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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我国的所有制改革

———访经济学家王天义①

丁晓钦

  收稿日期:2008-11-20

  作者简介:丁晓钦(1977-),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秘

书长,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

  ① 王天义(1954-),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中国《资本论》

研究会副秘书长,首都经济学家论坛副主席。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91.

  内容提要 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所有

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所有制理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对于深化我国所有制变革,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

要的意义。

  关键词 生产资料所有制 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丁晓钦(以下简称丁):王教授您是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首都经

济学家论坛副主席,多年来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从事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并多次获得中央党校的教学科研奖励,而且还已经主持完成了《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

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您的研究,您认为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对于认识人

类社会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王天义(以下简称王):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所有制和

所有权的相互关系,而且揭示了所有制演变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认为,所有制

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包括人与物的关系

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从一方面看,所有制就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
马克思说:“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

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

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②。从另一

方面看,所有制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任何生产总是社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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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任何可以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一切

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

有”①。所有制或所有制关系就是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离开自然,没有人对

生产条件的占有,当然谈不上生产,也就谈不上所有制。但是离开社会,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难以存在,任何所有制性质都不能

得到说明。因此,所有制实际上是通过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与

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所有权。“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

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

的”②。“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

关系包括进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进来”③。所有制

存在于它的具体形式之中。“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
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

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

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是形而上学

或法学的幻想”④。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

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

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⑤。从资本主义看,劳动和劳动条件互相分离,
从而也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人们的自主活动,“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

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⑥。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解决生

产力和生产工具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

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⑦。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

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

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

私有制”⑧。“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

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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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①。

  因此,“迄今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

有制的革命。一部世界史,就是所有制关系变更的历史”。因为“一切阶级在

争取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使全社会都服从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

件。所以,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把所有制问题“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无产

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

得社会生产力”②。

  丁:在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中,“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

一个重大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个

人所有制;有人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明,认为是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有人认

为是“社会个人所有制”;还有人认为,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者人

人都有的个人所有制,等等。真可谓莫衷一是。那么,马克思讲的“重建个人

所有制”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今天对这段的重新理解,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如何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不仅是个理论争论问题,
而且是涉及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实践问题。我认为,马克思讲

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即生产资

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资本的积累过程”的结尾处,以耐

人寻味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两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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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立了个人所有制”③。“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

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

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

的过程”④。

  马克思这两段意味深长的论述,包含着他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基本性质

的精辟见解。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两段话进行了不同的注解。正像一百多年

前的杜林先生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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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混沌世界,即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①。恩格斯

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作了注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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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恩格斯看来,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

不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而是分别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消费资料所有制

两种领域,因此决不会发生像杜林所说的“混沌世界”。恩格斯这一解释,曾被

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进

行改革的时候,人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认

为,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有人则根据

恩格斯的说明,认为是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有人认为是“社会个人所有

制”;还有人认为,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者人人都有的个人所有

制,等等。真可谓莫衷一是。那么,马克思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是什么

含义,我们今天对这段的重新理解,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我对此谈一谈自己的

看法。

  第一,这里讲的所有制应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两

段,而是联系整个《资本论》第一卷来看这两段,那么,这里讲的所有制问题实

际上指的只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马克思上边那段话中所讲的第一次否

定,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否定了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按
照逻辑,第二次否定,即否定的否定,当然也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把第

二次否定所建立的所有制看成是生活资料所有制,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
再从马克思关于所有制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凡是谈到所有制,他都是

从人对生产条件(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来讲的。马克思关于生

产与分配的关系的论述也能够说明这里讲的只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

认为,分配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条件的分配,一种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生产

条件的分配问题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它是生产的前提;个人消费品的分

配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关系只是生产资料所

有制关系的结果,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从社

会形态的更替来讲,也只能理解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第二,这里讲的所有制应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讲的很清楚,通过第二次否定所建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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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曾对个人所有制作过这样一段描绘:

①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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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单的单

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

灭”①。因此,这里说的对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不是指互相分离的

生产者,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社会

化的个人。

  第三,这里讲的个人应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关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在

《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1857-1858年)中,作了深刻的论述。在这部手稿

中,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建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其
中第三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形态中的劳动者个人与“重建个人

所有制”中的个人显然是一回事。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

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

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

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

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

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②。在马克思看

来,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个人独立化的客观趋势,
这就使得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里,“个人的独创和自由发展不再是

一句空话”③。而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为这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④。

  独立而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只能在实际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才能

实现。这是因为,“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中,
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

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⑤。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个人只有作为主

体实际地占有生产资料,并把这些生产资料变为个性主体的实际活动条件时,
才能获得自由。这就是说,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是以在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

公有制为基础的。

  总之,关于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解,我们认为,从方法论上讲,
应该考虑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要把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与“自由人联合体”、人类社

会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结合起来理解,因为这三

种说法都是关于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的预见的论述。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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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要把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个经济学

体系结合起来理解。因为这一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

动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再次,要把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结合起来理解。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

础之上的。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必然是在资

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适应

生产高度社会化要求的社会。

  最后,要把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结合起来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已经讲的很明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的

信中,应《新世纪》周刊“用最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

想”的请求,摘出了上面这段话作为答复。恩格斯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
摘出上面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

制”中的个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

个人是一致的。

  丁: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
那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到底是公有制还是社会所有制? 为什么要把公有制

说为社会所有制,而不把社会所有制理解为公有制?

  王: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

制”②。其理由是:第一,“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使用的名词。在

论述工人阶级政党的目标时,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就写有

无产阶级在争得政治解放后应该采取措施限制私有财产,‘为私有财产逐渐转

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由于财产和所有制在德文中是一个字,这段话也就

可以译为‘为私有制逐渐变为社会所有制作好准备’”。第二,“1848年的《共
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

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
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这段话中的‘财产’两个字也可以改为‘所有制’。如

果用‘所有制’三个字改译其中‘财产’两字,这一段的译文就成了‘这并不是把

个人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

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

种财产不再是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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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最后的五个字可译为‘社会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转

变为‘社会所有制’)”①。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又进一步论证说:“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也指出‘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

会所有制’”②。并断言,恩格斯“这些讲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便是社会所有

制”③。

  但是,既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那
么,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呢?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

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

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④。恩格

斯在《反杜林论》第十三章对马克思上面讲的那段话作了以下的援引:“这是否

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了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
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

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

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

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⑤。在恩格斯去世的

前一年,即1894年1月,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在这篇

文章中,恩格斯又再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概念。他说:“当资本主义

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必须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都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共财产。”
恩格斯在指出这样一种事实之后,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在西方用重

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

会公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仍然存在的

公有制,对于西方这个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它是否能作为

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以便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的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

民共产主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生产资料的现代社会主

义公有制?”从这些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经典作家讲的社会所有制也就是社

会主义公有制,两者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用语。因此,用社会所有制的概念

去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概念,似乎难以成立。

  用社会所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其真实用意在于说明:公有制与社会

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因为,“远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

①
②
③
④
⑤

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67.
同上。
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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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派经济学 2008卷

以后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也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公有制,它们都是公有和私有并存的社会。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

中,也可能存在因公共所有者范围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公有或公有制,如在封

建社会中除封建的国家所有制外,也可以有某个封建家族的公有制”①。公有

制既然可以与几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相结合,怎么能说是与社会主义必然联系

呢?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作社会所有制的也就是公有制,即社会

主义公有制。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提出“以个人自己劳动

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

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

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

少数掠夺者”②,显而易见,这里的公有制只能理解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难道

非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才能与所谓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公有制”、“奴隶

制社会的公有制”、“封建制社会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区别开

来吗? 况且,如果离开了公有制,就难以从社会性质上解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本质区别。

  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能不能说是混合所有制? 公

有制经济的效率怎么评价?

  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

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确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原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极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

设社会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

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我国生产力水平低,总体上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同时,生产力结构

又不平衡,既存在有依赖于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存在有大量

的在落后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半机械化甚至是手工劳动为主要形式的落后生产

力。这种生产力状况,决定了我国既有实行公有制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但又

不具备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条件,只能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离不开发展市场经济,而
且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

①
②

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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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制基础只能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实践的过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主要靠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直接配置资源

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探

索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农村土地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促进了城

市企业制度的改革,并为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

的环境。所有制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塑造了

多元化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强化了市场法制和社

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制改革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公有制为

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前提。虽然从市场经济

发展和市场交换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关系,它们

之间不应有高低主次之分,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坚持公有制为

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
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有利于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以及长期利益与短

期利益的协调和统一;有利于推动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重点企业

的迅速扩张,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

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

稳定持续自主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共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对如何在新的

条件下深化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进一步作了明确说明:第一,必须毫不动摇

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

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这里,有两种模糊的认识必须加以澄清。

  第一,社会上有一些人看到我国目前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出现的

矛盾和困难时,就认为,这些矛盾和困难是公有制本身固有的,因而,从效率的

角度来讲,公有制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他们看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

的,公有制必然是低效率,况且,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中也没

有讲公有制。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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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绝对不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
们搞了市场经济岂不就等于搞了资本主义。国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是这

样看的。如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要想把市

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

的。米塞斯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

地”仿制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必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

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①。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

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②。“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

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

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

务,就是资本主义的”③。显然,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是难以

成立的。

  那么,公有制是否必然就是低效率呢? 就经济效率来讲,实际上可以分为

两层次,既有微观方面的效率,也有宏观方面的效率。有些公有制企业从微观

层面上看,可能效率很低甚至无经济效率可言,但从宏观层面上看,则是高效

率的。例如生产公共产品的公有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公有企业等。但确实

也有一些属于企业内部的产权问题、管理问题、技术问题、负担问题等造成的

低效率公有企业,对这些企业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但这并不证明所有的公

有企业都是低效率的。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

学的历史的态度去看待公有制。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从字面上看好像没有公有制。但是,我
们认为,公有制恰恰是其应有之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五句

话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保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最终目的。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共同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有制。公有制使

得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劳动者在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次实现了

真正为自己的利益去劳动,因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公有制在分配上保证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为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提供了制度前提;公有制是劳动人民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

①

②
③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A].路德维希·米塞斯.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商务
印书馆,198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同上书,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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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因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以公有制为

前提和基础的。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没有提公有制,从而否

定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当然,公有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可能也应该是多样化

的,同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表现也是不断变化的。
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还需要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公有制度的根

本放弃,没有公有制,又何谈什么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上还有一些人认为,单一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矛盾

的,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

  存在这种认识其主要理由是:市场经济要求产权主体多元化,各种所有制

经济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相互之间无法完全替代。在经济转型时期,各种所

有制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促使资源优化

配置和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

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今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

资经济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资本必然相互渗透,从而

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否构成了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或者换句话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否

建立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之上? 看来,这一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纯粹的单一所有制的社

会。各种剥削阶级社会自不必说,即使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

义社会中,也并不是只有公有制经济,其他经济成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

在任何一个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中,必有一种所有制关系起着主导的

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

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

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

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

重”①。马克思又说:“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相继更

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次序。而在

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②。可见,只知道一个社会存在着多

种所有制经济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渗透,即混合所有制,还根本不可能

了解这一社会的性质,因为,决定这一社会性质的是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所

①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21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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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关系。自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以来,还没有一种社会是建立在不分

主次的、混合的所有制经济之上的,更何况是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

会,尽管它仍然采取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形式。因此,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

时期都将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且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

件下是可以也是应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基础的所有制经济不能是混合经济,而只能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地

位的混合经济。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所说,从经济学上分析,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占主体这种类型和性质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经济形态

上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公平与

效率的结合。

  从现实的混合经济形式上看,市场经济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典型形式

应当是股份制。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依然存

在。资本主义并不是把自己的经济制度建立在股份制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

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经济制度建立在股份制的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笼统地

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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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s,andtheownershipreformisalsoanimportantoutcomeofChina’s
economicsystemreform.Keepingpublicownershipasthemainstayandthe
commondevelopmentofmulti-ownershipisabasiceconomicsystem.Un-
waveringlyadheringtoanddevelopingtheMarxisttheoryofownership,and
unswervinglyadheringtotheprimarystageofsocialisminourcountryas
thebasiceconomicsystemareofgreatsignificancetothedeepeningof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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