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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１５

　　内容提要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主体

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两个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渊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和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

展观的精神实质.当今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体制机制改革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包含两个根本观点:一是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内容,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最根本、最革命的因素,一切社会发展最终

都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二是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认为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

　　１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重要性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完全置于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曾经

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 “人们所达

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的状况,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

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 .也就是说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人类发展的

状况,社会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没有发展,就难以解决我们

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第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为了生活,首
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

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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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① 恩

格斯则说:“无论是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
社会就不能生存.”②因此,“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③可见,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二,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人类社会发

展要求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
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

社会.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新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

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

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

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④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指出,只有在随着

旧式分工、脑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

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

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

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强

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

力的总量.关于发展问题,列宁也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最主要最

根本的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新的、高的、多的劳动生

产率.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因.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类的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活动.
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像自然界其他的发展一样有客观规律可言,并需要

遵循一定的规律呢? 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整理、归纳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如下观点:人
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基本

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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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直接或间接

地决定着上层建筑,生产力是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入手,通过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考

察,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首
先是生产力遵循一定规律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

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

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①“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

业资本家的社会”.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生产力是社会

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最终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社会形态

的变迁.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以一定的历史顺序,由低级向高级更替不断变化发展归根

到底就在于生产力以一定的历史顺序而不断发展.

　　２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

　　上文已述,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因,然而生产力的

发展毕竟是手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根本目的.

　　首先,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

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又是最活跃、最革

命的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生产力之所以

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根本的在于人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乃至

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这样,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就由物转到了人身上.
诚如列宁所说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③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必

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的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劳动者在改造

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自身的能力、自身的素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

不断的提高,最终成为全面而自由的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类自身

的发展,为了使广大人民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是这么论述的,未来

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④ 在«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⑤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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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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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

的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

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

运动”②.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全社会的

每个人的发展,而不能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同时人的发

展又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未来

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

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

用”.③ 未来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要努力“培养社会的人

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

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④,在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同

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他甚至认为,人的解放程度是和生产力的

发展程度相统一的,他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

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

生产力.”⑤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他

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由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

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

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⑥

　　可见,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理论基

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３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发展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如何才能实现发展的思想非常丰富,概括起来

主要有:人与自然要协调;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节
约劳动时间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１)人与自然要协调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中包括着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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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创了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理论的先河.马克

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

影响.人们只有以一定法则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相

互关系的范围内,再回到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又生产.”①;在«资本论»
中也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他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控制

自己,在最终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

换.”②;恩格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就警告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

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

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

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

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蓄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

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
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
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

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③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表明,其一,人和自然界是有机

统一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利用自然资源,是在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

运用,“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

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

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

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④其二,人类既可以“统治”自
然,自然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类,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相互的,如果人类

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会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从而使得人类最初的胜利成

果毁于一旦.其三,要想避免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
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

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意思是说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创造社会历史的

实践活动中,不能随心所欲、肆意妄为,而要根据客观对象、实际和条件,按照

其运行规律进行实践活动,这样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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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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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说明,人类社会是在

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是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２)国民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

　　马克思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在现实生活中运作机制的剖

析,深刻揭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为经济结构的合理和优

化提供理论指导.

　　我们知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单位商品实际耗费的

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为生产该产品总量社会按必要

比例分给该部门的劳动时间,即生产商品应该耗费的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价值规律是以反比例形式表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规

律.这是从生产方面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的价值规律.现在要从另一方

面,即从市场方面也就是从社会需求角度来看价值规律.这就是价值实现规

律,它是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当着按比例规律和商

品生产联系在一起时,它就会通过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贯彻自己,就会通过价值

实现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因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有

支付能力的需要,即决定能支付的价格总额.决定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决定

价值能实现的程度.由按比例规律决定的第二种含义劳动时间,它调节生产

实际耗费的时间(第一种含义劳动的总量),使后者与自己趋于一致,也就是使

生产趋向于按比例地进行.

　　只有在社会生产正好按必要比例进行的条件下,社会实际投到某一特殊

生产部门的劳动量(第一种含义)才会和社会按必要比例应该投入该部门的劳

动量(第二种含义)趋于一致.但是,实际产量往往不正好等于社会需要的数

量.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数量上经常不平衡.

　　(３)生产力中包含科学的力量

　　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它可以渗透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并引

起这些基本要素的变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马克思曾说过:“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

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
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

不成比例,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

产上的应用.”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可使“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

的和化学的属性,以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

的物.”同时按照科学原理塑造的技术设备,又是为了“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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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视角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８９　　　

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其结果,“大工业把巨大的

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２章中,马
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因此,
“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

力”.也就是说,只要利用科学技术,即使不追加投资,也可以进行内涵扩大再

生产.例如,就劳动资料来讲,“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

发展了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就为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

器、工具和器具等来代替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

来”.再就劳动对象来讲,“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

知物质的用途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

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付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① 后来,
在第３卷第５章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企业的规模经营因劳动社会化也可以节

约生产资料;不仅要利用三废作为再生产资源,而且要使生产清洁化即尽可能

减少三废的发生;改进动力生产、动力传递和厂内建筑物的布局,以及生产科

学与技术的精神劳动的节约;等等.

　　(４)“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对节约的概念有个明确的论述,他说:“社会的发展、社会享用和社

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

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
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

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

律.”②“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

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③“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

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

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④

　　对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指生产要素的节约),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一,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能够

使自然力代替劳动力,所以,科学技术为生产产品所节约的劳动量必然大于生

产技术自身的劳动量.并且,这种节约的劳动是一个持续的增量,而生产科技

的劳动则是一个常量.前者趋向越来越大,相对而言,后者就越来越小.用较

少的劳动使生产中节约大量劳动,也就等于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在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６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２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２５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第３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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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资本论»第２卷从流通过程加以分析.在第二篇中,集中论述资本如何加速

周转以提高占用资本的效率问题;接着在第三篇中介绍了“通过周转期间的缩

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

较多的生产资本”.总之,预付货币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

的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按

不同程度发挥作用”.① 需要说明的是,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这

种节约不仅体现在外延方面,而且体现在内涵方面,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只强调经济增长,同时还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源

配置的优化、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完善等,是一个系统工程.因

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不仅涉及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涉及

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但包括经济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但包

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不但包括社会财富的增长,还包

括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化;不但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还包括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的提高.因此,从内容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涵盖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核心内容———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

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方式上看,是指经济发展要在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

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节约能源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公平、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在内的经济发展总

体方式的转型;从目标上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实现持

续的更好的发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和主要内容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中共十七大报告一改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提出要“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提升、发展观的变化,是深入贯彻马克

思主义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第一,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

发展的重要性.转变发展方式,关键是发展经济,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抓住发展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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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视角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９１　　　

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龙头”.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才终于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

多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实力、综合国

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之上的.然而,我国在发展

中也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

靠高投入支撑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依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

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
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还有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加上管理

粗放、造成国家资源浪费和能源消耗,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此外,城市、乡村劳

动力就业压力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等等.这些矛盾和问

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不发展,就没有出路.我们必须把发展作为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内涵.发展是硬道理,不转变发展方式就无道理.在

发展中转变其方式,在转变方式中谋发展,以转变方式促发展.发展是转变方

式的目标定位,转变发展方式是达到发展目标的有效手段.如果忘记发展,放
弃发展,而谈论转变发展方式,必是抽象的空谈,也违背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初衷.

　　第二,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充分体

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和根本目的.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不仅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且是以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始终都要坚持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以人为本包括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基本

权益,关注人的重要价值,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我们要把以人为本贯彻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人民.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为了人

民而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大道理.为发展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连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生活水平都得不到保障,这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

意义.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人都是实践活动的目的,不能变异为手段,目的决

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手段.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显然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发展走

上以内涵型为主的道路,从而生产出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物质财富,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让人们群众过上既有数量优势又有质量

优势的幸福生活.

　　(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依靠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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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群众最终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要依靠人的因素,依靠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

和创造力.转变发展方式旨在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由外延型发

展为主向内涵型发展为主转变.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单纯增加物力资源的数量

和人力资源的数量就能解决的,而是更重点提高物力资源的质量和人力资源

的质量,为此,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提高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途

径.而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自主创新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所以,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如果

没有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要成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

　　(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为了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必须汲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片面追求GDP而

造成的“有增长无发展”以及两极分化的经验教训,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把解

决贫困、就业和社会公正作为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必须在重视物质积累的同

时,充分尊重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益,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因此,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让
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

好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的关系,兼顾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物质需

要和精神需要,以及人类利益和社会利益.

　　第三,发展动力的双重转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发展要求的

精神实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

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

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

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① 这一重要论

述明确指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双重动力转型.

　　(１)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我国要实现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就必

须适时地从目前的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组织和外贸出口需求拉动型

经济增长向国内居民消费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发展观的最终目的.从经济自身发展规律来说,消费需求是十分重要的宏观

经济变量,是最终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强

调扩大消费需求,体现了人本要求和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增

加消费的前提是提高收入,而提高收入就需要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挥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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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调节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中共十七大报告就此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切实对过高收入者进行有效调节、取缔非法收入;加快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统筹城乡发展,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等.

　　(２)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分析框架而言,在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期,中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更主要地来自于结构优化推动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的优化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经济各领域有计划按比例要求.我国过

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工业

大而不强,制造业规模虽已位居世界第三,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

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滞

后,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

点,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偏差,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

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继续强化,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环境

的压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路攀升,而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路走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

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
响经济社会的稳定,从而成为严重约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为了打开瓶颈,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指导性措施,主要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

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

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①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而且涉及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产业政

策乃至人们的观念问题.但是众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包括体制、
机制).为此,我们必须要逐步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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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企业机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微观基础

　　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只有

企业机制健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落到实处.当前,要加快推进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使其在自身发展和市场

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进生产经营,提高生产

效率和经济效率.并在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企业生产与科

技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

果应用的主体,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推动企业生产经

营方式和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深化市场机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筛选导向作用和杠杆

调节作用

　　深化市场机制改革,一方面,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
使市场在产品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产业结构调整中起评判、筛选作用,发挥市

场机制在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引领作用.另一方

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从横向角度

看,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其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

的基础和核心.因此,要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就必须充分重

视价格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和压力.

　　当前,在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一是应积极稳妥推进资源环境

价格改革.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健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形成

机制,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
这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

选择.二是要着力解决广大群众关注的价格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是医药价

格、教育收费和房地产价格问题.三是要继续做好涉农产品价格工作.要稳

定粮食价格,控制化肥等农资价格过快上涨,继续整顿规范涉农收费.

(三)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保证条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着眼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

行政管理体制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深化宏观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

控职能.为此,必须做到:

　　第一,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加快推进政资分开、政企分

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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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而且要

建立健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行政决策机制以及改进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

监督体系,以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考核和有效监督.

　　第二,深化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重点是搞好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基层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利用再分配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对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产业结构调整给予补贴支持.金融体制

改革的重点是继续探索运用三大政策工具,调控好资金运用,有效进行社会总

需求的控制,实现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在投资体制上,必须重塑投资主体格

局,真正赋予企业独立的投资权,消除行政力量对企业投资行为的行政干预.
要通过立法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坚决改变领导决定投资项目,违背科学

决策程序的现象.加强投资导向,保证投资重点.

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Modefrom
theMarxistConceptofDevelopment

MaoPeihua　DingXiaoqin

　 　Abstract　ProductivityisthefundamentalcontentofsocialdevelopＧ
ment;peoplearelocatedinthedominantpositionineconomicandsocialdeＧ
velopmentThisisthetwofundamentalpointsoftheMarxistconceptofdeＧ
velopmentMarxistconceptofdevelopmentisthetheorysourceofthetransＧ
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whosecontentsandrequirementsreＧ
flectthespiritualessenceoftheMarxistconceptofdevelopmentNowadays
thekeypointof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isthereformof
institutional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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