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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胡乐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胡乐明(１９６５－),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原理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８２９

　　内容提要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

式的危机,也凸显了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

“中国道路”,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

观调控.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宏观调控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照搬西方

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也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适合所有的民族国家.此次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各国在质疑和批判西方模式的同

时,也在积极探寻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实践已经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一、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
也凸显了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面临的必然选择.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资本来

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

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其发展方式的

危机便愈加严重.在自由竞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劳动、殖民战争和

殖民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

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以及各类战争,更加巧妙而残酷

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深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游戏规则,继续主导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持续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试图缓解日趋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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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危机.然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
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世界银

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两

个世纪里,西方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甩开了其他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作

为“富人俱乐部”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强化,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则日益被

侵蚀.１８２０年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 GDP之比为３︰１,１９９２年则上升到

７２︰１①.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解决资本过度积累

危机的可能空间日益狭窄②,大量过剩资本不断转向投机性金融领域,西方资

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日益步入不可持续的严重依赖

金融泡沫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同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

全球扩张还导致了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的血腥和

肮脏不仅在于压榨劳动,也在于掠夺自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是

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基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能.然而,世界能源

和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自由物品”的日渐稀少表明,资本主义依靠“劳德

代尔悖论”式的发展,也就是依靠摧毁社会财富(使用价值)扩大私人财富(交
换价值),把昔日丰富的东西变得日渐稀缺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逐利,已经失去

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缓解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扩展达到极限.此

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危机的必然结果,也必将

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更加严重的危机.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我国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长

期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极不合理,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的比例严重失衡,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偏低,外贸依

存度显著偏高.从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４８８％下降到３５３％,
不仅大大低于世界５５％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远低

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外贸依存度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９７％上升到超过６０％的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美、日等发

达国家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同时,我国企业长期缺乏自

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

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２００８
年,我国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仅为１５２％,不仅低于发达国家２％以上的水

平,也低于世界１６％的平均水平;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

４０％,发达国家则超过７０％;我国设备投资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６０％,美日

①

②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J] 国外理论动态(京),
２００８(３)

DavidHarvey,TheNew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p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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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则仅为５％.总之,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

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

们长期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显然,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发展动力难

以持续的“风险之路”,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是一条竞争能

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是一条人民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①.此次

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已经刻不容缓.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巩固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

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不断巩固和完

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的经济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

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有利于克服市场

机制的自发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有效防

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必须始终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公

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始终确保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既要不断

巩固和发展公有资产的量的优势,更要注重公有资产的质的提高.必须合理

调整公有资产的布局与结构,完善公有资产的监管与经营,不断提高公有资产

的整体素质和配置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产在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科学

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必须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须始

终保持国有经济在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地位,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

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各

个领域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再次,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尤其是农村

集体经济.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

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绝不允许以土地私有化代替我们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

① 任仲平 决 定 现 代 化 命 运 的 重 大 抉 择———论 加 快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N] 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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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流转政策,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必须积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为农业的改革

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此外,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有效实

现形式.只有积极探索和大胆利用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在内的一切反映

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公有制各种有效实现形式,才能真正解放和提高公有制经

济的活力和效率,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特点的客观要求.
个体、私营、外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个

方面的资源与积极因素,有利于增加就业、满足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为
抵御各种外来危机的冲击提供物质保障.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
须长期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首先,加强制度创新,完善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应当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真正落到实处,
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

务.其次,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影响作用.引导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相互参股、相互融合,通过公有制经济带动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并将其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再次,扶持非公有制

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素质,推动非公有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和抗御

各类风险的能力.此外,必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增强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切实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努力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

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

度,必须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承认各种非公有制

经济的历史作用,并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劣.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

者对立起来.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等于

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没

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共产党执政和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坚

实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就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就难以有

效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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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用资本主义私有

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必须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再次,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发展而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既能够

充分调动各种社会潜在经济资源,也是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自身的需要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家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辩证否

定私有制的必然要求.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

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有
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克服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

化,努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

会的科学发展.

　　完善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功能,强化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必须合理借鉴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经济的成功经验,多结构、多层次地发展市场体

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健全宏观经济预测体系,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

科学性与准确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必须

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频繁地爆发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除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这一根本

原因,也与市场自发调节的短期性、盲目性和政党轮替导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的周期性、局限性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调节,必须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功能,科学制定

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规划,努力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既发

挥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更发挥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

去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建立一种“基础—主导”双重调节机制,形成“强市场”
和“强政府”的“双强”调节格局,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②.

　　提升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驾驭能力,有效“节制资本”.必须通过«公司

①

②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N] 光明日
报,２００９－４－５

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J]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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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５９　　　

法»等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赋予人民群众拥

有管理生产过程和决定剩余产品分配的权利,节制资本的逐利倾向和剥削行

为,提升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制定发展

规划、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等手段,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中

国的发展规模和活动范围,使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严格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

允许的必要范围之内,防止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同时,必须提

高无产阶级国家政府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驾驭能力.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受

制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正确发挥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为此,必须协

调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基础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无产阶级专

政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统领,从而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方向;必须保证

共产党的领导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任何形式

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资本膨胀,警惕“权钱腐败联盟”;必须加强人民民主

权利,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范围和程度,真正实

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①.

　　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日益

凸显,并日益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为有效调节私

人资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平衡性,我们必须充分发

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矫正市场调节和城府调节的偏差,弥补市

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空场”.必须有效增加教育、科学、信息、安全秩序和社

会舆论等领域的政府投入和公共物品供给,为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作用的发

挥提供基本的平台保障.必须努力通过法制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保
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公正权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食品、医疗及教育,实现

“特定的平均主义”,尽力化解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结构性利益矛盾以及

社会心理情绪和社会心理诉求失衡的现象.必须依靠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

段为民间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等多的渠道,提高社会公众政治参与

和社会参与的能力,积极培育与政府合作的民间组织.必须对文化领域和意

识形态倾注更多的政府关注.离开成功的意识形态,任何制度的维持或创新

都是不可能的.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为实现社

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须投入一定的公共资源,整合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与

价值追求,打破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价值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人们的经济行为,构建良好的“利益追求—道德文化”互动架构.

　　统筹国际和国内,提升政府应对国际形势变幻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面

① 胡乐明、刘志明、张建刚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J]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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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对外部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与危机冲击,我们应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
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有效提升政府应对各种危机、维护本国经

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必须加强国际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监

管.对货币稳定、汇率、利率、金融和信贷体制的稳定等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

资源,努力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加强金融规制以防范全球化所

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必须坚持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对于具有战

略意义和高风险的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网络经济、空间技术、低碳技术、数
字化经济),政府不仅应增加投资并带动民间投资,更应增加规制其发展的规

则和管理的供给,遏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殖民”.必须积极参与“国际

规则”的博弈,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殖民”.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强国凭借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一直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

和“宪法条款”以国际惯例之名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合理承担国际义务和接受国际规则,避免陷入西方资本

主义规则体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冲击.

Trans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ModeMust
Insistthe“China’sRoad”

HuLeming

　　Abstract　ThewesternfinancialandeconomiccrisisisnotonlythecriＧ
sisofthedevelopmentmodeofwesterncapitalism,butalsorevealingthe
shortcomingsoftraditionaldevelopmentapproachinChinaThetransformaＧ
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asksustoadheretothe“China’sRoad”,

consolidateandimprovethebasicsocialisteconomicsystemandstrengthen
nationalmacrocontrol
　　Keywords　economicdevelopment　“China’sRoad”　thebasicsocialＧ
isteconomicsystem　macro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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