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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高效率:假说与经验证据

简 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将比较不同所有

制效率的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静态的资源配置标准、动态的技术进步标准和维

护特定所有制的交易费用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比较了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效率,
演绎出公有制高效率假说。然后利用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运

行的统计资料对这一假说进行了计量经济学检验。

  关键词 生产力标准 公有制高效率 经验证据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1980~
1994年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9%。与此相对照,同期世界

平均的工业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中美国为2.4%、日本为0.3%,新兴

工业化国家中新加坡为7.1%、韩国为11.7%,与我国一样同处于从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则多数为负增长。尽管如此,我国的国有经

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要低得多,同期(包括非国有经济在内)中国

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5.7%,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不断下

降,1978年为80.8%,1985年降低至64.86%,而到了90年代中期只占1/3
的比重了;在盈利能力上,国有经济的表现也较为逊色。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和

亏损面呈累积性增加。这些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导致了他们对不

同所有制效率的争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私有经济有着较强的盈利能

力,因而贡献出较多的增长份额。照此趋势,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

趋于零(樊纲,2000);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公有经济存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链,
导致了委托人的监督和激励困难,如果考虑到委托人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公
有企业不可避免陷入“内部人控制”状态,因此公有制程度越高,效率越低(张
维迎,1995);有的经济学家认定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

的惟一出路(张五常,1998)。

  收稿日期:2004-4-10
  作者简介:简泽(1970-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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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28   海派经济学 2004卷

  如何认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 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设计乃至国有经济未来的存亡都有重要意义。在本

文中,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给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认

识。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在第二节中,我们将提供一个马克思主

义的分析框架,演绎出公有制高效率假说;第三节从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出发,对第二节中的假说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从而对其

提供经验支持;第四节是全文的小结。

二、生产力标准与所有制的效率:理论框架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两者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所谓生产力指的是人类社

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人类

社会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资料

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创造能力,而管理水平影响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效率,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则

表现了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解

释,生产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生产资料

所有制形式;第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第三,产品如何

分配。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基本的,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

位以及产品分配形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中,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生产

关系的性质的情况;生产力的变化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但是,生产关系又

反作用于生产力,因为它既可以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可以阻碍和延缓

生产力的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生产资料所有制

作为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它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能促进和阻

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构成我们判断所有制效率的基本标准。根据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两者关系的内容,我们可以将这一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

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制的静态效率标准:生产力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
是一种潜在的能力。一种所有制是有效率的,那么这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能让

潜在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因此,这一条件构成所有制高效率的必

要条件。而这一条件是否具备以及具备程度如何取决于不同层次上的资源配

置状况和宏观经济上的资源利用状况。从资源配置上讲,在微观层次上要求

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有效率,这要求作为生产力基本而又能动的要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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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着努力劳动的激励,而且作为劳动者结合而成的组织从整体上有着追求

自身利益的内在动机;在产业层次上,构成产业的企业集中度要适合特定产业

的技术特征,多数企业应该充分实现该产业生产技术所决定的规模经济,以充

分节约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耗费。并且企业之间是平等竞争的,这要求该产

业的市场是开放的,潜在进入的威胁将为产业内的竞争提供激励;在由各个产

业构成的国民经济层面上,要求各个产业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

关系是由各个产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决定的。如果各个产业部门比例关系不

协调,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被破坏;从宏观经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一种所有

制是有效率的,要求不存在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同时闲置,特别是生产能力的闲

置和大规模失业的存在。

  第二,所有制的动态效率标准:所有制的静态效率标准强调了一个有效率

的所有制安排应该将潜在生产能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而所有制的动态效率

标准要求一种有效率的所有制能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基本

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一种有效率的所有制应该提

供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的尽可能充分的激励,从而使社会生产可能性边

界不断向外扩展。

  第三,所有制的交易费用效率标准。这里的交易费用概念借用了西方新

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因为它有助于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内容。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建立一种所有制、维护一种所有制、改变一种所有制都

是有成本的。而且仅当一种所有制的生产力水平存在时,建立和维护这种所

有制的成本才可能低,企图改变这种所有制的成本较高。因此,这种所有制交

易费用低,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要求一种所有制在基本制度稳定的情况下不

断变革和调整某些方面以容纳甚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理论上建立衡量所有制效率的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为我们比较各种所

有制的效率奠定了基础。在我们具体比较不同所有制的效率之前研究一下生

产力发展和分布的特征是必要的。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

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是连续的。在马歇尔看来“经济进化是

渐近的,它的进步有时由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绝不

是突然的,即使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

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一个民族的经

济组织,但是它们的成功不纯粹是表面的,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

可以知道,那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建设性发展达到成熟而已。虽然

我们可以观察到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突变,但连续性是经常的状态。”生产力

发展的连续性和所有制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意味着生产力和所有制之间不可能

是一种数学上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使得在一定变动范围内的生产力水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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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多种所有制基本相适应。

  衡量所有制效率的基本标准和具体标准的确立为我们比较不同所有制的

效率提供了基本条件,但并非全部条件,因为我们还必须对我们比较的基本对

象———公有制和私有制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我们将私有制的基本含义界定为

以个人或家庭所有权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这样,尽管私有制有多种多样的实

现形式,比如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但其终极所有权可追溯到家庭或个

人。相反,我们认为公有制是归一定范围内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并且不能进一

步分割的所有制形式。这样界定的公有制尽管可以按范围大小进一步细分为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且各自可能有不同的实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基本

的:所有权归全体成员共同所有,不容进一步分割。

  接下来,我们具体比较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效率。我们从基本的微观经济

主体———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发,展开我们的分析。在私有制企业里,企业

的所有者和其他成员(包括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关系。雇

佣关系的存在使得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并且被雇用者具

有工作努力程度的私人信息,这两个条件导致了被雇用者存在着偷懒的机会

主义倾向,于是私有制企业里,监督对企业效率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者要么自

己监督,要么让渡剩余索取权,雇用经理监督,从而减轻了被雇用者偷懒的倾

向。但是由于监督的不完全性,私有制企业不可能完全消除偷懒的机会主义

行为。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里(我们用全民所有制进行分析),作为全民所有

制代表的政府行使所有权,无论如何,它必须将全民所有的企业委托给部分人

经营,事实上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同样可能导致

企业内部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政府必须像私人所有者一样,设计一种公

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对企业成员进行监督。如果政府的各项职能能够合理

分离,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是理性的,它们会像私人所有者

一样,求解一个企业成员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以设

计一个最大化公有财产保值、增值的机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在于企业

成员、企业和所有者三者之间虽然存在利益差别,但不存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

者、管理人员和所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差别,因而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程度更

轻;在产业层次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竞争和规

模经济的矛盾,一方面为了竞争,私有制企业努力扩大规模以获取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这种规模的扩大将会形成寡占或垄断的市场结构,从而扼杀竞争。
因此私有制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会自发产生市场势力,导致社会福

利损失,从而在产业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更加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政

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和反垄断政策难以实施。
而在公有制经济里,政府可以从全局利益出发,根据需求状况和产业的技术经

济所要求的规模,合理布局,努力协调竞争和规模经济的矛盾。当然在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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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条件下,这种协调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未必能完全消除这种

矛盾。但是,由于不存在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反

垄断政策和对企业的管制将会更加有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私有制从根本

上是不同于阿罗—德布鲁经济的,不可能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实现一个帕累

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特别在公共产品产业,由于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

不愿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使公共产品的供给根本不存在,这不但使全社会的

资源配置与需求结构不一致,还会导致经济波动,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周期性地

得不到充分利用。我们认为公有制经济在这些方面效率要高些。

  我们再来比较私有制和公有制经济的动态效率。在私有制经济中,追求

利润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使得企业有着从事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的激励,
但是技术的复制成本一般来说是极低的,如果技术很快被传播和模仿,创新企

业就无利可图甚至无法收回研究与开发成本,因此私有制经济中,如果没有专

利制度的支持,只有那些难以复制的技术才会被开发。那些具有部分和完全

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教育和研究以及容易扩散和复制的技术很难产生。并

且,许多难以复制的非专利技术在私有制经济里存在着重复投资和重复开发

的情况。在公有制经济里,不但公有制企业和国民经济整体之间利益的协调

使得它们有着研究开发的激励,而且可以建立公共研究机构进行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可以避免重复研究的不经济性。
显然,公有经济在动态效率上有重要优势。

  从制度的交易费用角度看,公有制经济不但在微观企业里消除了阶级对

立从而降低了维护这种制度的成本,而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根本阶级对立的

消除也极大程度地降低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我们如果比较一下社会主义

国家的国防、警察和司法方面的财政支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项目上的财

政支出,就很容易看出公有制的交易成本大大低于私有制的交易成本。

  综合上述比较,如果承认生产力标准及其具体化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动
态效率标准和交易费用标准,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假说: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
公有制是高效率的。

三、公有制高效率的经验证据

  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假说未必就是一个真命题,它还必须接受经验检验,
公有制高效率假说也不例外。在检验这个假说时,首先必须确定衡量一种所

有制效率的数量指标。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比单要素生产率(比如劳动生

产率或资本生产率)要合理一些,因此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所有制效率的数

量指标。相信效率较高的制度会拥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首先来观察我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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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1978~1995年我国国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ALaKbeu (1)

  其中,Y 是国有工业实际净产值,L 是年末国有工业部门职工人数,K 是

国有工业部门使用的资本量,u是随机变量,a和b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

出弹性,由(1)式得到:

LnY=LnA+aLnL+bLnK+u (2)
利用OLS方法和附录A中的数据对(2)式进行估计得到

LnY=-4.9170+0.4763LnK+1.5889LnL  (3)

  Se (0.6086) (0.0668) (0.1744)

  Tstat (-8.0795) (7.1290) (9.1087)

  VIF (2.8202) (2.8202)

R2=0.9782 AdjR2=0.9752

  定义全要素生产率TFP=dYY -1.5889ΔLL -0.4763ΔKK
,计算出我国

国有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表1 1978~1995年国有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年份 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TFP 100 104 108 106 109 114 115 130 145 143 152 164 157 143 159 184 170 152

  为便于观察,我们将表1的结果描绘在图1中:

图1 工业部门全要素增长率

  我国国有工业部门全要素增长率在1978~1995年以2.5%的平均增长

率增长,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工业增长速度

2.4%。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充分支持了公有制经济高效率假

说。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验证公有制高效率假说,我们考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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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公有制的效率状况。科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使用58个发展中

国家和15个发达国家相关统计资料为样本,考察了国有企业比重与收入水

平、收入水平增长率的等级相关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国有比重与收入水平增长率

等级相关系数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人均收入 0.10 0.20

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 -0.09 0.03

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人均增长 0.03 0.02

  假设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那么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等

级相关系数、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人均收入增

长率之间应该是显著负相关,表2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6个相关系数中只

有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是负的。下面

我们就其统计上的显著性进行正规的检验(我们用r表示该相关系数):

  我们的假设为:

H0:r=0对 H1:r≠0
  引进下面的统计量

t= r-0
(1-r2)/(n-2)

  显然,t服从自由度为t-2的t分布。给定显著性系数α=0.1,在自由度

为56时,其接受域将宽于(-1.671,1.671)。

  当r=-0.09和n=58时,我们计算出t=-0.6762。这意味着即使在α
较大时,我们也能接受 H0:r=0。
  假设检验表明,虽然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是负数,但是在统

计上不显著。考虑到余下的相关系数为正数,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假设不能

成立。从而,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也从经验上支持了公有制高效率假说。

  我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公有制经济是高效率的,并且这一经验结论并不受

国别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因此具有统计上的强劲性(robust-
ness)。

四、评论性小结

  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都支持了公有经济高效率假说。因此我国国

有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表明公有经济效率必然低于

私有经济效率。那么,如何解释我国非国有经济的更高速度的增长呢?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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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一个高度短缺的经济背景下,几乎所有产业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在改革初期,政府放开了许多产业的进入限制,于是,非国有经济大量进入各

个产业,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一个产

业都将趋于均衡状态,这种许多产业同时存在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情况具有特

殊性,因而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一点已能从近几年各产业的企业数量的变

化中得到经验支持。从而我们缺乏非国有经济将一直保持比国有经济更高增

长速度的理论证据,预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零还需要更可

靠的理论依据和更充分的经验证据。同时,国有经济客观上的确存在委

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委托—代理链的长短与企业效率之间从而

公有制范围与效率之间的反向联系的观点也很难解释现代跨国公司内部多层

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与高效率并存的事实。况且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较差状

态很可能与政策负担有关(林毅夫,1997),并且盈利能力并非效率的惟一测

度,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上的差距不足以否定

公有制的高效率。所以,坚持公有制、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率的实现形式应

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要求政府有一个专门部门负责国有资产的经营,
它们除了像私人所有者追求自己资产增值以外,没有其他国家职能。而国有

企业和个人都拥有独立的物质利益,它们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私有制基

础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实质差别。这样国有企业便会充满活力。只要公

有制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有效运行,公有制经济在产业和国民经济宏观

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优势以及动态效率优势便会充分发挥,从而

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附录 国有工业部门实际净产值和实际投入

(1978~1995年,1978年=100)

年度 实际净产值 实际固定资产 职工人数

1978 100 100 100

1979 108 105 102

1980 116 109 106

1981 117 112 111

1982 123 114 114

1983 130 117 116

1984 134 121 117

1985 152 122 122

1986 169 12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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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实际净产值 实际固定资产 职工人数

1987 173 129 130

1988 188 137 135

1989 205 145 136

1990 202 151 139

1991 202 173 142

1992 230 194 144

1993 268 218 143

1994 269 250 139

1995 281 304 140

  资料来源:《中国的工业改革———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前景》(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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