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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視七個基礎性資源可能相對萎縮挑戰
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
઼ۤ̚ົࡊጯੰઘੰܜďࡁտࣶ!!Ղຕ ځ1
我國正在編制“十二五”規劃。編制好一個科學﹑合理的規
劃﹐對於我們抓住國內外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應對國內外世所罕見
的挑戰十分重要。
國際國內﹐國內工作是基礎﹔經濟政治文化﹐經濟工作是基
礎。正確認識國內經濟形勢﹐是科學判斷我們所處歷史方位﹑科
學規劃未來的重要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年特別是改革開
放 30 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不容置疑的鉅大成就。
同時﹐30 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也出現一些新的情況。我們一是
決不能把新出現的相關情況看得過於嚴重﹐對前途喪失信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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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稿於 2010 年 1 月 8 日﹐印《香港傳真》時﹐作者再做少量修改。

至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沒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
思危﹐決不能看不到存在的問題﹐盲目樂觀﹐拒絕與時俱進。胡
錦濤同志曾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寧可把風險﹑困難估計得足一些﹐
也千萬不要因為估計不足而在風險發生時手足無措﹐陷於被動”。
我個人認為﹐在未來一些年內﹐我國所面臨的所有新情況﹑
新困難中﹐可持續發展的七個資源可能出現相對匱乏的情況是最
重要最基礎性的。
第一是土地資源。國土資源部公佈的 2006 年度全國土地利用
變更調查結果報告顯示﹐我國耕地只佔國土面積的 13％﹐佔世界
總量的 8.4％﹐人均僅有 1.4 畝左右。但改革開放 30 年來﹐全國耕
地淨減少了兩億畝左右。兩億畝左右耕地進入房地產商品開發和
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對拉動全國 GDP 的增長﹐增加中央和地方
各級財政收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
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如果今後農業科技上沒有較為重大的進
步的話﹐就不可能再有較多的耕地資源進入商品領域﹐否則就會
與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發生根本性矛盾。2007 年十屆
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代表政府宣佈要堅決守住 18 億
畝耕地紅線﹐而且這一指標要堅持到 2020 年。截止 2008 年﹐我
國共有耕地為 18.2574 億畝﹐守住紅線本身的任務相當艱鉅。2007
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只是恢復到 1996 年的水平﹐但人口卻增加了
一個億。2020~2030 年﹐我國人口可能達到 15~16 億﹐每年需要糧
食 5.6~6 億噸﹐但若無大的科技進步﹐每年我們僅能生產五億噸左
右﹐而現在國際上每年商品貿易糧不過是兩億噸。在極端困難的
情況下﹐糧食是比黃金還要珍貴的物品。我國這個有著 13 億人口
的大國﹐其糧食的生產與供應必須立足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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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政府性投入資源。截止 2009 年 10 月底﹐我國城鄉居
民存款共有 25 萬多億。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行積極
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銀行直接貸款﹐絕大部分已經
投貸出﹐並且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有的項目回收投資可能需
要二三十年時間。政府對經濟建設的投資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一
資源在今後也是明顯減少或受到限制。
第三是物質資源。過去是肥水快流﹐個人﹑集體﹑國營一起
上﹐對開發資源﹑推動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
奪性開採。今後﹐糧食﹑石油﹑水﹑礦產等各種戰略性資源都將
受到很大制約。我國經濟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長。據國家發改委統
計﹐2006 年﹐我國 GDP 總量只佔世界 GDP 總量的 5.5％﹐但消耗
的能源佔全世界的 15％﹐消耗的鋼材佔了 30％﹐消耗的水泥佔了
54％﹐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 3~4 倍﹔我國主要產品單
位用水量比發達國家高出五百多倍﹔我國木材綜合利用率只有
40％﹐而林業發達國家的木材綜合利用率已達 80％。水環境狀況
嚴峻。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
國六百多個城市有三分之二供水不足﹐其中六分之一的城市嚴重
缺水。很多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警戒線的 30％。礦產資源短
缺。目前﹐我國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屬礦產外﹐其他礦產已有三分
之二的國有骨幹礦山進入中後期。我國人均能源可採儲量遠低於
世界平均水平﹐2000 年人均石油可採儲量只有 2.6 噸﹐人均天然
氣可採儲量為 1074 立方米﹐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 11.1％和 4.3％。
2003 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七大石油進口國。
現在國內石油資源對需求的保證程度僅在 50％左右﹐到 2020 年﹐
可能只有 42％﹐對外依存度將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 45 種主要礦
產資源中﹐可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僅有 21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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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環境資源。全國七大水系竟有一半河段存在嚴重污染
問題。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嚴重。全國 75％的湖泊出
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截止 2009 年﹐全國尚有三億左右農村
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前幾年﹐我國污水排放量居世界
第一﹐超過環保標準允許量的 68％﹔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第
一﹐超過環保標準允許量的 77％。全國 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
程度的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鹼化的面積達 1.35 億公頃﹐佔草
原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並仍以每年兩百萬公頃的速度增加。大氣
環境處於嚴重污染水平。在 2003 年監測的 340 個城市中﹐輕微污
染﹑嚴重污染的分別佔 32％和 27％。過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
後治理﹐現在不僅不能這樣做﹐而且對過去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
的投入。從 1993 年起﹐淮河水污染治理已經進行了 16 年﹐各級
政府已投入七百多億人民幣﹐但也僅是維持原來污染的程度﹐沒
有繼續加劇惡化而已。據環保部《2006 年中國環保狀況報告》披
露﹐淮河兩千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的標準﹐
79.7％的河段不符合魚類用水﹐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的標準﹐十
年前淮河還生長 60 多種魚類﹐現在幾乎絕跡。如果現在不抓緊防
治﹐十多年後的長江將是今天的又一個淮河。
第五是國際國內市場資源。我國的 GDP 無非由三個部分組
成。一是國際市場﹐亦即外貿﹕前些年中國進出口增長幅度每年
都達 30％以上﹐可以說已充分享受入世好處。根據國家統計局統
計﹐我國進出口在 2004 年就已超過 1.15 萬億美元﹐佔 GDP 的比
重高達 70％（世界各主要大國一般在 20％左右）﹐國外勞動密集
型產品的市場﹐中國可以佔領的已經基本佔領﹐所以今後中國進
出口再繼續高速增長的潛力有限。2008 年 10 月﹐中國的進出口同
比增長 17.6％﹐但到了 11 月便急速下降 9％﹐12 月份總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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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09 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 23.5％﹐其中出
口下降 21.8％﹔進口下降 25.4％。二是國內市場中基礎設施投資。
2007 年投資率仍高達 42％以上﹐消費率降至 48％。2009 年上半
年﹐我國的投資又為 33.5％﹐如果扣除資源價格下降因素﹐則為
41.2％。這樣較高的投資率很難維持。三是國內市場中城鄉居民消
費。這些年來﹐我國經濟上最大的隱憂就是城鄉居民內需相對不
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報酬佔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
年佔 53.4％﹐2005 年下降到 41.4％﹐15 年間﹐下降 12％﹔近幾年
還在下降。但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報酬都要佔 GDP 的 60％以
上。在我國大陸居民所擁有的金融產品中﹐20％的富人佔有 66％﹐
而 20％的低收入者只佔有 1.3％。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
調可持續發展﹐城鄉居民的購買力是基礎。這些年來﹐養老﹑醫
療﹑教育﹑住房等各項大的改革都已基本到位﹐老百姓口袋裡有
點錢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著八億人口的農村收入明顯增長乏
力。2009 年上半年國內個人消費僅佔 GDP 的 15.5％。現在全國有
四萬億左右的庫存積壓。2009 年粗鋼產量可能要超過七億噸﹐但
市場需求僅為五億噸左右。供過於求的商品佔全部調查商品的比
例可能要達到 70~8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是消費最終決定
生產﹐決定 GDP。東西賣不出去﹐誰還敢投資﹖投資得少﹐較高
的 GDP 的增長率就很難較長久的維持。
第六是勞動力資源。改革開放 30 年來﹐沿海發達地區絕大多
數農民工工資基本上維持在 800~1000 元左右。豐裕廉價的勞動力
支撐了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但我國目前未富卻已進入
準老齡社會。到 2015 年生產年齡（15~64 歲）人員將明顯減少。
等到“80 後”﹑“90 後”進入生產年齡﹐有的可能要兩個人撫養
兩個孩子﹑四個老人。此時﹐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將不復存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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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屆時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將明
顯下降。
第七是外資資源。由於以上六個資源充裕﹐加上我國各項政
策到位﹐外資進入我國後其利益能夠得到保證﹐中國吸引外資水
平繼續提昇﹐連續 17 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我國外資企業的出口
與進口均佔全國總量的 50％以上。外資帶來了經濟繁榮﹐使得中
國 GDP 迅速增加。目前﹐外資進入我國仍會保持一定的額度（僅
2009 年 4~6 月﹐國外“異常資金”進來共有 880 億美元）﹐主要
一是看準人民幣在最近幾年內是昇值的趨勢﹐這些“異常資金”
進來是為了賺取人民幣昇值的匯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們的房
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圖賺取暴利﹔三是收
購我們的關鍵行業的國有和民營企業﹐再包裝上市賺錢或直接
“做黃”以實現其對我國內消費市場的壟斷﹔四是想佔領我們的
服務行業﹐特別是金融﹑保險﹑文化產業等領域。但是﹐我們應
注意外資進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賺錢﹐如果 3~5 年﹑十年八年之
後﹐上述六個資源都有明顯萎縮或受到限制﹐賺錢難度加大﹐外
資這第七個資源也就可能逐漸乃至大量減少。因此﹐在近些年內﹐
我們要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在特定的條件下外資大規模撤離時﹐
給我們帶來的極大的金融及社會等風險。
以上七個資源帶動了房地產﹑高速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
建設﹑汽車工業和外貿出口四個產業的高速增長﹐由此帶動了鋼
鐵﹑水泥﹑化工﹑電力﹑建材等 30 多個行業的超常規發展。由於
以上七個資源的限制﹐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四個產業正在變為“夕
陽產業”。我們亟需尋求和培養新的經濟增長產業。我們要貫徹
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能僅從技術經濟學﹑經濟運
營學的角度考慮問題﹔預測經濟﹑規劃發展也不能僅僅只是關心

6

今年﹑明年﹑後年﹐而應是五年﹑十年甚至 20 年﹐應該有中長期
的戰略考慮﹐從 2020 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上去考
慮。
如何解決未來一些年內以上七個戰略性資源可能相對萎縮的
問題呢﹖我個人認為﹐必須在“十二五”規劃中﹐高度重視轉變
“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中的建設創
新型國家。據 2005 年國家統計局經濟普查數據第二號公報中披露﹐
我國工業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佔銷售收入的 0.61％﹐即使
是大中型企業﹐技術開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 1.7％。國
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8.6％的企業
沒有申請專利。我國科研投入佔 GDP 的比重僅有 1.3％﹐而以色
列為 4.9％﹐瑞典是 4％﹐芬蘭達到 3.9％。以我國企業生產的耐克
鞋為例﹐價格為 200 美元﹐外國設計者可得到 100 美元﹐品牌商
可得 90 美元﹐我們的企業所得僅是十美元﹐工人工資則更是低微。
我國生產一臺 DVD 交給外國的專利費是 18 美元﹐企業只賺一美
元。我國生產的一些產品往往只有 2~3％的利潤。中國的崛起不能
僅靠“汗水工業”﹑環境污染和資源的過度消耗。因此﹐在制定
“十二五”規劃中﹐要高度重視把科學發展觀中的建設創新型國
家戰略貫穿其中﹐切實加大對教育﹑科研和新技術﹑新產業﹑新
產品開發等支持力度。對核心技術我們決不排除並要大力引進﹐
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創﹔在核心技術這一關鍵性問題
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進先進技術。我們與前些年
有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並不缺乏外匯儲備。現在利用外資時﹐
一定要“擡高門檻”﹐高度重視對新技術等的引進。
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就必須從統籌全國的分配入手﹐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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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明顯增加。從中長期來說﹐我們要確保小康
社會的實現﹐就必須培育消費市場。培育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
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還在增大﹐而不是縮小。
從中長期看﹐這必然會制約經濟發展﹐其中包括影響社會穩定。
分配屬於生產關係的範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是﹐我們也
應記住第二句話﹐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分配搞不好﹐最終
要制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研究經濟學﹑指導經濟工作﹐不僅要
從生產力的角度﹐同時更要注重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來研究和指
導。要注重用黨的基本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
們的經濟工作。鄧小平同志在晚年數次提到分配問題。1992 年 12
月 18 日﹐鄧小平同志說﹕“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
資本主義去了”﹐“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
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 2 如何
理解“內仗”﹖很值得我們深思。1993 年 9 月 16 日﹐他與弟弟鄧
墾談話時又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
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 3 江澤民同志也多次強調解決分配
不公問題。早在 1996 年他就明確指出﹕“理順分配關係﹐是我們
面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目前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問
題……直接關係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關係企業發展的後勁﹐關
係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把解決分配領域的問題提
到重要日程。” 4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有很長一
段專門講了解決分配問題並指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收入分配
問題﹐並進一步加強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以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
2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1356~1357 頁。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第 1364 頁。
4
《江澤民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57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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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係”。5 前不久召開的 2009 年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同志又明確指出“增加城鄉勞動者勞
動報酬”﹐“加大國民分配調整力度”。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
志和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解決分配問題﹐有著十分深
刻的意義所在。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在具體工作部署中扎扎實實﹑
有效地解決分配問題。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
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還會影響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當然﹐我
們也不能一下子把人們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義的老
路。但現在的主要傾向並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問題。
我們應該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而應
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從當今時代的特點和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
出發﹐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這個根本利益應該是
個人和集體﹑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長遠利益的有機統一）。要堅
定不移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從統籌中國整個的﹑根本長遠的發展
的高度﹐來調整我們目前的分配政策。
從一定意義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
方式”刻不容緩。這“一個轉變”和“一個調節”是當前經濟社
會可持續發展的“牛鼻孔”。抓住了這兩個“牛鼻孔”﹐就牽住
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就可能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5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第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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