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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自由主義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誤區 

 

 
2008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期間﹐普京在回顧俄羅斯的經濟改革

並闡明政治綱領時﹐再三表示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改

革”徹底劃清界線。他對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嚴厲抨擊﹐

指責當年的政治家打著改革的旗號出賣俄羅斯利益﹐不顧百姓的

疾苦﹐厚顏無恥﹑瘋狂斂財。普京稱“十年前﹐政治投機者控制

了聯邦會議和政府的關鍵席位﹐高官們為了迎合寡頭而不惜損害

俄羅斯的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把國家財產揮霍殆盡﹐腐敗是他們

的進行政治和經濟競爭的手段﹐導致我們負債累累﹐經濟崩潰﹐

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值得中國人引以為鑒。因為﹐當年俄羅斯

的許多經濟學家和幹部﹑官員﹐也是懷著滿腔熱情和美好願望投

身改革的﹐他們希望通過解放思想拋棄教條主義束縛﹐借鑒西方



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國際權威組織推

薦的“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指導下﹐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改革

並建立規範化的市場經濟﹐很難料到由於對西方推薦的規範改革

方案缺乏警惕﹐沒有深入思考並把握好經濟改革和國企改革的方

向﹐結果卻造成了經濟衰敗和腐敗氾濫的惡果﹐給國家﹑民眾帶

來了鉅大的社會災難﹐當年名聲顯赫的改革家如今卻聲譽掃地﹐

今天甚至被普京嚴詞指責為“人民的敵人”。 
俄羅斯改革的教訓充分說明選擇改革方向的重要性﹐僅僅有

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是不夠的﹐還必須把握好事關成敗的改革

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否則越是不問方向﹑不計代價地堅持改

革﹐就越是可能給國家﹑民眾帶來更加深重的災難﹐最終給改革

家帶來的不是歷史功績而是歷史污點。當年俄羅斯推行大規模國

企私有化改革的初期﹐就曾因出現嚴重腐敗激起俄羅斯民眾的強

烈不滿﹐但是﹐當年的改革家受掠奪國有資產腐敗利益的誘惑﹐

對社會成本代價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漠不關心﹐終於讓充滿希望的

改革事業變成了歷史悲劇﹐自己也因給國家造成的深重災難而成

為歷史罪人。 
俄羅斯領導人對葉利欽時代改革政策的反思﹐可能令某些中

國經濟學家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似乎覺得“改革”無論其方向和

性質如何﹐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和必須加以堅持的。某位著

名的學者曾對質疑俄羅斯改革的觀點非常反感﹐甚至稱否定俄羅

斯的改革就意味著否定中國的改革。有位經濟學家曾在《中國經

濟時報》撰文主張借鑒俄羅斯經驗﹐加速推進中國的國有企業產

權改革的步伐﹐特別是借鑒俄羅斯通過管理層收購推進規範產權

改革的經驗。有些經濟學家明明知道眾多的經濟轉軌國家﹐在推

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付出了重大代價﹐但是﹐他們不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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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這些國家產權改革代價沉重的原因﹐是否同新自由主義政

策和私有化之間存在聯繫﹐反而認為這說明國企產權改革的代價

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也只能追隨已被眾多轉軌國家實踐證明的痛

苦改革道路。引起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辯論的“郎旋風”中﹐有

些經濟學家表現出的不問方向﹑不計代價﹐也不顧前車之鑒一味

盲目地強調堅持改革的觀點尤為突出。 
“郎旋風”雖然起因於郎咸平撰文指責顧雛軍在國企產權改

革中侵吞了鉅額國有資產﹐但“郎顧之爭”後來很快擴大成為了

一場關於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大辯論。郎咸

平在爭論中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表明

他更為關心的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方向問題﹐而不僅僅是顧

雛軍是否涉嫌侵吞國有資產的問題。郎咸平指出﹐“在這次產權

改革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觀點就是國有企業﹑政府全面退出經

濟舞臺﹐他們所希望的經濟是自由經濟﹑民營經濟﹐更可以向美

國靠攏的經濟體系。政府的角色應該是一個小政府的角色”﹐“在

這一輪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國退民進﹐會再度

把生產資料交給資本家……。這次產權改革有兩大特點﹐第一法

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郎咸平

還指出﹐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只要實行自由經濟﹑民營經濟就能

像美國一樣富強其實是幻想﹐這種誤區將會把中國像前蘇聯那樣

帶入災難的深淵﹐形成少數經濟寡頭控制整個經濟的局面。 
在這場辯論中﹐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反駁郎咸平為各地產權改

革的辯護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認國企產權改革帶來了痛苦的代價﹐

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大量腐敗現象﹔但是﹐他認為國企產權

改革的痛苦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適合於世界各國改革

的普遍規律。他曾在會議發言中說﹐“無論在哪個國家﹐國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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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不僅僅會引來國資賤賣的爭議﹐而

且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盪。英國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由撒切爾

夫人主導的國企改革引起了鉅大的社會震盪﹐工會與政府對峙長

達數年﹐罷工浪潮綿延不斷﹐可是撒氏絕不在根本問題上作出讓

步﹐從而被稱為‘鐵娘子’。90 年代兩德合併後﹐德國對原東德

國企進行改革﹐也引起了嚴重失業﹑貧富差距驟然拉大﹑犯罪增

加等嚴重問題﹐而且政府不但沒有將國資賣出多少錢卻反而貼進

去很多錢。”他認為國企產權改革雖然將會付出痛苦的代價﹐但

是﹐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絕對不應該停止﹐而且為實現建立市場經

濟的改革目標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因為﹐當前國有企業的舊體

制是難以持續的﹐即使產權改革最終導致了國有企業的消亡﹐也

並非拍腦袋而是自然而然出現的結果。 
這位著名主流經濟學家雖然表達了不惜代價堅持改革的強烈

決心﹐但是﹐他將不同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混為一談﹐沒有區分

這些國家的國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性質﹐以及它們在改革大方

向和最終目標上的根本區別。他顯然非常佩服英國的“鐵娘子”

撒切爾夫人﹐希望效仿她在堅持改革的“根本問題上”絕不讓步﹐

即使這種改革“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盪”。但是﹐英國撒切爾夫

人代表保守黨右翼政治勢力﹐她開宗明義地宣稱信奉新自由主義﹐

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乃是大規模私有化。她公開主張廢除二戰後

西方的社會改良﹐重新回歸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由於撒

切爾夫人代表的是大壟斷財團的利益﹐她自然不惜改革導致政府

與工會的激烈對峙﹐不惜造成大批工人失業﹑貧困和罷工抗議浪

潮。相比之下﹐中國推行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目的

是堅持公有制和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兩種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最終目標﹐混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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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將會導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確實“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盪”

和嚴重的政治惡果﹐甚至像前蘇聯那樣導致黨的垮臺和國家分裂。 
這位著名經濟學家雖然知道東德﹑俄羅斯等國的國有企業產

權改革造成了嚴重失業﹑社會兩級分化的痛苦代價﹐甚至“極有

可能帶來社會動盪”﹐但他認為這種代價對於改革來說是不可避

免而且值得付出的。他似乎並不介意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

革正在日益偏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軌跡﹐滑向了類似於俄

羅斯等轉軌國家的大規模私有化﹐國有企業面臨著蛻變為私人家

族控制企業的危險﹐完全違反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應堅持的

“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反復強調的衡量改革的“三個有利於”

標準﹕改革應該有利於維護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有利於提高人

民生活實現共同富裕﹐倘若改革導致了兩極分化和人民貧困﹐那

麼就意味著改革“走上了邪路”。當前世界各國正普遍反思新自

由主義倡導的產權改革﹐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曾尖銳批評﹐美國倡導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改變前蘇聯陣營 28 個經

濟轉軌國家的經濟模式﹐已經使一億多民眾陷入了赤貧境地﹐人

均壽命減少了四年或更多﹐惟一成功的例外就是走不同改革道路

的中國。某些經濟學家為支持管理層收購經常引用的一個典型例

證﹐即烏克蘭推行管理層收購等形式的私有化過程中﹐雖然僅以

一個美元代價就把國有企業廉價出售了﹐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把

企業搞活並且盈利了。這說明某些經濟學家對轉軌國家推行私有

化的惡果缺乏瞭解﹐烏克蘭雖然有不少私有化企業暴發的例子﹐

但是﹐烏克蘭在推行十年私有化改革之後﹐國民經濟整體上倒退

了 60％﹐只有十年前的 40％﹐這樣的國家不能當成一個成功範例

來引證。美國有一位烏克蘭裔的著名新自由主義者﹐回到烏克蘭

訪問時無論如何也就想不通﹐為什麼烏克蘭推行私有化後國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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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竟倒退幾十年﹐從前蘇聯最富裕的共和國變得貧困潦倒﹐甚至

貧困到連手紙都要用報紙代替的地步。烏克蘭進入資本主義比中

國早得多﹐早在沙俄帝國時期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工業人口比重

和受教育水平很高﹐但就是廉價出售國企的私有化政策把整個國

家敗掉了﹐儘管某些私有化企業確實盈利甚至成為了暴發戶。 
某些經濟學家認為在市場條件下國有企業無法搞好﹐只能像

俄羅斯﹑東歐等眾多市場轉軌國家一樣﹐忍受痛苦代價推行新自

由主義的私有化﹐任由管理層收購導致國有企業蛻變為私人家族

企業﹔其實﹐這不僅拋棄了實踐證明成功的中國改革經驗﹐也嚴

重偏離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這不是繼承而是拋棄老

一輩革命家﹑改革家歷盡艱辛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

業。眾多老一輩改革家如呂東﹑袁寶華﹑蔣一葦﹐他們都對市場

條件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充滿了信心﹐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探

討和政策設計﹐為推動國企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中國也因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受到舉世讚揚﹐海外學者還將中國的

成功經驗總結為“北京共識”﹐作為批評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

識”的例證。令人遺憾的是﹐某些經濟學家不是繼承和發揚中國

改革的成功經驗﹐反而對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喪失了信心﹐主張也

像東歐﹑俄羅斯等市場轉軌國家那樣﹐不惜忍受痛苦代價推行國

有企業的私有化。一位波蘭裔美國經濟學教授認為﹐儘管中國走

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改革道路獲得了鉅大成功﹐但他也注意

到中國改革出現的新動向﹐包括各地出現的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和

外資併購國企熱潮﹐正處在追隨俄羅斯﹑東歐國家推行大規模私

有化的危險邊緣。其實﹐各地通過管理層收購廉價出售國企的做

法﹐恰恰是背離中國自己的成功改革道路﹐轉而追隨美國推薦的

“華盛頓共識”的改革方案﹐效仿俄羅斯等轉軌國家推行國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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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私有化﹐由此才會產生嚴重負面效應並激起強烈社會不滿。 
值得指出﹐撒切爾夫人最為推崇的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

一貫持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同時也反對二戰後西方國

家的社會改良﹐甚至激烈攻擊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即使在

西方國家也曾長期被認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極右思潮。二戰後

西方盛行國有化和社會改良的潮流﹐右翼政黨迫於“冷戰”壓力

也不得不妥協讓步﹐資本主義才改變了舊自由主義時代的一貫醜

陋形象﹐出現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分配改善的罕見“黃金時期”。

哈耶克自己也承認當年新自由主義極為不得人心﹐他因撰寫《通

向奴役之路》一書而在西方知識界身敗名裂。20 世紀 80 年代﹐美﹑

英右翼政治勢力出於謀求全球霸權戰略目的﹐才重新在全球範圍

內竭力宣揚新自由主義﹐並將其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的所謂

規範改革方案﹐用於打擊西方的社會改良並維護壟斷資本利益﹐

誤導經濟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20 年多來﹐新自由

主義和私有化浪潮在全球氾濫﹐造成了貧富分化和社會經濟動盪

的嚴重惡果﹐不僅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

家的經濟增長也普遍陷入停滯狀態﹐眾多轉軌國家更是遭受嚴重

程度超過“大蕭條”的經濟衰退﹐因而正受到世界各國民眾越來

越強烈的抵制和反對。根據世界銀行 2006 年的統計數據﹐從

1980~2005 年﹐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私有化潮流風靡全球的時

期﹐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 0.8％﹐遠遠低於

二戰後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與中國

這一時期的 8.1％的經濟增長率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國際權

威組織在全球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政策﹐不僅不是推動先進生

產力發展的“與時俱進”的規範改革﹐而是已被各國長期實踐證

明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返古復辟”。有些著名經濟學家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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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但表示贊成“華盛頓共識”倡導

的非國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是為

了幫助世界各國搞改革的”﹐反映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

果”。由此可見﹐“華盛頓共識”政策的確對中國改革開放構成

了威脅﹐倘若中國也受“華盛頓共識”的規範改革方案誤導﹐效

仿眾多經濟轉軌國家推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也遲早必然步其後

塵落入鉅大社會災難的陷阱。 
某位著名經濟學家曾頗有信心稱國內多數人支持他反駁郎咸

平的觀點﹐但事實證明他的估計判斷是錯誤的。顯然﹐他關於國

企產權改革的觀點主張並未得到國內多數人的支持。社會各界廣

大民眾在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等重大問題上﹐明確

表達了他們支持郎咸平而不贊成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觀點﹐原因

是他們清楚地意識到 MBO 等具有私有化傾向的產權改革﹐只能給

少數精英帶來鉅大的利益和財富﹐而給廣大民眾帶來的將是鉅大

的痛苦代價和利益損害。這一事實充分說明﹐MBO 等具有私有化

傾向的產權改革得不到社會各界廣大民眾的支持﹐不符合“三個

有利於”的原則﹐不符合“三個代表”的精神。深入觀察“郎旋

風”引發的全國關於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辯論﹐就會發現不僅社會

各界支持郎咸平觀點的人佔壓倒多數﹐即使在經濟學界發表支持

郎咸平意見的人數﹐也遠遠超過聲討郎咸平的那些為數不多的著

名經濟學家。社會各界民眾通過網絡的形式踴躍表達了他們對這

場爭論的評價和看法﹐先後有數十萬網民參加了新浪網組織的調

查﹐其中 90％以上的網民明確表達了他們對郎咸平觀點的贊同和

支持。 
大多數經濟學家雖然在這場大辯論中保持了相對沉默﹐但這

並不表明他們贊成當前各地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相反﹐筆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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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的許多經濟學家雖然贊成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等形式的產

權改革﹐但並不贊成 MBO 等具有私有化傾向的產權改革﹐而且在

不同場合也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質疑﹐認為管理層收購違反了中

央關於國企改革的歷次決議﹐具有明顯的少數人違法竊取國有資

產的腐敗隱患。他們對國企產權改革為何偏離了建立現代企業制

度的改革軌道﹐滑向越來越明顯的私有化道路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因而正在進行新的探索﹑思考而不急於發表意見。正如中國社科

院的某位領導人所說﹐教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西方經濟學

理論的人﹐在中國都不代表主流經濟學家或主流經濟學觀點﹐英

國《金融時報》將“拋棄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框架和話語表達﹐崇

奉的是自由市場和經濟效率”的人稱為主流經濟學家是非常錯誤

的。當前﹐我國經濟學界的深入反思是改革實踐的需要﹐說明經

濟理論與改革實踐存在著差距和矛盾﹐出現了理論難以解釋的新

現象和新問題。因此﹐無論是發生激烈的辯論還是保持相對的沉

默﹐都說明經濟理論迫切需要創新才能解決新問題﹐而這場關於

國企產權改革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大辯論﹐必將為推動經濟理

論的創新做出非常積極的歷史貢獻。 
“郎顧之爭”後社會各界對某些經濟學家產生了強烈不滿﹐

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流行和誤導有密切關係。新自由主義倡

導的改革給少數人帶來鉅大利益的同時﹐卻給廣大人民的切身利

益帶來鉅大的損害﹐一方面造成腐敗氾濫和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

人﹐另一方面卻造成嚴重的失業和社會貧富懸殊。某些經濟學家

將新自由主義當做規範的時髦經濟理論﹐用來指導改革時必然損

害到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樣也會敗壞自己的聲譽遭到民眾的反

感。新自由主義表面上主張最徹底的市場改革﹐實際上卻給民眾

帶來鉅大痛苦並敗壞了市場改革的聲譽。筆者多年前就曾預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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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流行﹐可能損壞中國經濟學家的社會聲譽

的危險性﹐並在 1999 年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中﹐

指出“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

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幹部學者也產生了盲

目樂觀情緒﹐特別是隨著西方規範經濟理論的流行﹐許多學者覺

得已掌握了市場經濟規律﹐認為應依據西方規範理論搞系統改

革……。但是﹐隨著改革措施越來越接近西方規範理論﹐改革開

放中卻面臨著越來越多難題﹐出現了許多‘三個不利於’的現象﹐

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種種社會痛苦﹐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國改革的

成功歷程﹐反而同俄羅斯爆發經濟危機前的症狀﹐出現了越來越

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這種狀況不能引起重視並得到改變﹐

就很可能像俄羅斯﹑阿根廷等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樣﹐隨著新自

由主義帶來的災難加重招致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感。 
人們應特別關注美國的前經濟殺手約翰‧帕金斯在《一個經

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揭露的嚴峻威脅﹐即今天美國的經濟殺手

在世界各地無孔不入﹐他們為了建立和維護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不擇手段收買﹑控制別國的政治﹑經濟精英﹐力圖通過操縱別國

經濟命脈的方式來控制世界。俄羅斯﹑阿根廷等國主張新自由主

義的經濟精英﹐如被稱為“市場之父”﹑“私有化之父”的蓋達

爾﹑丘拜斯﹑卡瓦略﹐他們積極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服務於美國

的全球利益﹐卻給本國經濟和廣大民眾利益造成了鉅大損害。蓋

達爾﹑丘拜斯在俄羅斯幾乎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西

方經濟學界也成為遭到批評﹑恥笑的對象﹐他們在美國佔領伊拉

克後受僱設計私有化改革﹐充當甚至連西方經濟學家都不恥扮演

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國極右翼勢力特殊信任的買辦身

份。阿根廷前經濟部長卡瓦略推動私有化頗受美國讚揚﹐他在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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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金融危機後因涉嫌違反經濟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國跨

國銀行泄密協助資本外逃和逃避管制。俄羅斯﹑阿根廷的政治家

如葉利欽﹑梅內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帶來社會災難

變得聲譽掃地﹐葉利欽後悔地說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

禍”。委任卡瓦略擔任經濟部長的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也因涉

嫌私有化腐敗遭到阿根廷引渡通緝。阿根廷推動私有化的政府官

員和學者﹐通過廉價賤賣國有資產雖然撈了不少好處﹐但最終難

以逃脫自己釀造的社會惡果的懲罰﹐他們通過私有化腐敗攫取的

財富﹐又在銀行危機和股市崩盤中損失慘重﹐遭到更加貪婪的金

融大鱷的洗劫﹐喪失銀行存款的民眾為發泄憤怒的情緒﹐甚至將

他們的家產也付之一炬。中國作為一個有影響的大國﹐必然對美

國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構成障礙﹐無法置身與世無爭的“世外桃

源”﹐因而也必然是美國經濟殺手滲透的重點對象﹐中國經濟學

家應該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警惕美國通過宣揚新自由主義經

濟理論﹐蓄意設置經濟陷阱誤導中國改革的潛在危險﹐否則也有

可能像俄羅斯﹑阿根廷某些主流經濟學家那樣﹐最終因誤國誤民

而陷入身敗名裂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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