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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这个论坛主题是要总结建国 79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学人过去

70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我的题目非常大，因而这里只是做一点梳理，

一定是挂一漏万的。 

我要讲两个问题： 

一，在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的三个对话；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先讲第一个问题：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在 20世纪的三个对话。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不对话的，他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两派说不到一

起去。但是在 20世纪，两派之间有三次是对话的，双方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交锋而且

通过交锋思想是有提升的。第一个是 20世纪 30-4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哈耶克、

米塞斯为一方，兰德等为另一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可行有争议。

否定方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中心是不可能收集到全部信息的，信息也无法加总，故社会主

义的计划是不可行的；同时公有制又否定市场，所以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都是不

可行的。而肯定方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可行，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消费者偏好，有生产结构，

需要配置，配置需要价格，价格则可以通过试错的办法来实行。事实上，这是非常深刻的争

议，这个争议产生了机制设计的经济理论，后来产生了阿罗、哈尔维茨的经济学成就。阿罗

与哈尔维茨是兰格在美国芝加哥带出来的学生，分别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俩终身都不否

认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第二场争议是在 60年代至 70 年代初，由萨缪尔逊挑起的关于马克思生产价格转型的问

题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萨缪尔逊认为，不需要劳动价

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照样可以用数学算出剥削的存在。 因为他很擅长数学，他在 1967 年发



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挑战。其实，他列出数学式子一定是根据逻辑的，而逻辑的

背后一定是有经济学理论的，怎么会存在没有以剥削理论为基础的剥削事实呢？但马克思主

义者没有很好地回应，包括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些老师，只是在 80 年代初简单地进行了否认。

而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斯拉法，写了《用商品生产商品》来回应，捍卫了劳动价值论。所以这

场争议其实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好的机会（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可以重演），但是我们错

过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在回答萨缪尔逊的挑战。 

第三场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和对话。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结局，引入市场机制后导致社会主义解体，二是中国的

改革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了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现在在西方

经济学科体系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学科，有了非常多的研究。中国学者，尤其是在

西方读博士的学者参与了这个学科建设。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解体以后，经济发展

状态远不如中国，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了 30多年，仍然坚持了社会

主义，因此东西方学者都在研究这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异。真正的中国东方的学者、 马克思

主义学者跟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相互之间实际是有促进的。 以上这三次西方学者和东方学

者之间的争论是真正的争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创造和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国际化的

很深远的学科背景。 

这说明什么？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

仍然是当代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之一，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

出自己的重大贡献。你有了贡献，就不分西方与东方了。 第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学者的关注对象，成为了当

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客观上已经汇入了当代世界经

济学，这是我们的机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机会。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探索历程和主要贡献。 

我认为在 20世纪，中国经济学者有四代：第一代，是孙冶方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设

立者及其同代人，差不多是 20世纪同龄人。这批学人在 20世纪 20-30年代就开始经济学探

索。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参与人。第二代，20年代末至 30 年代出生的，是由刘国光、

吴敬琏、厉以宁、桂世镛、张卓元等所代表的一代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人底子也是这一

代人（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卫兴华，吴树青、胡钧，何伟、徐禾、林森木等）。这是新中国 70

年里经济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分两段：文革前 10年，文革后 20年。第三代，

是 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学人，主要是在 20 世纪 80、90年代提出经济学见解的一代人，



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四代，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其特

色是留学背景，现在正是年富力强。 

中国科学院（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后来由经济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经

济学科研究所，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基地。《经济研究》是中国学人发

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主要平台。 

陈云、邓子恢这两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他们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陈云

提出了双轨制，1956 年提出在计划价格为主的前提下保留自由市场，并保留自主定价的商

品经营。邓子恢是讲组织机构的，他主张合作社规模不能太大，他发现了农业合作社里存在

道德风险，所以他主张合作社的规模应该适当。 他比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团队经济学”早

了 20 年。后来邓子恢又主张责任田，研究契约，这里的洞见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经济

学”如出一辙。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组织了两次大的讨论。 

第一次是关于商品经济、价格规律的大讨论，背景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的发表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出版。 可是这里是有中国特定的背景的：即在三大

改造以后，要不要保留市场体制？要不要保留市场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对社

会主义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孙冶方，一个是顾准。孙冶

方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 6期发表论文，题目就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

他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规律。 顾准是在 1957年第 3期的《经济研究》

发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文，指出，价值规律制约着计

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一个讲基础，一个讲制约，这不就是我

们今天讲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最早版本吗？十八大、十九大，就讲

了这些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1959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组织了全国

经济学界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讨论，汇聚论文 100 多篇，出版了 100 万字的巨型论文

集。这里就有吴敬琏关于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组织发动的关

于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价格的讨论会，发表了很多论文。 这场大讨论发挥了正面影响，它

的作用是促进决策层保留了市场的一些机制。 

再就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学大讨论，时间是 1961 到 1964 年，也是中国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发起的。这个背景涉及到了宏观经济学，是对“大跃进”在宏观方面失控后果的一

个理论反思。 《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论文，董辅礽、薛暮桥等都发表了大

量的文章。董辅礽 1961 年到 1964 年在《经济研究》连续发表 6 篇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论文，



后来 1980 年由三联出版社结集出版。 这场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大讨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宏观理论的初步建设成果。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起步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

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基础。 

80 年代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在 8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 

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成果。 

一是价格双轨制理论。1980年起，是薛暮桥在领导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后来变成了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心就如何应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按市场价格交换的原材料与产品

与计划价格的矛盾展开了研究。1984 年第 10期的《经济研究》发表的楼继伟、周小川的文

章《我国价格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系统地论证了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在

这以前，1984年 4月，张维迎在一个内部刊物里发表里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文章，主张价格

要分次放开。 如果内部报告也算文献的话，则价格双轨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张闻天 1962

年 7 月的文章。 张闻天在向毛泽东的报告当中，他讲的是市场，他主张不但是农产品，还

有工业品、主要工业原材料，可以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自由价格的双轨制，而且提出了市场

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高度，是取决于计划调控数量大和小，国家调控数量越多，市场供应越

是紧张，这样市场价格就高于计划价格；国家调控的数量越少，市场供应越是多，这两个价

格就越接近。这实际上给出了市场价格、计划价格双轨制趋同的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要调控

的数量逐步减少。所以，张闻天实际上在理论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并轨机制。张闻天不仅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张闻天建国前就在东北提出五

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中国经济体制，这与我们今天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决议里提出的两个

“毫不动摇”是多么地相一致！当然，张维迎在 1984年所讨论的价格逐步放开是一个更为

广泛和深远的问题，是要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5 年 2 月，《经济研

究》第二期发表华生等 5 人的论文，正式论述价格双轨制的原因，说明计划价格还不能取消。

所以，作者将论文标题定为《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 

第二个理论成果是，改革应该采取“存量不动、动增量”的方式，即“渐进式”的市

场转型。 价格双轨制本身就是一个渐进改革的方式。 其实，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

存量不动，动增量， 真正的技术是在这个定理。1985 年 11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由王

小强主笔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调查报告》，这主要是根据大型的问卷调查结果写出的，在论文里，作者正式指出：

国有企业面对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实质是按市场价格在边际上配置资源。 这实质就是边



际调节的思想。而边际调节，恰恰是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在“最后一个单位”起作用的思想。 

即国有企业实际是把计划价格调节的那部分资源作为一个前提，而企业运行成功的关键是按

市场价格来做大增量。 “存量不动，动增量”这个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怎么进行改革的重要

思想，也成为了我们后来几十年经济改革的主要特色。这篇文章实际还解决了一个更为根本

的问题：价格双轨制为什么会自动转变为单一市场价格？ 因为在实践中，企业、包含国有

企业实际上是只把市场价格才当做真正的价格，而把计划价格只当做一种义务和责任或者优

惠，所以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则市场价格一定会在流通里取代计划价格。  

所以，1984-1985 年是中国经济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大量的成果是这两年发

表的。 

第三个理论主张是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的主张，他从 1980年开始就主张国有企业要上

市，即国有企业的产权也要进入市场交易，国有企业的产权也成了商品。厉以宁认为如果

没有企业改革为基础，价格改革是不能成功的。而国有企业上市能够以市场力量来促使国有

企业改善经营。 为了让国有企业的产权上市，具体设计了一个法人股和国有股。这个考虑

主要是为了是保护公有制。为了让公有制上市，故把国有企业的国家的投资部分和企业的流

利部分建立一个国有股和法人股。 

第四个则是吴敬琏领导的研究小组，这个学派在 1985和 1986年做了系统的研究，他

们主张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个碎片，而是一个整体，主张价格放权，同时财政结束包干、实

施统一的增值税，同时，企业要上市，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价格、财政和

公司三大改革合在一起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设计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付诸实施，这是一

个很大的成果。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国有企业是一个相对独

立的利益主体的理论。蒋一苇等从 70年代末起就分别用大量文章，论证企业本位，这实质

是将国有企业的法人产权与其生产资料公有的最终产权适当分离，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权与法人产权再适当分离。 这实质上开启了市场经济的空间，论证国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一类机构，国企不能离开市场，国企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且国有企业是市场

主力。 

以上五项合起来，既有市场价格改革，又有企业改革，又有财政改革， 而且还有产权

分层等等， 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超越了东欧曾经的改革理论，

超越了兰格，超越了布鲁斯，也超越了锡克。兰格只是从消费者选择与生产结构配置的角度

论证价格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布鲁斯是从决策提高效率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引入



市场的机制。锡克只是从一个独立利益体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必要

性。而我们的理论无论是在论证的深度上，还是在可操作的层次上，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

渐进改革的战略，所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胜过苏联，胜过东欧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我们的上述理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有制前提不变

的情况下，我们将经营权和法人产权分离，这是东欧改革没有提出的。第二，启动双轨价格

制度，在稳定计划价格所保护的体制内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了市场价格的配置、调节作

用。第三，我们设计了统一的税收改革，防止改革可能会引发的利益分离所引发的政府治理

能力下降，国力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经济改革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第四，我们

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出了大批民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改变原来国民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为主

的格局。 

这个格局到 90 年代的时候，还有三大进展： 一个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最优退出理论。

第二个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要解决“大、小非”问题，要让改革进入资本市场。还有一个

则是国有企业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反对垄断，引生了电信竞争理论。所以，90 年代

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大量地解决了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有市场经济保护竞

争的问题。当然，这个市场产业组织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 

总结一下， 80 年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出市场经济全面发展，90 年代则是

做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和配置效率。 这样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我们成功了？我觉得有五点是值得我们牢记的，第一

个就是我们的成果都不是抄来的，尽管我们请了世行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请外国经济学家来

开“巴山轮”会议，他们对我们确实是有启发的，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是中国人自己想

出来的，这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创造。第二，这些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年龄都很小，就是

30 岁左右，这些成果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时候，作者年龄最多 40 岁。马克思最优秀的作

品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1857-1958 年经济学手稿》，那是马克思 40岁时写的，是

最成熟的东西。第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而且

很多研究任务本来就是最高领导分派下来的，研究成果被写进党中央、国务院一个一个改革

的文件，理论在实践得以检验和完善。这是一代最幸运的经济学者，真是生逢其时！这是历

史给予这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且出了成果，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成

果，因为她促进了历史的进步。第四，我们党有领导力，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大

保障。第五，我们的双轨价格，动增量不动存量的改革，启动了原来的计划经济里面被压抑

的民众的经济力量。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要启动改革，改革里面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这是



正能量，在供给侧方面给了巨大的正能量。 所以改革总是“正周期”的，经济改革只会“过

热”，不会“过冷”。所以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总是会过热，决策层在改革是要预防的主要

是过热；要是你改革停止了，然后经济下行了。但是你启动了改革，释放原体制下的潜能，

经济就会发展。过去的 40 年， 我们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我们进行了改革，我

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运行了。期待我们能够总结这些理论和经验，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道路上前进。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要说明的是，每一个理论贡献其实都是有很多人作出的。 这里

只点了几位代表性的成果，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