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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资本力量推动的市场的迅速扩张,一方

面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

性,必然导致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资本对社会底层的压制和剥夺,同时通过向国

际市场输出产品来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地缘政

治的转变,导致市场扩张过程中的这种二元体系遭遇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抵
抗”。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主动转变发展方式,通过覆盖

城乡的社会保护网的构建,推动以内需为主的国家价值链和国内大循环经济的

形成,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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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0世纪70年代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全球的市场化转型,既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及建基于

其上的上层建筑的转变,又拓宽了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多年,中国渐进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仅逐步统治经济领

域,也使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匍匐在它的脚下。一方面,市场原则推动了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从贫穷落后状态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它无情地斩断了人们

与单位、邻里、社区,甚至是自然之间的各种联系,把人们集体推向市场经济的

高度不确定性的“黑洞”之中。由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与人,以及社会、政府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频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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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极共生”现象①。胡锦涛总书记曾经用“两期”来描述这种状况,即我们

既处于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②。对这种两极共生现象,多数人都是

承认的。从世界经济史看,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处理高速增长中的经

济社会问题,从而陷入到经济停滞、社会混乱、政治动荡的泥沼之中③。因此,
借鉴成功国家或地区的治理经验,吸取失败国家或地区的教训,是中国保持持

续增长的关键。而治理的前提是找出“病因”,即为什么存在这种两极共生现

象? 但是,目前对这一问题却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回答。
  一种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市场派。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

增长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问题则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带来的。④ 用吴

敬琏的话说:“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中
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

由于中国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

制还很不完善造成的。……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

和国家党政机构)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市场派的改革思

路不言而喻,即继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由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

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

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

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ism)到民主法治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在我们看来,
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⑤

  与此争锋相对的观点来自新“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功源于

一个强势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经济社会的强力管控,而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市场

化过度,政府管控不足所致。胡鞍钢认为,国有经济发展壮大正是中国成功的

关键之一。“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大国之间的国际

竞争则突出表现为其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角力。……进入新世纪,中国企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敬琏发表于《读书》杂志2012年第12期上的文章《重启改革议程》,使用了“两极共生”一词
来描述这种现象。实际上,这种“两极共生”现象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
1820~1913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2.1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7%。而正是这一时代,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1812~1870)写下了
《双城记》、《雾都孤儿》等批判现实主义的名著。“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也成为了经
典名言。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1820~1913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4.1%,但
是,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其中,英国的数据来自麦迪森
著:《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美国数据来自高尔曼著:漫长
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载恩格尔曼、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
纪》[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市场秩序混乱等经济社会问题,进而推动了
美国历史上1880~1917年的进步运动。

当然,国内外也存在中国统计数据有水分的质疑,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被高估了。
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的复兴》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描述了这一现象。
世界银行、IMF、WTO等国际组织及美国财政部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也是这种

观点的重要支持者。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读书》,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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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

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其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是‘中国兵

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

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因此,新“左”派的改革诉求也就不言而喻,即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进
一步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推动和深化国

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

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
  王绍光首次运用卡尔·波兰尼的历史哲学思想,解释中国20世纪80年

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强

行军。随着市场力量把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以前那些靠集体、靠单位、靠家

庭生活的人们,现在必须要学会完全依靠他们自己。因此,在社会财富大量增

加、人民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同时,人们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感不断增加,社会

不满与冲突与日俱增。但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短暂的市场社会梦魇之后,
中国社会自发兴起了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

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

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
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

中。”(王绍光,2008)但是,波兰尼的历史哲学缺乏行动主体的缺陷,在王绍光

的中国分析中重现。本文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哈尔珀

琳欧洲分析的二元主义概念,深入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迁,
及隐藏于背后的主体和动力。

二、双向运动、二元体系与资本逻辑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

释了19世纪市场体系在欧洲的兴起和衰落,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人们观念、
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和中国等国

家的改革激发了人们新的兴趣。以致有人说:“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之外,没有其他著作比它更有影响力了。”(哈尔珀琳,2010)
  斯密利用分工水平和市场规模的互动解释国富国穷,而协调分工,乃至整

个经济体的是一种自我调控的体系①。此后的古典经济学家相信并试图创建

① 从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念,英国坎蒂隆和休谟的思想,特别是斯密的“看
不见的手”隐喻,经济体是一种自我调控体系的理念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而把这种自我调控的体系作
为研究对象时,经济学就诞生了。因此,经济学界尊斯密为“经济学之父”。作为启蒙时代的大师,斯密
的思想把人们从君主的附庸中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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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嵌”的、完全自我调控的市场体系,甚至让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由它调

节。“我们不曾发现,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和交换的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

独自扩张的倾向。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

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

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卡尔·波兰尼,
2007)但是,波兰尼正确地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

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

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卡尔·波兰尼,2007)
 

。
而且,他还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可能自动出现并运行,而是由国家政

权强力推行的。“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

场永远不会形成。正如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是在保

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一样,自由放任本

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①佩罗曼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詹姆

斯·史都华等的日记、信件和更有实用价值的文字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指出,古
典经济学家一方面从理论上声称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调控的体系,另一方面

又积极鼓吹政府通过政策,把小农场主和其拥有的土地分开,打破小农场主自

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迫使其接受被雇佣地位(佩罗曼,2001)。
  国家力量推动的自我调控的市场的不断渗透和扩张,把人和自然统统都

纳入其运行轨道之中。自然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服从于无生命的市场机制明显

是行不通的,也是错误的。“但这种商品化虚构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

地和人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它们。因此,反向运动坚持在生产、劳
动和土地等要素方面对市场活动进行控制,这是干涉主义的主要作用。”(卡尔

·波兰尼,2007)实际上,生产组织自身同样在自我调控的市场波动面前风雨

飘摇,要求各种保护性措施,以避免市场的毁灭性打击。“中央银行和对货币

体系的管理也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业和其他生产企业的安全,防
止其卷入货币的商品化虚构所造成的灾难。足够悖谬的是,不仅是人类和自

然资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自身都不得不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作

用。”(卡尔·波兰尼,2007)
  一方面,自我调控的市场不断扩张,试图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

方面,为了避免市场对人们生活、自然和商业组织的破坏,社会试图通过社会

政策、环境政策、破产法、有限责任制度等各种措施保护自己。在《大转型》中,
波兰尼正是用这种“双向运动”来解释欧洲社会19世纪的变迁。“就近百年而

① 张夏准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史的研究正确指出,当今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而采取
的政策,在发达国家历史上都曾经采用过,而且其强度和延续的时间都远远超越当今发展中国家。赫
德森也指出,贯穿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与英国体系相对立的“美国体
系”,而“美国体系”为美国经济崛起的大政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一句话,美国19世纪的崛起依靠的
是保护主义,而不是自我调控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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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

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虽然这种方向运动对于保护社

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结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

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卡尔·波兰尼,2007)但是,社会自发掀起的保护性

运动,最终会使自我调控的市场体系出现系统紊乱、功能失灵,最终摧毁了19
世纪的文明及波兰尼所谓的“百年和平”。“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

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

活,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

一个特定的瓶颈,并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卡尔·波兰

尼,2007)
  虽然波兰尼正确指出,自我调控的市场的扩张是由获利动机引发的,而且

国家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将这种获利动机贯穿其整个

分析。在分析社会的反向运动时,他认为,不能从狭隘的阶级的经济利益角度

提供解释。“其次,认为阶级利益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这样一种教条也完全

是错误的。尽管人类社会自然要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人类个体的动机却只

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由物质满足的需要所决定。”更关键的是,波兰尼没有深

入探讨市场扩张和反向保护运动背后的主体。因为,他认为,19世纪欧洲社

会兴起的反向保护运动既不是由国家,也不是由国家中的特定团体发动的,而
是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起的运动。“简而言之,所谓的集体主义运动的根

源,并不是单个的群体或者阶级,尽管其后果无疑受到了相关的阶级利益的影

响。最终,使事情发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尽管维护这种利益的

责任更倾向于落到人口中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那个部分身上。看起来合理的做

法是,不是将我们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而是归因于被市场所威

胁的社会实质。”(卡尔·波兰尼,2007)
  正是因为缺乏阶级这一重要行动者,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缺乏主体,从而导

致波兰尼得出了与欧洲历史相悖的结论。哈尔珀琳正确地指出,因为“忽略了

通过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形式的引入而显现的阶级结构,波兰尼遗漏

了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为关键的篇章的政治动力,这对于理解最近的变迁至

关重要。”(哈尔珀琳,2010)
  在波兰尼看来,1815~1914年欧洲的市场扩张和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是

在所谓“百年和平”的环境之中推进的,但是,哈尔珀琳令人信服地指出,对外

战争和反复出现的暴力冲突是欧洲19世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根本维度。一

方面,“欧洲国家频繁地与本国人民、其他欧洲国家及其人民以及其他区域和

欧洲之外的国家发生冲突。在欧洲内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国、丹
麦、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塞尔维亚中的两国或多国之间发生了14场战争。
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在欧洲发动了12场反对外国人民的战争。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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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在欧洲之外,欧洲国家也参与了58场战争”(哈尔珀琳,2010)。另一

方面,“波兰尼也忽视了整个19世纪欧洲国内关系中反复出现和不断增加的

暴力性阶级冲突”(哈尔珀琳,2010)。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欧洲的工业

化模式。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劳工的动员、控制和剥削,旧的土地精英和新兴

的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剩余价

值,他们不得不寻求国外市场,导致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这种内部限制和

外部扩张的二元体系构成了欧洲工业扩张的本质特征。”(哈尔珀琳,2010)
  这种以外部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扩张,导致19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以缺乏

内部结构的整合和依赖外部资本、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为特征的二元主义发展

模式。一方面,少数充满活力的现代部门成为“飞地”,定位于非工业的、以农

业为主的传统部门的汪洋大海之中;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和国内其他部门建立

紧密的联系,但是,外向型的现代部门却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似的现代工业

部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生产大部分针对外部市场,贸易也是外向型的,资
本也主要投资于国外。”(哈尔珀琳,2010)
  当然,哈尔珀琳的分析并不是对波兰尼的颠覆,而是对其深化和发展。用

哈尔珀琳自己的话说:“波兰尼著作中鲜明表达的精神和中心关注启发了本书

的研究和写作,并且本书聚焦于同样的领域,也为了同样的目的,即阐明进步

性变迁的机制和可能性。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与其说是对波兰尼伟大著

作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它不朽力量的证明。”(哈尔珀琳,2010)
  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出发,能够很好地把波兰尼和哈

尔珀琳的分析框架统一起来。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着它不断扩张,把非

资本主义世界带入到资本主义世界,把非资本控制的领域带入资本控制的轨道。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

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各式各样的封建羁绊,它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

任何别的联系了。”资本的扩张(表象为“自律的市场体系”)摧毁了原有的以社区

为基础的经济及其社会福利体系,把一切都商品化,包括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

产出来的真实商品和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虚拟商品(波兰尼的区分)。而社会底

层在资本扩张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和剥夺最为深重,因此,资本的扩张遭遇到来自

社会底层的最强烈的抵抗(反向运动)。为了有效抵制这些抵抗,资本借助其控

制的国家机器打击社会底层的反抗,实施对内抑制政策,“能够有效地将工人们

排除在政治生活和经济进步的各种机会之外”。由于工人们没有权力享受经济

进步的好处,导致社会消费不足,剩余价值实现成为问题,从而导致了资本控制

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扩张,以使非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其产品的销售地和原

材料基地,以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平均利润率降低问题。但是,此种发展方式

因为社会底层的反抗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的双线抵抗而难以为继,最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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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波兰尼所谓19世纪欧洲“百年和平”体系的崩溃。
  综上所述,无论是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还是哈尔珀琳的“二元体系”,它
们实际上都内生于资本逻辑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波兰尼的分析由于缺乏阶

级这一重要历史推动主体,而无法判断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向和路径,因为,它
们是由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他也只能用所谓的“百年和平”来掩盖资本

主义国家频繁发动的对外战争和国内的暴力冲突。哈尔珀琳利用阶级分析方

法有效地弥补了波兰尼的不足,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必然导致对内抑制

和对外扩张的“二元体系”,而这种体系将因内部底层的抵抗和帝国主义国家

间的战争而崩溃,解决这一问题依靠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但是,这可能

导致社会历史变迁的循环论。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逻辑给经济社会

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危机,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三、市场扩张过程中二元体系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镶嵌型自由主义”遭遇危机,
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阶级力量的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精英阶层与社会底层的力量对比,在凯恩斯主义

框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形成了

所谓的“镶嵌型自由主义”,即“市场进程和企业公司活动处于社会和政治约束

的网络之中,处于监管的环境之中———这种网络和环境有时限制,但是更多情

况下是引导了经济和产业策略”(哈维,2010)。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政府财

政和货币政策广泛用来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并确保充分就业。同时,通过社会

保障制度、教育普及政策等社会政策限制自我控制的市场对社会的破坏。这

种“镶嵌型自由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增

长,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的“滞胀”摧毁了它。“滞胀”摧毁

了社会底层和上层统治精英之间的平衡,既威胁到其政治统治,又严重威胁其

经济利益。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前的16%持续降低,20世纪60年代降低到8%。因为,持续增长的经济保

证了上层精英绝对收入的稳步上升。但是,“滞胀”的到来使上层精英所控制

的资产迅速缩水。为此,上层统治精英利用新自由主义理念保护自己的政治

和经济利益。他们宣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是产生“滞胀”的
根本原因,增强市场灵活性,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打击工会、减少工人各

种福利、保险和救济等保护性措施,才可能走出“滞胀”①。随着新自由主义政

① 凯恩斯主义认为,“大萧条”是市场失灵的结果。由此,新自由主义对“滞胀”的解释与凯恩斯
主义对“大萧条”的解释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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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迅速上升,到20
世纪末期,达到了15%。工人和行政总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则从1970年的

30︰1上升到了2000年的将近500︰1。不独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也大

同小异。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从1982年起翻了一

番,从6.5%上升到13%(哈维,2010)。因此,杜梅内尔和列维认为,新自由主

义政策本质上就是重新恢复上层统治精英们的阶级权力的计划。
  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劳动力,是恢复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上层统治精英阶级权力的重要一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看,资本通过技

术创新推动了工人的“去技能化”,同时,通过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制造了大

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降低了工人的谈判权力。
 

即便如此,资本主义中心地带

仍然有大量劳动力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力量的增强,又进一步增强了非熟练劳工的谈判权力。
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统治精英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通过把劳

动密集型产业和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资本主义边

缘地带,通过这种空间重构,资本降低了发达国家或核心地区非熟练劳工的谈

判权力①。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既助推了资本对权力的争

夺,又是这一进程的副产品,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

革开放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转型正好契合,以至于哈维说:“将来的历史学

家或许会把1978~1980年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转折点”
(哈维,2010)。自此,中国被卷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为资本全球化

的重要一环,这既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又使中国劳动力成为跨国资

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源泉,而资本对劳动、自然的剥夺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

重不平等、资源环境和腐败等问题,即出现了两极共生的现象。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没有明确的目标体系、路线图和时间表,但是,中
国改革的实践和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迈进。1978~1984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农村推行,农业总产出增长了42.23%,
农民剩余的农产品大大增加,客观上推动了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也使隐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性化,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

逐步形成。1984年开始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允许国有

企业在完成计划外进行生产,超产部分收益按照一定规则在企业和国家之间

进行分配,这形成了计划与行政资源配置体系之外的大量超计划产品,导致了

① 为此,西方社会学界认为出现了“双重危机”,即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及劳工研究的危机。但
是,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Burawoy仍然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
场与观点,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视角看待当代工人阶级,尽管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
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但是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迅速崛起。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转引自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
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2),第1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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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的逐步形成。由此,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轨制”,即计划与行政

的资源配置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并存,但是,随着超计划生产的迅速扩张,计划

与行政的资源配置在总产出中比重不断降低,中国最终实现了“双轨制”的并

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村工业的崛起,以及城市国有企

业放权让利、承包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与非国有经济的扩张,推动了中国

经济奇迹般的增长。
  但是,市场在农村和城市的扩张也摧毁了传统的以社区、单位为基础的社

会福利体系,把广大的农民、城市集体企业职工、中小国有企业职工等变成了

劳动力市场上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国内外资本在对他们的剥削

基础上迅速扩张。从宏观层面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体现在,国民收入初次分

配中劳动所占份额的降低。李稻葵等人的研究揭示:“从全国的数据分析来

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从1992年开始到1996年略有上升,然后逐年下

降。可以说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劳动所得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

期以后是逐步下降的。”(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从微观层面看,资本对

劳动的剥削表现在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中国

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属于非熟练劳动力,其工资水平能很好说明资本对劳动的

剥削。根据广东省总工会2005年的一项调查,1992~2004年12年间,中国

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

人没能攒下多少钱①。卢锋根据各种现有文献和资料,系统整理了1979~
2010年的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并利用消费物价指数测算了实际工资走势,
指出:“实际工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波动很大,具体观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波动中有明显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升约

60%,年均增长率约为6%。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末,除
去少数年份如1992~1993年实际工资有明显增长外,整体来讲,似乎没有增

长。三是进入21世纪后,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较快,2001~2010年间用1978
年物价衡量的不变价工资,从131元增长到316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0%。”
(卢锋,2012)微观层面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走势研究支持了宏观层面的研究,
即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占比例在降低。
  在二元特征明显的中国,资本对劳动的剥夺还表现在城市对农村的剥夺

上②。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而“劳动力的价

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具体包括

①
②

珠三角农民工12年来工资仅增长为68元。
Lipton说:“现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最严重的阶级对立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也不是存在

于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阶级和城市阶级之间。农村集中了大部分贫困
和大部分潜在低成本资源,但是城市集中着大部分能言善辩的人、组织团体和权利。因此,在与农村阶
级的较量中,城市阶级已经有能力取得大部分‘胜利’;但是,他们取得大部分‘胜利’的同时,已经造成
发展进程中不必要的缓慢与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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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2014年第2期 中国的大转型:双向运动与二元体系 99   

三个部分:劳动者自身生存所需生活资料;劳动者养活子女所必需的那部分生

活资料;劳动者接受训练和学习所支出的费用。但是,资本对中国农民工的超

经济剥削大量存在,如把养活劳动者子女的工作留给传统农村,劳动者失业和

年老时让他们回到农村等。沈原在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把工人阶级

区分为老工人和新工人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指前国有企业职工,而后者指农民

工,他认为他们存在不同的再生产机制。“‘新工人’的家庭在农村地区,他们

往往是只身前来城市工作。这就造成了他们所遵循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

‘拆分型’的:就是在他们能够在城市和东部新兴工业地带找到工作的最好的

情形下,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多半只是包括了他们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
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

资收入之内。上述这些原本属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题中应有之义的重要内

容,被‘新工人’的雇用者剔除出来,交给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家乡来承担。这种

‘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决定了‘新工人’有可能承受较之‘老工人’低
廉得多的工资。”①除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之外,中国的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持续增加。图1描述了1986~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

轨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6年的2.12上升到2009年的3.33,随后降低

到2011年的3.13。就世界比较看,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

或地区(王绍光,200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上升源于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图1也表明,除了极少数年份,1986~2011年间前者普遍低于后者。
  资本通过低工资加强对中国劳工的剥削,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但是,
这种过度剥削导致剩余价值的实现出现了问题。为此,资本不得不寻求国际

市场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推动了中国由贸易小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

国。如图2所示,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贸易逆差

11.4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9.74%。随后持续增加,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

易总额为17
 

604.4亿美元,贸易顺差1
 

775.2亿美元,而外贸依存度达到最

高点65.17%;201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进一步增长到36
 

418.6亿美元,贸易

顺差1
 

549亿美元,外贸依存度降低到50%。Xing
 

Yuqing
 

和Pradhananga
的研究表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对出口和FDI的依赖显著增强,出口

和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1年的18%上升至2004年的顶峰49%。虽

然2008年危机之后出口和FDI下滑,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但是,中国经济

在后危机时代仍然高度依赖出口和FDI,其解释了201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复

① 潘毅和任焰的研究同样指出:“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
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即农民工,城市无需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
础设施和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
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一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这些农
民工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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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00  海派经济学 第12卷第2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图1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86~2011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图2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贸易差额和外贸依存度:1978~2011年

苏的53%。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之中。但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国内区域之间的

融合程度。“强烈依赖海外直接投资使中国成了一个特例,与日本或韩国相当

不同。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太完整,内部区域间贸易发展非常薄弱,哪怕

已经在新型通信方式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东等省份与外国进行的贸易,远
远多于它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的贸易。在中国,资本并不会轻易地从一处流

向另一处,虽然最近发生了许多合并行为,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在不同省份之

间建立区域联合的尝试。”(哈维,2010)根据许召元和李善同的研究,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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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外调出依存度、省外调入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这些指标,广东

省分别为37.1%、36.8%、68.1%、61.5%,上海市分别为58.4%、40.3%、
55.5%、67.5%,这一研究成果从侧面证实了哈维的判断。

四、社会的保护性运动与转变发展方式

  与欧洲当年相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21世纪以来遇到

了国内外的双线“抵抗”。从国内看,社会底层对没有任何保护的、彻底的商品

化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从国际看,随着冷战结束以及近来的欧美危机,反对中

国的所谓“新重商主义”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

主动“应战”,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通过覆盖城乡的社会保护网的

建设,推动以内需为主的国家价值链和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形成,走共同富裕的

发展道路。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推动中国走出贫困陷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
它无法使我们成为高收入国家;它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无法依

靠其成为制造业强国。第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要求我们由出口导向

转向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西方世界资本

主义的转型需要中国平衡国内劳资力量,更关键是中国成为制衡苏联的重要

力量。但是,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中国由战略合作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对

手,西方世界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崛起,更遑论为中国的出口提供市场

了①。第二,要素、资源和环境禀赋不足以继续支撑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战

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资源越来越稀缺,要素成本越来越

高,环境越来越差,我国在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逐渐变成竞争劣势,迫
切要求我们进行产业升级。但是,西方世界又怎会轻易地让出他们所控制的

高端制造业市场。为此,我们必须依靠国内市场,锻造国家价值链实现产业升

级。第三,过度依靠国外市场的经济,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美国次贷

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就是最好的证明。为此,21世纪伊

始,我国就试图通过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护网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提振国

内市场消费。而美国次贷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而2009
 

年以来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公共投入力度持续加大、社会保障惠及全民的广度显著

扩张的事实,则表明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在从长期试验性状态走向定

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快速形成,这应

当是近几年国家发展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成就”。

① 近年来,欧美日对中国层出不穷地“双反”调查、技术出口限制、“汇率操纵论”等,其本质都是
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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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以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推动中国迅速从伦理经济转向市场社

会。王绍光指出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84年,市场出现阶段,期
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1985~1992年,市场制度出现阶段,期间一

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1993~1999年,市场社会出现阶段,期间市

场制度开始渗透到非经济领域。“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伦理经济的格局逐

步瓦解。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从‘大锅饭’变为‘分灶吃饭’;政府财政与企业

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
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

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
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

靠个人花钱购买。”(王绍光,2008)可以说,在21世纪以前,我国只有经济政

策,而没有社会政策。但是,市场社会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护网的摧

毁,使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市场社会风险的冲击,收入增长的同时,安全感、幸
福感没有提升,从而激起了社会底层的强烈反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

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为应对这

一挑战,21世纪伊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积极推进社会政策,加速了社会

生活的“去商品化”进程,试图把经济关系重新“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在21
世纪最初十年高歌猛进的社会建设中,覆盖城乡的社会保护网初步建立。
  表1简单罗列了21世纪以来出台的重要社会政策,按照王绍光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政策分为两类:一类目标是降低不平等的,一类目标是减

少不安全的(王绍光,2010)。

表1 21世纪以来的主要社会政策①

年份 主要社会政策

2002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

2003
支持“三农”,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筹建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体系

2004 降低农业税,推出农村“三项补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新农合开始试点

2005 部分取消农业税

2006
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试行城市廉租房

2007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进廉租房;全
面推进农村低保;开始推行城市全民医保

① 在王绍光文中表格的基础上做适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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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主要社会政策

2008 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参加新农合人口8.14亿,参合率91.5%

2009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010 《社会保险法》出台

2011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2012 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

  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中国迅速从高度平等的国家转变为高度不平等的国

家,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91,随后逐步回落至

2012年的0.474①。对不平等的分解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

距是导致中国高度不平等的重要诱因。
  为了有效地缩小中国的区域差异,我国于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3年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通过三大区域政策的实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

度,重点工程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效缩小了

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以西部大开发为例,2000~2009年,国家在西部重点工程累计投资达2.2
万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超过3万亿元。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

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000~2009年

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其中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

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西部

基础设施状况。西部大开发前,西部地区公路通车里程只有53.3万公里,
2009年达147.7万公里。青藏铁路的通车,填补了我国唯一不通铁路省区的

空白。西部12个干线机场和30个支线机场实施了大规模改扩建,新建21个

支线机场,缩短了西部与其他地区的距离(李子彬,2013)。
  图3描述了1978~2011年的东部和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实际人均

GDP之比,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东中部还是东西部的实

际人均GDP之比都持续上升,20世纪末、21世纪初趋于稳定,而21世纪前十

年的中期趋于下降,2011年,无论东、西部差异还是东、中部差异都低于改革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78年城市居民基尼系数是0.16,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是0.21,没有估
计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考虑1978年的城乡差别较大,为2.36,因此,他们断定1978年的基尼系数在
0.3左右。目前,能够查到的是早期世界银行关于中国1979年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为0.33。阿德尔
曼和桑丁(Adelman

 

and
 

Sunding)对中国1978年基尼系数的估计为0.317。坎布尔和张晓波(Kanbur
 

and
 

Zhang)在一项研究中对中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估计为0.293。综合上述结果,我们认为,1978年
基尼系数在0.3左右是合理的。201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2012年的中国基尼系数,此
处数据即来自此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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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

图3 东、中、西部实际人均GDP之比:1978~2011年

  为了有效缩小城乡差距,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
的农村政策思路。就“少取”而言,2003年,中央政府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
2006年完全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年均税费负担

减少1
 

335多亿元。就“多予”而言,不仅财政支农资金持续增长,而且逐步形

成了完善的财政支农体系。199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不到700亿

元,2001年上了一大台阶,达1
 

900亿元。经过随后两年的停滞之后,2004年

进一步提高到2
 

626亿元,此后保持了持续增长趋势,2010年达8
 

579.7亿

元,2011年超过万亿元,达10
 

408.6亿元①。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提供的资

料,2003~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三农”支出约6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

20%。
  同时,中央财政逐步形成了以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

购置补贴四项补贴为基础,以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重点大县、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种养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补贴为辅的农业补贴体系。正是中

央政府的支农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涨的城乡收入差距的上

涨趋势得到了遏制,2009年达到最高点3.3之后开始降低。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充满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个人常常难以

抵御,社会保障制度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社队和城镇的单位帮助

抵御这些风险。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扩张的冲击下,社队和单位逐步瓦解,国
家—单位的保障体制被摧毁,我国政府被迫直面市场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追求效率优先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自身在这方面

① 1997~2004年数据来自王绍光论文;2010~2011年数据来自经济观察网网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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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①。但是,社会底层面对市场风险时的无助催生了大量社会问题,需要

中国政府作出回应,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家—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明显加快,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支柱,商业

保险、慈善事业为补充,覆盖人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教育等的社会

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表2比较了2000年和2012年“五险”覆盖面、收入和支出。从覆盖面看,
21世纪以来参保人数增长迅速,覆盖面迅速扩张。从基金实力看,由于覆盖

面的迅速扩张,基金增长迅速。2000年“五险”总收入2
 

644.2亿元,占GDP
比重2.67%,2012年高达28

 

910亿元,占GDP比重高达5.57%;2000年“五
险”总支出2

 

384.4亿元,占GDP比重2.40%,2012年高达22
 

182亿元,占
GDP比重高达4.27%。“五险”总收入和总支出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

5.07%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9.84%。
  图4描述了中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及其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2000年,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229.7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比重达

1.50%,2012年该项支出增加到3
 

683.7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比重达

2.92%。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的增长,反映了各项社会服务事业在21世纪以

来的迅速发展,有效地帮助人民抵御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风险。以城市和

农村低保制度为例,1993年上海市率先推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7年

在全国推广,但进展缓慢,2001年成为转折点,当年年底低保覆盖面达1
 

170
万人,2002年底达到2

 

054万人,基本做到了应保尽报,此后基本维持在

2
 

200万人。2012年,城市低保户1
 

114.9万户,2
 

143.5万人,全国城市低保

平均标准330.1元/人/月,比上年增长14.8%。1997年,广东、浙江等部分经

济发达的省份开始建立农村低保制度。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有条件的

地方建立农村低保制度;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

村低保制度。2012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
 

814.9万户,5
 

344.5万人,
比上年同期增加38.8万人,增长了0.7%。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

金718.0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中央补助资金431.4亿元,占总支出

的60.1%。2012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
 

067.8元/人/年,比上年提高

349.4元,增长20.3%②。

①

②

郑功成指出:“从总体上看,这一制度的变革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85年之前是改革准备阶
段,原有制度因经济改革而难以为继,各地都在盲目中自发试验。1986~1992年进入改革时代,但强
调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新制度缓慢生长。1993~1997年是作为市场经济体系支柱之一,带着明显追
求效率优先的烙印,曾一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与政府的信用造成巨大冲击。”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cws.mca.gov.cn/arti-
cle/tjbg/201306/201306004747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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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0年和2012年“五险”覆盖面、收入和支出比较

覆盖面(万人)

年份 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生育

2000 13
 

618 4
 

332 10
 

408 4
 

350 3
 

002

2012 30
 

427 53
 

641 15
 

225 19
 

010 15
 

429

收入(亿元)

2000 2
 

278 170 160 25 11.2

2012 20
 

001 6
 

939 1
 

139 527 304

支出(亿元)

2000 2
 

115 124 123 14 8.4

2012 15
 

562 5
 

544 451 406 219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00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
 

/szrs/ndtjsj/
 

tjgb/200603
 

/t20
 

06030169895.htm;2012年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
 

www.
 

mohrss.
 

gov.cn
 

/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
 

shizhengyaowen/
 

201305/
 

t20130528_

103939.htm。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
cws.mca.gov.cn/article/tjbg/。

图4 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及其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2000~2012年

五、结 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和国内资本推动市场在中国迅速扩张,一方面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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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必然

导致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资本对社会底层的压制和剥夺,同时通过向国际市场

输出产品来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地缘政治的转

变,导致市场扩张过程中的这种二元体系遭遇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抵抗。为了

回应这一挑战,中国政府主动转变发展方式,通过覆盖城乡的社会保护网的构

建,推动以内需为主的国家价值链和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形成,走共同富裕的发

展道路。
  因此,无论是市场派力主的继续大力推行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少数极“左”
人士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改革方案,都明显与中国实际不符。针对中国当前

这种市场失灵与市场化过度、政府干预过度与政府缺位同时并存的经济社会

现实,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和重回老体制的改革道路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中

共“十八大”报告中“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应有

内涵。我们同意张宇教授等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

长恰恰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通过宪政制度的渐进创

新和调整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道路的结

果。① 当前,我们应该凝聚改革共识,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根据不同情况确

定不同的改革策略。对于过度保护领域继续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对于完全

没有保护的应该强调政府干预以抵制过度的市场化,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实现有机结合,以迎来中国

经济下一波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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