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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种市场观的分歧和对立

郭志琦 徐则荣 李红兵

  内容提要 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观

同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的分歧与争论。其主要表现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

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以及市场取向改革的

指导思想等方面。为了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促进我

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观,抵制和批判

新自由主义市场观。

  关键词 两种市场观 改革方向 政府角色 分配制度 指导思想

  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市场观:一种是社会主义

的市场观,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坚持各自观点的人都想用自己的市

场观来改造中国,他们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两种市场观的根本分歧主要是:

一、关于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

  两种市场观的根本分歧首先表现在关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上。

  持社会主义市场观的人明确主张,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要坚持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

通过“十四大”报告等一系列文献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所搞的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

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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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市场经济。它是社会

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绝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础,只要市场经济,
而不要社会主义。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人民所走的这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完全正

确的。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我国大步推进了国有经济和其他公有经济

的改革,使国有经济和其他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使之适应于市场经

济,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与此同时,我国又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外

资经济;我国还大步推进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分
配、住房、社会保障、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我国

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在各方面

都取得了为世界公认的成就。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美国“9·11”事件的影响

和冲击下,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少国家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而我国之所

以取得“一枝独秀”的成就,一个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我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道路,既利用了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又利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持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在中国搞全盘西化的市

场取向改革,即搞资本主义化的市场取向改革。通过这种市场化改革,改掉社

会主义基础,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表面看,他们似乎不左不右,中庸得很,
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社

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认为提出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纠缠“姓资姓社”,
就是保守,就是“左”,认为“只要老百姓能富起来,不管走哪条道路都行。”表面

看,他们也似乎最热心改革,最积极改革,说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是个保守的口号,是束缚改革开放的口号,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几个字应该删掉。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中庸,他们所关注的改革不是社

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性质的改革,而是全盘西化式的改革,他们主张在

中国所搞的市场经济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只要看一看他们在市

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表演,就会一目了然。

  为了在中国实现全盘西化的市场取向改革,新自由主义者极力反对公有

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主张通过改革实现私有化,使私有经济主体

化。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纷纷针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或通过到中国大陆考察访问,直接向我国政府某些领导人提出推行私有化的

政策建议,或通过到处发表文章和演说,积极宣传他们的这个主张。例如,美
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1988年来华访问,向当时中国政府的某领导人建

议“让政府掌握的产权自由转让”,并说什么“真正的私有制是彻底的公有制”
(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怕私有化)。回国后他作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的
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惟一的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最重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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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第三个还是私有产权”①。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制定者萨克斯到中国访问,认为中国改革抓

产权抓得对,私有产权应占50%以上。他说“为了把国家产权垄断打破,最好

的办法就是把牌分掉。随便怎么分都可以,(要)快刀斩乱麻。”②1988年,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登姆塞茨针对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市场取向改革,
认为由于中苏都是大国,经济规模大,加之人们的自利本性,因此,必须实行分

权化的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他说:“一个社会的规模越大,它所依赖的

条件就越是有利于私有制。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试图在一个集中的国家控制

的基础上运作的困难会更大……因此,没有事实上的朝向私有化的运动,就不

可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化……一个社会的规模变得越大,它就越是会制定一些

私有制的安排。”又说:“自利必然会约束人们行事,控制的经济要求分权化,而
有效的分权化就要求极大的私有化。”③华盛顿学派经济学家、英美新自由主

义的东方代表张五常教授在鼓吹中国推行私有化方面更为积极。他说:“私有

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想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你只能选

择私有产权。”“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

是矛盾的。”“若要发展经济,私产制度是我所知的惟一可靠途径。”“私有产权

是独步单方”,“是惟一的选择”。“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事推行,
就有起死回生之效。”“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他
极力主张:“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于民为国有,还
之于民为私有”④。

  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正是要把英美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产权私有

化理论照搬照抄到中国来。

  为了推行私有化,他们极力贬低或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提出诸如什

么“效率低下论”(认为“公有制天生效率低、效益低”);“民不聊生论”(认为公

有制把我国搞得民不聊生);“权贵私有论”(认为公有制经济实际上是少数权

贵的私有制);“滋生腐败论”(认为公有制经济必然产生腐败);“病入膏肓论”
(认为国有经济已走到尽头,病入膏肓);“不能兼容论”(认为公有制经济与市

场经济不能兼容,矛盾不可调和,应让私有经济取而代之);“必然死亡论”(认
为“国有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将不得不走向私有化,必然死亡”);“美丽谎言论”
(认为全民所有制产权虚置,全民所有是美丽的谎言);等等。

  为了推行私有化,他们又百般宣扬私有优越论,用人间最华丽的词语来夸

①
②

③
④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M].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5.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M].第二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10.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6~197.
程恩富等.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27,18,6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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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私有经济,提出诸如什么“社会稳定论”(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治乱的制

度……因此社会能长治久安”);“挽救中国论”(认为私营经济是振兴中国经济

的希望所在,非国有经济挽救了我国的国民经济);“与党最密论”(认为非公有

经济与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民族骄傲论”(认为私营企业主牟其中之流是“民
族的骄傲,是社会主义的骄傲,是马克思主义的骄傲”);“先进生产力论”(认为

私营企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等等。

  为了推行私有化,他们又提出了许多实施私有化的政策主张,诸如:“以卖

为主论”(认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其实就一个字:卖!”“放小”本质上就是卖。
承包不如租赁,租赁不如卖。主张把“为数不多的非竞争性企业以外的绝大多

数国有企业都应卖掉”);“靓女先嫁论”(主张卖国企先挑好的卖);“细分到人

论”(主张把国有资产细分到个人,“全面实行国有资产个人化”);“退出竞争行

业、退出营利行业论”(认为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所有

竞争领域和营利行业的国有企业都应退出,以便让民间资本进入,让民间资本

成为主体);“鼓动腐败论”(认为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不是最好的,也是

次优”。腐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能够瓦解一个旧制

度”,腐败“出一套新体制”。“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管

制市场交易而引起的贪污,十居其九对社会有贡献。”因此,“全力肃贪不利经

济发展……不能大肆批评贪污的盛行”。主张“将某些(国有)资产干脆地交给

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①。)等等。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鼓噪下,我国一些国企的厂长经理被鼓动起来,
他们不是想方设法通过改革和管理把国企搞活搞好,而是想办法把国企整垮,
使之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一些省市领导高价邀请新自由主义思想严重的学

者担任政府顾问,并经常请他们做报告以解放广大干部的思想,请他们指导绘

制改革的蓝图;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提出什么“十五大”的精神就是搞私有

化和卖国企;有的省报发表社论鼓吹“抓好一个私字”,“突出一个卖字”;有的

省决定县级原则上不办国企,结果将差的国企明卖暗送给私人,一些好的国企

也整垮了;有些地方把“放小”变成卖,把改革等于卖,似乎国企改革就一个

字———卖;有的地方只干不说,埋头推行“好的卖,差的送”;有的地方以卖光国

企为荣、为绩,但卖国企的收入到哪里去了,只有天知地知;有的地方把卖国企

作为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明卖暗送廉价出卖国企,使私营经济

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有的地方甚至在出卖国企方面互相攀比进行竞赛,惟恐

自己落后;有的地方号召上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出卖国企的高潮

① 这里引用的鼓吹腐败有功论的言论,既有大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有张五常的
观点。张五常的 观 点 见 程 恩 富 等 著:《11位 知 名 教 授 批 评 张 五 常》,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第48、49、
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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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不少社会主义阵地

的人为丧失,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而且也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社会震荡。

二、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两种市场观的分歧还表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方面。

  持社会主义市场观的人认为,我国现在搞的市场经济,既不是老自由主义

者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也不是英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

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把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即“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

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既不

像英国老自由主义者斯密所讲的政府只是“守夜人”,也不像英美新自由主义

者所讲的政府只是法官和裁判,而是政府角色的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政府既具有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又具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

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首先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的舞台上

进行着表演。因为它像企业和居民一样,也进行投资生产(主要生产和供给公

共产品以及通过国企生产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
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投资者、生产者,也是一个主要的商品采购者和消费

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也作为一个经济调节者在市场的舞台上进

行着表演。它通过其所掌握的各种经济变量(如财政收支、税率税种、货币发

行量、基准利率、信贷规模、外汇储备等)影响市场信号(如市场价格、利息率、
汇率等),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企业(含国企)依据市场信号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经

营方向、经营规模和经营结构,调节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政府还通过直

接投资和政策导向,调整产业布局和解决地区经济、城乡经济差距拉大的问

题,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问题,从而促进社会资源在宏观领域更合

理的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还作为市场

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法官和裁判)在市场经济舞台上进行着表演。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含国企)必然会出现某些违规现象(如偷漏国税、
不当竞争等),市场也必然会出现某些失灵现象(如工业污染、垄断等)。为了

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可通过立法制定市场

制度和规则(如进入和退出的制度和规则,等价交换的制度和规则,公平竞争

的制度和规则,治理环境的制度和规则等),通过执法和管理,矫正市场主体的

违规行为和市场失灵现象,依法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督和管理。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政府还作为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者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进行着表

演。“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远远

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市场虽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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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效率的,但是它对公正或平等却是盲目的”,“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

的①”。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财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来弥补市场的这一缺

陷。政府通过这些手段可以缓解由财产占有和市场运作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

大的矛盾,对国民收入进行适度的公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还是

市场主体利益的维护者,市场稳定安全的保卫者。政府通过治安管理、交通管

理、人口户籍管理、环境管理、教育文化卫生管理、国防建设和管理等,维护正常

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进行各种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

的运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发展。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经常会随时空变化而转换自己的角色。由于政府是由许

多不同的部门组成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多重角色和角色的转换,完全

有条件可以做到。在一些场合它是市场主体和经济调节者,在一些场合它又是

法官和裁判(既管别的主体,也管它自己),在另一些场合它又是社会管理者和公

共服务者。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实践中活生生的辩证法。

  持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的人,往往只强调政府的裁判角色,而否定政府也是

一个市场主体和经济调节者的角色。例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英美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家就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主张大力限制政府的作用,有的甚至

提出要回到亚当·斯密和萨伊那里去,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

“最好的市场是最自由的市场”,是国家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市场。他们

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寻租行为和腐败,导致社会

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配置。认为政府失灵的危害比市场失灵的危害更大,政
府失灵代价更为昂贵。因此,“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有限政

府。② 政府只宜做人们做不了的事,只宜做私人不愿做的事,其他一切靠市

场。例如,哈耶克就认为市场是“使我们的活动得以相互调节适应而用不着

(政府)当局的强制的和专断的干涉的惟一方法③”。他主张建立“少受指挥”
的社会 ,“回到一个更为自由的制度中去”,“使市场在任何能起作用的地方都

起作用”。④ 弗里德曼主张建立“听任自由选择”的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在这

种自由市场经济中,无需中央指导,无需宪兵强制,只有市场机制指挥和协调

着千百万人的活动。政府是裁判,不是当事人,更不是家长⑤。

①
②

③
④
⑤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945,83,1173,807.
有限政府,这是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鼓吹市场万能论相联系的一种观点和主张。其核

心内容是鼓吹政府角色最小化。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能是法官和裁判,政府只能提供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法制和产权保护,政府不应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最好的市场是最自由的
市场,是国家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市场。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其实质是鼓吹国企退出
竞争性、营利性领域,削弱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职能,否定政府管理经济、调节经济运行的职能,更否定政
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9.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00,103.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19,4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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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20多年来,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力想把

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英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照搬照抄到中国

来,用此来指导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和建设。他们也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

中,政府只能投资于私人不愿干或无力干的非营利性、非竞争性行业(如公共

产品领域、国家安全领域等),反对政府投资于私人愿意干或有能力干的营利

行业、竞争行业。他们只讲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

能,只讲政府是法官和裁判,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更否定政府也是一

个市场主体的角色。他们崇拜自发性,鼓吹市场万能论,反对政府调节,反对

政府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政府有意识地主

动策划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惯用的老一套。例如,有
人认为,“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

众以创业自由。”“要从理论上否定审批制的合法性。创业是人们天生的权利,
就像说话一样。你能想象每说一句话都要经人审批的情形吗?”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政府的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越过这一点,政府想有

所作为,副作用就很难避免。”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在大小,
而在于干什么。如果今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抓经济管企业上,那一定会导致低

效、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激化社会矛盾。”“市场

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有
人认为,“既然市场之手可有效率地选择各阶段的产业发展战略,那么政府的

有形之手”就应“从该领域退出来,让市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在通过市场发

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时,中国政府大有可为的领域就是如何让市场更顺畅

地运转。”有人甚至反对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产生腐败,
认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对假冒伪劣的打击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三、其他方面

  两种市场观的根本分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持社会主义市场观的人认为,
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效率与公平,初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按劳分配是空想,他们只强调按生产

要素进行分配,只强调机会均等,反对通过再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反对增加社

会福利开支,加强社会保障。

  第二,在市场经济的文明建设上,持社会主义市场观的人认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应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文明,一切有碍市场文明建设的黄赌行业

都不应当允许存在。但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黄赌合法化,其理由是与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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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接轨,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必须进行配套服务。

  第三,关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指导思想,持社会主义市场观的人认为,社会

主义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必须从中

国实际出发,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但新

自由主义者则实际上主张以英美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由

于指导思想不同,持社会主义市场观的人高度赞扬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绩效,
认为是成就瞩目,一枝独秀。但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绩

效不如苏俄,更不如东欧。因为,据他们说,苏东的市场取向改革是“与宪政规

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而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未进行宪政转轨“条件下

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共产党的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的改革,就是说中

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进行的改革。所以,中外的新

自由主义者都非常不满意中国的改革①。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我国20多年市场取向改革中,新自由主义,特别是

英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影响已相当严重。因此,为了确保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既搞活搞好公有制经济,又健康有序

地发展私有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顺利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观,抵制和批判新自由

主义市场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江泽民.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3]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4]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5]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M].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7]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M].第二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8]胡代光. 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① JeffreySachs,WingThye WooandXiaokaiYang.EconomicReforms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AnnalsofEconomicsandFinance[J].2000-1(2),435-491.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74   海派经济学 2004卷

[9]吴易风. 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0]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1]张问敏、郑红亮等编. 中国经济大论战[M].第一辑.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12]张问敏、郑红亮等编. 中国经济大论战[M].第二辑.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13]张问敏、郑红亮等编. 中国经济大论战[M].第三辑.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14]程恩富等.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15]郭志琦、李永宁、李省龙. 市场经济理论史纲[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16]弗里德曼. 自由选择[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8]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文萃[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001.
[19]哈耶克. 通向奴役的道路[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0]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1]科斯、登姆塞茨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4.
[22]张五常. 卖桔者言[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3]张五常. 再论中国[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
[24]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革命[M]. 香港:壹出版公司,1993.
[25]马立诚、凌志军. 交锋[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6]凌志军. 沉浮[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7]JeffreySachs,WingThyeWooandXiaokaiYang.EconomicReformsandConstitu-

tionalTransition.AnnalsofEconomicsandFinance[J],2000-1(2).

Onthedivergencesand
antithesisoftwokindsofmarketview

GuoZhi-qi XuZe-rong LiHong-bing

  Abstract Inthecourseoforientationreformofourcountry’smarket,thereare
divergencesandstrugglebetweensocialistmarketviewandNeoliberalism marketviewall
thetime.Thedivergencesshowmainlyatthedirectionofreformation,theroleofgovern-
mentinmarketeconomy,distributionsystemandtheguidingtheoryrespectsofreformsof
marketeconomy.Inordertoguaranteethat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ofourcountry
canbedevelopednormally,topromotethattheeconomicsocietyofourcountrywouldbe
developedoverall,coordinatelyandcontinuously,wemust———topromotethattheeconomic
societyofourcountrybeoverall,coordinately,developedcontinuously,wemustcontinue
adheringtosocialistmarketview,resistandcriticizetheNeoliberalismmarketview.
  Keywords Twokindofmarketview Directionofreformation Theroleofgovern-
ment Distributionsystem Guiding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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