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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胡学勤

  内容摘要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

高速、长期地发展,因此,借鉴和运用当今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对于加

快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借鉴和运用了二

次现代化、全面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辐

射、社会整体综合发展等理论,分析了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经济发展理

论问题。

  关键词 全面小康社会 经济发展 理论分析

引 言

  在全面建设我国小康社会中,实现我国经济稳定、持续、高速、长期地发展

需要做到以下四点:首先,明确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的道路。这就要借

鉴经济发展阶段论、国际上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对比,认清我国发展所处的阶

段,从而选择适合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需要的发展道路。其次,研究我国如

何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高速、长期地增长。据国情专家胡鞍钢研究,到

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GDP)达到3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我们必须从现在

的基础上到2020年,只有以年平均经济增长率7.2%左右的速度实现经济的

不断高速增长,才能达到实现经济总量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胡鞍

钢,2003)。这要求我们研究如何实现经济跨越式地发展新的理论。再次,全
面小康社会是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富裕的社会,它要求不断地缩小个人

收入、城乡收入、不同地区收入已经扩大了差别。这就要研究我国如何实现公

平分配、解决缩小贫富差距过大的理论问题。最后,全面小康是一个社会整体

综合发展的社会,因此,要研究全面小康社会中整体综合发展理论问题。

  收稿日期:2003-11-29

  作者简介:胡学勤(1957- ),扬州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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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二次现代化发展阶段论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进入知识社会

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和从工业化向知识

化社会转变过程。由此,理论界把现代化分为一次现代化(工业化)和二次现

代化(知识化)。工业化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
资源流动化等。工业现代化要经历初步现代化、基本现代化和完全现代化三

个阶段。以 Lyotard(1984)、E.Triyakian(1991)、Crook(1992)、Inglehart
(1997)和我国学者何传启(1998,1999)等学者提出的二次现代化是指以实现

了信息化和知识化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过程,经济上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
全球化等。第二次现代化将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工业化为主和

知识化为辅阶段;第二阶段,以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阶段;第三阶段,以知识化

为主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国际上现代化的一个阶段)。
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我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

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还难以实现这种现代化。
二是我国的现代化既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化,也不同于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知

识化。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还

处在没有实现工业初步现代化阶段)的同时,又面临着了信息化和知识的挑

战,还要进行二次现代建设。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工业化、城镇

→化 →信息化 知识化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在继续进行第一次现代

化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第二次现代化建设。在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我们

不能继续走传统工业现代化道路,必须运用二次现代化理论,在加速第一次现

代化的同时,积极推动二次现代化建设,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2.人均产出发展阶段论

  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分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45美

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545美元~2200美元为中下收入国家,2200美元~
5999美元为中上收入国家,6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理论界的一些学

者按人均产出也提出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并进行了

二次现代化建设为发达国家;10000美元~15000美元为上等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如亚洲“四小龙”);5000美元~10000美元为中上等发展中国家;1000
美元~5000美元为中等的发展中国家;1000美元~5000美元为小康发展

中国家;1000美元以下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国的人均GDP为

900美元,还属于中下收入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达到人均GDP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38   海派经济学 2004卷

3000美元才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或全面小康国家。

  3.消费水平发展阶段论

  (1)按人均GDP增长对消费的影响,经济发展可分以下几个阶段:①当人

均收入3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消
费结构处于“生理性的需求占主要地位的阶段”。②当人均达到300美元~
1000美元时,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人们的消费欲望进入“追求便利

与功能的阶段”。这时,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消费结构从生活

必需品为主逐渐转向非必需品为主。③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3000美元

时,消费需求又进入新阶段,即“追求个性时尚阶段”,这时,人们的生活质量、
精神生活和环境要求有一定需求,物质消费出现了多样性、多变性和高档次的

趋向,非物质消费大大增加(如旅游、健身、体育保健及文化欣赏等)。④当人

均收入3000美元以上时,人们消费需求结构出现“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我国

农村当前处在“追求便利与功能的阶段”,为扩大内需,要引导农民由以农产品

消费为主转向以工业品消费为主;我国城镇处在了追求个性时尚阶段,为扩大

内需,应引导城镇居民向消费的多元化、个性化、高档化、知识化的消费方向发

展。

  (2)按消费需求结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与总消费支出之比)的
变化,经济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根据国际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

大于60%为贫困生活水平阶段;②在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在中国我

们称为温饱阶段;③40%~50%之间为小康;④30%~40%之间为富裕;

⑤20%~30%之 间 为 最 富 裕。1978年,我 国 城 乡 居 民 分 别 为57.5%和

67.7%。这说明了农村家庭属于绝对贫困,城镇居民属于勉强度日阶段。

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至47.7%,开始跨入小康阶段;而城镇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至37.9%,开始跨入富裕阶段。①由上可见,建设全面小

康社会的关键是稳定和提高农民的收入与非农产品的消费水平。

  4.主导产业演变论

  罗斯托等按主导产业的演变,把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传
统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 →) 为起飞创造先决条件阶段(以轻工业为主

导 →) 起飞阶段(采掘业、钢铁工业、交通设施业为主导 →) 成熟阶段(电力、
机械制造、化工为主导产业 →) 高消费阶段(汽车业、石油业、耐用消费品工业

等为主导产业 →)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信息业、环保业、服务为主导产业)。

  按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的相互作用与转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

低收入阶段(以农业为主导产业)、温饱阶段(以轻工业为主导)、小康阶段(以
公共交通及廉价住房等为主导产业)、中等富裕阶段(以小汽车和高级住房等

①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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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产业)、高富裕阶段(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等。现在我国城镇处在成

熟向高消费转变的阶段,因此,发展以汽车、住房、计算机等高档产品的工业和

以信息、知识等为主的第三产业的供给与需求对加快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导向

意义。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尚处在经济起飞阶段,要加大资本投入发展工业,
改变当前存在的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单一的现状。

二、全面经济增长论

  1.全面经济活动领域经济增长来源论

  从经济学发展史可知,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时代,对财富的来源领域

有不同的强调。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源于交换或流通;以斯密为代表的一

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财富来源于生产或供给(在短缺经济下,经济增长主要

取决于生产或供给的增长,故有此论);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罗宾逊等为代表

的则强调了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以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凯
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强调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综合前人的研究基础,笔者认为经济活动的各领域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

作用,加快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只有坚持各经济领域创造财富论,才

能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为此,(1)进一步搞活流通,发展国内外

贸易,让一切经济资源充分流动;(2)重视生产量的扩大和结构的完善,增大有

效供给;(3)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们购买力和市场容量;(4)引导和

增大消费,扩大有效需求。

  2.全面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来源论

  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
两要素财富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得出了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财富论,马歇

尔等人提出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管理等多要素财富论,诺斯提出了

制度创新经济增长论等,现在又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信息、知识财富创造论。

  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各要素的贡献。为此,要全

面激活现代经济增长要素,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1)充分发挥制度创

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产品创新、规模

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是增长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

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即能够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要不断地进行促进经济持

续增长的制度创新。(2)充分发挥资本要素主要作用。当代经济学把资本分

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三类。我们在重视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作用

的同时,更要重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3)充分发挥技术

进步的主导作用。许多西方学者(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等)提出技术进步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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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的理论,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

名论断。我们要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积极促进技术进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4)充分发挥劳动、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主体作用,不断地扩大就业、加强管理,
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三、经济结构优化理论

  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

优化是指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

等的高度化与合理化。(1)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要不断地实现产业结

构的高度化,使其产业结构向高要素集约化、深加工化、高技术化、高信息化、
高附加值化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产业的供给结构适应

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2)地区结构优化,减少我国区域经济梯度上的差别。
(3)城乡结构优化,缩小我国城乡差别。一方面迅速提升我国城镇化的水平,
使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农业生

产工业化、经营产业化。(4)所有制优化。一方面按照物品的特性界定所有制

的存在范围,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公共物品领域,私有物品要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实施公有经济进公退私的战略;另一方面按市场的结构界定所有制发挥作

用的市场范围,公有经济只有在垄断市场才能发挥其有效的作用,竞争市场适

合于非公有经济,因此必须实行公有经济进垄断退竞争的战略,在竞争市场大

力发展非公有经济的作用。

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论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其形成、完善中出现了三种市场经济。

  1.自由市场经济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到1936年,在理论上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

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三个经济学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马

歇尔。自由市场经济有四个特点:(1)私有制;(2)资源自由流动;(3)自由竞

争;(4)政府不管经济。自由市场不可能解决经济的同期波动,难以实现长期

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至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

  2.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

  从1936年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制度。标志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

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形成。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再由政府干预机制

解决资源合理利用问题。主要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学派。对政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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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下的市场经济理解有三种观点:(1)二次调节论,即先有市场调节经济,再由

政府弥补市场调节失灵部分。在其中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干预起补

充作用。(2)板块论。物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经济领域分为私人经济

领域和公共经济领域。市场对私人经济领域的调节是有效的,而对公共领域

的调节是无效的,即市场失灵;而政府干预机制对公共领域的调节是有效的,
而对私人经济领域的调节是无效的,即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机制主要是调节

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而政府调节机制主要是调节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活动。
(3)融合调节论,即市场和政府混合调节市场经济。

  3.混合经济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形成了混合的市场经济制度。其理论

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学派的综合(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发展学派、社会保障

学派等)。按照汉森等人的解释,混合经济主要有三种混合:(1)经济成分混

合,经济中存在私有经济和公共经济,由此存在着私人经济管理部门和公共经

济管理部门。(2)市场混合,即有竞争市场也有垄断市场,把市场分为完全竞

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3)调节机制混合,既
有市场机制也有政府干预机制。(4)福利国家。萨缪尔森认为,混合经济制度

被称为福利国家,即由市场调节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活动,而政府管理社会

秩序,提供退休金、医疗保健以及编制社会安全网,等等。福利国家的目标主

要是:保障充分就业、社会福利全民化、通过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实行公平分

配。现代福利国家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效率型福利国家;二
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国家;三是以北欧一些国家(瑞典、挪威、丹麦)为
代表的社会福利国家。

  按照诺斯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学者也认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就是要不断地清理计划经济的遗

产,创立既能发挥市场效率又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体制。与计

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率总结为以下十点:(1)产权效率。即因产

权明晰而带来的效率;(2)资源充分自由流动效率;(3)价格信息快捷灵敏调节

效率;(4)决策快捷准确效率;(5)供求自发适应效率;(6)技术与产品创新效

率;(7)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激励效率;(8)竞争高效利用资源效率;(9)管理合理

化与科学化效率;(10)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率。所以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

中最为有效、交易成本最低的管理体制。

  但是,在市场经济产生高效率的同时,也有着产生垄断、收入分配不均、经
济持续增长受阻等缺陷,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调控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有效竞争。一方面要防止出现过

度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制止过度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2)调整经济结构,解决经济发展失衡,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3)利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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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机制,提供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公平。

  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我们要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我们

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我们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充分竞争的与国际

接轨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高效率的作用,加快我国经济

的稳定持续发展。其次,我们要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

障碍与问题。最后,我们借鉴国外福利国家理论,搞好社会保障,让国民分享

经济增长的成果。

五、收入革命与共享经济理论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收入分配上的革命,广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共

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收入革命和共享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了说明。

  1.收入革命

  收入革命是指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分配倾向于均等化,劳动收入所占

的份额相对增加,而资本收入所占的份额相对减少。早在19世纪中叶,法国

经济学家巴斯夏(1801~1850年)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1793~1879年)就提

出了收入均等化和收入革命的思想,1952年《纽约时报》编辑鲍特尔发表文

章,第一次提出了收入革命这一概念。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

家如库兹涅茨、丁伯根、加尔布雷斯、卡米勒、达格穆等都对收入革命问题进行

了研究后认为,西方一些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收入革命(收入均等化)。如美国,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与资本收入相对而言),1929年占

59.4%,1999年占64.1%;英国,1975~1979年占68.8%。①他们认为收入革

命的原因:第一是政府的立法和再分配政策的干预;第二是工会的作用;第三

是经理革命的支持,经理在工资谈判中比较容易接受工会的条件。

  当前在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着劳动就业收入与其他收入不尽合理的现

象。据统计,2002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元人民币中,城乡居民分得

5.6万亿元,而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2%,占城乡居民

收入的21.3%。②按照收入革命理论,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政府要

制定有利于劳动收入增长的制度,解决个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第一,确立促

进就业、减少失业的国策地位,千方百计地扩大城乡劳动力就业;第二,政府利

用再分配机制,扩大社会保障,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第三,改革工会制度,扩大

工会在增加劳动者收入中的作用。

  2.共享经济理论

  继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魏茨曼提出分享经济理论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对

①② 王振中.劳动和资本孰大[J].北京:改革内参,2003(14),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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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理论观点是:(1)人类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人的创造力。(2)经济发展不同于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人们和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的过程。有增长无发展存

在在如下的情况下:(1)从投入与产出比较经济学上是无效益或零效益的情况

下的经济增长;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上是经济增长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

代价;从福利经济学上是人民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经济增长;从发展经济

学上是经济结构没有改善甚至恶化的经济增长。(2)财富是生产要素创造的,
它的分配应在各要素之间分享。(3)参与经济活动的各要素所有者是平等的

交换关系,企业取得的净收入不再是只归资本家所有,而是在劳动者、投资者、
企业家之间分享。(4)要素所有者可以转化,生产素质在家庭是融合的。一方

面存在着劳动者、企业家转为资本所有者的转换机制,另一方面居民户不再只

有一种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多种要素。(5)它既能保证经济的高效率,也能实现

社会的公平。(6)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按照共享经济理论,我们要做好四个方

面的工作:(1)切实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以提高其效率;(2)加大对弱势群体

就业和获取收入上的扶持力度,缩小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差别;
(3)加大支持农村的各种政策、财政、人才投入,缩小长期存在的我国城乡二元

经济差别;(4)实行政策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减少我国经济发展的梯

度差别。

  3.收入阶层结构完善论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1)“哑铃型”结构,
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出现了暴富与贫困并存、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这种收

入分配结构往往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2)“金字塔型”结构,即高收入

阶层占比重最小,中等收入阶层次之,低收入阶层占比重最大,这在许多落后

的发展中国家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收入分配结构。(3)“倒立金字塔型”结构,即
高收入阶层占比重最大,中等收入阶层次之,低收入阶层占比重最小。这种收

入分配结构存在于少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难以完成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

调整。(4)“橄栏球型”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主体,高
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都较小。

  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社会收入分配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应该是:(1)降低高

收入阶层的比重,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财富过多过快地向少数人集

中)。(2)“扩中”,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根据国外经验,以中层收

入阶层为主体的收入阶层结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状态的一个标

志。①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

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②中层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③中层收入

阶层是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稳定器。④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推动社会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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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的推进器。⑤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

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3)减少低收入或贫困的人口的比重,保障

贫困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来源。

六、反贫困理论与发展战略

  1.贫困的成因理论

  对贫困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贫穷是指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贫穷是指相对

较少(收入)的一种状态;贫穷是指收入较少而无力供养自身及家庭的一种低

落的生活程度;贫困是指经济收入低于当时、当地生活必需品购买力的一种失

调状况。贫困是因无适当收入或不善使用(开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以及改

善健康条件和精神面貌去做有用工作的一种社会状况;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

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意味着在食物、
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等等。

  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许多学

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众多的贫困原因理论,其观点主要有:马尔萨斯

(T.R.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论、马克思(K.Marks)等人的贫困结构论、甘
斯(H.J.Gans)的贫困功能论、纳克斯(R.Nurkse)贫困的恶性循环论、刘易斯

(O.Lewis)的贫困文化论、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短缺论、瓦伦丁

(C.Verlinden)的贫困处境论、约瑟夫(K.Joseph)的掠夺循环论、费里德曼

(M.Freedman)的个体主义贫困观论、沃伦斯坦(I.Wallerstein)的核心—边缘

的世界体系理论、布劳(P.Blau)的不平等和异化论、撒列尼(I.Szelenyi)和维

克多.倪(V.Nee)的不平等的制度论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剥夺论,等等。
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反贫困》一书中,把人类贫困的原

因概括为:(1)缺乏收入和财产来获得必要的衣、食、住条件和基本的教育、医
疗服务;(2)在国家和社会上缺乏权力和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3)在遭遇意外

情况时无力应付。

  2.反贫困的战略

  (1)经济增长的涓滴战略。该战略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从而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从而减缓贫困。该战略虽然通过把蛋糕

做大能够使穷人多分享一点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中的相对贫困问题。因此,世界银行1990年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实行涓滴式经

济发展战略的教训后,提出了一条改进的涓滴式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思想

是发展中国家应选择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并通过改善穷人

进入就业市场条件和加强对穷的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穷人从经济增长中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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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目标瞄准型反贫困战略。由于涓滴战略很难保障经济增长的成果能

自动流向穷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和一些国家政府提出直接

瞄准穷人或贫困地区的新的反贫困思路。目标瞄准型减缓型反贫困战略的主

要内容是:直接向穷人或贫困地区提供脱贫所需的资源和服务,增加穷人的创

收能力,并辅以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安排。这种战略的优点是能够在制

度上保障减缓贫困的努力对穷人和贫困地区有利,但问题主要是如何确保提

供给穷人的资源不会流失,如何降低监测和管理成本。

  (3)向穷人开辟财产获得途径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和

政治家认为,穷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穷人缺少获得对财产(主要有:经济财产,
包括土地、住房和资金;社会和政治财产,主要是指以取得他人信任和互助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以及穷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环境和基础设施财产,包
括自然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环境财产,道路、市场等物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
供水)拥有的有效方法。在这个基础理论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是:将
改善穷人获得财产途径作为政策的支点,其主要政策有:将穷人作为反贫困的

主体(授权给穷人),政府在法律、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为改善穷人获得各种财

产的途径提供有力的支持。

  (4)增加穷人受益机会战略。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
年———反贫困》中提出了增加穷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机会、授权穷人和保证穷

人安全的反贫困战略方案。具体的措施包括:第一,确定有利于穷人增加就业

的经济增长战略;第二,改善穷人获得财产的途径,以使他们能够更多地从经

济增长中受益;第三,消除穷人参与发展的各种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壁垒,保
证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第四,通过改善获得财产的途径和更

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增强穷人应付各种风险的能力。

七、经济辐射理论

  经济辐射理论是指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

家或地区能通过一定的媒介相互传送资源的过程。经济辐射的特点具体表现

为:(1)经济辐射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对外开放和资源自由充分流动。(2)双向

辐射,缩小差距。在经济辐射中,发达国家(地区或城市)与落后国家(地区或

城市)存在着互相辐射。前者向后者传递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本、管理经验、信
息、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后者向前者提供自然资源、人才、市场

等。由于前者向后者传递了先进的生产资源,通过接触能够缩小两者在经济

发展水平上的差距。(3)辐射的速度和程度与其距离和关系有关。经济发达

的国家(地区或城市)对落后国家(地区或城市)的辐射距离越近关系越好,其
辐射越充分、辐射的速度越快,辐射的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因此,经济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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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或城市)对落后国家(地区或城市)的辐射总是首先向距离较近关系

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辐射,然后再向外推延。(4)经济辐射的媒介主要是

交通网、信息网、关系网等,即经济辐射是通过交通、信息和各种关系进行的。
(5)经济辐射具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种效应。(6)经济辐射的方式主要有

点辐射、线辐射和面辐射(摊饼式辐射和跨越式辐射)。

  经济辐射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和J.布德维尔的增长极

理论;波兰学者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的点轴开发理论;J.R.弗里德曼、K.G.
缪达尔(G.Myrdal)和A.O.赫尔希曼(Hirschman)等人的核心与外围(或核

心与边缘)发展理论;罗斯托、艾尔伯特·赫尔希曼、冈纳·缨尔达尔等人的循

环累积因果理论(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及旁侧联系效应、极化效应和

涓滴效应、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

产生命循环阶段论基础威尔伯等人的经济梯度推移理论;J.G.威廉逊的经济

发展倒“U”型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是不断扩大

的,但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平衡的力量将使区域差距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

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将随着总体增长而逐渐下降等。)

  运用经济辐射理论我们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1)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

系,充分接受发达国家的经济辐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2)利用我国发达地

区点、线、面的辐射源,加快其对落后地区的“摊饼式”辐射和跨越式发展。

①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增长极的点辐射作用,加强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

②发挥以四沿(沿海、沿江河、沿线、沿边)为基础的线辐射作用。具体地是:以
沿海与长江干线形成“丁”字型经济辐射源;以沿海、长江、黄河、京广线为基础

形成的“开”字型辐射源;以我国主要路干线为基础形成的“开”字型和“田”字
型辐射源;以东南沿海、西部大开发及其他国家边境地区形成环形辐射源等。

③发挥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发达地区的面辐射作用,形成对

全国的经济辐射,加快我国区域的全面发展。(3)落后地区在充分利用后发优

势的基础上,要加大经济的国内外开放,更多地接受外部资源,采取跨越式的

反梯度战略,加快其发展。

八、社会整体综合发展论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的发展观已由过去的强调经济高速增长

和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整体综合发展观,其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人文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政治上的人权和自由、文化程度

的提高等。(2)强调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3)维护全

球社会秩序与共同发展理念。

  坚持社会整体发展观,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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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工作:(1)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建设;(2)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树立全球化的发展观念,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与国际资源加快我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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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eticalAnalysisofBuilding
“AWell-offSocietyinAllRoundWay”inChina

HuXue-qin

  Abstract Ourprimarytaskofbuilding“Awell-offsocietyinallroundway”istore-
alizeournationaleconomywithstable,sustained,high-speedandlong-termdevelopment.It
isveryimportanttoutilizethefrontiertheoryofdevelopmenteconomicsinboththeoretical
andpracticaltermsforquickeningthespeedofbuildingof“Awell-offsocietyinallround
way”.Thispaperutilizesthetheoryofsecondmodernization、economicgrowth、economic
developmentstage、optimizationofeconomicalstructure、economicsystemreform、economic
radiation、socialsystheticledevelopmentetc.,toanalyzethetheoreticalproblemofeconom-
icdevelopmentintheprocessofbuilding“Awell-offsocietyinallroundway”.

  Keywords Awell-offsocietyinallroundway economic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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