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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
———关于我国宪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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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内容提要 综述我国宪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基础和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的由来和发展,论证其始终是依

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不是改为私有制为基

础和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要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建
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已是中

国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将继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和主体 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 F0-0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提出“中
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发表就

职演说时,也提出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此,笔者深

感作为中国青年的同志们任重而道远,需要认真学习和继承革命前辈开创的

奠基之作———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四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
2004年四次“宪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基础和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

派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源头上坚定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现将有关学习体会,提交“2013中国青年政治经济

学学者年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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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前源自马克思、列宁的毛泽东新民主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
全民所有的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

  (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全体所

有制(又称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含派生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以及在

此基础上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在结尾时写道:“总
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
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马克思,恩格斯,1975)这就明确指出了

“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要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呢?
  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终于为我们“揭示现代

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作出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的科学结论———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必将造成对其自身否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

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

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

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

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

人所有制
 

。”(马克思,1975)
  另外,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的《资本论》,在写到上述“否定的否定”
时,马克思表述为:“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

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

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马克思,1987)
  还有根据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的《资本论》,在写到上述“否定

的否定”时,则说明:“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

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

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1983)
  根据以上三个版本的表述,可以认定马克思科学预见的否定资本主义私

有制而建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他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又译‘低级阶

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一是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全体的所有制(又称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社会的所有制”);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劳动者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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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所有制。① 从此,开始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对上述“否定之否定”的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当年德国柏林大学

的杜林讲师,曾经妄批为“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

有制的混沌世界”。
  令人遗憾的是,处在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杜林先生自

己。恩格斯在反驳杜林时明确指出:马克思所谓“否定的否定”———“靠剥夺剥

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

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

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
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

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

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

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

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

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恩格斯,1975)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马克思揭示的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的社会主

义所有制: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二是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这也绝不是

什么只对生产资料而言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后人

本不应再有如杜林一样的混乱思想。
  时至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为指导我国的经济工作,特别给中央、省
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信,建议同志们都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另外一本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言论的《论
共产主义社会》。他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

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

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
 

  在《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的第二部分,即“公有制的建立”部分中,已经编

入上述马克思《资本论》作出的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科学结论。而我国历史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苏联首次建

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并创造性地相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实行新

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探索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基

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其源头,盖出于马

① 根据马克思另外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派生出来的农民等劳动者的“集体所有
制”。他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一开始就
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
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这无疑也是涉及各国大批农民等个体劳
动者的重要问题,其科学的指导意义,也已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阶段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得
到了充分验证。限于篇幅,本文对派生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等问题不作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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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这一解决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解决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的基本理论。
  再看那些反对中国宪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说,迄今也未能驳

倒马克思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更加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广播公司

(BBC)于20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举行“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马克思依然高

居榜首? 为什么美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近年来继续不断引发对其自身否定

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占领华尔街”(“99%抗议1%”)的国际群众运动?
  (二)1924年苏联实行的列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全

民所有制(或称生产资料公有制,含派生的劳动者合作制)和生活资料的个人

所有制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中,为回答米海洛夫斯

基先生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上述科学结论的攻击,详细引用了“完全适用”的
恩格斯对杜林先生的“绝妙的答复”。他特别指出:“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

说(懂俄文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正确),这就是,公有制包

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可见,列宁是完全赞

同恩格斯解释的马克思的上述科学结论———即把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明确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列
宁,1995)。他据此第一个在俄国进行了实践探索。
  1895~1896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提出生产资

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同时说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维持生活所

必需的,而资本家则把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因此,
只有采取这样一种手段才能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那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

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工人自己

进行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列宁,1984)。
  1903年3月,列宁在《写给农村贫民》的手册中,进一步具体提出了要建

立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的全民所有制。他确认:“要消灭人民贫

穷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
是:剥夺大地主的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

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他还指出,这是“只想夺去靠别人干活养活的人

的财产”,而“永远不会夺去不雇用工人的小农和中农的财产”。(列宁,1995)
  1904年4月,列宁在题为《五一节》的文章中写道:“全世界的工人”,“正
在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而斗争,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

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为一小撮富人造福。他们力求使土地、工厂和机器变为全

体劳动者的共同财产”(列宁,1984)。
  1917年4月10日,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指出:“人
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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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列宁,1984)
  1921年5月,列宁发表《论粮食税》(单行本),精辟地论述了从“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转向“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他指出:“既然我们还

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

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
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

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1995)
  1923年1月,列宁在口授写成的《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提出:“由于实

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

力”,“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保证对

农民的领导”,就能“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合作

企业是集体企业”,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等劳动者的“合作制”。(列宁,1984)
  (三)1953年以苏联实行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全民所有

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简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1930年4月3日,斯大林在《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的复信中指出:“列
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根据自愿原则,用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公共的集体经济

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他们引上集体经济轨道。”
  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和美国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中说:“我
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工厂、土地、银行、运输工具的私有制已被

消灭,而代之以公有制。……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

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斯大林,1962)
  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人剥

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

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斯大林,1979)。
  1952年2月1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重申:“现今

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
一种是不能称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他指出:“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

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产品从商品流通系统

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

实质就在这里。”他认定,在苏联的这“两种基本生产成分”之间,虽然还存在

“商品生产”,但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内部,则“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四)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实行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
作为整个国民经济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劳动者

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简称
“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全民所有的国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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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发表题为《新民主

主义论》的讲演稿,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
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创造性地论述了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民主主义的

经济,设计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的新

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包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

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

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耕者有其田’的基

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他还强调:“共产

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

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

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1991)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特别指出“在农民群众

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

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

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
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1991)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

报告,再次明确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

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

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

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

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

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他强调:“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

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三者组

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
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
泽东,1991)
  1948年9月,毛泽东所作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又强调指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

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

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

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还说明:“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

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

体系。”(毛泽东,1991)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更加系统完整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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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全民所有的国

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
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

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
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他特别强调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

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

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

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

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

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
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1991)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以当时的根本法的形式,肯定新成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

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国营

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和“整个社会经济

的领导力量”,“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正是毛泽东一直主张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为

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决定性的有利条件。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专题讲述了从

新中国成立时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非常清楚地

说明:“过渡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应看到有利条件。首先是肯定了社会主义性

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经济,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是在

《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

济,其中国营经济部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历史经验证明,《共同纲领》规定,
作为“社会主义性质”即“全体人民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经济”,确实是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有利条件。

二、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确立的社会主义

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全民

所有制经济为领导力量

(一)《宪法》(1954年)首次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54年9月20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和全国人民公开讨论三个月

产生的“宪法草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而成为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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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宪法》。
  其中首次用根本法的形式,继续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是国民

经济中的领导力量,要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即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社会

主义的经济基础。另外,还规定要保护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按其

自愿原则组织合作社。
  该《宪法》总纲原文显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

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

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明确规定解决所有制问题的社会主义原则,包括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

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国家依照法律

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与其

他个体劳动者增加生产、改善经营,“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合作

社”。“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逐步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1954年6月14日,在已决定提交全国人民讨论首部《宪法》草案的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发表关于《宪法》草案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这个宪法草案规定的

“原则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的“人民民主的原则”;
还有一个是解决所有制问题的“社会主义原则”,即“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
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鉴于起草首部宪法能得到“比较好的、比较完全

的宪法草案”,“理由之一”,是采取“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乃至

“全国人民讨论”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他强调“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

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
  1954年9月15日,在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首部宪法草

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刘少奇委员作《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重点解释

了我国正在顺利实行而又有新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我国在过渡时期还有

多种经济成分。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
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

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并对后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

分,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能通过各

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

资本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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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40  海派经济学 第11卷第4期

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方面,资本家

的所有制还没有废除,资本家还是有利可得,另一方面,资本家已经不能为所

欲为地唯利是图。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就可以为将来用全民所

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造成有利的条件”。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

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

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此路不通。所

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

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

关系》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以苏为鉴”,即以苏联社会主义为鉴的改革任务。
他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

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其中,“一个关系

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就是“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

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

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1956年9月26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总纲”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

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
  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

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1955年和1956年,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

农业、手工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

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现在,除了个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我国基本上

只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

所有制。”这也就是明确肯定,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基本经济制

度,是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宪法》(1975年)第二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75年1月17日,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起草和全国各族人民反

复讨论产生的“宪法修改草案”,经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而成为第

二部新中国《宪法》。
  其中,再次用根本法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已经建立的生

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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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同时,再次规定国家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不剥

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并引导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该《宪法》总纲原文显示,它充分肯定已经基本完成首部宪法提出的生产

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

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再次确立其中“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

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同时,再次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体

劳动”,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

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1975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张春桥受中央委托作《关于

修改宪法的报告》。报告指出,修改草案“现在写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

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

论基础”,“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从当年四届

人大到我们今天的历史经验也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

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三)《宪法》(1978年)第三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78年3月5日,由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组成的

修改宪法委员会起草、反复征求党内外广大群众意见产生的“宪法修改草案”,
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而成为第三部宪法。
  其中,第三次用根本法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已经建立的

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

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简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全民所有制经

济为领导力量”。
 

同时,第三次规定国家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

体劳动,并引导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该《宪法》总纲原文显示,它第三次规定了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全
民所有制经济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

力量”。“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

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

产,危害公共利益。”
 

  同时,第三次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

体劳动”,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社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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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197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他强调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在总纲中把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提到了更

加突出的位置。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基本完成,包
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早已全面

地建立起来。这个伟大胜利已经记载在宪法中。但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无产

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二十多

年的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也是继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

出“以苏为鉴”的改革任务之后,又在我国“早已全面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

新形势下,提出了如何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改革开放”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全民所有制

经济为主导力量

(一)1981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认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认定,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

形式和今后一切发展进步的基础,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决议》原文显示: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

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决议》特别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

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

础。”
(二)1982年“十二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总书记代表中央向“十二大”作报告。其中,重
申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强调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保障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个体经济为社

会主义服务。
  报告原文显示,它提出的“特别要注意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就是

“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重申“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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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决不允许破坏”,强调“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

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是保障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

性条件。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

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
(三)《宪法》(1982年)第4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82年12月4日,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中共中央建议成立的全国人

大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和全国各族人民讨论四个月产生的“宪法修改草

案”,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而成为第四部《宪法》。
  这部在1982年制定的宪法即现行宪法,第四次用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

中国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经济制度:一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简称“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基础”;二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此前宪法为“领
导”,

 

这是首次改为“主导”)力量,保证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个体

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
  该《宪法》总纲的原文显示,它的“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即明确规定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根本法,是一条社会主义

的基本经济制度。
  它的“第七条”,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

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其中,将1978年《宪法》关
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首次修改为“主导力

量”,即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的根本法,也是一条社会主义的

基本经济制度。
 

  1982年11月26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受叶剑英主任委员委

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指出:“宪
法修改草案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起来和正在发展

壮大的事实,肯定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

式。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

中的主导力量。’这是保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保证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于劳动人民的

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决定性条件。”
  (四)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要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
  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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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

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
  明确规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即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

量,对于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增
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建立充满生

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五)1988年第一次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五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

是我国在1988年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修正案”以
1987年“十三大”报告为依据,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但对1982年

《宪法》规定的“第六条”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第七条”全民所有制经济为

主导力量,未作任何文字改动,据此“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五次

确立了这两条根本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总书记受中央委托作“十三大”报告。报告充

分肯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

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专题论述了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

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说明了“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

分”,它和“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都“是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报告还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

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

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十三大”报告充分肯定“已经确立”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专题论述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

制经济”,
 

是要让“私营经济”、“外商独资企业”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

成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并没有说要建立生产

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报告强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

基础”、强调“公有制为主体”,也并没有把所提到的各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

经济成分”,因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而列入作为“基
础”和“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至于“十三大”报告经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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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之后可否做“列入”的改动,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31日所说,
“‘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

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邓小平,1993)。
  (六)1993年第二次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六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二次“宪法修正

案”。根据1993年第二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仍然保留了

1982年《宪法》中表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是第六次确立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全
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这次“修正案”将
1982年《宪法》中的“国营经济”和

 

“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
有企业”。笔者认为,与其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如分别修

改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企业”。
  (七)1999年第三次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七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

案”。1999年第三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保留1982年《宪法》
“第七条”规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即全

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是一条以根本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同时,保留1982年《宪法》“第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并在其中增加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即保

留历来各部《宪法》都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并增加了早在“十三大”报
告中就已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说,这“第六条”又充分肯定“生
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也是一条

以根本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之,根据1999年第三次“宪法修

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七次确立了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

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八)2004年第四次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八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

案”。根据2004年第四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作为新的现行宪

法,至今未改1999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第六条”
和“第七条”,从而第八次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经济制度:一是包括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二是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两条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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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这两条源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来,历经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四部《宪法》和1988年、1993
年、1999年、2004年四次“宪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无
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如何更替,无论或“左”或右的错误如何干扰,
始终都是一脉相承,都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大法。它充分体现了

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这也足以证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在法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

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可见,这
60多年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不能否定的。任何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的违宪之举,都是不得民心而注定要失败的。
  (九)我国历来宪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派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根据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修正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历

来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早已有了明确的法定结论: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经济改革,不是改为私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要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基础和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自从我国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世
界市场已经不再是斯大林当年所说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斯大林,1962),而是同一个世界市场、首先是同一个中国市场内,已有两种不

同的市场经济,即中国已有法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作为非主体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简称为“一个市场,两种经济”。
  就像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

样,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

经济从其赖以产生的不同所有制基础上,区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两者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泾渭分明,既不能把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把生产

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早在1958
年11月10日讲到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时,就已深刻指出:“同资本

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

主义的商品生产。”1987年“十三大”报告也肯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明确指

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

同。”这也指明了同一个世界市场、首先是同一个中国市场内,已经存在两种不

同的经济,即在中国市场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在中国市场内的台

湾、香港、澳门以及外国投资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1995年6月26日,江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2013年第4期 中国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 147  

泽民把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明确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更加表明这“两种经济”,就是在中国“一个市场”内的不争的事实。
  在同一个中国市场内,两种不同的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可以依法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杀两者“所有制基

础不同”的本质区别,强行“一体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尊重市场主体

特别是每个劳动者的自主选择,坚持历来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的原则。前者

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

等,只是工人维持家庭生活所必需的,而资本家把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装

进自己的口袋,靠剥削来发家致富,自然造成广大劳动者和极少数大资本家之

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如今一个大企业家与每一个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何止千

倍、万倍? 事实足以令人警醒。邓小平晚年的遗训言犹在耳:“我们讲要防止

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2004)
所幸还有后者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工人不仅

能靠自己劳动贡献大小,取得应得的生活资料(工资、奖金等),同时还能与全

体劳动者共享不被企业家剥削走的“剩余价值”,实现共同致富。尽管其中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有待深化改革,如进一步落实全民所有权等,然而全民所

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绝不会受了“不问姓‘社’姓‘资’”的忽悠,
而走上所谓“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私有化”之路。这种“忽悠”本身,只能使我

们阅历尚浅的青年一代,有了难得领教的反面教材,而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为建设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
  2012年3月,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人民论坛》第9期发表题为《不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死路一条》的专论,强调指出:“当前改革面临着

两条道路、两个前途: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一条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刘国光,
2012)然而,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经2004年“宪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

《宪法》,继承和发展历来《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连续几十年以

根本大法的形式,一以贯之地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经

济改革,不是改为私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要以全

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力量,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正如江泽民在1995年明确指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是要使国

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们中国这样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已是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将继续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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