可。據亨瑞估算，哪怕只針對 50 家最大的私人銀行、財富經理、對沖基金
和保險公司實施此項措施，按照 0.5% 的稅率征收匿名財富稅，每年就能收
到 500 億至 600 億美元， 這個金額至多只占這些離岸資產年收入的 10%。
如果匿名財富稅征收的稅率能定得比標準財富稅再高一些，就不僅僅能提高
稅收收入，同時還能增加金融保密的成本，鼓勵實益擁有人公開其身份資訊。

人本經濟將對男女兩性一視同仁
性別平等將成為人本經濟的核心，確保男女兩性在生活中擁有平等機會。阻礙
婦女進步的障礙將被徹底清除，包括接受教育、獲得醫療衛生服務等等。女性在社
會中的角色將不再由社會既定規範來決定，特別是無報酬家務勞動將會被承認、被
減少及被重新分配，潛在暴力威脅也將銷聲匿跡。
當草根機構、民間團體、智庫、大學相關部門的女性權益倡導者可以和政黨、
政府、區域和全球性機構等相關人員建立起戰略性聯盟時，婦女的集體行動將至關
重要，同時也將變得最為有效。259

女性農民在印度北方邦保護自己的土地權利 260
有 4 億婦女在印度農村生活，其中的 40% 以上都從事農業及相關的活動。
但是，因為婦女並不被視為農民，也不擁有土地，她們很少能獲得政府規劃和
信貸的支持。這限制了她們的農業生產力。2006 年，樂施會和戈勒克布爾環
境行動小組（GEAG）合作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只有 6% 的女性擁有土地，2%
能夠獲得貸款，1% 能夠接受農業培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聚焦於女性農民的倡導運動——AAROH 運動於
2006 年應運而生。它由印度樂施會支持，戈勒克布爾環境行動小組領導，與另
外 4 家區域性非盈利機構協調合作。在最初幾年，該運動主要幫助女性農民爭
取農民的身份能得到社會認可。在成功幫助女性農民在法律層面被認可為農民
後，該運動在 2011 年轉變方向，開始倡導聯合土地所有權。從那時起，該項
運動已經和 9,000 多名女性農民合作，讓“女性農民”（或“mahila kisan”）
一詞被普遍使用，還與地方政府和國家政府合作，動員 6,800 名男性與其配偶
分享土地所有權。2015 年 3 月，印度北方邦政府牽頭取消了配偶或近親之間
土地轉讓的印花稅。

為所有人服務的技術
人本經濟擁抱技術革新，特別歡迎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給女性生活帶來的巨大改
善。但是隨着新技術不斷被研發出來，由誰來控制技術、誰從中獲取利潤、哪些科
技對社會最為有用等等 , 這些問題變得愈發重要。我們必須確保技術的使用能讓世
界更加公平，而不是更不平等。市場需求意味着新型藥物能滿足有錢人的需要，將
有錢人的困擾置於發展中國家的疾病治療之上。2014 年，英國 / 瑞典制藥公司阿斯
利康（Astra Zeneca）退出瘧疾、肺結核和一些不被關注的熱帶疾病的早期研發領域，
轉而重點攻關治療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壓這些影響富裕國家的疾病的相關藥品，因
為有很多人願意為這些疾病的新型藥物支付高昂價格，藥物的市場潛力巨大。261 同時，
有利的知識產權環境也幫助了通過技術研發積累巨額財富的人，得到遠遠超出投資
的巨額回報。
政府並沒有對此袖手旁觀。 他們在發展造福人類、 造福地球的技術道路上起
着重要作用。公共資金被投入支持那些抗拒風險的私人投資所不願涉足的重要技術
研發， 如早期的風能和太陽能等。263 的確， 過去幾十年以來， 政府投資一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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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把女性半邊天壓
制得如此之小， 還想如
何撐起整個世界” 258
夏 洛 特  帕 金 斯  吉 爾 曼， 社
會學家和女權政論家

一些最成功的創新技術的主要支持者。264 經濟學家瑪瑞安那  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指出“所有讓蘋果手機能如此智能化的技術，都是由政府資助機構來支
持研發的，如衛星定位系統（GPS）、互聯網、手觸屏等，這些都應歸功於政府的資
金支持”。265
人本經濟中的政府應該更積極確保它們所支持的技術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並
且知識產權不應該只給研發人員帶來豐厚回報，還應該根據符合社會利益的方式進
行管理，包括關照到那些生活會因這些技術使用而改變的人們的利益。
各 國 政 府 也 需 要 影 響 工 作 領 域 內 技 術 革 新 的 方 向。 托 尼  阿 特 金 森（Tony
Atkinson）認為，技術革新對不平等的影響應該成為“政策制定者們不言自明、顯
而易見要關心的事情”。政府應該評估權衡，在不斷提高生產力、或消除危險工作
需求所帶來的好處，與更長遠的財富分配影響和保留以人性為核心的工作需求之間，
作出權衡。266

“ 如果沒有應有的關懷
和關注， 這些新技術就
會變成不平等的競技場，
只能有少數人勝出……
需要創造性的想法建立
這些技術的公開標準，
並將它們應用於滿足發
展中國家的需要。”
本  拉瑪林安（Ben Ramalingan ），
《國際發展的十項前沿技術》
（Ten Frontier Techn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62

可持續可再生能源助推發展
確保可持續的環境是人本經濟的又一核心。決策者和商業企業應充分考慮經濟
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投資那些對環境影響較小的活動和技術。這與能源部門高度相關。
自工業革命以來，石化燃料一直推動經濟的增長，但卻與人本經濟服務大多數
人的原則背道而馳。因為燒煤導致地方空氣污染，讓最貧困和最邊緣的社區常常最
徹底暴露在污染之下， 由此每年過早死亡的人數在中國達到 67 萬人， 在印度則達
10 萬人 267。失控的氣候變化給全球絕大多數人——即最富有的 1% 人口之外的民眾
——帶來的破壞更具毀滅性，因為他們無法與極端天氣和不斷升高的海平面隔絕。
人本經濟將衝破石化燃料的限制，着手於快速且公平地向可持續的可再生能源
過渡。要保證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 2℃以內，我們必須確保在 2045-2055 年期間逐
步放棄使用石化燃料。268 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這是可以承擔也是必須要承擔的。

珍視並衡量人類社會中真正重要的內容
從根本上說，人本經濟只是將國內生產總值視為一個簡單的、並非完美的衡量
進步的指標，將其與其它更為有用的衡量方式一起使用，互為補充，這些衡量方式
包括評估生活品質、 福祉、 以及人們盡力滿足自身基本需求的可能性。269 制定全
球政策時， 應最先考慮可成為替代方案的、 更具包容性的衡量方式， 如真實發展
指數（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270、 經合組織的幸福指數（OECD Better Life
Index）271，以及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272。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 提供了一系列衡量指標， 並為全球達成共識提供了一個
機會，即共同認識到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指標的同時，優先考慮更為根本性的人類成果。
無論用哪種衡量方式，在人本經濟中，國家收入分配將取代對簡單平均數的關
注，包括在家庭層面的簡單平均。不平等和消除貧富差距應嵌入到我們對社會進步
的衡量中。
在人本經濟中，女性所有的工作都將獲得應有的認可。將無報酬的照料工作納
入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條件，將是迫切需要推動的社會規範改變的第一步，讓人關
注什麼是有價值、“真正的”工作。人本經濟應確保認可、減少和再分配家庭照顧
責任，在公共服務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也促進社會認可，為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提供
投資和支付費用。
自然資源將被嚴格記錄在資產負債表上，激勵各國政府和私營部門以及廣大民
間社會在減少浪費、管理資源、努力創新和創造就業機會等多方面創新及合作。此外，

“ 聚焦於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是將問題簡單化了， 我
們拒絕‘ 涓滴效應’ 路徑，
它假定無差別的經濟增長
能滲透並滋養底層， 認為
一切都可自然由此生髮，
包括窮人也由此獲益。 我
們需要探尋到一種具有包
容性的經濟增長模式， 能
夠提升最貧困人群過上好
的生活， 而不是僅維護上
層人群利益。”
金墉（Jim Yong Kim ），世界銀
行行長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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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內在的、超越其經濟效用的價值能夠獲得認可，各國政府的工作重點也將
強調：保障子孫後代能享受自然生態並從中受益的權利。
樂施會呼籲建立“福祉經濟體”（well-being economies）聯盟：各個國家和地
區在進步性企業和社會團體的支持下，承諾培育一個關注人類福祉與生態福祉的發
展模式，而不是只是狹隘關注經濟產出。這個關注重點的改變 , 將為全球政策制定
的高層群體帶來變革，突出那些為更為廣泛的指標付出努力並取得成果的國家。例
如儘管哥斯達黎加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及韓國的一半，但它取得了和韓國相同的
社會進步成果。274

蘇格蘭的人類指標
樂施會開發蘇格蘭人類指標（Oxfam Humankind Index for Scotland）的目
的是希望以更為全面的、有代表性的發展標準來評估蘇格蘭的繁榮程度，在經
濟增長和消費提高這兩項指標之外。這是首次使用多維方式衡量蘇格蘭的發展
情況。275 有效收集到蘇格蘭民眾的意見對指標論證非常重要，特別是那些鮮少
發聲的群體，包括女性難民、農村貧困年輕人、有學習障礙的人群、年輕母親、
住在貧困地區的人群和攜帶血液傳染疾病的人群。調查征詢了蘇格蘭民眾認為
自己生活中各個方面中哪些事情最為重要。
基於上述調查，首個樂施會人類指標誕生了，它集合了民眾認為最重要的
18 個要素，並相應加權。地方當局將指標進行拆分，來評判蘇格蘭不同地區的
表現如何，同時還評估了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的表現情況。276
該套指標於 2012 年啟動。由於（樂施會與其它機構）圍繞該套指標的不
懈倡導，蘇格蘭議會已承諾盡力提高蘇格蘭的國家績效框架。由財政部長召集
並主持的框架圓桌會議也邀請樂施會作為主要成員加入。
對另外一種未來懷抱積極的願景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任由社會中所有的財
富都被攥在極少數人手中，這對我們的社會和未來沒有任何好處，這是個不言自明
的常識。財富應該被更為公平地分享。樂施會堅信，人類可以做得更好。反貧困鬥
爭和追求一個更安全、更穩定世界的迫切需求也要求我們這樣做。為時已晚之前，
我們能夠建立、也必須建立一個更加以人為本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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