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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学的创新

韩玉玲

　　内容提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经

济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

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模式”所呈现的一些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模式”所面临的

一些新的问题,也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导实践.这就需要中

国的经济学人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推动经济学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学能够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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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大

增强,成为世界举世瞩目的大国之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全球金融危

机和经济危机的成功应对,更是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与此同时,西
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强权政治却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挫折,２００８年开始

的金融风暴更是凸显了欧美经济体系的弊端.“中国经济模式”成为国内外一

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一、“中国经济模式”的内涵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争议.

　　国际上多数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正孕育着一个新的

经济发展模式,但还难以对这一模式的所有细节加以明确区分,其内涵和体系

结构仍在发展和调整之中.

　　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形成“模式”存在不同意见.有

些学者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中的问题也不

少,如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这些问题

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中国的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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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在还不宜称为“模式”,而称为“中国案例”、“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者“中国

道路”更好一些.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模式”的标准具有相对

性或不确定性.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或

问题.既然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已经持续了３０多年,发展成就得到举世公

认,所以称“模式”也并无不妥.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是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３０
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正在形成中的、动态的发展模式.
它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既借鉴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成

果,又改造了曾经效法的苏联模式,并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它和所谓的“欧美模式”、“日本模式”、“拉美模式”、“东
亚模式”、“新加坡模式”、“印度模式”以及“越南模式”等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

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中国经济模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南辕北辙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模式”所呈现的一些基本特征.

　　１“中国经济模式”实行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则主张私有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在现实中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它只

能作为手段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服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建立的是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理论首先是由邓小平提出和论证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即一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把坚持社会主义

方向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构成了中国经

济改革的主线和特色.目前,“中国经济模式”中,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仍在经济

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私营经

济的发展也受到鼓励,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即
中国容许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但还有一些保留,如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在
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在确认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支配地位的根本前提下,研究如何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最大限度的

提高效率等问题.该理论中,关于个体理性的基本假设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种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假设引申出来的政策含义就是私有经济的有

效性,公有制经济的低效率.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就
极力主张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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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中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学的创新 ４１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

由主义以１７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为代表.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
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

经济规律向前发展.古典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

形态,曾经起过反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经济的一种思潮.它形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

预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经济思潮,其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新自由主

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１９２０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
文.在该文中,米塞斯断言:只有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能进行

合理的经济计算,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可能进行合理的

经济计算和合理的资源配置.

　　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观点很难完全解释从小就开始接受集体主义教

育、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中国人的行为,进而无法诠释中国乡镇企业

和国有、国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杨科夫发表文章指出:“与
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主要优势是它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并使

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

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中国奇迹使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体制与提高

经济效益相互矛盾之类的说法不攻自破”.①

　　２．“中国经济模式”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

由主义理论则主张激进的“休克疗法”.

　　“中国经济模式”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在社会稳定中有序地推进改革与发

展.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雷默在«北京

共识»中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

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１９９４年４月,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巴拉赫塔在对

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在俄罗斯«真理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

旗帜下平静地和未经动荡地进入了文明的市场.

　　曾经误导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华盛顿共

识”.２０世纪后半期,在苏东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之后,美国和

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空前的规模和力度主导和推行全球化.美国的“华盛顿

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制定其游戏规

① 罗马尼亚．经济论坛[M]．１９９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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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是“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

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伊萨克森等人为俄罗斯制定了被叫做

“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将“华盛顿共识”中的快速私有化原则应用到俄罗斯和

其他东欧国家,其后果是苏东剧变,使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一位俄

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说:“现在,俄罗斯经济学家有不少喜欢西方的特别是

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们不研究本国的实际,只研究弗里德曼的书和萨克斯

的书,就说应该怎样怎样,其结果,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大灾难”.①

　　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时
代特征等紧密结合并吸取和借鉴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它

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强调改革发展的时机与次序,注重社会的承受能

力,制定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战略,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稳步推进改革发展.现

在中国又把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升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把握,
从而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保持了社会的平稳转型.

　　３“中国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与有计划的政府宏观调控的结合,西方经

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则主张“政府非调控化”.

　　传统的计划经济虽然在前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它不能完全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必由之路,但其缺陷也很多.所以,自改革开放以

来,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和追赶世界,中国废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

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加上一个活跃的市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国民

经济有必要和可能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

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始终不懈地立足国情,在坚持市场改革方向的同时,实施

了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即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政府具有主

导地位,掌控着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运用计划工具,指导国

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各自

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运行机

制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还运用计划

手段.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的物质手段与途径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

有经济对经济命脉的有效控制.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
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

最优状态.新自由主义(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例)的重要假设是“市场出清”

① 转引自吴易风．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J]高校理论战线,１９９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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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学的创新 ４３　　　

(大致含义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由“市场出清”必然导出的结论是市场能自

行调节,无须进行政府干预.他们只要市场,而把计划打入禁区.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

化的压力下,泰国曾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结果爆发了１９９７年严重的

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又发展成为亚洲金

融危机.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场危

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

的结果”.①

　　俄罗斯«政治杂志»周刊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２２期合刊登载的文章中指出:“中
国是在维持国家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发

展模式并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为条件.虽然目前７０％以上的国内生产

总值都是非国有企业创造的,但是中国人非常清楚,私有制离开国家管理就无

法生存.中国的成就与其说建立在经济自由化上,不如说建立在经过深思熟

虑的社会经济战略上”.②

　　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

性经济危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由于多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发展战略,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以及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

对削弱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

越大,因此也被卷了进去.但是,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复
苏的速度相对较快.究其原因,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有关.

　　在“中国经济模式”中,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了有计划的宏观

调控,如继续编制执行年度计划、五年十年中长期规划、保留发改委这样庞大

的计划机构等.中国在应对危机中所展示的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计划调控的能力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做到的.

　　２００９年１月,美国«新闻周刊»刊登的题为“中国何以运转乾坤”文章,详
述了中国如何成为当时金融海啸下唯一能取得显著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文中

写到:“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５大经济体一样迅速减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具备自由派经济学家通常嗤之以鼻的国家干预能力”.

　　所以,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有了

“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市场的活力”,中国才在应对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经济危机过程中率先走出了衰退的低谷,有了相对出色的表现.

　　４“中国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在对外开

放中走适合自己的路.

①
②

斯蒂格利茨．喧嚣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J]大西洋月刊,２００２(１０)
[俄罗斯]叶列娜波多利科．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西方自由经济的真正挑战[N] 参考消息,

２００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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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

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就成为核

心问题.“中国经济模式”的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

现代化的经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据美国主导的“华
盛顿共识”进行了所谓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由西方世界为他们“量身定

做”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不仅没有使他们建立起民主制度,反而造成了国内的

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而“中国经济模式”则从自身国情与战略需要

出发,没有像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东南亚国家以及拉美国家那样追随“华
盛顿共识”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在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改革开放的领域.正如邓小平

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① 这样,
中国在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同时,没有放弃自主发展的道路;在引入市场

经济的同时,没有照搬欧美模式.中国既保持了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步性,又避

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化陷阱”和“傍大款误区”,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转

型和快速发展,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指出:“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

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后华盛顿共识的

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北京决意找到自己的道

路”.②

　　所以,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在对

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这样,开放兼容地博采众长与学习创新就成为中国经济实现

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模式”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和发展,是目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为此,美国智

库兰德公司已专门斥资聘请专家研究“中国模式”,希望能从中发现“美国模

式”的不足,以便进行修补和完善.

三、“中国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

和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由于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影响,“中国经济模式”也存在着一

①
②

邓小平文选[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７８．
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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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如经济被简化为单纯的技术性指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唯

GDP主义”,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从而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孕

育着威胁其进一步发展与稳定的一些问题.

　　１内需不足,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不均衡,后劲不

足.

　　自１９９８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成为出口

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已接近７０％,出口贸易

依存度接近４０％,①国内消费市场不发达,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来弥补内需

的不足,尤其是依赖欧美市场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已

使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变化,从而造成极大风险.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还使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在价值链体系的

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集群产业主要集中于零部件生产、加工制造和装配等

低附加值环节,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则

被国外企业所控制(如图１所示).

　　资料来源:周文,孙懿．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学[M]．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０(１１)．
图１　价值链增值的U型曲线及产业升级的方向

　　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主要停留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产品上,形成以

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ing)即贴牌生产为主的格局.由于处

于产业链低端,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并付出无数劳工的血汗之后,企业利润率却

非常低,大量的收益以及利润都被国际跨国公司享有,我国获得的只是一个最

基本的人力加工费.目前,占我国出口６０％的机电业的利润率仅为 ２％~

① 郑立华．外贸依存度较高挑战我国未来经济发展[N]．中国商报,２０１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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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３％,纺织业为３％~４％,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为３％~５％.① 中国将

资源、廉价劳动力和环境以外贸产品的方式低价出口到欧美市场,但是本国人

民却没有享受到“世界工厂”的实惠.

　　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失衡现象也日益严重.贸易顺差为中国赚来

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２００８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这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了扩大出口,我
国还对外向型企业实施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以至于出口商品在加上出口关税、
运输费和国外经销商的利润后的卖出价格比国内市场还低许多,形成了“中国

补贴世界”的尴尬局面.对此,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培育国内市场,中国经

济开始由出口型向内需型过渡.

　　内需包括“三驾马车”中除出口以外的另外“两驾马车”,即消费需求和投

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本国政府消费,投资需求包括政府投

资和企业投资.针对外部需求收缩导致的经济减速,中国正着力调整内需、外
需结构,加快构建以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外贸政策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即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

协调拉动转变,从当前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向高利润的上下游环节拓展,即
在为发达国家提供 OEM 之后,再利用代工过程中积累的资本和技术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为全球旗舰企业提供模块化的原始设计制造 (originaldesign
manufacturing,ODM),直至开创自有品牌的原始品牌制造(originalbrand
manufacturing,OBM)(见图１).这样,我国单纯依靠资源扩展的经济发展模

式就会得以转变.同时,由于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的利润率增加,劳动者收

入上升,这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２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普通民众受益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模式”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该模式发展的主题

可以说是经济主义,如各级地方政府 GDP主义盛行,出现大量挥霍性过度投

资、非经济方面的发展被忽视,普通民众受益不足等,从而导致资源大量浪费、
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

　　２０１１年２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日本名义 GDP 为

５４７４２亿美元,比中国少４０４４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尽管GDP总量超

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年人均 GDP只有３８００美元,仅为美国的

１/１１,世界排名为第１０５位,仍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

年收入仍令人疑惑.因为事实上,中国一直就没有覆盖全国人口的人均年收

入数据,而只有两个以城乡户籍区分的人均数,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城镇居

① 郑立华．外贸依存度较高挑战我国未来经济发展[N]．中国商报,２０１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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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学的创新 ４７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９１０９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５９１９元,目前中国的城市

化率接近５０％,即城镇居民数量与农村居民数量基本相等.照此计算,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应该为１２５００元左右,约合２０００美元.①

　　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已从原先世界上平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国家之一变

成了社会分化日益加深的国家之一.除城乡差距外,地区差距也很明显.据

统计,２００９年,上海市人均 GDP 为１１３２０４１美元,而贵州省仅为１３５０９８美

元;上海市农民人均收入为１２３２４元,北京为１１９８６元,而甘肃仅为３１３４元,青
海为３３４６元,云南为３３６９元.② 雷默在«北京共识»中写到:“民意调查表明,
人们对中国社会抱有深切希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忧虑.过去２５年中,中国

经济从一个就收入分配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公平合理的经济变成了最不公平的

经济”.③

　　所以,事实上,GDP所能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不是质量

和效益.从１９９０年开始,联合国已引进“超 GDP发展观”,采纳人民寿命预

期、教育、识字率及人均 GDP等,计算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
Index简称 HDI),反映人类生活质量.２００９年的指数表,挪威排第１,日本排

第９,美国１３,中国香港２４,中国内地９２.这组排名就说明了中国面临的问题

和出路.

　　消费型社会是未来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是因为我国的投

资具有政府主导特征,投资效益没有保障,而且从长期来看,依靠投资带动经

济增长是不现实的,并且会增加经济波动.因此,消费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增

长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工资收入在经济中比重过低,社会保障制度不

健全,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中国要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如何加快推

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如何完善公

共财政,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保障等.

　　３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突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全球化产业转移而成为“世界工厂”,其核心竞

争力在于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而非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经济总量

的“量”与“质”有较大反差,即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而 GDP单位能源

消耗量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因为技术较为落后,实行劳动、
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是可行的.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生产要素价格会

上升,经济发展就会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制约.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
在逐渐消失,工人工资和社会福利在逐渐提高.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也越

①
②
③

周子勋．中国 GDP总量全球第二不值得惊喜[N]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１－２－１５
同上．
JoshuaCooperRamo,TheBeijingConsensus,p．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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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来越严格,土地成本逐渐提升.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产权,在世界产

业分工中只能处于价值链的末端,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少.这种发展方式的代

价是居民生活环境急剧恶化,耕地面积减少、效力下降.所以,中国经济存在

着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大、自主创新水平低等问

题.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模式”的这种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

得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的粗放式经营已对中国

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压力.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R．Krugman,１９９４)认为,增长可分

为投入推动型和效率推动型.前者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后者则有助于

收益递增.克鲁格曼预言,今后几十年中国应该对人类发展作出两大贡献.
首先是绿色贡献,主要包括发明绿色技术、生产绿色食品、使用新能源、乘坐绿

色交通工具等;其次是知识贡献.他认为,当中国人均 GDP达到３０００美元

时,先前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２０１０年,中国人

均 GDP达到３８００美元).此时需要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增长向自主

创新和效率提高驱动转变.

　　目前我国正在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粗放式

发展向自主创新型、科学发展型和集约型转变.在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破除发展中的

资源与环境两大瓶颈制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力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该模式的相对成功,已使我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

到国际规范的塑造和贸易、金融、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制度的创建进程

中,成为了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关键“玩家”之一.但是,“中国经济模式”并不完

美,在３０年多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西

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代表发达国家单方面的利益,是立足于发达国家相对

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偏重技术分析,忽略制度和历史

分析,所以“中国经济模式”的很多现象是西方经济理论没有涉及或无法解释

的,从而也就无法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

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现阶段,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经

济规律都在起着作用,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中国经济与社会

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

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如经济结构、收入分配、三农问题、产业安全等,都为中

国经济学者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所以“中国经济模式”的
实践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要以中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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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现实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理论

中的有益成分.借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

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始终站稳大多数劳动

人民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同时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

理的一些有用分析,力争把社会主义的优点和市场机制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

来,在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
一步寻找经济增长与政治进步、社会公正的最佳契合点,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１]张宇．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３)．
[２]吴易风．简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０４(５)．
[３]徐崇温．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评论[J]红旗文稿,２００９(８)．
[４]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J]外交评论,２０１０(１)．
[５]周文,孙懿．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学[J]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０(１１)．
[６]林永生．解读“中国模式”需创新西方经济学理论[N]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１－５－９．
[７]漆思改革三十年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共识[J]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９(３)

ChineseEconomicModelandTheEconomicsofInnovation

HanYuling

　　Abstract　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China’seconomicstrength
andoverallnationalstrengthhavesignificantlyincreased,“China’seconomic
model”hasbecomeoneofthedistinctiveeconomicdevelopmentmodelsin
theworldWesternmainstreameconomictheoriescannotexplainsomeof
thebasicfeaturespresentedby“China’seconomicmodel”SomenewprobＧ
lemsofthe“China’seconomicmodel”arealsoneededtomakeareasonable
explanationtoguidepracticeIt’sbetterforChineseeconomiststoregard
Marxisteconomicsasa“body”and WesternEconomicsasa“use”toproＧ
motetheeconomictheoryof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henChina’secoＧ
nomicscan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andpracticalguidancetocarryout
th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andtheconstructionofasocialistharmoＧ
nious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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