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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

开拓的基本问题.阐明现代经济学,首先需要确定“看得见的手”,发展经济人

假说,从仅有个体经济人假设发展到既有个体经济人假设又有社会经济人假

设.在新的时代,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有这一基本假设学说的推进与完善.

还需要从只有生产函数理论发展到既有生产函数理论又有契约组合函数理论.

因为这两种理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生产函数理论代表着２０世纪上半叶

之前的人类社会的生产约束时代,契约组合函数理论代表着２０世纪下半叶之

后的人类社会的市场约束时代.时代不同了,相应经济理论必然要发展.现代

经济学还需要高度重视对于虚拟经济的研究,高度重视和积极展开现代市场经

济的虚实一体化研究.

　　关键词　现代经济学　创新　市场经济

　　当２１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市场疲软的阴影.但是,仅
仅过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在２００３年,在SARS(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病毒肆虐狂扫中华大地之后,经济过热、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增长偏快等字眼

就不断地出现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之上,这其中有来自理论界的声音,但更多的

还是全国各界人士表现出来的担忧.人们是依据何种理论做出略微有些骇惧

的判断,不得而知.相反,若是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审视,那么可以这样

说,如此状况,恰恰是预示着中国人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的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

的到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

之际,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呼唤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开拓与指导,理论应大步走

在实践的前面.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同样,没有科学的

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经历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风雨洗礼,面对国民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肩负时代重任的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更进一步地发挥

思想探索和认识创新的理论研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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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

　　站在现时代的高度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经济学的大智慧就是不仅

要讲“看不见的手”,更要告知人们“看得见的手”.

　　１“看不见的手”

　　自从１８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向世人展示了那个时代经济学

研究对市场规律存在的形象概括,“看不见的手”就演化成一种经济学的专用

术语,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熟悉,也为更多的不学习和研究这门学科的人

熟知.到了现时代,在经济学思想的传播和应用中,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或

表述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但是,历时４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谁,是大学生、教
授、学者,还是企业家、生意人、政界人士,对“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含义的理解,
都同１８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是一样的,即都知道市场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

量,迫使所有进入市场的人接受其主宰.

　　从亚当斯密到现代活跃在世界各地经济学家,一代又一代的布道者向

求知者讲述着“看不见的手”,表现了经济学领域历久弥新的既定思想传承.
这只“看不见的手”让人惊叹,也让人迷惑.惊叹的是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高

深莫测,市场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迷惑的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

不断地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何经济学至今还只能是对“看不见的手”顶
礼膜拜.

　　作为一种认识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一
些经济学家在尊崇“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市场是万能的论断.
然而,恰恰是这一论断的张扬让现代经济学饱受羞辱,近乎无地自容.因为人

们不禁要问:既然市场有至今仍是“看不见的手”,且市场又是万能的,那么,经
济学的研究是做什么的,经济学家们又有何用?

　　如果中国经济学界只能提供“看不见的手”和市场是万能的见识,跟在政

府和企业的后面,做政策解释和经验总结,最多表现为事后诸葛亮,那恐怕不

光是要挨骂,更可能会被时代无情地摈弃.

　　必须明确,从１８世纪至今,经济学讲“看不见的手”是没错的,这是由于无

论何时何地,市场都客观地存在运行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坚持认为市场存

在“看不见的手”,就是坚持强调市场存在客观规律.只不过,现代的经济学研

究不能仍然只是坚持强调市场存在客观规律,而不能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客观

规律.只讲“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必然是难以存活的.在现时代,可以概括

地说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看不见的手”,就是要使市场上“看不见的手”
渐渐地成为在理论上“看得见的手”.

　　２“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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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经济学的语汇中,“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形象概

括.但一词可以多义,在此,我们用“看得见的手”表示经济学对市场客观规律

的认识.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是经济学研究的质的突破,是现代

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是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认识的巨大进步.

　　我们需要认识和利用“看得见的手”.如果没有获知“看得见的手”的自觉

性,还是宣扬神秘的“看不见的手”,那经济学界也就是睁眼瞎,除了不敢说话,
或许只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类似,有共同

的“看得见的手”,即有同样的经济规律.

　　从宏观讲,认识并利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够做到心明眼

亮,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实际要求,更好地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秩序,取得

社会资源配置的最好效益,有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化的整体进程.

　　从微观讲,认识并利用“看得见的手”,企业在市场能够做到纵横捭阖,不
断增强实力,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创造更

多的财富,造福于企业员工,造福于社会.

　　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讲,认识“看得见的手”并利用“看得见的手”为社会

经济发展服务,是学科发展的永恒目标.现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是高度复杂的,
相应地,现代的“看得见的手”也是高度复杂的.现实地讲,没有对现代的高度

复杂的“看得见的手”的一定深度的认识,就根本无法准确地认识同样也是高

度复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从个体经济人假设到社会经济人假设

　　认识“看得见的手”,发展现代经济学,首先需要发展经济人假说,从仅有

个体经济人假设发展到既有个体经济人假设又有社会经济人假设.在新的时

代,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有这一基本假设学说的推进与完善.

　　１个体经济人假设

　　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关于经济人假说的大争论.①

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经济人假说的研究,历史证实并没有显现出严谨的思想逻

辑的制约力量,甚或说,在这一经济学的认识基点上,比较充分地暴露了传统

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某种逻辑缺失,而这种与学科的科学发展根本不可

相容的状况应该是在２１世纪的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彻底的转变.

　　概括地讲,长久以来,有关经济人假说基础研究的逻辑缺失,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经济人与人等同.在经济学界,指责或批判经济人的声音总是源

① 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J]经济学动态,１９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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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人性的维护和理解,而提出以及拥护经济人的解释也没有讲明白经济人

不是人的道理.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在基本认识逻辑上的混淆.古人尚知,白
马非马;而满腹经纶的经济学家们怎么能不懂经济人不是人.在现实生活中,
只有具体的人,没有抽象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研究假设前提的经济人,只是

对现实的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只是对人的经济生活侧面的反映.所以,讲自

私是伦理学概念,并不是经济学概念,个体经济人所假设的,仅仅是理性地维

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人,是生产上想多得产品的人,在市场上想卖东西得钱多一

点儿、买东西花钱少一点儿的人.对于理论抽象的经济人,讲利己或利他,讲
人的丑恶和美好,都是对经济人与人的概念混同,都是对经济人假说研究的特

定限制的不理解或认识走偏,或者说,都是传统经济学研究幼稚性的表现.

　　二是,抹煞经济人的社会性.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描述的都是经

济人的个体行为,而从未涉及经济人的社会性.传统的经典解释是,虽然每个

经济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
但每个经济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

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样的经典解释在客观上是一种逻辑的歪曲.事实

上,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是靠社会群体的存在而保持自身生命延续的.从有

猿人的那时起,就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是具有同等意义

的.每个人只具有个人理性,每个经济人也只具有个人理性,个人理性是驱

使、调整、控制个人行为包括个人经济行为的理性;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要

依赖于社会理性的,这是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理性,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中,同样是存在着这种社会理性.正是由于存在社会理性,有关人类社会整体

延续的利益才能够得以保护,以此为存在前提的个人利益才能够真实地归属

于个人.以为个人理性可以自发地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不是幼稚,而是逻辑

不通.在这样的逻辑缺失下,直至今日,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经济人假

设,还只有个体经济人,没有社会经济人,经济人具有的真实的社会性被逻辑

偷换成由个体经济人利益集成的虚假的理想性.

　　２社会经济人假设

　　可以说,抹煞经济人社会性的逻辑错误的长久保留,无视社会理性的存在

及其作用,只以个体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已经在深入

研究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等方面牢牢地拖住了人类经济思想前进的步伐.

　　缺失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研究难以认识“看得见的手”,无法建立科

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也无法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讲,假设是在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之

前需要首先明确的前提条件,它们是经济学家进行逻辑推理和演绎过程的基

础和起点.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深化经济人研究,增加社会经济人假设,必将

成为推动２１世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制高点,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必要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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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前提,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能够真实地指导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起点.

　　如果我们给出一个定义,那么社会经济人的假设就是指对人类经济活动

中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理性的抽象,或者说,是对各个国家市场经济中的

客观需要的社会理性的人格化表示.这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发展需要的社

会经济人拥有社会理性,人类的社会理性在经济生活中可被理论抽象为社会

经济人.作为经济人的社会性表现,假设的社会经济人应具有的保证国家经

济安全、保持经济结构平衡、保护经济发展活力、保障收入分配公平、严密控制

货币管理、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全面实

施社会救助、坚决落实天赋人权等理性基点将是用于指导现代市场经济实践

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认识前提.①

三、从生产函数理论到契约组合函数理论

　　进入２１世纪,认识“看得见的手”,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从只有生产函数

理论发展到既有生产函数理论又有契约组合函数理论.这两种理论代表着两

个不同的时代,生产函数理论代表着２０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人类社会的生产约

束时代,契约组合函数理论代表着２０世纪下半叶之后的人类社会的市场约束

时代.时代不同了,经济理论必然要发展.

　　１生产函数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在高等教育阶段学

习过经济学的人,肯定都学习过生产函数理论.这一理论经常是大学的经济

学考试内容.翻开任何一本介绍２０世纪经济学的辞典,我们都会看到关于生

产函数理论的阐述.一般认为:生产函数是表明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生产要

素投入量的组合与产品的最大量之间技术关系的函数.它既可以用于描述某

个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特征,也可以作为总生产函数应用于整个经济.在新古

典经济学的生产分析中,通常把企业视为将投入组合转化为产出“黑匣子”,生
产函数就是对企业的这种功能的量化描述.生产函数所表明的是一种技术关

系.在任何技术条件下,都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生产函数.②

　　生产函数理论表述的是企业的生产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企业的投入可以

表现为不同的资本与劳力的组合,但在既定的条件下,企业要追求最大产出的

最优组合.生产函数理论所分析的,就是企业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的资本

与劳力的组合.这一理论是以既定的技术水平为支点进行分析的,如果技术

发生变化,那么生产函数的关系就要随之发生变化.生产函数理论要向企业

①
②

钱津论社会经济人[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５)
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辞典[M]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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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的理念就是,重视生产,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要追求最优的资本与劳力

组合,要实现最大的产出.为获得最大的产出,无论企业是生产何种产品,都
应遵循生产函数理论的要旨,认真做好自身企业资本与劳力组合的选择.

　　２生产约束时代

　　经济理论是对人类经济生活实践的抽象反映,不同时代的经济生活产生

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生产函数理论就是对生产约束时代人类经济生活的反

映.在生产函数理论反映的时代,经济是短缺的,市场是以卖方为主,企业基

本不用考虑市场问题,无论对于哪个企业,市场都是巨大的,生产都是跟不上

市场的,都是无法满足市场现实需求的.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表现

为受生产的约束,或是说,受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约束,生产能力的提高落后

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以,在这一时代,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在既定的技术水

平下如何通过不同的生产函数组合获得最大的产出.

　　任何人都不要以为经济学家能够随心所欲地任意创造经济理论.就像做

梦一样,若没有真实的生活经历,再怪诞的梦,也是没有的.在２０世纪中期的

新技术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就是处于生产约束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

工业革命推动的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支撑人类走出生产对生活大幅度提高的约

束.在那时,不要说经济落后国家的生产处于受约束的状态,就是欧美强国的

生产也是受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的.那个时代最高的技术表现仅仅是蒸

汽机车、螺旋桨飞机、燃煤轮船、普通机床、尚未民用化的核技术,等等.在生

产约束时代,经济学的研究只能创造出生产函数理论,只能用生产函数理论教

育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指导企业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努力提高产出的生产

实践.

　　３契约组合函数理论

　　从生产函数理论发展到契约组合函数理论,同样是２１世纪经济学基础理

论研究的重大推进.契约组合函数理论并不否定生产函数理论,而是建立在

生产函数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函数理论研究的是在既定的生产约束条件

下如何提高产品的生产数量问题.契约组合函数理论研究的是在既定的市场

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企业的货币收益问题.如果没有２０世纪中期的新技术

革命,没有由此推动的技术进步,没有在巨大的技术进步前提下改变的市场关

系,使得市场由以卖方为主演变为以买方为主,形成了全世界普遍性的市场约

束,那就没有必要研究契约组合函数理论,经济学理论可以永远停留在只讲生

产函数的历史时代.但是,事实是没有这种如果,在２０世纪中期,世界真实地

经历了新技术革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必须随之发展.

　　契约组合函数是指在既定的市场发展水平下,企业的资本投入组合与市

场的最大占有量之间契约关系的函数.这一函数关系可以用于描述企业契约

组织的生存状态,应用于分析和指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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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学的视界中,不仅要有对生产函数所表明的技术关系的研究,而且

更需要有对契约组合函数所表明的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

条件下,对于任何类型企业来说,都存在一个表现企业生存与市场约束之间的

契约组合函数.契约组合函数理论表明:现代企业的生产能力是受市场需求

限制的,现代企业经营的关键是寻找和创造更大的市场,企业的契约组合更重

视的是市场对企业的约束,这与企业受生产约束的时代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按照契约组合函数理论的要求,现代企业的经营不能仅仅停留在追求最大量

的产品创造上,而是要真实地生存在市场之中,追求最大量的货币收益.①

　　４市场约束时代

　　契约组合函数理论是表现市场约束时代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理论.由于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终于使得人类社会在２０世纪中期之

后走出生产约束时代,进入一个受市场约束的新时代.在生产约束时代,企业

生产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约束时代,市场约束企业生产能力的

兑现.不论是哪行哪业,若企业的经营不用考虑市场约束,那就可以只管扩大

生产,或是只管不断地提高企业的产量,相应地,企业生产的产品越多,企业的

效益就越好.但现在看来,这种以前经济学研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新技术革命之后,当然,经济学还是要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的产量以及产品质

量,只是,更现实、更重要的研究必须转为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不顾市场

的约束一味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是不可能的,任何企业在市场约束时代都必

须根据市场的需求或是说依据对市场的占有能力决定企业的生产规模.

　　在现时代,如果经济学的专业教育还是只讲生产函数理论,不讲反映市场

约束时代要求的契约组合函数理论,那是对受教育者的一种不负责任.在中

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众多的企业经营者在掌握生产函数理论的基础上再

进一步掌握契约组合函数理论,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全球招

聘央企高管入选第一人、原中国华源集团总裁、现中国恒天集团副董事长张杰

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客户为中心的制造业企业管理模型及应用»中分析了

当前制造业发展趋势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特征,提出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客户

关系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制造业只有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创新和完善自

己的管理模式,构筑独特的差别和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说,他的研究客观准确地表达了现代企业经营迫切需要适应市场约束的

生存宗旨,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新的科学技术进步已铸就了新的时代,时代

的变化导引了市场的发展,契约组合函数理论对新时代企业经营背景的抽象

概括,反映了市场约束时代已经取代生产约束时代的理论进步,开拓了现代经

济学研究的新视角,将使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的经济生活.

① 钱津劳动效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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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实体经济研究到虚实一体化研究

　　现代经济学要认识“看得见的手”,具有相当的难度.传统经济学只是研

究实体经济,还只能是崇拜“看不见的手”,始终未能建立认识“看得见的手”的
信心.现代经济学既要研究实体经济,又要研究虚拟经济,更要实现虚实一体

化的研究,当然难度就大得多了.这种虚实一体化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经济

学发展的最前沿.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研究虚拟经济,并非只局限于虚拟经

济领域,而是要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范围内进行研究,只有这样,现代经

济理论才能够真实地概括反映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的实际.而虚实一体化的研

究,既要以实体经济的研究为基础,又要以虚拟经济的研究为基础.在现实需

要的促进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南开大学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心,展开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专门研究,迄今已有１０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①

　　１实体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实体经济的.因此,传统的经济

理论主要是实体经济理论.实体经济是人类生存必须依靠的物质生产和非物

质生产的劳动内容,包括农业、畜牧业、养殖业、采矿业、工业、运输业、商业、银
行业、服务业,等等.相比之下,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是实体经济,或者说,即
使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很发达的时期,在虚拟经济很发达的时期,人类社会中的

绝大多数人还是要从事实体经济范围内的劳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

发展实体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的

发展水平的提高上.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实体经济,这是不会改变的,只
是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局限于实体经济的研究,尤其是在虚拟

经济的发展已经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经济学就更要跳出单纯研

究实体经济的框架,将包括虚拟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

行全新的理论研究.

　　２虚拟经济

　　直到如今,中国经济学界还没有对虚拟经济统一认识.由南开大学虚拟

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已经开过４届了,但对虚

拟经济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让所有的人都能爽快地接受,似乎还是不那么容

易.在这一问题上,虽然人们的认识分歧不是很大,但是明显的细微认识差别

还是存在的.

　　目前,可以对中国经济理论界关于虚拟经济的认识做出以下概括:

① 王爱俭主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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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比较窄的界定虚拟经济的观点认为:虚拟经济就是证券市场活动,所
有的证券交易活动都应称为虚拟经济活动.

　　一种比较宽的界定虚拟经济的观点认为:虚拟经济是指除物质生产领域

以外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体育的产业化、文化艺术的商业活动、银行、保险、
房地产、教育、广告、服务业等等内容.

　　在中国最先推动虚拟经济研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教授的观点,
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有关、以金融系统

为主要依托的循环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讲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一些研究金融理论的学者和金融界人士基本一致地认为:虚拟经济就是

指金融活动,即虚拟经济等于金融市场活动.只不过,他们在明确表述这种观

点的同时,并不将他们研究的金融活动改称为虚拟经济活动.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基础经济理论研究人员,我们认为:虚
拟经济是一种现代劳动分工的表现,是指在实体经济中的价值独立运动之上

又出现的价值独立运动.虚拟经济不包括实体经济中的金融活动,即并非所

有的金融活动都属于虚拟经济,只有扣除了实体经济的金融活动之外的金融

活动才是虚拟经济.这种认识是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界定虚拟经济的存在及其

作用的.①

　　３虚实一体化研究

　　虚拟经济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虚拟经济是派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的存

在及其作用为根基的,虚拟经济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创造的终点效

用才是满足人类社会消费最终需要的.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

济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敏感的神经,因此,现代经济学需要高度重视对于虚拟

经济的研究,高度重视和积极展开现代市场经济的虚实一体化研究.

　　股票发行市场属于实体经济,股票交易市场属于虚拟经济,所以,仅仅是

对股票市场的理论研究,就是一种经济学的虚实一体化研究.进一步展开说,
股票的交易价格与猪肉价格肯定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购买股票和购买猪肉使

用的是同一货币,不论币值是否发生变化,它们之间都必然具有紧密的关联

性.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股票市场融资的状态下,忽略对于股票交易市场

的研究和控制,若一旦发生大量的购买股票的货币转向实体经济领域去疯狂

购买猪肉,或是原本购买猪肉的货币突然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去争抢购买股票,
那结果都不可能不是灾难性的.在市场经济中,不论是由股票的交易拉动整

个市场价格上涨,还是由猪肉价格的调整拉动整个市场价格上涨,其效果都是

一样的,如果说哪一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那只可能是股票交易拉动整个市场

价格上涨的冲击力更为强烈.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看到实体经济领

① 钱津论虚拟经济下的宏观调控[J]开放导报,２０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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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价格发生波动,就只是治理实体经济领域的价格,百分之百是徒劳无益的,
而虚实一体化研究的前沿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表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贯通的,现在对实体经济中发生的任何问题,都绝

不能无视来自虚拟经济领域的影响.

　　根据虚实一体化的初步研究,近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实体

经济是基础,国民经济是整体,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虚拟经济的宏观调控必

须为满足实体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需要进行,必须是以实体经济的结

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转变要求为依据,进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由完善的市场

经济体制规范的宏观调控,因此,发展现代经济学必须更为充分地依据现代市

场经济虚实一体化研究的认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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