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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观 
 

高梁 

 

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经过

30多年不懈的努力，应该说，改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已大体成型。 

“深化改革”成为中国当下的广泛共识。下一步深化改革向哪里

走？18 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无庸

讳言，不同的人论及改革，对“改革”一词的实质内涵的理解，存在着

深刻的差异。最明显的分歧就是：所谓“市场取向”改革，要不要坚持

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还是淡化或取消社会主义，

                                     
1 中共 18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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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和西方自由主义“接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涉及国家根本制度

和道路的分歧。当然，这一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不是一篇短文

能说清楚的。 

 

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大暴露。“冷

战”结束，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推行，带

来种种恶果：跨国资本垄断、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金融投机势力对

发展中国家的掠夺，等等。西方知识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形成了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潮流。 

但这个思潮在中国国内没有得到很大反响，特别是所谓“主流”思

想界对此反应冷淡。这和我国 3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关联。 

从 1980 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就是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破除旧的

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放开私人经济进行的，这和当时以“撒切尔~里

根主义”的开始流行有某种共通之处。当时，国内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

破除“左”的教条的束缚，回归实事求是学风。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扩

大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分析工具，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的

意识形态，以致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被边缘化。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

形成由来已久，要厘清其错误影响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体制束缚，激发

了社会经济活力，确实是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为此，社会上

普遍存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建设成就的惟一因素”的印象。这

一印象被自由主义学者们刻意放大，他们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渲染“计划

经济一无是处、中国发展的成就仅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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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干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等片面、绝对的论调。在一些人

看来，“体制”就是万能分析工具，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市场”是惟

一的灵丹妙药，而私有化就隐含在市场化之中。而对于世界上不少同样

实行或引进“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的市场机制为何未能有效推动发

展，则避而不谈。 

关于国有经济的地位与改革方向、市场和政府功能的边界问题，始

终是争论的焦点。在自由派那里，讨论任何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彻底”，

只有“市场化、去行政化”才是出路。其逻辑很鲜明：“市场才有效率”。

对他们来说，市场就是价值，就是“政治正确”；“市场经济”最好取

消“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或生造种种“新”的社会主义概念）。对“中

国道路”和“中国特色”则一口否定其存在价值。总而言之，就是要无

条件“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 

关于“中国道路”的主张，概括地说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都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工具；坚

持共同富裕的理想；坚持维护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保障人民共同幸福和实现民族振兴，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导

地位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并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 

两种思想路线分歧的本质，是两条道路之争、大是大非之争。 

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对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不

小。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思路，对“惟市场、惟私

有产权”的绝对化的思想和政策诉求，给予明确的拒绝。 

 

二 

 

只要对中国百年来经济发展，特别是新中国近 70 年的经济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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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研究，就不会轻率得到“前 30 年一无是处、市场化是惟一灵丹妙

药”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其基本前提是：第一，中国经历

了 20 世纪艰苦卓绝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摆脱了饱受

帝国主义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第二，在

计划经济的动员体制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成独立自主的，全

民所有的工业、科教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全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

而有条件在开放引进中保持本国经济的主体地位、保持了国家调控经济

的能力；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培养了广大人民的平等意识和参与

意识，促进了社会的团结与向心力，政府的管理和动员能力空前提高。

归根结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切恰恰是多数发展中

国家所不具备的。 

党和政府在领导和推进改革、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基本保持了

清醒思考和独立决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一

方面，坚持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部门保持掌控能力，另一

方面，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兼顾“维护稳定，照顾多数人利益”和“促进

发展”两大目标。在渐进市场化的同时，鼓励发展其他经济成分，使市

场环境逐步形成完善，企业逐步适应市场并学会和外国公司竞争。正因

为没有盲从“转型”理论教条，不搞“一步到位私有化”，从而避开了

拉美和东欧的陷阱。 

看不到这些因素，就无法理解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

许多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别如此之大，就会陷入片面性和绝

对化。 

以上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学者那里，

他们宁愿对此装聋作哑。他们看到的或相信的，只是符合自己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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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三 

 

研究比较国外案例，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深入认识经济制度、

运行机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开阔眼界、

破除对市场原教旨的迷信。 

私有制和市场制度，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中，而不同历史时期

的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在当代工业和信息化

时代更是如此。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禀赋、社会政治条件、国际

环境、人民素质、国家发展目标、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是影响

经济运行效能的因素。制度（例如“市场化程度”）只是决定经济运行

绩效的诸多因素之一，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这一因素

的作用才能看得清楚。 

1980 年代，为推动改革所需，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体制的研究，

偏重介绍市场经济的正面效果，如西德 1948 年放开经济统制后“来自

竞争的繁荣”、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以及 1970~80年代东欧

经济改革的经验。而对那些因听信西方劝诱实行“去国有化、去行政监

管”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如南美）则讳莫如深。 

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则一统天下，贸易、投资

自由程度空前提高。由 WB 等组织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私有化、

市场化、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在全球各地推行。东欧诸国和俄罗斯推

行“休克式”市场化转型。中国改革开放加速、成为“世界工厂”。“金

砖五国”崛起。 

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 20 多年，其总体效果如何，它的负面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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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美国（及西方世界）资本对低成本的追逐，使得传统产业大规模外

移，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美国持续多年贸易逆

差和财政赤字导致巨额债务，顺差国的外汇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推动资

产价格上涨，再形成金融泡沫债务累积，导致 2008 年波及全球的金融

风暴。很明显，危机既是西方经济金融化、脱实向虚的恶果，也是全球

化条件下经济结构失衡的恶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以新的形式顽

强地证明自己。人们会问：全球化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吗？ 

首先看看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1980 年代中后期，拉美一些国家因深陷债务危机，接

受了美国及 WB 等组织“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的要求，将国有大银

行、重要国有企业出售。自 1990年代后期，经济停滞、金融危机不断。

典型如阿根廷，因金融命脉和重要产业被外资掌控（1997 年外资银行

比重达 52％），加之进口商品冲击、外债增长、经济衰退，2001 年爆

发债务~金融危机，引发严重社会动荡。毫无设防的“融入”政策为跨

国公司的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民族工业被严重削弱的结果是损害政府行

动能力。这应该是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东南亚：受美国诱迫，1990 年代起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

国放开金融管制，“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楼市和资本市场“虚火”，

给国际金融大鳄创造了机会。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倒

退多年。 

东南亚和拉美的前车之鉴说明：当今的全球市场是极度不平等的市

场，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场。不论在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的主导地位没有变。在不对等的市场环境中，自由贸易、自由投资

总是有利于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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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竞争条件，后进国家的市场是否要开放、或开放到什么

程度，对本国幼稚产业是否应该、或在什么程度上加以支持或保护，这

属于发展中国家头等重要的经济战略选择。以一国的某个很短的历史时

期的经验，来支持无条件、无底线开放或“融入”全球化的论调，是十

足的理论浅薄。 

再看看新自由主义在前苏东转型国家的“成绩单”。 

东欧：1990 年代初，伴随着私有化、市场化转型，很多国家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严重者如匈牙利，1990~1993 年 GDP 下降了

近 20％。国企挂牌寻找“买主”，使其工业和银行业很快被外国资本

控制。 

苏联 1991年解体，1992年俄罗斯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步放开

市场物价，随即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广大群众沦为贫民。1992 年 20

万家各类中小企业被拍卖或MBO，至 1994年，又有三万家大中型企业

股份化，其资产按每份一万卢布（时值 25 美元）的“私有化券”分给

每位公民。其后，为解财政之危，政府分步将大型企业、矿山、油田挂

牌出售。据报道，12.5 万家中小企业平均卖价仅为 1300 美元，五百家

大企业（账面资产 2000亿美元）出售，国库只收到 72亿美元。极少数

权势者“空手套白狼”摇身变为坐拥亿万的寡头，呼风唤雨，左右舆论

与政局。随后是巨额财富滚滚外流。据统计，私有化期间，因资产低估

转手、贪官侵吞，公共财富损失约 1.7 万亿美元，相当于 1996 年GDP

的 4.2 倍、二战时损失的 2.5 倍。机械、电子等制造业企业成片消失。

1989年俄罗斯GDP是中国的两倍多，到 1999年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不到两亿人口的俄罗斯，失业人数竟达 2500 万（注意这一期间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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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国企大转型和经济低增长期）。2 

为什么同样引进市场竞争，东欧、俄罗斯和和中国的结果截然相

反？国内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如下： 

“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

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

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

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

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

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

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

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

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

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

业。”3 

据知情者介绍，前苏联内部的各地区（加盟共和国）之间，工业分

工明确，各地区结构单一。国家分裂后原来的内贸变成外贸，产业链立

即被掐断。几年后贸易联系恢复，企业早已“饿死”，人员失散，原有

能力再无法恢复。而且，以俄罗斯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其“休克改革”

不可能指望得到像东欧小国那样的外部援助。对比我国的经验，这明显

是“休克改革”思路本身的致命缺陷！ 

1980 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十分关注东欧经济改革经验。当时有东

                                     
2 以上内容，部分参考李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求是》2014 年第 16

期。 
3《陈平：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了吗？—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摘自观

察者网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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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学者向我方建议搞“一揽子”改革，极力反对以“双轨制”为代表的

渐进思路，理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

“一揽子”就是休克。“休克”改革的灾难性后果，今天已经无可争辩

了。 

当年俄国的盖达尔、丘拜斯等“改革智囊”和美国教师爷共同设计

推进“激进转型”，博得西方一片喝彩。后人看这段历史，一个曾经令

全世界敬畏的工业科技大国，因人为的政策失误而急剧衰落、全民蒙难。

这班缺乏经济实感、仅靠从西方书本抄来的教条就敢搞事关国运的“顶

层设计”的“智囊”，只能列入“书生误国”、“民族罪人”一类。 

从今天世界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出发、而

不是从纯“学理”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鼓吹后进国家对

外全面撤除防护屏障、对内撤除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拆除国家支柱企

业、放纵私人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诉求，是不折不扣地为资本、特别是为

西方大资本剥夺后进国家人民血汗鸣锣开道的工具。认识新自由主义的

本质，警惕其对我国改革事业的误导、清算其对我政策的影响，是十分

重要的任务。 

 

四 

 

我国的经济改革研究领域，长期存在或盛行“市场化”迷信和“为

改革而改革”的倾向。不少人固守 30年前的老经验，将国企产权改革、

反垄断、鼓励非公经济、减少政府干预等诉求绝对化。经济学者多偏爱

西方“纯理论”，缺乏对工业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对我国工业面临的国

际竞争态势、自身状态、前进方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也是若

明若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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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 40 年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

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医疗教育市场化加重人

民负担，住房市场化催生金融泡沫，文化体制市场化导致媚俗化，等等。

一些人大力宣扬，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府管的太多”、贫富分化是因

为“官员腐败、国企薪酬过高”，而且“改革中的问题还要靠深化改革

解决”…… 

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冒用“改革”的名义，为资本辩护、为外资

辩护，挖国有经济墙角，限制政府正当的调控能力。至于所谓“市场化

（私有化）”能减少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能解决“唯利是图”的市场

逻辑和医疗教育文化公共性的矛盾，纯属强词夺理，越来越没有听众。 

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论，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多年来一些知名

学者不遗余力地唱衰国有经济，所谓国企“腐败低效垄断、和市场不相

容”，要国企“靓女先嫁、退出竞争领域”，甚至堕落到煞有介事地用

数理方法证明“腐败有理”、大声疾呼国企加快“MBO（监守自盗）

改制”。如果中央没有听这些专家的，就拐弯抹角地批评“改革空转”，

“穿马甲的计划经济”之类，似乎只有他们才得到了改革的“真传”。 

决策层没有采纳这些近乎无赖的意见。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有企

业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企业结构趋于优化，实力提升，

活力增强。在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中，国有企业始终是可靠的基本队伍，

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是

任何人否定不了的。如果按“改革专家”们的调子彻底搞“国退民进”，

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将被抽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将被摧垮，工人阶

级将彻底沦为“弱势群体”，更遑论共同富裕。多年的经验教育了我们，

不能稀里糊涂地钻进国内外居心叵测者的圈套！ 

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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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政策，也有不少值得检讨之处。仅就工业方面举几例： 

（1）改革政策的着眼点，仅限于推进国内市场化和“反垄断”，

忽视全球化条件下强势外资的挑战，开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

过于相信“自由贸易”教条、单方面对外资普遍优惠，放任外资扩张渗

透。面对跨国公司的系统竞争优势（规模、组织、技术、国际营销等），

缺乏应对思路和相应政策。 

（2）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受“惟GDP、比较优势论”影响。“引进

消化吸收~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方针一度淡化，推动战略性产业

自主升级政策执行不力。缺乏对大型骨干企业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惜

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自生自灭。政府抓 GDP 偏爱招商引资，忽视培植本

土产业、忽视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发展主导权部分旁落。 

（3）淡忘“以我为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战略，迷信“市场换技

术”，耽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买技术成果＝获得技术能力”幻觉；

政府协调的行业攻关~产业化机制被弱化，形成分头引进，对西方技术

封锁被动应付，被动跟随。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削弱了自主创新的意志和

能力。 

经济发展方针要坚持以我为主、要让经济发展的收益惠及多数群

众。要以自主科技创新增强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要坚持和加强国

家对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只有明确以上基本目标，

才能明确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最低限度规模，才能根据实际的发

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政府职能和“市场决定”的

边界，而不是仅仅以某个外国书本为依据。 

中共 18 大报告中说，我们不能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要特别注意清算新自

由主义的影响，警惕内外勾结、诱骗我们改旗易帜的图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