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学 ７０ 年：回顾与展望

———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笔谈（上）

编者按：２０１９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０ 华诞，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之年。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

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为了系

统地总结和提炼中国 ７０ 年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不断开拓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本刊特邀多位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这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政府与

市场关系的视角∗

谢伏瞻

∗　 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２。

新中国 ７０ 年的发展，既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

的光辉结晶。 这里仅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谈一点感受和认识。

一、 政府与市场：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

“放任”与“统制”，构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完整谱系的两极。 从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到“从
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父爱主义”大政府，人类沿着这一谱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历史钟摆

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在这个谱系上来回运动。
在思想谱系的一极，秉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运行最有效

的手段，因此，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只要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 政府的作用仅限于

处理那些市场无法做好，但对社会而言又不可或缺的事情。 斯密的“守夜人”政府是这种观点的典

型代表。 在思想谱系的另一极，赞同中央计划经济的学者则认为，市场机制在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都

存在严重弊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危机频发。 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应当取代市场机制来配置

资源，以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全民的根本利益。 传统计划经济学派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
处在思想谱系两极之间，则是更加丰富多彩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虽不认同政府越小越好，但仍信奉新古典教条，相信市场机制可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主导作用。 弗里德曼和科斯的观点比较典型。 弗里德曼认为应把政府定位为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

者和维护者，只要清晰且公平的市场规则得以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将有效配置资源，直至实现帕累

托最优。 科斯和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政府主要职责应集中于界定和保护产权；因为有效

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所在。
第二类，高度重视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府必须在经济运行中有所作为。 在经历了大萧条之

４

谢伏瞻等：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笔谈（上）
网络首发时间：2019-09-20 10:35:54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081.F.20190919.1505.008.html



垒”谈判日益增多；但丹尼·罗德里克给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和

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三零”的困难；①基于合

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正在受到侵害，多边主义贸易体系正在受到严重挑战，
ＷＴＯ 的效率和权威性受到极大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力正在增

强，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期间，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的 １９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

６６１６ 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 １１９１ 项，居全球首位，相比而言，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 ２２５４ 项。②尤其是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正在打破基于高效全球价

值链分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这将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种全球

化“大变局”对未来 ３０ 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坚

决维护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前提下，③使未来工业化战略能够把握和适应这种全球化“大变局”。
第三，实现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 以“后发赶超”为战略导向的中国 ７０ 年工业

化进程是高速工业化，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未来 ３０ 年中国工业化也面临着从高

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和挑战。 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
也产生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区域工业化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不

充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低水平

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的供给侧结构问题突出，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

和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

分，经济呈现“脱实向虚”趋势；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１３ 亿人

口大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了极大挑战；④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与城

镇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还不充分，不利于工业化进程推进对“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

支撑作用的发挥。 面对工业化发展的这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有推动工业化战略从高速工业化向

高质量工业化转型，才能够真正全面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百年目标。 高质量工业化，体现出创新是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基本特

征。 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应该重点满足三方面要求：一是满足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通过技术创新实现

产业结构高级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要求；二是满足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包容

和可持续的工业化要求；三是满足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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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回顾 ７０ 年发展

历程，笔者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当前重大变局的世界变化，下一步应该如何

去做？ 近些年笔者归纳总结了“三维六性”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论，无论是做管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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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搞改革、做研究都适用，那就是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才能保证

其结论和举措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这六性。
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呢？ 是因为笔者感觉目前许多对改革经验的总结缺乏

科学性和严谨性及历史视野的经验教训比较分析，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也是如此。 比如，
现在大家都在谈改革。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改革？ 所谓改革就是改正制度，把错的、落后的制

度改成对的、先进的制度，给外界以希望。 无论做什么，要搞清楚真正的逻辑起点。 本文主要谈的

问题是：到底是哪些因素，特别是新的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或者说近 １８０ 年

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并且在当前世界重大变局下也必须如此应对。

一、 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与市场制度优势

做任何事情、分析解决问题，必须明道，也就是明了做事的基本规律、道理和原则，包括改革。
经济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改革容易引起这么多争议，是不少人未将两大最基本而差不多又无法改变

的客观现实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 第一是个体逐利性：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体基本上是

考虑自身利益的。 比如，中国有中国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利益，个人有个人的

利益，这个实际上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性假设和讨论问题的逻辑出发点。 如果个体总是利他，思
想境界都很高，事情就好办得多，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机制设计或党纪国法。 第二是信息不对称：在
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往往信息分散、不对称。 但弄清基本情况，又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

条件。 承不承认、能不能应对好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约束条件，是避免争论或导致制度或政策失

败，制定出好的制度，不断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的关键所在。 于是，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客观现

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这样，制度的选择或制定由此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人性是改变

不了的，也就是说，个体的逐利性，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是基本改变不了的。 但我们为什么

要改革制度呢？ 实质是把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游戏规则，以此顺应人性，让人们自愿地

改变其行为结果，以此实行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也就是我们讲的激励机制。 个体的逐

利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客观约束现实条件是没有国界的，没有特殊国情，可以说是普适的，存在

于任何国家，由此所采用的基本经济体制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比如采用市场制度，中国也不例外，其
实践说明了此点。

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忽视了这两大客

观因素条件。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认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其中政府主导毫无疑问起到了重要，但能不能把它推到一个极致呢？ 改革开放之所以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两个客观条件。
由于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这两大客观现实，在考虑经济问题、制定政策和制度时就需要注重三个

异常重要的关键词。 一个是信息有效性，尽可能用到少的信息。 由于信息分散，非完全及不对称，人们才

希望采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制度，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以此提高信息效率。 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
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 个体能否做好某件事情，关键看是否搞对激励。 是否形

成激励相容关键则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好坏，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异常到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

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①三是资源配置有效性，在资源给定的情

形下，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 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与激励和信息有关，一个低效的制度机制常常与激

励不相容、信息成本过大是联系在一起的。 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三个要求方面具有天然、独特优势。

３２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



二、 从控制实验的科学本质内涵看改革开放成功的差异因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总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如此巨大成就的经验呢？ 中国过去 ４０ 余年的改革

开放是如何应对这两个客观约束条件，也就是个体的逐利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呢？ 当然我们首先

要谈到的是党的领导，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党的领导，这不是新的因素。 国有

企业主导是不是导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新的因素呢？ 也不是。 改革开放前后，国有制主导作

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前，国企的主导作用更大。 国有企业占据的比重更大，政府主导

是新的因素吗？ 更不是，政府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中是无处不在，十分显著的，而改革开放后，其干预

经济的程度大大减少。 那么，为什么后 ４０ 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 那就是在除了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

因素毫无疑问地就是较大程度上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对外开放的实行，
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内涵就是可控的实验。 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时，也应按照科学的

本质内涵———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不能把所有的因素都放在一起来泛泛

而谈。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前后几十年对比，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控制实验。 因为很多重

要的、必要的因素：党的领导、政府的主导和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在建国 ７０ 年来所一直贯彻和保

持的。 但是为什么在这后 ４０ 年，中国取得的发展和进步能如此巨大呢？ 关键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和

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也就是经济的民营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一些根本举措，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

就。 这样的客观现实，依然是解决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应对方向的基本逻辑出发点。

三、 世界变局下的中国进一步的继续改革开放

无论是从内部发展需要，还是从外部竞争应对来讲，中国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特别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竞争很有可能将是长期性的，其冲突性和对抗性呈现增强趋势。
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

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中国经济要在未来 ３０ 年，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应结合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时

期宏伟愿景目标，戒骄戒躁、求真务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

擦的问题上更要有战略定力、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特别要避免

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 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如果对方一定要跟你斗，
我们也不能不还手。 但是，能不能避免冷战式的这样最坏情况出现？ 要靠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也要

靠两国企业的利益纽带与两国人民的情感联结。
面向未来，对外我们对自身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夜郎自大，韬光养晦的方针不

能放弃，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

至恐惧。 对内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

切入点，这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 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些竞争性行业，起到决

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

用。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让中国的国力

超越美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冀　 木）（校对：金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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