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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世界意义

李成勋

　　内容提要　“中国模式”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

成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有机结合的工业化与

信息化;以工促农的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的城镇化;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化.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明确的方向性、突出的目的性、全面的和谐性、较强的持续

性、科学的导向性等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它的成功

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意味着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的

彻底破败;它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为发达国家

实施国家干预提供借鉴.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反映了经济

发展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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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成勋,男,１９３４年３月生于中国河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资本

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荣誉副理事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

　　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

同、发展环境不同、发展理念、远景也有别,因而他们所选择和实施的发展道

路、发展方式、发展战略等可以总括为发展模式也必然各不相同.不同的发展

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研究一国发展模式的优劣与得失,不仅对于相

关国家完善其发展模式很有必要,而且对于世界各国都有借鉴意义.一国的

发展模式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等,本文要研究的只是当代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引发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６０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发展,中
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由１９４９年

位居世界第１３位,提升到１９７８年的世界第１１位,此后又以每年将近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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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增速大幅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日

本 GDP为５．３９万亿美元,而中国 GDP为５．７５万亿美元.”①这就是说,到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如钢、煤、水泥、化肥、粮食、棉花、肉类、水果、花
生等从２０００年起就已跃居世界首位.中国外汇储备１９７８年仅居世界第３８
位,而从２００６年起已位居世界第一.②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１９７８年仅居世

界第２９位,而到２００９年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２位,③并且还在快速增长中.

　　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且启发他们思考中国崛

起的根源、寻找中国崛起的道路和模式.２００４年５月７日,美国高盛公司高

级顾问雷默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先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由此引起

世人对“中国模式”的热议.中国人自己并未率先提出和宣扬“中国模式”,更
未有意推销“中国模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提

出,“中国模式源于中国奇迹.”他说:“这６０年(指新中国成立—引者)可以说

算得上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

奇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奇迹,才有了中国模式的说法.”④中国模式完

全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而不是什么人事先设计出来的.俄罗斯国

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教授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恰恰在于,设计师

没有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断扩大与

外界的交流渠道,不断进行试验.中国对试验的结果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建

立起这种模式.”⑤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任务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民经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具体而言,它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城
镇化、国际化六个方面的任务.在这些方面,中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中国特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下形成的.因此,中
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首要组成部分.
下列各项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它决定该国家的上层建筑甚至整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http//overseas．caing．com/２０１１－０２－１４/１００２２５５０８．html．
２０１０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０．
对外经贸统计[J]．２０１０(４)
参考消息．２００９－９－１７
参考消息．２００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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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面貌.中国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告别了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一大二

公”的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后,根据中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而又有多层次

的具体国情,在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① 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一是既有利于发挥

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又能够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增

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二是有利于促进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内部

的竞争,从而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三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就为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

　　中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逐步改变了绝对平均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

格局,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
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并且,“加快建立覆盖

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②这种分配模式既可以克服不利于调动劳动积极

性的“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又有利于挖掘资源潜力、促进经济快速

发展,并力求保障民生、实现社会公平.

(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

　　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高度集权的效率较低效益较差的

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即实现市场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任

务,但中国的市场化不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体制.“我
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

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③ 也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

下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要坚持国家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
有利于发挥人的创业和创新精神、促进经济技术发展的一面;又有阻碍技术进

步、恶性竞争、浪费资源、两极分化、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
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把国家的宏观调控、统筹兼顾的功

能同市场的机动灵活配置资源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经济持续平

稳快速增长,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并减轻了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

坏.中国经济在２００８年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已经充分

证明了中国市场化的优越性.

①
②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７~３８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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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机结合的工业化和信息化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而在当今实现工业化又

必须与信息化相结合,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正是一条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结合

的发展模式.中国“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

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

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①

(五)以工促农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没有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而且工业还要反哺农业,“走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②中国将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改善

农民生活与培育新型农民三项任务统筹兼顾、一并推进.所以,与西方国家曾

经走过的道路不同,工业化推进的结果不是加深了工农业对立,而是工农业互

促互补、共同走向现代化.

(六)统筹城乡的城镇化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必然结果.但是实现城镇化有

不同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更加分

离,城乡矛盾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它们发展城市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中国

“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

化道路.”③其核心是用统筹城乡的办法来实现城镇化.也就是对城乡规划要统

一安排,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要统一建设,对城乡劳动就业要统一协

调,对城乡教育资源要统一调配,对城乡社会保障也要加以统筹,等等.这样,随
着城市的现代化,并不是农村相对更落后,而是更加接近城市.历史上造成的城

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局面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推进中逐步消失.

(七)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化

　　我们不认同“全球一体化”,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全球

一体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人高喊“全球一体化”的口号,不过是适应国际

垄断资本主义扩张自身利益的需要,但是经济全球化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这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

都必然走向国际化.所以,中国“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以更加积极的姿

①
②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２~２３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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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①中国将长期“坚
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

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

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②

　　以上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涵,它们都来源于中国国情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各种经济发展模式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实现经济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关

系、促进技术进步等,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具有共同特征外,还有以下各

项自身的特殊属性.

(一)明确的方向性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它是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因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决不会弱化其社会主义性质,将永远坚持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国有经济控制国

民经济命脉,发挥国有企业的支柱作用,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

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在中国,如界市场经济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国家就

将即时进行干预.

(二)突出的目的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权贵与富豪的利益,中国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谐世界的形成.

(三)全面的和谐性

　　在通行竞争规律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条件下,群
体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收入水平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程度的收入

差距还有利于激活竞争、促进经济技术的进步.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差距的

存在是有底线的.它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

展、人同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避免差别过大和两极分化,追求

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①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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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较强的持续性

　　地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和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支撑和

承载能力日渐减弱,为了人类能够子子孙孙持续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中国在经

济发展中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推行低碳化

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实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

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科学的导向性

　　如前所述,中国模式是在经济发展实践中被人们发现的,不是什么人事先

设计出来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形式,政府对经

济的运行和发展是要实施指导的.中国政府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总结中国的发展实践,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

一个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①这一科学

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完善化和科学化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它的内涵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具体体现.

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并不认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完美无缺,但“中国模式”的被提出和

国际关注度的日益提高,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世界意义日益彰显.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竭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

的和发展的,它同时代一起前进.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被中国本土化

和现代化.现代的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宏伟大厦的有机组

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下取得的巨大成

就,正是在现代的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取得的.所以,中国经

济发展模式的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证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指导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理论武器.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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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４辑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世界意义 ５７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意味着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

顿共识”的彻底破败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以

及金融自由化,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这个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华盛顿共识”在世界各地广为兜售.其结果,在拉美造成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改革的失败而出现“失去的１０年”;在俄罗斯依据“华盛顿共识”制定

的“休克疗法”实施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给它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挫

折,使经济大幅下滑,民生难以为继.① 如果说拉美和俄罗斯都是以其推行

“华盛顿共识”而导致改革与发展的严重危机,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中
国则是以拒绝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取得经济发展奇迹般的成功,证明了“华盛

顿共识”的彻底破败.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

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有许多国家的国情与中国十分相似.它们和中国

一样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尚未实现,城乡差别大,农村比较贫穷落后,劳动

力充足,资金短缺,科技发展滞后,等等.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按照自己

的经济发展模式,迅速改变面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人民生活方面

整体上实现了小康,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可以借鉴的.今天中国能够做到

的,在未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可以实现的.

(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一直搬用“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

济体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才开始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轨

道,目前改革还在深化和完善化之中.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转型国家.在

当今世界上,除中国以外,东欧、中亚、东亚和拉丁美洲至少还有２０多个国家处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转型状态.因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解放思想、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建立经济特区和各种类型的开发区,特别是大力引进和利用西方

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经验,对于转型中的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

(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发达国家实施国家干预政策提供借鉴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西方

① 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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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３０~７０年代曾奉行凯恩斯主义,主张和实行过国家干预

经济的政策,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它们又信奉新自由主义,反对国

家干预,结果使经济走向低迷.在经过２００８年开始的遍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

机的冲击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又回头来寻求通过国家干

预缓解危机的道路.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
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保障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方面的经验,都是西方发达国家需要而且可以借鉴的.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体现本国国情和传

承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成长和提升中所创造的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新
对策、新路径、新方法,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又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尚需进一步完善化

　　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凸显了如下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虽然中国政府长期强调在收入分配过程中 “要
更加着重公平”,但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２年６月底,中国最低收

入１０％的家庭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１．４％;而最高收入１０％的富裕

家庭,其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５％,贫富比差为３２．１.还有,在全部

居民储蓄存款中,最富有的２０％的人群拥有全部存款量的８０％;而８０％的人

群只拥有全部存款量的２０％.

　　二是地区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过大.虽然中国政府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过

大.如２００９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４０８８８０５元人民币,而西部地

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１８２８５７元人民币,还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同年,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７１５５５３元人民币,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仅为３８１６４７元人民币,只达东部地区的５３％.① 不容忽视在同一

地区内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

　　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有关部门在２００７
年监测的５５７个城市中,有１５２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三级,有１６个城市空气质

量为劣三级.试想人们在空气质量为劣三级的城市中如何生活!

　　还有,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本来就比较短缺,加上过度消耗,以致中国

资源消耗对进口的依赖度快速提升.铁矿石和氧化铝５０％要靠进口;铜矿资

源６０％要靠进口;原油近４０％来自国外.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石油消费的

①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８~１９,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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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以上将依赖进口.① 也就是说,人和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将会继续加深.

　　基于上述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健康发展,为了人民生活的富裕、幸福和文明,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进一步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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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齐建国．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D]中国节能降耗研究报告．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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