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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若干观点的商榷意见

何干强

  内容提要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内容理论联系实

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经验,总结比较全面,政策性强;但是,在
这部集体编写的教材中,有些观点是偏离唯物史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指导思想的,不利于读者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对改革

实践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列举若干观点,提出商榷意见。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

  我校为了提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课程(经济和管理类各专业基础

课程)的教学质量,选用了全国干部学习读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全国

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主编:刘国光、桂世镛,副主编:张卓

元、周绍朋,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这本集体编写的教材对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成就和经验,总结比较全面,内容理论联系

实际,政策性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在教学中发现,这一本面向全国

干部、发行量达51万册的教材,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有的观点具有代

表性,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界一段时期以来的某种倾向。我认为,如果一种经济

学的观点偏离了唯物史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那将

不利于读者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对改革实践也会产生不利

影响。鉴于这些观点影响面宽,尤其影响的是各级干部,有必要本着弘扬科学

精神的态度,加以澄清。

  兹列举这些观点,并评述如下(各段语录后的括号中标出的章节页码,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一书的页码,语录之后是笔者的简要评述)。

  1.“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

可以称做古典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可以称做现代的市场经济。大体上来说,
第一阶段经历的时间是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第二阶

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这个阶段仍在向前发展。”(第一章第一

节,第1页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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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结合的经济,
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迄今为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
经经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三个阶段。作者可能想从市场经济一般的角度,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

的角度,划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那么,第一,应当强调,这是撇开了资本主

义所有制关系的一种划分;第二,有必要指出,这种划分的视角只是资源配置

方式,两个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产生了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因
此,比较科学的说法是,第一阶段是自发市场经济阶段,第二阶段是有宏观调

控的市场经济阶段。从这个角度,用“古典”和“现代”来表述市场经济一般的

发展阶段,并不能抓住事物的特征,也不够确切,因为随着时间继续前进,“古
典”和“现代”的界限是会向前移动的。

  目前,经济学界有一种倾向,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比较强调市场经济的一

般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摆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束缚,突出市场经济的

一般性,对推进改革实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方法论说,只讲一般,不
讲一般与特殊的结合,总归存在片面性。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

式,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起作用,它总是同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合着

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同资本主

义私有制结合而形成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则是市场经济这种资

源配置方式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关系)的结合

而形成的。从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要求来看,不仅需要

从一般角度弄清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自然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相比,
所显示的特点和优点;更重要的是,需要弄清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同社

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将形成怎样的既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运作方

式,又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有区别的经济机制,需要弄清这种经济机制对

国民经济各层面究竟提出了哪些客观要求。只有弄清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机制,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上,才能更好地构建出体

现这种经济机制客观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也才可以防止简单地用现代市场

经济的一般概念来替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倾向。

  2.“现在的问题是要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观

念长期存在的原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要

消亡的思想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设

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这主要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第一章第二节,第

23页至第24页)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他坚持唯物

史观,从来反对主观设计未来社会,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设想是不符合实

际的”,似是而非,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个设想”是马克思专门对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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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设计过的蓝图。其实,马克思关于未来人类社会将有计划安排社会劳

动时间的描述,只是为了与商品生产社会的盲目性对比时,提出的解决商品生

产内在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一种设想,这并不属于对未来社会专门

做蓝图设计的那种“设想”。由于这种设想并不属于一种论断式的结论,因此,
也就谈不上这种设想是否符合实际。至于后人用这种设想直接裁减现实,指
导实践,是因为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责任不在马

克思。

  马克思在揭示商品的拜物教形态时,提出了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终将消亡

的思想。但是,他阐述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的社会主义经济,
是指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经济

上还比较落后,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

家,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就可以立即人为地取消商品经济关系;相
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消亡,这是一个很长的自然历史过程,他
明确指出,“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

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①目前人类社会的实践并

不能证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错的,除非可以用事实论证商品生产是人类

社会生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因此,在“马克思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

经济要消亡的思想”这个问题上,谈不上时代对马克思有什么限制。

  后人对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认识上犯主观主义错误,在总结教训的时

候,重要的不是去寻找马克思思想中有什么导致自己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
的污点,而应当深刻认识坚持唯物史观科学思想指导的重要性。沿着马克思

基本思想的道路前进,才能做到尊重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3.“如果只有单一的公有制,如果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统治

地位,就难以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国有经济的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是同一个

所有者,而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的经济,其实质是所有权的买卖……要改变传统

的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格局。”(第三章第一节,第72页至第73
页)

  这等于说,国有经济的所有权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国有经济的企业相互之

间就不可能是市场主体,就不可能是商品生产者,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社会

主义公有制本身能够与市场经济结合。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领域,从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两因素的

观点来看,商品所有者相互交换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所有权,而价值所有

权其实是并不脱手交换的。在资本借贷关系领域,存在的是资本价值的单纯

所有权(法律所有权)同职能所有权(经济所有权)的分离,这也不是所谓“所有

① 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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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买卖”关系。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市场经济“实质是所有权的买卖”。

  值得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交换经济”,也包括生产过程。所谓经

济,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因此,市场经济是生产和流通(以货币为媒介的交

换)相结合的经济,是区别于缺少流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经济。

  4.“而非公有制经济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但也包含按劳分配的内容……
许多信息、技术和知识等是由劳动者发明和运用的、并为企业的财富创造和价

值增值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由此进行的收入分配必然包含按劳分配。”(第三

章第一节,第74页至第75页)

  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形式,本质上都是按劳动力价值

计算的工资形式,不是按劳分配形式。

  同机器、原料等一样,表现形式是微机软件、工艺技术流程、知识产权等的

信息、技术和知识,它们本身是劳动的结果。但是,它们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客

观生产要素,是死劳动,是不变资本,本身不创造价值。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受雇用的掌握一定信息、技术和知识的复杂劳动者,
其培养费用高,企业主给他们较高的报酬,是因为这些人劳动力价值也高,这
仍然属于按劳动力价值(或者按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分配的范畴,不属于按

劳分配范畴。企业主为了盈利的需要,可以给少数有特殊能力的管理者或者

工程师显著高于一般职工的工资报酬,在这种报酬中是包含企业主的让利的,
也就是说,是让这少数人也享有剩余价值的,这更不属于按劳分配范畴了。

  按要素分配的实质,是按提供或拥有生产要素所有权的人的要求取得收

入分配,与按劳分配范畴体现的是根本不同的分配关系。

  5.“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生产资料属于个人,具有强烈的个人利益的激励和

约束,比较有活力,天然适合于市场经济。”(第三章第三节,第84页)

  在当代中国,应当支持和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用它们“天然

适合于市场经济”来论证这种客观需要,这是不适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是否就天然不适合市场经济呢? 如果私营经济天然适合市场经济,那么,为什

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独资企业会被股份制企业所扬弃呢? 市场经济

比较自然经济,其优点在于它发展起社会分工制度,要求生产走向社会化,而
私有制恰恰是生产实现社会化的障碍,因此,决不能说私有制经济是天然适合

于市场经济的。

  6.“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国有经济的退出

机制,以及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机制。”(第三章第四节,第89页)

  如果这样的“关键”机制建立了,那么,今后国有经济就会按这种机制运

行,这意味着,国有经济不断地退,非国有企业不断地进。试问,这种“关键”机
制建成之后,实质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还能有多大地盘?
这种宣传效果,只能是让受培训的干部们丧失对搞活国有经济的信心,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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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放弃国有经济。

  其实,关键是,遵照党中央确立的“有进有退”的方针,经过国有经济战略

性调整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建立起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

  7.“因此,只有家庭经营最适合于农业……其他任何生产组织方式都无法

替代农业家庭经营的地位。……目前在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农业普遍都是实行家庭经营的。……不仅在现阶段必须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

度,即使将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仍然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第五章

第一节,第123页至第124页)

  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与私有制的家庭经营结合在一起,是有

其必然性的。但是,中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则从来不是为了效仿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是由中国农村构成现

实生产力的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农村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变化,将取决

于这些综合因素的构成和相互作用的变化,但是,不可能永恒不变。说“即使

将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仍然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否武断? 理论

论证不能走极端,违反辩证法。不能排除,或者说不要从理论上堵死,中国农

村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只要农民自愿,只要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
农民也可以自主选择非家庭承包经营形式。不能在理论上排除农村未来经营

制度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多样化。

  在理论论证上,有必要强调,在中国农村,对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农业生

产,选择何种具体生产关系形式,应当尊重大多数集体农民的意愿,因为他们

的切身利益与现存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8.“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的是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
(第六章第三节,第166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议最好不用劳动力市场概念,而用劳动市场概

念,因为劳动市场是现象形态范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

有同种现象,是不奇怪的。

  应当区分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和社会主义劳动市场。前者与私有制关系

相联系,本质是劳动能力市场,体现的是流通领域的平等关系,而进入生产领

域,则是劳动力买者剥削劳动力卖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后

者与公有制关系相联系,本质是等劳交换市场,是流通领域劳动者个人与公有

制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而进入生产领域,则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等量

劳动交换关系(对企业已经实现的社会价值中做了必要扣除后,在所形成的分

配基金限度内,按职工在其中的劳动贡献分配),这是实际上的平等经济关系。

  9.“第五节 中国与多边经济贸易组织的关系”。(第七章第五节,第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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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至第204页)

  这一节只是在最后提到,“中国‘入世’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但
是,整个阐述中,没有鲜明地指出,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WTO这

“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支柱”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这是世界

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根本原因。不指出这一点,就不利于让读者在理

解加入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必要性的同时,深刻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

  10.“强调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稀缺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有效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只有当劳动获得报酬,投资获得

利润,土地和房屋的出租获得租金……等情况下,才能促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

而节约的使用,……促进经济的高效率发展。”(第八章第一节,第207页)

  这里的“经济学原理”,就是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沿袭至今的萨伊的要素

价值论和三位一体公式。马克思的批判是正确的,绝没有过时。难道科学的

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不能更好地论证“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

利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按要素分配的实质是按

要素的所有权关系分配,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存在所决

定的。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可以使现阶段按要素分配的存在原因和

经济作用得到科学的说明,完全不必照搬资产阶级经济学沿袭以久的萨伊教

条来说明,这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会造成指导思想上的混乱。

  11.“‘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期,然后在增长的后

期阶段会逐渐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倒 U型假说’。……这些有关

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思想具有特别可贵之处。可以说,‘先富带后富’是这种

变化趋势在政策层面上的概括,换言之,‘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是有深厚的理论

基础的。”(第八章第一节,第209页)

  不宜把学术界至今尚有评价争议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作为邓小平

提出的“先富带后富”政策的理论基础。“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是体现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而其经济学基础,则
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先富带后

富”这项重大政策,依据的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要求实现共同富裕这种本质的深刻认识。

  如果说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揭示了社会收入差距变动的某种规律性

的话,那也只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其统计数据主要是来自实行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国家的数据。

  中国目前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体制转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

别、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收入分配政策的暂时不配套等多种因素有关。库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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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茨“倒U型假说”未必能科学解释中国的复杂情况。还要防止一种轻率,即
依据“倒U型假说”,来论证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2.“国民经济总流程和总平衡”(第十章第一节第二目,第269页至第

272页)

  这一目下的内容照搬西方宏观经济学原理,总流程讲的是一般流通关系,
总平衡讲的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总量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现在,中国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似乎对马克思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

不屑一顾,这是令人担心的。理论上的退步,终究会导致实践上走弯路。在计

划经济体制时期,理论界曾重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但是,那时主要倾

向于研究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有关经济增长的规律,却忽视马克

思强调的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交换过程,撇开货币流回规律,缺乏对引入固定

资本价值条件下两大部类交换关系的深入研究。今天,经济学家应当弥补过

去的缺陷。要深化对当代宏观经济运行本质联系的认识,更应下工夫研究,如
何把形成的对这种本质联系的科学认识转变为实践操作手段,形成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理论。

  从科学上说,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优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

论。因为前者不但重视一般流通,而且重视资本流通;不但重视价值补偿,而
且重视实物更新;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要从社会总产品出发,每年的社会工

作日都要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生产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但是,现代西

方经济学一直沿袭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斯密教条,即在社会再生产中丢掉了

不变资本C的错误。不错,我们应当认真借鉴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的

科学成分,但是,一定要认识到,它所沿袭的斯密教条是其致命伤,这导致它对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不能对它不加分析地简单照

搬。

  13.“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政府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范围扩大,干预程

度提高,政府作用增强……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第十一章第一节,第302页至第303页)

  经济是否无政府状态,不是指一个社会是否存在政府管理,而是指经济是

否具有自发性。现代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其自发性就始终存在。无政

府状态是这种自发性的同义语。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国家宏观调控,
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但是,其私人所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

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这种调控不可能根本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或自发性,周期性经济衰退或危机的存在,就是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

是市场经济,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发性,但是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就有可能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地控制这种自发性,不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没有卷入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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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从经济学上看,政府是一国国民利益最权威、最集中的代表,是一国

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表现。”(第十一章第二节,第305页)

  社会的公共利益当然只能由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来代表,但是,政府作为

国家机构,首先是该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利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
这段话已经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5.“在‘经济人法则’的作用下,……市场的自发分配势必造成个人与个

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市场本身虽然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人们行为的效率问

题,但是,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这要靠政府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来实

现。”(第十一章第二节,第307页)

  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唯心史观的集中表现,可是现今一些

教科书却照搬照套。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关系中的人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是受客观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制约的,是一

定经济关系(在存在阶级的社会是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承担者。应当从经

济关系的人格化来说明人的经济行为。如果要借鉴“经济人”这个概念,那也

要像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术语”进行革命性改造那样,按经济关系的人

格化这种含义来理解它。

  市场关系本身体现价值所有权平等的交换关系。它对生产的反作用,是
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促进经济资源流向生产效率高的商品生产者或优化资源

配置,这是一种在优化社会分工意义上的资源分配关系(资源配置关系),而不

是一种个人收入分配关系。市场关系本身并不直接决定个人收入分配关系,
也不是必定会造成个人收入的不平等。在企业正常经营的条件下,个人收入

分配,是由企业创造的新价值如何分配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内部或者说直接

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如果市场经济本身会造成个人收

入不平等,那么,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其实,市场关系

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相结合起作用的。
私有制市场经济会导致个人收入的不平等;而公有制市场经济有助于个人收

入分配趋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是由私有制造成的,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至

多只能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这种需要出发,把两极分化控制在一定限度

内,但是决不会消除两极分化的不平等,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效率的前

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逐步缩小个人

收入的差距。一国政府的收入政策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关系的性质决定。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是不可能判断政府的

收入分配政策能否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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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uggestiononSeveralViews
of“SocialistMarketEconomyOutline”

HeGan-qiang

  Abstract Thenationalreader“socialistmarketeconomyoutline”combinesthetheo-
rytothepractice.TotheconstructionachievementandexperienceofChinasincereform
andopening-up,itismoreoveralltosummarize,thepolicyisstrong;Butoftheteaching
materialthatwritecollectively,someviewsdeviatefrom materialistconceptionofhistory
andtheguidingtheoryofbuilding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ofeconomy,which
doharmforreaderstounderstandthecharacteristicofsocialistmarketeconomyscientifi-
cally,andalsohaveadverseeffectonthereform.Thisarticleenumeratesseveralviews,

andputsforwardthesuggestionofdiscussing.
  Keywords SocialistMarketEconomy PoliticalEconomics Methodsof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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