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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 ,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两者的内在一致性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对和谐社会目标如何理解 ,并结合和谐社会的

特征与内涵讨论了其与效率 、公平和法治的关系。随后通过将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深刻

思想和理论结果 ,与中国改革的实践相结合 ,论证了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相容

性。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应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

或体制创新的过程。由此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并讨论了经济学家在构建和谐

社会中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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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始于 1978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 29年的历程 ,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

是经济体制转型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近 30年持续地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制度环

境及其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凸显 ,人们越来越发现

只是从考虑经济发展 、注重经济效率的角度 ,推行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更深层次地从经济 、

政治 、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地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制度建设问题 ,挖掘并解决其内在

的矛盾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原因 。

通过近30年的改革 ,经济增长了 ,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其中有些还越来越严重 ,如分配不

公 、机会不均 、贫富差别过大 、社会矛盾激化 、国有资产流失 、贪污腐败 、欺诈现象增多 、诚信危机 、环

境污染和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等 ,这些问题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不和谐及潜在的社会危机 ,对和

谐社会的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 ,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攻坚阶段和十字路口 。

事实的确如此 ,有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国策 ,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 ,甚至持否定的

态度。一些学者对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 。对改革进行反思

是必要的 ,但矫枉过正 ,反思过头了就不是好事 ,令人担心。有人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甚至将问题

意识形态化 ,以至于产生了怀疑 、甚至是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思潮 。有人认为中国产权改革和市

场化改革的方向性错误是造成贫富巨大差距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 ,认为中国的改革应

该停下来 ,至少应该思考三年以后再说。但是 ,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

吗?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疑问?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有可能误导民众 ,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的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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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怀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及危害性 。当前社会诸多不和谐的深层次原因是

体制性原因 ,有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与现在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有关 ,与农村土地制度 、国有企业产权

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税收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和现代市场体制

的不完善有关。

本文主要讨论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制完善的关系问题 。和谐社会的核心本质是效率 、

公平与法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由胡锦涛主席所给出的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 ,即民主法治 、公平

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的和谐 ,都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来达到。对和谐社会与改革的关系学者们已有了许多讨论 , 如常修泽(2005)、高尚全(2005)、李义

平(2005)、刘吉(2005),本文则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和谐社会的内在一

致性和相容性。因为 ,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 ,而应是加

强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和建立与完善民主法治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为取

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通过深化改革 ,切实克服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弊端 ,建立新的社

会制度规范 ,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体制保障。在经济活动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在社会分配领域把

公平放在第一位 ,在政治管理体制领域把民主法治放在第一位 ,从而形成有效 、公正和民主法治的

和谐社会 。

在下面的四节中 ,我们首先对和谐社会做出了明确界定 ,并结合和谐社会的特征与内涵讨论了

其与效率 、公平和法治的关系;然后 ,通过将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深刻思想和理论结果 ,与中国改革

的实践相结合 ,论证了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的相容性。一个基本结论是 ,构建和谐社

会的过程应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随后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

议 ,讨论经济学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所能发挥的作用 ,最后给出结论 。

二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要构建和谐社会 ,我

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和谐社会 。它的内涵或特征是什么? 在这里 ,不妨援引权威的定义。国家主

席胡锦涛明确地给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

力 、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民主法治的社会就是民主决策得到充分发扬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各方面积极因

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的社会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

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以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的社会就是全社会互帮互

助 、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 、融洽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

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动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的社会就是

社会组织机制健全 ,社会管理完善 ,社会秩序良好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是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 。

这样 ,和谐社会其实讲的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建立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

个在这三方面之间没有根本冲突的社会 ,也就是要建立一个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高度发

达的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主要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加经济活力来体现的 ,属于物质文

明方面的范畴 ,强调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

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的基础上 ,所以 ,应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发展。通过提高经济效率 ,促

进经济发展及保护生态环境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是通过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来实现 ,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 。公平和

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题 。公平正义就是要妥善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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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它不仅仅表现为收入分配的公平 ,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机会均等以及

在法律条件下人人平等;诚信不仅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

本的道德规范之一 ,强调诚信友爱 ,就是全社会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 、融洽相处。强调公平

正义 、诚信友爱 ,就须以国家法治作为基础 ,以政府经济政策制度作为保障 ,以社会道德文化作为支

撑。通过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诚信友爱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 。

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主要是通过完善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来实现 ,社会安定有序 ,属于政治文明

建设的范畴。法治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律的权威 ,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高于人

情 、法律高于权力。为了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 ,依法办事 ,法治要与民主相结合 ,以民主作为保障 。

制定法律要保证充分尊重民意 ,尊重人们民主权利 ,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参与权 、意志表达权及

民主监督权 ,使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为了社会安定有序 ,需要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

机制和社会公约管理制度来维护社会稳定及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通过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 ,使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 ,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完善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 ,保证社会安定有序 ,不断增强和

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基础。

因而 ,人与自然 、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分别对应着效率 、公平与法治的改进与完善 ,分

别属于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方面建设的范畴。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要对这三方面注

入实质性的内涵 ,进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三方面建设的具体措施。具体说来 ,和谐社会就是通过

不断发展经济来加强物质文明方面的建设 ,通过发展先进文化来进行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 ,通过完

善民主法治制度不断加强政治文明方面的建设。应当指出 ,以上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的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社会体系。对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加以系统把握 。

这六大特征是对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一旦了解了和谐社会与效率 、公平 、法治的关系

以及属于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方面的范畴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以下三个方面

是不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①

(1)贫穷落后不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积贫积弱肯定与和谐社会不一致 。

贫穷落后是人与自然之间没有达到和谐的具体表现 ,不是物质文明现象 ,因而不是和谐社会的特

征。我们之所以要搞改革开放 ,搞经济建设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面貌 。

(2)对改革中出现的不同观点用大批判的方式不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这一点作为学者应该特

别关心 。因为如果你发表一种论点就会有人来上纲上线 ,如果大家都用非学术探讨的方式来互相

批斗 ,又有什么诚信友爱与和谐而言呢 ?这些都不是精神文明现象 ,因而不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

(3)机会不均 、社会不公不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笔者相信当前改革造成的一些问题在很大程

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解决的 ,都可以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

下面我们来具体论证具有这六大特征的和谐社会可以通过建立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来达

到。

三 、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相容性

既然目标被确立为建立和谐社会 ,那么是否存在能实施它的某种制度安排呢 ?这样的制度安

排是存在的 ,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什么说构建和谐社会可以通过建立与完善现代市场经

济体系来达到呢 ?因为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达到和谐社会所应满足的六大特征 。和

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一致的 。因而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的大方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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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刘吉教授(2005)也进行过大致的阐述。刘吉教授在《社会科学报》2005年 9月 29日《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大

厦》一文中 ,提出“贫穷不是和谐社会” ,“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 ,以及“无差别 、无矛盾不是和谐社会”。



然是建立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下面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

成就来论证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宏伟目标 。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和谐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民主法治社会 ,

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和谐社会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

市场经济则不能够运行良好 ,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一定要强调法治 。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不

在于有没有法制 ,而在于法治是否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存为

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 ,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

个基本特征在于其制度的基础是法治(the rule of law),也就是依法治国 。为什么要强调依法治国 ?

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制度基础 ,主要是用来约束政府以及个人的行为。法治的第

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否则 ,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 ,独立的企业制度

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的保障 ,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

经济人行为 ,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 ,合同和法律的执行 ,维护市场竞争 。对经济发展来说 ,最重

要的莫过于合同要得到执行 ,财产要得到保护 。保护产权的意思 ,就是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谁也不

能掠夺别人的财富。有了法治 ,产权就能得到保护 ,人们就会把自己的资源和精力投入于财富创

造 ,经济才能发展 ,整个社会才能走向富裕。① 因而 ,对一个国家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

保证就是依法治国。

那么对依法治国的保证又是什么呢? 是民主 。要建立好的法治体系 ,就需要民主作为保障 。

尽管民主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或充分条件 ,但民主一般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和合理 。法治有个自身

无法解决的难题是:谁来制定法律和法规 ? 谁来监督执法者 ?对执法者如何执法?法律和法规的

制定应发挥民主的作用 ,充分地尊重民意 ,使得法律 、法规更具有合理性 、持久性 ,能照顾到大多数

人的利益 。让民众来监督执法者 ,如果执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的约束 ,法律只是统治者用来制约公众

的 ,这样的社会就不能称之为法治社会 ,而是法制(rule by law)社会 ,即统治者以法去管制他人的社

会。在这种状态下 ,统治者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 ,独立于法律的权威之外 ,享有不遵守法律的

特权。② 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理念 ,就说明中国在封建主义时期不是法治社会 ,最多只能

算是法制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也都一样 ,这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 ,所以现

代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得不由法制转向了法治 。那么 ,怎样才能制约执法者 ,使法制(rule by law)变

成法治 (rule of law)?这就是民主。民主能制约执法者 ,防止执法者成为法治的破坏者 ,从根本上

保证法治 ,这就是民主的好处 。因此 ,民主和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制度保障 ,是和谐社会的首

要特征。

民主要靠什么来保证呢 ?靠分权 ,分权保障了一定的民主 。具体来说 ,包括政府部门之间分

权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分权 ,政府和民间的分权 ,以及民间内部不同群体 、不同人之间的分权 ,即不

让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手上 。分权对保证民主非常关键。为了保证民主 ,需要有

分权 ,包括分享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 ,不允许政府中间的任何一部分人 、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 ,掌握

过多的资源和过大的权力 。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松绑 、放权”就是一种分权式的改革 ,它

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随后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打下

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 。王一江教授在《国家与经济》(2005)一文中详细讨论了民主对现代市场经济

的建立与完善的重要性 ,谈到了法治 、民主和分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来说 ,

法治是最重要的 。但现代国家制度作为一个整体 ,从长治久安和经济长远发展来看 ,分权 、民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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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法制与法治的详细讨论 ,参阅 Olson(1965 , 1982 , 2000)。

对法治与市场的紧密关系的详细讨论见钱颖一(2000)。



法治一环扣一环 ,三者缺一不可。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适当发挥作用能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

第二个特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按照胡总书记的解释就是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 。生

产发展 ,生活富裕实质上讲的是经济效率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 ,人们为了追求利益 ,相

互竞争 ,可以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 。学过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人都知道 ,一般均衡

理论中有一个论证市场最优性的定理 ,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 ,它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 ,

1776)“看不见的手”的正式表述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该定理指出 ,

当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时 ,如果每个经济人对商品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永不满足(non-satiation

assumption),并且同时满足一些技术性约束条件时 ,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①

资源有效配置在现代经济学中指的是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cy)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有效配置指的是没有任何改进余地的资源配置(即总的初始禀赋给定的情况

下 ,不存在其他可能的资源配置 ,使得一部分人变好而没有人变差)。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不

是帕累托有效 ,就存在浪费 ,那么人就不会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 ,经济就不能得到和谐发展 ,人们生

活就不会富裕 ,而一个经济不发达和不富裕的社会是很难持续的 。从这个结果可见 ,通过改进或完

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能够消除贫穷和落后。当然 ,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垄断和生态环境方面也

许会失灵 ,这时需要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而不是取消市场制度。我们需要政府制定反垄断法 ,引

入竞争机制 ,来避免个别企业垄断市场 。当企业对生态环境可能会产生破坏作用时 ,我们也需要政

府恰当的干预 ,现代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方法 ,如政府可以制定税收制度 、采用规制方法 、设计激励机

制 、明晰产权等 ,用来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 ,那么实践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们每一个中国老百姓 ,应该信服这一

点 ,通过中国经济 29年的改革 ,经济增长非常迅速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 ,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水平

大大提高 ,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胜于雄辩 ,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市

场经济确实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在人与自然方面还存

在一些不和谐因素 ,比如说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所欠缺 ,但这是政府部门没有充分重视的问题 ,是政

府政策不到位所致。总的说来 ,市场制度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可以解决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的适当作用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和谐社会的第三个

重要特征是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社会价值取向 ,追求平等友爱 、和睦融洽的社会。尽管现代经济

学对资源配置平等注意较少 ,但并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用来研究如何导致资

源配置的公正结果。尽管当前市场化改革暴露出来的不少问题是由于体制转型处于非均衡状态 ,

这在改革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但也有许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比如 ,许多社会不公和结果

不平等(inequality of outcome)的严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会过分不均造成的。政府采取恰当

的措施和政策可以大大减轻社会不公的程度 。机会均等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体现 ,是实现社

会和谐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 ,因为个人的发展不应当因为他自身不能决定的诸如出身 、性别等条件

的不同而受到影响。现代市场体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尽量地创造机会均等的条件 。其实 ,许

多人所反对的并不是结果的不平等 ,而是对机会不公 ,对政府官员寻租行为泛滥的不满。机会不均

根本背离市场体系良好运行的要求 ,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恰恰要求机会均等。在这种情况下 ,机会

均等和经济效率是可以一致和相容的。

不过 ,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平等配置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 ,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

一个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例如 ,一人占有社会上所有资源而其他人不占有任何资源的配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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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Mas-Colell , Whinston , and Green(1995)或 Tian(2006)对一般均衡理论讨论的章节。



帕累托有效配置),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 ,却是极端的不公正 。“结果平等” (equality of outcome),

即所有人对资源的配置相等 , 也是一个社会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① 市场制度本身尽管能很好地

解决效率的问题 ,但一般不能解决结果公平问题。只要人们追求个人利益 ,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风

险和机遇 ,经济效率与结果平等一般来说就会发生冲突 ,处于一种权衡取舍的状态。由于一个人的

能力有大小 ,主观努力不同 、机遇不同或所面临的风险也可能不同 ,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从而增

进效益 ,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如果无论干多干少和贡献是大是小 ,收入都一样

多 ,那么 ,会有多少人去努力工作呢 ?

这样 ,完全靠市场的作用不能解决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问题 ,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可能导致资

源配置结果的不公平 ,这意味着市场在解决结果不公平方面也许会失灵 ,于是就需要政府发挥作

用。结果平等是一种绝对平均的概念 ,只是考虑了客观因素 ,完全没有考虑个人主观偏好。每个人

的爱好会不一样 ,把所有的商品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公平 ,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因而

更合理的公平标准应该将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例如 ,按照每个人都不嫉妒其他人的资

源配置结果或不嫉妒其他人的平均资源配置结果来定义公平结果(equitable outcome),则以上结果

公平的概念也许更加合理 ,因为这些概念不仅考虑到了个人偏好和人们愿意得到他喜爱的商品组

合 ,同时也考虑到结果也需要相对平等 ,否则每种资源相对较少的人会嫉妒每种资源都相对较多的

人。更重要的是 ,按这样定义的结果公平不仅合理 ,而且更加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这样 ,一个和谐社会应是公平(equitable)有效的社会 ,其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了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 ,而资源公平的配置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个资源公平配置的社会未必是帕累托

有效的 ,反之亦然。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具备上述两个特征的社会就是资源配置公正(fairness)

的社会。②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只有同时满足帕累托有效和公平配置标准 ,该社会才是资源公正

配置的社会 。因此 ,和谐社会中的资源配置必须是公平的而且有效的 。帕累托有效仅是按一个社

会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作为衡量标准 ,但没有涉及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有效也

可能意味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然而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 ,至少在理论上就能较好地解

决结果公平的问题。

这与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原理是一致的 , 可称之为结果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③ 结果公正定理讲的是: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 ,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 ,在一

些技术性约束条件下 ,如局部不满足性条件和信息完全条件等 ,就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

源配置结果。

因而 ,这个结果的政策性含义是 ,一个和谐社会理所当然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 ,保证他

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 ,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 ,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参与社

会生活 ,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政府应通过真正的义务教育 ,通过调节税

制 ,通过遗产税的办法 ,为大众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 ,然后让市场去运作 ,我们就可以达

到既是公平的 ,也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这个结果对解决当今社会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和社会

不公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现在中央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

策 ,如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免征农业税 、减免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学生的学杂费以及课本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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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现在的教科书基本不讲 ,但 Varian的 1982年版本的高级微观经济分析和笔者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讲义(第九章)都用了较

大篇幅讨论该定理。

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的讨论 ,见田国强(2005)。

罗尔斯(1971)给出了一个公正社会的理性原则 ,所谓的“第二优先原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 。它要求“公平机会

平等原则”要优先于“差别原则” 。这个原则的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 , 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负

担。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



这些都是有利于建立平等起点的强有力措施 ,是公平和平等概念的具体体现。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诚信为本的问题 。和谐社会第四个重要特征是诚信友爱 。诚

信是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笔者认为任何成熟的社会风气实质上都是一种均衡。这种

社会风气或习俗一旦建立 ,任何个人就不会有单方面偏离这种规范的激励。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

论告诉我们: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的进程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步骤 ,则理性行为将考虑所有人的初始

行为对后续选择及最终结果的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博弈 。这一类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可信性 ,即

当背离行为发生后 ,惩罚措施是否确实被执行 。而这正是现实社会建立诚信的关键所在。在一个

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中 ,如果有谁选择诚实守信 ,则他的利益必然受损 ,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

什均衡 。而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 ,所以诚信也是一

个纳什均衡。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个体(市场经济中主要是企

业)的生存期足够长 ,他们之间进行的不是静态博弈而是无限期的重复博弈 ,而他们又有足够的远

见(其贴现因子接近 1),则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这样 ,人人尔虞我诈和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

是纳什均衡。只要适当设计规则 ,使对背离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 ,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背离行

为带来的额外收益 ,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那么靠什么使得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

均衡呢 ?主要靠的是法治 ,而这一点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部分里

已经作了论证。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活动必须以诚信为本 ,否则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 。诚信未能在当今

社会广泛建立 ,其原因就是市场体系没有完全规范 ,信号机制 、信息机制和舆论机制还没有很好地

发挥作用 。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 ,所期望的人们的诚信行为方式不构成均衡 ,致使许多人不按规则

行事 ,使得不讲诚信的人没有受到惩罚 。之所以在市场体制下不时有欺骗行为发生 ,原因有以下几

点:一是由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力不够 ,使得惩罚不能成为可置信的威胁。二是由于经济主体缺乏

远见 ,而长期来看这种短视的经济主体必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 。三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政策太多而

且常常朝令夕改缺乏连贯性 ,使人们缺乏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这一点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深化而

解决 。虽然表面看来 ,今天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欺骗现象多于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这并不是市场

制度本身造成的 ,从理论上讲这些都是市场制度可以解决的。市场制度的“法治性”和“竞争性”充

分保证了这一点 。

现代信用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规范。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本质

是垄断 ,它不仅导致了低效率 ,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和人们的诚信水平 。在成熟的市场经

济制度中 ,信誉是企业的生命 。企业只有重视信誉才能长期生存 ,才能创造品牌效应 ,只有品牌好

了 ,消费者才肯出高价钱购买他们的商品。越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地方 ,在经济活动中出现欺骗的可

能性就越小 ,假冒伪劣就越少(温州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相对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

系下 ,人们会有较稳定的预期和长期投资行为 ,社会成员才能守信用 、重合同 ,市场的作用会使得失

信者在经济上受到惩罚 ,守信者从长远则会得到回报 ,所以现代市场制度能够解决诚信为本的问

题。

当然诚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 ,是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规范 。通过建立现代市

场体系所要求的和谐社会能让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发扬 ,各种欺诈行为逐渐得以消除 ,

经济 、政治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生活得到净化 。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成熟会让社会充满活力 ,即和谐社会的第五个特征 。在现代市场

经济体制下 ,人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和财富 ,需要与他人进行竞争 ,因而会有巨大的激励去进行创

造 、创新和发明活动 ,人们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各种创造成果会得到回报和肯定 。前面

提到的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已经论证了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经济机制设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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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则更进一步地论证了在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人或者至少

有一部分人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 ,产权明晰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最节省信

息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的机制(Hurwicz , 1972 , 1973 ,1979 , 1986;田国强 ,2002 ,2003)。

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还是其他的经济体制 ,它所实现的

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市场竞争机制所需要的更多 ,从而这些机制不是信息有效率的 ,

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果不难理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

层委托代理关系 ,所以会出现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等问题 ,人们会偷懒 ,会欺诈。同时上级部门为了

作决策 ,需要知道许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信息 ,但事实上这一般不太可能 ,因而决策错误的可能性

大幅度增加。而在市场体制下 ,产权明晰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理人 ,或者委托代理链条大大缩

短了 ,所以一些信息问题也就相应地解决了。不会再有人偷懒 、说谎了 。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了 ,所以经济会充满活力 。因此 ,只要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应该让市场去

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补充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个理

论结果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29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市场化的改革 ,大大地调动了人

们的生产积极性 ,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人们的创造活力得到了激发 、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也得

到了充实 。在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下 ,由于产权的明晰 ,个人利益受到了保护 ,在此驱动下 ,社会将

会更进一步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一切积极因素得到充分的调动 ,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

力得到充分激发 ,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的活力在现代市场制度环境下将会得到充分保证 。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和谐社会的第六个特

征是社会安定有序。一般均衡理论里面有一个结果 ,国内经济学家很少谈及 ,但与社会安定有序有

关 ,这就是微观经济学里面关于竞争市场机制与经济核(economic core)关系的一个结果 。学过现代

经济学的人中 ,有人可能会觉得经济核这个概念比较抽象 ,但实际上这个概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来看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经济核的基本含义是 ,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 ,就不

存在任何小集团 。对这个资源配置不满 ,从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福利 。

这样 ,当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 ,不存在什么势力 ,或什么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 ,从而这个社

会就比较安定。经济核定理告诉我们当市场达到竞争均衡后 ,在一些规范性的条件下 ,如在偏好的

单调性 、连续性及凸性(效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假设下 ,市场均衡所导致的均衡配置就处于经济核

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秩序一般都比较安定 ,经济发展平稳 ,人们的

生活安居乐业 ,很少有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发生 。

另外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是以中产阶级作为主流的社会 ,他们基本上都有产有业 ,能够安居立

业 ,享受到现代社会带来的好处 ,这是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因素 。

四 、经济学家的责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性建议

经济学家有责任弄清楚 ,通过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 。

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后 ,作为经济学家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从以上讨论 ,我们知道

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

革的基本方向。但是 ,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容性并不是无条件的 ,只有在规范的

制度环境及一些特定的约束条件下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和谐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竞争当

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但如何在提高竞争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公平;如何改善制度环境条件 ,以实现

有效的资源配置 。这些都是我们经济学者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也为我们经济学家提供了研究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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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 ,但这种社会并不是空想 ,现代经济学中

一些理论结果为我们追求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可操作的政策依据。我们无论做研究还是提出政策

建议都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我们经济学家有责任弄清楚 ,通过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 。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经济核定理 、结果公正定理以及博弈论中关于信用的无名氏定理等结果对建

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相容性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这些理论结果的具体实现是有

许多制度性和技术性约束条件的。如偏好关系是单调连续且满足边际效用递减 、信息完全 、市场竞

争 、零交易成本 、产权明晰 、公平竞争的起点 、初始收入相同 、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等等 。在现

实中满足上述条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存在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结果没有现实意义 。尽

管这些理论结果只是理想的状态 ,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达到(像物理学中自由落体运动在现实中永

远不存在),但它们是基准 ,是参照系 ,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达到雷

锋的标准 ,但不能因此就不要学雷锋 ,我们还是要学雷锋来不断地向这个标准靠近。理解了这一

点 ,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的时候 ,就要尽量改善和消除这些制度性和技术性约束条件 ,凡是

有益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条件 ,我们要尽量创造 ,使实际经济制度环境不断逼近理想状态 。

正是由于现实社会制度环境与理想状态存在着很大差异 ,才需要改善现实制度环境 ,使其不断接近

这些理论所要求的规范制度环境。

尽管如此 ,对现代经济学的应用方面也要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环境相结合 。经济学家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但也有许多不足 ,有些问题我们没有考虑清

楚 ,比如说 ,国有资产的流失。我们也讲产权明晰 ,但对产权明晰的过程和办法考虑得不是那么周

到 ,产生了不少问题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失职 ,对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精髓思想

和理论结果理解得不是那么透彻 ,有时是生搬硬套。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

国情和民俗 ,因而对现代经济学的应用方面要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环境的相结合。经济学者

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给出好的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的客观现实环境 ,要因人 、因

事 、因时 、因地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灵活地应用现代经济学中一些理论结果 ,或按照现代经济学的

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发展出适合中国现实环境的经济理论 ,来解决现实问题。

既然市场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相容 ,而且是现有社会经济和技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建立

和谐社会就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 ,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

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回顾中国 29年以来改革的历程 ,人们有充分理由

为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进步而感到鼓舞 ,它充分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 ,

是坚定继续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础。但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人们也普遍感受到

了现实中的若干深层次矛盾依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明显的障碍或制约 ,其中有些矛盾只是传统

体制基本矛盾的延续或进一步显现 。当然 ,有些是因为改革中出了失误 ,是由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

型中社会利益分化和调节机制不足而产生的 。但无论如何 ,这些矛盾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市场化改

革的基本方向 ,不能构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选择的依据 ,只是说明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归根结

底 ,这些问题只是源于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完成 。

从而 ,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市场化的改革 ,逐步地完善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一个完善的现

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放开价格 、开放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给予人们自由就可以了。它是由一

系列经济制度环境组成的 。这包括市场价格机制 、自由流通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金融)市场 、各种

经济法规 、明晰的产权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 、宏观调控系统 、税收体系 、反垄断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等。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保证基础 ,就不可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

价格机制能有效和迅速地传递经济(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 ,让经济充满活力 。明晰的产权制度

能激励投资者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进行最有效的生产 ,竞争的市场使得消费者能以最便宜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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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自己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竞争 ,企业也没有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率 ,从而需要反垄断法

来保证竞争 。这样 ,产权明晰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使得人们在自由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交换

产品和生产要素 ,从而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然 ,市场能正常运转和公平竞争需要有规范的法

律和法规作为保证 ,保证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不受侵犯 ,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

件下进行竞争。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法律体系和法规 ,企业合同和契约就不能严格地被执行 ,企业

的经营者就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谋私 ,从而增加有损投资者利益的风险。可以说 ,中国和谐社会能

否构建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健的高速发展将取决于市场化的改革能否更深入地进行 ,能否最

终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此 ,笔者给出以下具体政策性建议。

1.减少政府干预 ,发挥市场作用。只要市场能做的 ,就要让市场去作 ,当市场失灵时 ,政府才

需要发挥作用。不少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 。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传递信息的机

制 ,它能够提供人们需要什么商品 ,从而生产什么商品的信息。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 ,政府不需

要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 ,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如制定规范的股票市

场及产权交易市场规则 ,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能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

行竞争等。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 ,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

场环境。重视来自政府“外部”的监督 ,特别是新闻的监督。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轨的中后期 ,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 ,是以个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

保障 。

2.实行依法治国 ,改善制度环境。现在社会中发生的由“仇腐”到“仇富”的现象与法治不完善

有很大关系。由于法治不完善 ,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 ,产生诸如政府官员寻租 、地方保护

主义 、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 、人为制造垄断以获取垄断利润等非基于劳动的财富分配结果。因

此 ,减少当前“仇富”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依法治国 ,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方式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

系和改进经济制度环境 ,而不是采取更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办法来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 。

3.保证机会均等 ,创造公平起点。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尽量保证起点公平 ,政府就应该依法通

过政策调节财富和收入分配 ,以尽量保证每个公民的起点公平。在当前的社会中 ,现有诸多在特定

背景下制定的制度非但不能保证起点公平 ,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制造起点不公平 ,比如城乡差别 、

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措施等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

高 ,进一步维持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此外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门或

地区利益对经济主体实行的歧视政策。上述政策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冲突 ,因此要构建和

谐社会 ,就必须首先废止这些与创造起点公平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政策和法规 。

4.继续产权改革 ,提高经济效率。国营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其根本原因是产

权不清 ,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 。由于国企的经营者并不是企业的

真正主人 ,他们大多不具备开拓和创新精神 ,其资产的经营风险和盈利也就无人真正负责 ,而大量

的国有资产又被这类人占有 、调动 、支配 ,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 ,造成财富被少数人

占有 ,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 。对

国有企业应坚持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不仅要改造 ,而且要规范 ,改制时要采用公开 、公平和公正的

方式 。

5.打破政府垄断 ,推行行政改革。行政性垄断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 ,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

来打破 ,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性垄断只应

存在于非营利性公共产品 。而竞争性行业 ,应通过规范的企业改制 、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 ,形

成公平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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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论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和谐社会构建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高度一致的。现代市

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 ,市场制度是不可能运行良好的 。当前市场化

改革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一方面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 ,但另外一方面 ,不少问题是可以避

免的 ,至少我们可以减轻问题的严重程度 。社会不公和结果不平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机会不

均等问题造成的 。许多人所反对的并不是结果不均 ,而是对机会不均 、对政府官员寻租行为泛滥的

不满 。机会不均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根本背离 ,而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恰恰要求机会均等 。

同时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活动必须以诚信为本 ,否则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 。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 ,人们为了追求利益 ,相互竞争 ,使得经济充满活力 ,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以中产阶级占主体作为一个基本特征 ,它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 。

这样 ,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应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为根本方向 ,改革的大方向仍然

是建立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着力点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现

代市场经济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

面。因此 ,经济学家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让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尽量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

系创造有利条件 ,尽可能地为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起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都必须并

且可以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 。令人鼓舞的是 ,胡锦涛主席在 2006年“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了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 ,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毫不动

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华社 ,

2006)。

总之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深刻的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 。

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动力 ,通过深化改革 ,切实克服影响社会和谐的机制弊端 ,建立健全新的社会制

度规范 ,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体制保障 。因此 ,通过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完全能够实现和谐社会

的构建这一宏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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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herence consistency an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market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point of review of modern economics.The paper first discusses basic

features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t should have , and investiga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fficiency , equity ,

and institutions based on its features and essences.By using some basic theoretical results in modern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

reform practices in China , the paper then show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market system.As a conclusion ,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should be a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oriente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Finally , it provid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 and discusse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ese economists in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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