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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延续了前两年的增长下滑态势，且跌幅又有所
拉大，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也是自2010年以来连续18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
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没有过的。从月度指数上看更不容乐观，上年四季度GDP增
速为7.3%。并且，全国20多个省份的增速未达预期，其中落差最大的竟达4%，使
得本来完全可实现的7.5%的预期增长目标没有达到。更严重的是，经济走势还在
下滑，通缩预期大幅上升。今年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7，
仍处于枯荣线以下，这预示一季度经济将比去年四季度差，PPI连续34个月为负，
加上资本外流和最近制造业倒闭潮加剧，GDP趋势增长率应已下行至7.1%附近，
逼近7%政策底线。如继续下降，将会导致包括就业困难、收入下降、资金外流、
金融安全（大量坏账）、预期恶化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探讨
——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如何统筹兼顾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

【摘要】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外，

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也不可忽视。过去的 GDP 中心主义的

政绩考核方式有其问题，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要 GDP

目标，而应形成更多维的考核。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带来的红利不论，从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基本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不会大幅下滑。

中国还需借重 GDP 目标的牵引和参照作用，但应秉持“区间管理，中线把握”

原则，缩窄负产出缺口。中国经济增速问题的背后是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

体制转型的难题，要正确理解和兼顾发展的逻辑与治理的逻辑，及其之间

的内在关联和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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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颓势，拉大
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
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
真的是潜在增长率放缓造成的新常态
下的态势吗？这里所谓潜在增长率指
的是资源基本达到有效配置这一理想
状态下的增长率（即生产因素充分发
挥作用，现代市场制度建设基本到

位）。现有一些量化实证分析认为，
至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会在8%以
上，因此，认为目前盛行的潜在增长
率明显放缓是新常态未免夸大其词。①

这个数字也许有些高估，但其论证方
法是量化的、严肃的。

为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问题：
当前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
因，是周期性的，结构性的，还是其
他？如何缩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
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负产出
缺口（包括其合理区间的界定）？下
一步深化改革、改善治理、促进发展
究竟往何处去？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一旦发生方向上、认识上的误
区，会造成大的政策或改革失误，包
括人为地造成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
这必将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稳定和改革
大局。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
速，以便为结构性改革和驱动方式的
改变赢得时间、提供空间。为此，本
文秉承着标本兼治的原则，不仅仅只
是对当前经济下滑给出短期对策建

议，更重要的是对长期治理的根本性
制度建设给出我们的看法。

笔者认为，在兼顾长期治理和转
型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仍然是硬道
理，这个战略方针在任何情况都不
能丢，必须长期坚持，发展治理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改革、发
展、稳定、创新互动互补的良性递
进态势。通过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
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的应对，
同时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互动互补
的内在逻辑，在未来3～5年中国经
济完全既可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

（7.2%～7.5%），又可进行发展方式转
变和长期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实
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
动的转型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条件，最终实现
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大业。

什么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实际增

速下滑超出预期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有两
种，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总体向
好、国内基本经济环境大致良好的情
形下，当前持续4年多下行的性质基本
上不是周期性的。通过短期宏观调控
对周期性放缓有一定成效，且只能适
当采用（如适时适量降息、降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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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债），否则有后遗症（如2007年

后动用几万亿的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

抬拉增长速度所造成的后遗症），不
能解决更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和治理
问题，而这需要通过制度的改革、治
理的改革以及结构性的改革，从要素
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改革来
推动，也就是从长期治理的角度入手
加以解决。尽管结构性的治理改革难
以短期见效，但这是根本出路，现在
主要靠要素驱动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
具有高新技术的发达国家和更廉价劳
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的双重挑
战，必须尽快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实
现驱动转型升级。

不过，除了前两种原因和其他不
可控因素外，对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
“重政府轻市场、重国企轻民企、重国
富轻民富”，简政放权改革还有很长路
要走的体制转型之中的当前中国经济
而言，也许还要再增加一个非常重要
的类别，那就是目标管理缺失所导致
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
作为。由于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
相关，市场仍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
文”是其一大特征。当前各级政府对从
事经济活动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
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
性的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目标还远
未达到，从而政府部门（无论是否该

管的）办事效率的高低成为影响发展
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经济
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经济目标管
理缺失从而办事不积极、不作为恐怕
是导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
的缺口扩大，最终跌破7.5%的关键因
素，成为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其实，只要稍加作为完全应该能够跨
过这个点。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对
“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新常态”是
指在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
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能再继续下去
时，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
安定有序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以使得
仍处于提升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平
衡增长轨道）的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
高速增长。由此，放弃粗放式高速增
长的旧常态、提倡政府简政放权及减
少政府的过位，决不应与不作为、放
任经济放缓划等号，更不意味着经济
增长的大幅、过快放缓，从而自我放
松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坚定承诺和
责任心态，出现学生考试只想追求及
格结果往往导致不及格，亦即取上得
中、取中得下、取下必败的现象。这
种认知上的误区如不清除，继续放任
这种做法，按照这样的下降速度持续
发展下去，实际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
很快掉到6%。

气可鼓而不可泄！如同正在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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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箭、起飞提升的飞机需要保证足
够的动力一样，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
均衡增长的轨迹，如中央一旦降低要
求，自我减压，那么地方就更没有动
力去寻求增长与发展。今年“两会”期间
各省市下调乃至取消GDP增长目标，
其多米诺骨牌效应令人担忧。同时，
当前力度空前的正风肃纪，无疑是正
确和必要的，但由于视新常态下经济
增长下滑是自然的，没有经济增速目
标和上面政策执行力考核的压力，使
得许多政府官员缺乏闯劲。

在中国乃至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由于政府主导经济，部门和官员
有很大的审批权（截至今年年初，国
务院有关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1/3以上，但仍有近1000项行政审

批），除了责任心和政绩考核的压力
之外，拿钱办事的寻租设租贪腐行为
在客观上作为一种“润滑剂”也曾对经济
增长起到一定作用。当然这种公权力
不受限制所导致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健
康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各方面的
危害性极其大，需要在制度建设和政
府的定位上加以扭转和根治。在当前
对政府官员“乱作为”治理已经收到明显
成效的同时，接下来重点要治理不作
为，“为官不为”也是腐败。

这样，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
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治理现

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在政府官员中形
成新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勇于
改革创新的激励，实现标本兼治。后
文将会论述到的如何正确处理好发展
和治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无论
是治理还是发展，其关键是政府职能
必须定位恰当，其核心指标是建成一
个公共服务和维护型的有限政府而不
是发展型全能政府治理结构。两手都
要抓，在求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治
理，在抓治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发
展，否认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应多维度考

核发展成果

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治理没有
相应跟上，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如经
济粗放发展、贪腐猖獗、贫富差距过
大、社会公平正义不足、政府公共服
务不到位等问题。不少人认为这些都
是经济增速过高造成，将发展和治理
两者简单对立起来，认为改革深化、
治理优化就必须要以经济增长的大幅
下滑为代价，现在各级政府不愿作
为、不敢作为现象比较普遍。之所以
出现以上问题，就是对发展与治理两
大逻辑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没有做到
两手抓。

其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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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也不是改革的大方向错误造
成的，更多是方式方法不当导致——
如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
经济单一改革，没有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综合改革；政
绩考核体系偏颇等。许多现有问题都
是互相关联的，必须综合治理，同时
兼顾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
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给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
增长目标了，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
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
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
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
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
发展，不再勇于创新。

无论怎样，“发展是硬道理”“发展
是第一要务”等战略方针仍不能丢，
发展和治理两手都要硬，处于发展阶
段中的中国经济还不能承受增长率过
大、过快的下滑，否则会对经济、社
会和深化改革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问
题。最近，上海在今年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首次取消了GDP年度增长目标。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如果将上海作为
一个单独经济体来看，其已达到“高收
入国家”水平，即便如此，取消经济增

速目标的做法也还需要慎重对待。有
上海市的代表就指出，GDP增速作为
衡量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和指标，仍
不可或缺。

中国正处于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
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间窗口，要避免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仍需保持一定的
经济发展速度。当前我国每年新增的
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2014年是1322

万），而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可带动150万左右就业岗位，这也需要
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因而，
在新时期，我们应该着力研究探讨的
是如何将过去政绩体系中被忽视的教
育、环保、卫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务指
标纳入进来，与GDP指标一道形成效
率与公平兼顾的新的促进科学发展的
多维度的全面考核体系，而不是完全
放弃对GDP经济增长的承诺。

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上世纪90
年代初就曾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对政
府绩效的考核制度，地方政府需按照
联邦政府的统一要求建立绩效报告制
度。由此，很多地方政府均成立了与
政府绩效评估相关的委员会，如“俄
勒冈州进步委员会”（Oregon Progress 

Boa rd）就对州政府设立了达150多
项的具体、明确、量化、可检测的政
府绩效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
就业平等、财政收支、社会和谐、教
育、卫生、居住、环保、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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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公民参与等重大公共事
务。②政绩考核体系的转变，对于发展
方式的转变具有牵引作用。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今后5～8年

内仍可达7%以上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客观经济规律，
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或者
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
笔者不像一些人那么乐观，认为未
来20年中国还能实现8%的经济增长

（当然，靠一味消耗资源和危及生

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也许可达到，

但代价巨大）。但是，这个下滑是
否又像另一些人所说的，来得那么
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
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
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真的会大幅
下滑吗？

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
化以及劳动参与率下滑，传统的人口
红利面临衰退，从而对经济增长会有
一定拖累，但这种拖累是有限的，即
使未来5～8年间就业人口以每年0.6%
的幅度递减，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
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
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
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有望部分弥
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再能像绝大

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将免费国民义务
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③则完全可抵
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同
时，以解决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
键（至今基本没做）的城市化，辅以
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
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
的转移，也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优
化调整。如处理得当，劳动力方面的
正反两方面因素在10年内至少是可以
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超过
负面因素，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
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资本方面，中国近几年资本回
报的下降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
使然，也源于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
向基础设施的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的
特点就是回收期长，但是其正外部性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以“高铁”为
例，其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非
常明显。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
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
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
一带”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现有制造
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的
作用。

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它体现为一
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
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
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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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量，更要注重质。目前，中国的
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1/5，
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由要素
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性
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最有
效的手段。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90
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
革，以及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
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
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
革也有所筹划，形成了改革的势能，
当然在行动上还远未落实，仍处在说
得多、动得少的阶段。

当然，谈论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能忽
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这是外部
约束条件。根据OECD组织最新发布的
经济展望报告，未来两年OECD国家的
产出缺口虽然依然为负，但将由2014
年的-2.3%，缩减至2015年的-1.9%和
2016年的-1.4%。与此同时，报告预
测，除了日本以外，美国、英国和欧
元区国家在未来两年的潜在经济增长
率均将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尤其是美
国，2015年开年以来的经济活动继续
保持扩张势头，个人消费和就业水平
稳步增长。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
持续向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

这样，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
应进一步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让

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国策。不过，最
近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担心，使正常的
对外学术交流和研究资料的获取受到
很大影响。此外，大学不仅没有去行
政化，而是不断恶化，将大学视为政
府部门来进行管理，比如，简单套
用“国八条”来对待国际、国内学术活
动。这些收紧措施已引起了国内外广
泛的议论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
对外学术交流和形象，对科技发展和
学术水平提高的负面作用以及对中国
经济增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长久
下去，怎么能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
学，培养转型发展所需要的大批创新
型人才呢？

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如借助蓬
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以及庞大的互
联网用户群体，中国经济则有较大
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新一轮的全
球创新潮流里走到前列，而互联网
金融就是技术与经济结合带来创新
变革的一大枢纽，与中国经济从要
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驱
动转型目标方向是相一致的。互联网
是目前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发展最
快的一种信息交流和处理方式，它使
得互联网金融机构比传统金融机构搜
集信息和进行匹配的成本要低，使得
市场交易信息沟通更加充分、交易更
加公开透明，从而降低了由于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额外成本，这样，融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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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及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当
然，也存在着包括欺诈在内的许多问

题需要解决）。
基于以上分析判断，结合学术界一

些量化实证研究，笔者认为，中国经
济在未来5～8年的实际增长率依然可
维持在7%以上。此外，政府应大力鼓
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大
民众共识，避免遇事上纲上线到敌对
势力或阶级斗争层面上来，减少意识
形态方面的争议，理清和界定好与市
场、社会的治理边界，这样的改革和
长期治理所带来的红利将是巨大的。

当然，由于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
经济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高速发展，
但通过此前的高速发展，能为深化改
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治理赢得时
间和创造条件。

对未来3～5年经济增长应实行区

间管理、中线把握

前面讨论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借
重GDP增速目标的牵引和参照作用。
然而，目标应该是设定在一个合理区
间，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数字上，应秉
持“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

区间管理的要旨是避免政府为了熨
平一时的经济波动，而采取强刺激或
强紧缩的政策，这样反而会强化经济

的波动。这也是2008年前后宏观政策
之问题所在，至今后遗症仍未消除。
而中线把握的意义则在于为经济增长
和发展中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短期
的战略锚点，是实现规划阶段最终目
标的一个中位线。政府可以围绕这个
区间内的中位线进行适时适度预调、
微调（特别是预调，如调整存准和发
行国债，现在经济体量大了，惯性也

比以前大，必须预先动作），把自己
摆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上
下均留有一些可回旋的余地，同时也
给市场主体比较明确的预期。

按照“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以
及前面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
分析，建议将未来3～5年中国经济增
长的目标区间定在7.2%～7.5%，围绕
中线进行预调、微调，止住过去这两
年的经济增长跌势。也就是说，中国
经济就像一个长身体的年轻人，不要
人为压制他的成长，应该树立一个鼓
舞人心的目标和对经济中高速增长的
坚定承诺。同时，如前所述，为了纠
正GDP中心主义的弊端，应该在政绩
考核体系中同时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的
指标，如教育、社保、生态环保等公
共服务指标。

其实，“区间与中线”思维在美联储
的有关经济数据预测中也有所体现。
美联储每年3月、6月、9月和12月召
开4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每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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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与会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预
测数据发布有关实际GDP、失业率
和通胀率的预测，包括对当年、未
来两三年以及长期经济发展的预测。
在美联储公布的表格中，就有区间
范围（Range）和中间趋势（Central 

tendency）的说法。市场各方主体会
依据美联储定期做出的预测，来调整
自己的预期和行为。这也是值得中国
吸取和借鉴的经验。

深化改革需要兼顾发展和治理两

大逻辑

前面谈到的基本上都是短期对策
的问题。着眼短期目标，还是长期
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政策方
针及制度安排有可能大不一样，所导
致的结果更会大相径庭。中国更需要
长期治理的制度建设。要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
久安，建立丰功伟业，更需要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只着眼几
年，乃至30年、50年都远远不够。
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强大过200年（无
论亡、弱，或西东汉、北南宋式的断

裂）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所在，因而
起码需要着眼于200年，甚至更长。
我们知道，朝代的更迭对中华民族而
言，无论是在财产还是在人口方面都
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中国需要的是政

体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长治
久安。由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此过程中，需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
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
题，也就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又
好又快的发展。不难发现，发展与治
理是其中的两大关键词。这就是，必
须同时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
治理的逻辑，需要正确理解它们之间
的内在辩证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平
衡二者，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带
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

从治理的逻辑来说，治理有好的

治理和坏的治理之分，不能简单将其

等同于统制、管制或管理，将发展和

治理简单地对立起来，就会顾此失

彼。由于在过去30多年主要注重经济
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
治理的逻辑，使得中国出现在改革成
就巨大的同时问题也十分严峻的“两
头冒尖”状况，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
复杂的局面。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
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政府与
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往往决
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市场有效
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
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
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其最根本的
定位就是维护和服务。在当前半市
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下，政府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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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不该有的权力，而本应肩负起的
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角
色过位、缺位和错位情况大量存在，
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重政
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
服务”。

这样，在治理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解
决当前政府的大量过位、缺位和错位
共存的现象和问题，实现市场主体“法
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
可为”，造就有限政府、有效市场、法
治社会。哪些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哪
些是终极性制度安排，要区分清楚，
不能将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化。当
然，要政府自我革命、自我改革尤其
困难，这是改革的艰巨性所在，这与
经济活动正好相反，需要发挥中央权
威主导作用。

从发展的逻辑方面来说，当前中

国经济同时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

转型的双重难题，社会各界普遍没

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
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和环境
正在逐渐衰弱，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
持久维系，许多人仍然沉浸在中国高
速发展带来的成果中而沾沾自喜。要
真正破解发展难题、挑战和危机，不
能完全靠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特
别是粗放式发展模式的那些做法（但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松绑放权改革方式

不能丢）。中国还处于一个增长主要
依靠要素驱动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
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
竞争不足，再加之教育体系缺乏对人
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
的构筑，也使创新驱动的能力和动力
严重不足。为此，需要更深刻地理解
发展的逻辑，理解富民强国的内在逻
辑，从而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
发展来加以解决，进行全方位的深刻
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
至创新驱动的转换，实现可持续的发
展。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
革的路径需要实现从经济自由化向市
场化、民营化的跃迁。

因而，下一步发展改革的要义是强
化竞争和明晰产权。竞争才是生产率
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会迫使
企业不断改进和创新，并且这个竞争
和创新也会通过知识的扩散传播而使
得全社会都受益，因而应放开行业准
入，减少垄断，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基于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
实践，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得
知，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在于：欲强
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
保私权，必限公权。这里的私权包括
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和财产权。
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
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捕前后的区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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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阐述产权明晰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
至关重要的作用。产权是否明晰决定
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当前贪腐猖獗的
原因，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
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越位，贪
腐者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
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这种通过公
权力的腐败对政体和社会造成的危害
及其后果尤其严重，从而需要从制度
上进行根绝。要尽快让大量依靠行政
垄断而存在的无效率国企退出市场，
这首先有利于从根源上斩断腐败的利
益输送链条，“反腐”运动中被捕的老
虎、苍蝇背后往往有国有企业的利益
输送；其次有利于释放出优质的金融
资源和人力资源，使生产资源流入更
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再次有利于向创
新驱动的转型。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于
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挥主要
作用。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和制
度上，要大量转化为行动和结果，其
背后则是民营经济和现代公司的高度
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
的崛起。由于逐利的内在驱动，民营
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主
体，是发展的主驱动。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
相继发生滞胀危机后，它们应对危机
的手段就是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法
来分担政府压力，对内放松管制，允

许市场中的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创造一种良性
竞争环境，迫使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
下不断提高自身效益。同时，用全球
化、一体化来共同应对挑战，对外消
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推动形成新的全
球贸易体系、投资体系和金融体系，
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在此过程
中，并没有多少国家会因为民营化本
身而危害国家的安全，民营化恰恰是
现今那些发达国家在当时条件下进一
步强大的动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过位问题，使
政府不再深度地嵌入市场经济活动中
去，而是在维护和服务方面进行补
位，更加专注于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
福利的提升，专注于市场的秩序和社
会的公平正义。

当然，在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关键时期，改革从来就是一把手工
程，因而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面对
改革阻力巨大的情况，为了改革，短
期内有必要将集权作为手段，以此来
打破旧的均衡，但这只是作为改革的
手段，而不能当作长久的制度安排固
化下来。经济上，无论从短期还是长
期来看，要做的恰恰是放权和分权，
将政府的公权限制起来，市场的私权
才能得到保障，市场的生机和活力从
而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这样，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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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
系处理如何，而政府、市场与社会正
好对应国家治理中的三个基本要素：
即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
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只有三者联动和互补，方
能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
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
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
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无欲无刚”
的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
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
本。近几年出现的企业家移民潮、港
资外资撤离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
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确定性有一
定关联。

当然，三种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
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
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
的联动。三者中法规治理（也就是
法治）还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
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
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
也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
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不
是管制、统制，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
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的重要
性。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
塑造功能，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

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
有重要作用。④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厚
重的文化，其中不乏足以支撑社会道
德重建的思想资源，值得今天的社会
重建汲取。我们要珍视中国自身的文
化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如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儒家“仁爱忠
恕”思想、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等加
以综合运用，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特
征和内涵，以形成中国文化、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当然，在珍视自身历史
文化资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
大、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封
闭，自外于世界体系，我们需要的自
信是一种开放兼容的自信，真理只有
在理性探讨和辩论中才会愈辩愈明，
而不是动不动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上
纲上线，这样做只能使得民众的分歧
强化和尖锐化，无法形成最广泛的共
识。因而，中国需要充分汲取世界其
他文明体在民主、法治、自由、平
等、博爱等方面带有共通性的有益价
值元素，将其与国情现实相契合，达
到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的
共识。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与中

国留美经济学会多位海外大学任教的

资深老会长孙涤、文贯中、尹尊声、

张 欣 及 也 是 学 会 老 会 员（下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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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 海 发 展 研 究 基 金 会

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等专家进行了

大量讨论，文中吸取了他们的许多真

知灼见，我们对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

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特别是发

展治理应两手抓的意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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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per Range within Which Chinese Economy Should Operate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Tian Guoqiang

Abstract: Among the basic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inaction 
caused by lack and weakening of  target management is also an important one, as compared to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e past GDP-center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has its problems, but we cannot leave 
one extreme and go to another and completely discard GDP as the target, rather, we should develop a multi-
faceted evaluation method. Even if  we do not consider the bonus brought by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governance, China's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will not drop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labor, capital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ina still needs to let GDP play its guiding role as a target whil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range management and midline control" and narrowing the output gap. Behi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Keywords: innovation-driv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ange management, midline control,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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