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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難”是房地產業非正常發展 

的必然結局 
 

  1

 

 
為了把中國的城市建設成櫥窗﹐全國的城市掀起了大拆遷大

建設的高潮。高潮時間長達十多年。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是要錢的。

城市建設的錢哪裡來﹖擠佔其他行業的投資份額。 
據《中國統計年鑒》公佈資料﹕1998 到 2006 年﹐在城鎮固定

資產投資中﹐包括了 31 個行業大類的製造業的投資額是 91477 億﹐

房地產一個行業的投資額是 91537 億﹐房地產投資超出製造業投

                                     
1 本文凡有關中國的統計資料﹐如無特殊說明﹐均引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資 0.07％﹔而在宏觀調控前的 1998 到 2003 年﹐製造業的投資額

是 3.01 萬億﹐房地產業開發投資額是 3.83 萬億﹐房地產業開發投

資超出製造業投資 0.8 萬億﹐超出幅度達 26％（其中 1998 到 2002
年的超出幅度達 39％）。 

而 1998 到 2006 年城鎮固定資產對農林牧漁業的投資一共是

5168 億﹐是同期房地產投資的 5.6％﹔1998 到 2002 年城鎮固定資

產對科學研究﹑綜合技術服務業的投資一共是 2136 億﹐僅是同期

房地產投資的 2.3％。 
1998 到 2006 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共 41.12 萬億（1998

到 2002 年為基建固定資產投資和更新改造固定資產投資）﹐其中

房地產業佔 22.3％﹐製造業佔 22.2％﹐電力熱力供應業佔 9.5％﹐

公共設施管理業佔 6.5％﹐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佔 3.5％﹐教育業

佔 2.7％﹐這五個行業都是這九年投資額達萬億以上的行業﹐足足

佔去了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三分之二。 
公共設施管理業指的是市政公共設施管理（包括城市污水排

放﹑雨水排放﹑路燈﹑道路﹑橋樑﹑隧道﹑廣場﹑涵洞﹑防空等

市政設施的維護﹑搶險﹑緊急處理﹑管理等活動﹐但不包括這些

項目的建造）﹑城市綠化管理﹑風景遊覽區管理﹐其中市政公共

設施管理的投資要佔 85％左右。1998 到 2006 年﹐公共設施管理

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已經高達 2.66 萬億。1998 年投資額才 1097
億﹐2006 年是 6171 億。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猛增原因是由於城市

都在大規模興建“面子工程”— 景觀工程﹑亮化工程﹑走若干米

路見綠地的工程……。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指的是黨政機關﹑工青婦和民主黨

派機構。在世界各國中﹐毫無疑問﹐中國各地黨政機關擁有最為

豪華氣派的辦公場所﹐這取決於上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開始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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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上的鉅額固定資產投資﹐1998 到 2006 年﹐用於國家權力部門

的固定資產投資一共是 1.45 萬億﹐2003 到 2006 年﹐投資額依次

為 1840.5 億﹑2165.6 億﹑2438.1 億﹑2655.8 億（見表~1）。在第

三產業行業門類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據第三位（第一位是

房地產業﹐第二位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第四位是教育業）。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在 2003 和 2004 年兩年中﹐全國教育經費用

於 39.4 萬所小學的基建投資（基建投資是固定資產投資的組成部

分）一共是 109 億（其中 49％是自籌經費）﹐平均每年投 54.5 億﹔

用於 9.7 萬所中學的基建投資一共是 310.7 億（其中 65％是自籌經

費）﹐平均每年投 155 億。所以﹐最牛校長葉志強要靠牛勁來“化

緣”才能加固教學樓﹔2 所以﹐汶川大地震倒的最慘的是那麼多

的中學校舍小學校舍。這也反襯出中國權力機構的建築既漂亮又

最安全。 
教育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 1998 年以來也已經達 1.1 萬億﹐教

育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猛增其實從 1996 年就開始了﹐自從 1995
年提出重點建設一百座高校（現有高校 1700 多所）﹑1998 年提出

中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教育業固定資產

投資就高速增長﹐從 1998 年的 499 億﹐到 2006 年的 2129 億。 
中國教育部門對教育投資的理念是要建造空中樓閣﹐小學﹑

中學無所謂的﹐直奔“大學城”而去﹐直奔“世界一流大學”而

去。不過我認為像如今這樣的奔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鐵定

是個夢囈。提倡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學”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 — 為了什麼他們自己清楚得很﹐在這裡多說就跑題了。 
現在我們看到了﹐中國城鎮對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的投資只

                                     
2《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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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房地產投資的 5.6％﹐對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投資更只有房

地產投資的 2.3％﹐對製造業的投資跟不上對房地產的投資。農業

和製造業是面對現實的﹐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是立足長遠的﹐

這些都不重要﹐唯房地產重要﹐那就業必然成為大問題。 
當然﹐既然有“中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必然有“中國農

村固定資產投資”﹐中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分集體投資和個人投

資（包括農民自己投資）兩部分﹐其中投到農業上的﹐不到全部

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 15％。3

中國曾經是農業大國﹐如今是工地大國。中國這樣的國家成

了“工地大國”﹐“飯碗”就難端上了。 
 

 

 
大都市的特點是人口眾多﹐能成為大都市﹐標誌著城市具備

了吸收從業人口的能力﹐並且﹐這種吸收還必須是積極的吸收﹐

即無論是“資本密集型”還是“勞動密集型”﹐最能為全社會提

供造血機能的行業部門對從業人口的吸收﹐應該超過低層次服務

業對從業人口的吸收﹐這樣的大都市才能有發展的潛力。即使是

國際金融中心﹐從事金融業的也總是就業人員中的極少數（香港

佔 5％﹐見《香港統計年鑒》）。大量適齡從業人口需要其他行業

來消化。香港在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此同

時﹐香港的製造業也在 70 年代進入巔峰﹐替代轉口貿易成為經濟

發展的主要支柱。20 世紀 30 年代的上海曾經是亞洲金融中心﹐同

時也是國內最大的工業中心﹐那時的上海吸收了國內 30％的產業

                                     
3 國家統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司﹕《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2003~2005）》﹐
中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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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說其是全國紡織工業中心﹐單棉紡廠有 65 家﹐紗錠數佔全

國的 47％﹐織布機佔全國的 58％（1936 年）﹔說其是全國航運業

中心﹐全國 32 家船廠﹐28 家在上海（1934 年）﹔擁有五千噸以

上船舶的 20 家華商輪船公司﹐14 家在上海（1934 年）﹔說其是

全國出版業中心﹐1927 到 1936 年﹐全國出版新書 4.27 萬種﹐其

中商務印書館一家佔 48％﹐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佔了 17.2％﹔4 

說其是新興民族工業的搖籃﹐有華生電扇﹑亞字燈泡﹑固本肥皂﹑

雙錢套鞋﹑佛手味精﹑民生墨水﹑鵝牌汗衫﹑新亞十滴水﹑飛人

牌木紗團﹑如意牌搪瓷器皿等真正的名牌產品為華人爭光半個多

世紀。當時上海就有著發達的商業服務業﹐剛從農村出來沒有文

化的農民也能在上海以拉黃包車為生而站住腳﹐那是因為上海已

經形成了需要他們提供服務的“市民階層”— 工人﹑職員和工商

業者和他們的家屬都是市民。如果沒有數量可觀的擁有較穩定職

業和固定收入的工人﹑職員和工商業者群體﹐商業服務業的發展

是不可能的。 
如今上海市民人數都往兩千萬奔了﹐就業成了大問題。為什

麼成了大問題﹖政府只想著造他們的房子﹐而忘了老百姓的肚

子。上海不再是工業城市了﹐那算什麼城市﹖算“打造”城市 — 
不是嗎﹖“打造”國際金融中心﹑“打造”國際航運中心﹑“打

造”國際購物中心﹑“打造”國際商務中心等等。然而“打造”

的都是“中心”﹐“中心”那是一打造就能成的﹖就不能“打

造”些實在的供老百姓就業嗎﹖ 
20 世紀 30 年代初是美國經濟蕭條期﹐羅斯福認識到新政的主

要目標應該是提高社會購買力﹐提高購買力就要讓儘量多的人有

                                     
4 徐新吾﹑黃漢民主編﹕《上海近代工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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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幹﹐於是政府出錢創造就業機會﹐政府投資公共事業﹐投資農

業保護﹐投資普通人馬上能住的房屋﹐投資私營企業不肯投的項

目。但是政府出錢創造就業機會﹐所用的錢來自納稅人﹐納稅人

是要監督政府怎樣用錢的﹐為此﹐《公共事業振興署法》就增加

了一條﹕“如果工程進展到不能繼續保障就業時﹐則向總統提出

終止工作的建議”。5 這明白地告訴我們﹐美國 20 世紀 30 年代

大上基建項目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按常識思考﹐國家始終應該要把解決就業放在首位﹐但是﹐

我國是把造房子放在首位﹐在規劃造房區域時﹐又從未去想過需

要住房的人們何以為生。還是以上海為例﹐20 世紀 30 年代時﹐上

海城區不過一百平方公里左右﹐居住區就是工作區﹐現在上海“城

區面積”有五千多平方公里﹐城區邊緣倒是規劃了“工業園區”﹐

但那不是為城市居民考慮的 — 工業園區絕大多數就業者是住在

單位宿舍裡的外來人員。想一想吧﹐五千平方公里的只規劃“生

活小區”卻沒有規劃“工作區”的城市﹐能算人性化城市嗎﹖總

不至於新增從業人員﹑外來從業人員﹑再就業從業人員都蜂擁到

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服務業和居民服務業去吧﹗ 
我總奇怪﹐住房商品化的推出時間竟然會選擇在職工空前大

下崗﹑職工靠什麼生活已經成了問題的 1998 年﹗也不管居民買房

的錢從何而來﹗記憶猶新的是建設部某司長在 1997 年 12 月說

過﹕“買不買得起房﹐不是看你有多少存款﹐而是看你能不能通

過借錢去買。”建設部房地產業司某副司長在 1997 年 11 月說過﹕

“居民一旦從等﹑靠﹑要住房福利分配觀念下解放出來﹐住房消

費的活力將呈幾何級數激發出來。因此推行住房貨幣分配已在理

                                     
5 J‧艾捷爾主編﹐趙一凡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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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和實踐上都已沒有問題。”6 1997 年冬到現在近 11 年﹐11 年中

居民的確是通過借錢去買房了﹐結果是國家面臨不可避免的房貸

危機﹐老百姓面臨著一世辛苦買來的房將不可避免地貶值（可以

是絕對貶值﹐也可以是相對貶值）。房貸危機要來臨了﹗ 
根據 2005 年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 2000 到 2004 年“部分城市

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債務負擔率情況”（債務負擔率指負債與可支

配收入之比）﹐2000 年時﹐上海居民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債務負

擔率還只有 29.8％﹐2001 年是 49.6％﹐2002 年是 80.8％﹐到 2003
年達 114％﹐2004 年躍到 141.6％。7 這樣高的債務負擔率﹐人民

已經經不起一點風吹草動了 — 2000 年以來﹐上海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長幅度最高值不過是 12.2％﹗居民“入不敷出”已是嚴峻的

事實。 
坦率說﹐要說世界上不願多考慮老百姓謀生問題的政府是有﹐

但是﹐不願多考慮老百姓謀生問題的同時卻竭力提倡居民買房﹑

還身體力行去為房地產商作推銷的政府絕無僅有。 
 

 
早有學者提出﹕要學美國﹐使第三產業從業人員超出第一﹑

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想法並非沒有根據 — 美國在 1980 年時以從

事高科技為主的白領職工要佔到職工總數 51％﹐農業人口只佔全

部勞動力 2.7％﹐8 到 1997 年﹐僅佔 1.8％。但是﹐美國這樣的就

                                     
6 見上海發行的《房地產報》。 
7 中國金融學會﹕《中國金融年鑒（2005）》﹐中國金融年鑒編輯部﹐第 605 頁。 
8 何順果﹕《美國簡史通論》﹐學林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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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口格局並非是第三產業在擠佔第二產業﹐而是美國將製造業

外包了﹗全世界在為美國提供製造業工人和能源原材料﹐美國的

第二產業從業人口當然少了﹗我們邯鄲學步學著削減第二產業﹐

但能學著把製造業外包到世界各地嗎﹖而美國今天的發達就是製

造業打下的堅實基礎。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製造業借製造戰爭物資而得到

空前大發展﹐1942 年生產的戰爭物資產值是三個軸心國的總和﹐

1944 年戰爭物資產值是三個軸心國的兩倍﹔1939 年是 4.6 萬人生

產 5865 架飛機﹐1944 年是 210 萬人生產 9.63 萬架飛機﹐從珍珠

港事件到二戰結束﹐美國共生產了 21.5 萬架軍用飛機﹔1941 年﹐

美國建造商船才一百萬噸﹐1943 年就超過 1900 萬噸﹐從 1940 年

7 月到 1945 年 8 月﹐美國製造商船總噸位是整個同盟國商船總噸

位的三分之二。二戰剛結束﹐美國已經佔有發達國家工業生產量

的 53.4％。9

美國的製造業在戰爭中發展壯大﹐美國的高科技迅速發展就

是建立在戰爭中發展壯大的製造業基礎上﹐高科技本身則直接是

“二戰進行中”的產物。第一座原子能反應堆成功實現人工裂變

是發生在 1942 年 12 月的芝加哥大學﹐這個“曼哈頓工程”1940
年才開始實施﹐兩年功夫就碩果輝煌﹔第一臺電子電腦在 1945 年

12 月投入使用﹐這是為了解決彈道計算問題直接由軍方在 1943
年投資研製的。原子能和電子電腦問世引領了美國的高科技﹐戰

後的化學工業﹑電子工業﹑航空宇航業則提昇了整個製造業的高

科技含量﹐這高科技不是空中樓閣﹐是以成熟先進的製造業為牢

固依託﹐並互相依存的。現今美國將製造業外包到世界各地﹐這

                                     
9（美）亞瑟‧林克﹑威廉‧卡頓著﹐劉緒貽等譯﹕《1900 年以來的美國史》﹐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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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美國不要製造業﹐相反﹐這是美國將高科技與製造業互為依

存的總格局調整得更加有利於美國﹗ 

在美國的國民總收入中﹐製造業貢獻的國民收入佔比在 20 世

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都接近 30％﹐80 年代 90 年代初在 20％左右﹐

2002 和 2003 年都佔 14％。10 表面上看﹐美國的製造業佔比在下

降﹔根據我國貿促會駐美國代表處提供資料﹐2004 年美國對外直

接投資中﹐對製造業的直接投資比重是 24.1％﹐2006 年是 24.8％。

都不到直接投資的四分之一﹔11 但是﹐如果我們將美國對外投資

中對“控股投資公司（非銀行）”的那部分投資去掉﹐光對其“實

物和服務類”投資進行分析﹐那麼﹐這比重在 2004 年是 44％﹐2005
年 37％﹐2006 年 35％。這個比重就不算低了。從美國對外直接投

資中製造業的絕對值來看﹐1945 年私人對外直接投資中﹐製造業

是 26.7 億美元﹐1960 年是 110 億美元﹐1970 年是 322 億美元﹔2004
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製造業投資是 536.8 億美元﹐2006 年

是 561.6 億美元。12 這些資料都說明美國在成功轉移製造業﹐而

美國製造業的增加值在 2003 年已經達到 1.4 萬億美元。13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 2007 年 9 月 3 日發表文章﹐據美國

經濟分析局的資料﹐在 1977 至 2005 年期間﹐美國製造業產值從

1.3 萬億美元增長到歷史最高的 4.5 萬億美元。文章分析﹕美國人

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5％﹐製造業卻佔全球產值的近四分之一。數十

年來﹐該比例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中國製造業產值雖然一直在

增長﹐仍只佔世界製造業產值的約十分之一。 

                                     
10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編﹕《美國年鑒（200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11 中國貿促會駐美國代表處網站。 
12 中國貿促會駐美國代表處網站。 
13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epartment﹐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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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美國工業產值佔全球的 20％﹐中國工業產值僅佔全

球的 7％。14 軍事工業是美國工業的重中之重﹐國防科工委網站

2008 年 1 月轉載《國防科技工業》中的文章稱﹐目前世界一百強

軍工企業中有 38 家為美國企業﹐所佔比例超過三分之一﹔世界軍

工市場中有近三分之二的銷售份額被美國軍工企業佔據。 
今天我們誤以為美國是在放棄製造業﹐也就把放棄製造業當

成“先進行為”在趕超﹐這是大錯特錯了。美國哪是在放棄製造

業﹖人家是把製造業發展得更有利於美國﹗日本也完全是靠製造

業興國的。日本是世界船舶製造王國﹑世界第一汽車製造國﹑世

界第二鋼鐵製造國﹑並且是用國策來推行重化學製造工業﹑使之

“重化學工業化”的國家。 
今天我們想學美國放棄製造業直奔高科技﹐那也先得把製造

業成功轉移呀﹐美國把製造業轉移到世界各國﹐我們行嗎﹖我們

不行﹐又自廢武功﹐全體國民節衣縮食創造的工業體系都不要了﹗ 
不要忘記﹕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國家利益。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從上到下都有著強烈而實在的國家利益意識﹗相比之

下﹐我們似乎只對面子上的﹑嘴上的“國家利益”更看重﹗ 
 

 
就業問題不是孤立的﹐這是一個經濟鏈上的一個環節﹐就業

問題今天如此嚴峻﹐就是其他環節都出了問題。 
近十年來﹐國家對農業幾乎是放棄了﹐一心想著讓農村“城

鎮化”。城鎮化似乎是農民的天堂。如果說城鎮化能使農民廣泛

                                     
14 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馬建堂﹑商務部政策研究室楊正位著網文〈關於“世

界製造中心”的傳說〉﹐http://www.showchina.org/zgjbqkxl/zgjj/200709/t1260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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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那固然好。但事實上城鎮化並沒有解決農民就業問題。農

民到城市只能從事最苦最累的職業﹐而目前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職

業也已經飽和了﹐中國的城市普遍不像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上海那

樣充滿了造血機能﹐能容納不斷擴張的人口﹐中國城市連本城市

的人口都容納不了 — 容納人口意味著有普遍的就業機會。 
2006 年﹐中國有 8.9 億農業人口﹐鄉村就業人員 4.8 億﹔全部

城鎮從業人員（包括農民工在內）是 2.83 億﹐即使其中有一億是

農民工﹐事實上還存在 7.9 億農業人口﹑4.8 億鄉村就業人員﹗面

對龐大的農業人口基數 — 比生活在全歐洲 2370萬平方公里土地

上的歐洲人口還要多出 1.6 億人的中國農業人口﹐讓農民都成為市

民或者儘快成為市民的想法很不現實﹐面對 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

“口糧全球化”決不應該是中國的理智選擇。在這個問題上﹐美

國比我們清醒多了﹗雖然美國的GDP中農業貢獻只佔 1％﹐15 但
美國這個“全球化”的領軍者和最大得益者﹐卻不放心將自家的

口糧去“全球化解決”。美國農業部長認為“數字（GDP）並不

重要”﹐而“如果你今天要吃飯﹐那農業就至關重要﹗”16 美國

農業部長說得真實在﹐但僅僅是“實在”嗎﹖ 
美國有著全世界最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2002 年耕地有 26.4

億畝﹐17 比我國 2006 年的耕地面積還多 6.9 億畝﹐2002 年有 348
萬第一產業從業人員﹐18 348 萬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將近三億的美國

人養活得夠滋潤﹐那是他們達到了高度的農業現代化。一個半世

                                     
15 2000~2003 年數據﹐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epartment﹐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June 2004。 
16〈獨家專訪美國農業部長〉﹐《環球時報》2007 年 1 月 23 日。 
17 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資料﹐見聯合國糧農組織網站http://www.fao.org/statistics/ 
yearbook/vol_1_1/xls/a06.xls。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美國年鑒（200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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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前即 1860 年的美國﹐有著 3144 萬人口﹐19 耕地面積 9.9 億畝﹐

農業勞動者 1.1 萬左右﹐每個農業勞動者平均耕種 90 畝地﹐當時

一千畝土地以上的大農場超過五百個﹐已經實現了農業半機械化﹐

30 匹馬拉的收割機已被投入使用﹐進入 21 世紀﹐美國是 348 萬第

一產業從業人員耕種 26.4 億畝耕地﹐每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平均

耕地 758 畝﹗而我國 2006 年每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平均耕地才六

畝 — 32561 萬第一產業從業人員耕種 19.5 億畝耕地﹗如果我國

要生搬硬套學美國的農業人口比重﹐我國的 19.5 億畝土地任憑它

去拋荒﹖中國的人均農業勞動生產率僅僅只是美國的 1％﹐無論從

國情還是國家利益著想﹐中國都不能放棄農業﹐必須保住自己的

口糧基地和經濟作物基地。必須正視中國有 8.9 億農業人口（2006
年）這個事實﹗ 

要正視這個事實﹐袁隆平的提議是應該重視的﹐就是必須讓

務農的收入超過農民工的打工收入。要讓中國 8.9 億農民活得有尊

嚴﹐必須在經濟上提高他們的地位。中國的農民收入和城市工人

收入其實都是被人為壓低的﹐這不是什麼“經濟規律”導致的。

農民能在城市承受最苦最累的職業甚至忍受屈辱﹐只因為中國的

農村實在太貧困﹐而不是城市對他們有多麼好。但缺乏造血機能

的城市本身空間也有限﹐農民想被“剝削”都難。這就非常需要

國家保護農業﹐比起一錘子買賣的房地產﹐保護農業是值得的﹐

比保護房地產值得多。美國總統在 2002 年 6 月正式簽署了農產品

補貼法案﹐決定在十年內對農業的補貼要比 2002 年時提高 70％﹐

土地保護費用要增加 80％﹐對農業的撥款費用要增加到 1815 億美

                                     
19 1860 年美國人口調查資料（天津醫科大學網站﹕精品課程《信號與系統》第八

章中“美國 1790 年~1980 年人口調查部分數據表”﹐http://www.tijmu.edu.cn/cn/ 
bioeng/signalsystem/lilun-wsjx/j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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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2 年農業部門總產值 2171.95 億美元﹐淨收入 353.23 億美

元）。20 這是為什麼﹖這就是美國農業部長說的﹕“如果你今天

要吃飯﹐那農業就至關重要﹗” 
 

 
其實﹐製造業被放棄也好﹐農業被荒廢也好。這裡是有經濟

規律在起作用的。 
如果我國不是畸形發展房地產業﹐如果政府官員不是因為利

益關係在房地產業中極力摻和﹐那麼﹐房地產業是不可能堆積起

那麼多資金的﹐房地產業堆積不起那麼多資金﹐社會平均利潤率

就會保持在一個恰當水平 — 沒有了無本萬利的誘惑﹐資金是會

隨著“看不見的手”投資到其他利於國計民生的部門的 — 之所

以當前資本到處找“投資渠道”而不得﹐並非是真正沒有投資渠

道﹐而是有了房地產這樣的無本萬利的“投資渠道”﹐其他渠道

都算不得渠道了﹑人們都不甘心以獲得正常利潤為滿足了。既然

什麼樣的投資回報都比不上房地產業﹐既然房地產業的輝煌與

“政府掌握土地”最為相關﹐那麼在未發現其他“好行業”前﹐

要想發橫財就只能全力以赴打通政府關節﹐只能去“投資”房地

產﹗ 
將這樣的投資進行到底﹐中國的就業就成了大問題。要解決

城市就業問題﹐有待房地產業回復常態﹐只有房地產業回復常態﹐

資金才會為解決就業而投放 — 無論是主動投放還是被動投放。 

                                     
20《世界經濟年鑒》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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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98~2006 年部分國民經濟核算部門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單位﹕億元 

基建和更新改造固定資產投資 

年份 

科研﹑

綜合科

技服務

第一 

產業 
教育 

公共管

理社會

組織 

公共 

設施 

管理業 

製造業 

房地產

業開發

投資 

1998 80.73 247.88 499.33 930.91 1097.25 3281.38 3614.23
1999 107.55 325.64 566.04 1061.06 1379.29 2978.79 4103.2 
2000 137.45 387.28 675.42 928.37 1605.46 3279.26 6344.11
2001 159.31 455.63 897.35 1042.13 1861.99 4171.78 4984.05
2002 167.77 610.66 1016.37 1401.66 2423.4 5621.6 8154.36

小計（1） 652.81 2027.09 3654.51 5364.13 8367.39 19332.8 27199.95
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2003 281.62 534.75 1473.64 1840.5 3234.4 10744.09 11216.7
2004 311.8 645.1 1803 2165.6 3882.3 14657.2 14547 
2005 424.5 842.8 1966.9 2438.1 4941.7 20406.6 17098.2
2006 465.1 1118.2 2128.8 2655.8 6171.3 26336 21586.2

小計（2） 1483.02 3140.85 7372.34 9100 18229.7 72143.89 64448.1
1998~2002 年基建和更新改造固定資產投資與 2003~2006 年城鎮固定資產合計 

（1）（2）
合計 

2135.83 5167.94 11026.85 14464.13 26597.09 91476.69 91648.0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2007）。 

 

 

 

 

 

 

 

                                                          

更正﹕《香港傳真》No.2008~53〈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總結改革開

放 30 年〉一文﹐“改革前﹐是單一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純﹐就

越好﹐脫離了生產力而不改變生產關係”一句﹐應當改為“改革前﹐是

單一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純﹐就越好﹐脫離了生產力而改變生

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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