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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強推薦：2004 年的討論時過境遷。國有企業改革成敗關係中國道

路的前途≠錢途，繳過學費，值得進一步提高認識。我不贊成“國有產

權不清晰”— 誰能隨便往家裡搬東西？我不贊成“誰的資產誰關心”

的私有制邏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眾多國企海內外上市，有

20 多年沒分紅的，是韭菜們“誰的資產誰關心”改善的企業行為？資

本家向錢看 300％利潤不惜圖財害命。國資委扮演所有者關心資產增

值，改革永遠在路上。懇切推薦關注崔之元發言的學術信息。在我熟悉

的同輩裡，他讀書最多；比討論的諸位多出不止一個數量級。記得梁漱

溟感慨過，讀書越多，和那些不那麼認真的討論，話趕話，來不及交代

來龍去脈。 

經濟學說“私有制”和“理性經濟人”一樣是抽象假設。實際制度

建設，從來都是開放課題。舊約、新約、可蘭經根本否決土地私有。“而

且每個社會都認同這樣一個觀念：事實上土地不能被佔有。”1 教會財

                                                
1 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變遷史》7 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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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公有，修道院集體所有、僧侶參加勞動，兩千年了。舊中國寺院道觀

的廟產，學校書院的學田，南方大量一村一姓的族田，范仲淹創建的“義

莊”歷經宋、元、明、清上千年，都是土改對象。日本大企業法人交叉

持股，企業破產清盤，產權都無法還原到私人；終身雇傭制和企業宿舍

舉世矚目。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主要特徵是投資、退休、社保基金等機

構大比例持股。香港土地公有，多年評比最自由經濟體；港幣掛鉤美元

的價格固定，自由兌換的國際金融中心。美國學校、體育場館、圖書館、

博物館、音樂廳等公共機構的建築標識“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

“閒人免進”標識“私有領域”private area。大陸國企香港上市，停牌

退市叫“私有化”。美國 1950 年代初，朝鮮戰爭如火如荼，軍工訂貨加

徵超額利潤稅累進 82％；麥肯錫掀起反共高潮，個人收入所得稅累進

91％ = 落實《共產黨宣言》第二款。2 1789 年傑斐遜提出廢除遺產繼

承，同理廢除貴族世襲；59 年後寫入《共產黨宣言》。美國落實遺產稅

1976 年累進 77％。3 如此算下來，最高收入 9％乘以最多遺產 23％ = 私

人財產 2％不再侵犯了。《共產黨宣言》最重要的第一款是地租國有。4 

                                                
2“例如，在 1951~53 年朝鮮戰爭期間，某些公司在每元超額利潤中，要繳納 82 分的

稅，自己僅得 18 分。”1976 年“當財產收入達一千萬美元時，69.7％要繳納政府。納

稅額的限度接近但不到 70％。對於純粹為工資和個人工作的收入，最高稅率僅僅為 50％ 

— 遠低於 60 年代的 70％或 50 年代早期的 91％的最高點。”（薩繆爾森：《經濟學》上

冊 234 頁 1 註，236~237 頁，商務印書館 1981） 
3 Darien Jacobson 等：〈The estate tax: Ninety years and counting〉，美國國家稅務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網站。 
4“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裡當然會是不同的。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下

面的措施：1、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2、徵收高額累進稅。3、廢除繼承權。

4、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

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6、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7、增加國營工廠

和生產工具，按照總的計劃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8、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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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地主（私人、集體、機構或國有企事業單位）不勞而獲的地租和土

地溢價，法國魁奈、米拉波，英國斯圖爾特·穆勒、斯賓塞，美國亨

利·喬治紛紛提出土地國有出租和徵收地價稅。5 臺灣土地“既非公有

制，更非私有制，”城鎮土地法定地價稅累進 30~90％，漲價四倍以上

全部歸公。6 張維迎猛烈抨擊政府干預是“強盜邏輯”，不知哪個發達

國家私人能有數百數千套住宅？畢加索和戀人海邊度假，半年未回巴黎

著名畫室，照例收到政府通知：繼續空置，按規定要拍賣了。 

概念化爭論公有、私有，一大二公≠社會主義，私有財產不可侵犯

≠資本主義。如果說“誰的資產誰關心”適合小商販小飯館，首鋼一座

高爐兩三億元，25 歲爐長大學畢業，“誰的資產誰關心”得了嗎？尤其

關係國計民生和產業領軍的大企業，必需科層組織、紀律和專業分工，

而且不能簡單向錢看。向錢看，來錢最快的是錢買錢~錢生錢的投機賭

博。市場經濟離不開錢，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幣服務，亟需探討保障多

數人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設。真理多走一步，左右都是謬誤。失之毫釐謬

以千里。張維迎愛說“無知  無恥”相輔相成：“現實生活中，批評

別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當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7 果不其然，吐痰

改革、靚女先嫁和冰棍理論，篤定足夠資格成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的教案了。 
 

                                                                                                                                          

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9、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

10、對一切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

教育同物質生活結合起來，等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 卷 272~273 頁，人民出

版社 1972） 
5 喬治：《進步與貧困》323~397 頁，商務印書館 2017。 
6“是合乎時代潮流，應乎國情需要之新土地制度，”（趙淑德：《中國土地制度史》序

言 1 頁，222~225 頁，臺灣三民書局 1988） 
7 張維迎：《理念的力量》2 章〈無知與無恥〉61 頁，西北大學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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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点评“郎咸平”事件 
 

乌有之乡  范景刚整理8 
 

乌有之乡邀请我讲讲“郎咸平”事件，我认为很重要，只是我 8

月份刚回国，还没有安顿下来，上网也不方便，很多信息掌握的不很全

面。但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正在做更系统的研究，今天我就自己

目前掌握的信息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我这次点评主要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郎顾之争”（郎咸平与顾雏军）的话题。香港

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上海发表了有关格林科尔公司在国退民进中

狂欢盛宴的论文和演说，引发了“郎顾之争”，顾雏军在香港起诉郎咸

平。我认为顾雏军似乎更应该去起诉《财经》杂志。从 2001 年开始，

《财经》杂志就收录了三篇非常详尽的报导，来揭露格林科尔的问题，

我仔细阅读以后发现，《财经》杂志在很多细节方面比郎咸平的文章提

供了更详细的揭露，郎咸平是从会计图表方面做了一些理论的分析。所

以我们把郎咸平的文章与《财经》杂志的报导联系起来看，思路才能更

加连贯。这三篇报导已收入《黑幕与陷阱》一书。这本书由《财经》杂

志编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作序。我给大家念一段书中的话，“从

2001 年上旬开始，以《财经》为首的国内媒体同时对格林科尔的商业

模式，它的主要产品作用、功效，及创始人顾雏军的历史产生质疑，引

发了媒体及社会各界对这家企业的关注，疑问不断加大。格林科尔的股

价，半月内暴跌 50％，从 3.3 元跌到 2 元以下。” 

                                                
8 2004 年 9 月 26 日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在乌有之乡的讲座记录

（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angtang/2010/12/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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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我简单的概括一下：格林科尔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主要向它提供制冷剂的是天津格林科尔

公司，这家公司是顾雏军私人所有的全资子公司。2001 年底，格林科

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向天津格林科尔公司预付 2.3 亿

元购买制冷剂，2002 年 4 月，顾收购的广东顺德科隆公司宣布向香港

格林科尔购买价值 2700 万元的格林科尔制冷剂，6 月，科隆公司新任

管理层到位后，又准备继续向格林科尔购买价值为三亿元的制冷剂。通

过这条买进卖出的交易链，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科隆公司的资金流入

香港格林科尔（该上市公司本身是销售公司），而香港格林科尔的资金

又流入了天津格林科尔顾雏军私人所有的全资子公司。这个过程很清

楚，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关联交易，所以我说顾雏军如认为郎咸平的分析

有误，他应该先起诉更早就报导该消息的《财经》杂志。什么是关联交

易？关联交易实际上就好比我桌上这个杯子，它本身正常市场价值 10

块，但如果几个公司是有关联的，往往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母公

司用一万元来购买这个杯子，即形成了关联交易，实际上是向子公司进

行资产转移，是对母公司小股民的剥夺。这是各国证券法都严格禁止的

行为。《财经》杂志详细报导了香港格林科尔公司与天津格林科尔公司

及科隆公司三者之间的关联交易，很严肃地质疑了顾雏军。记者很想去

采访天津格林科尔公司，因为它以2.3 亿元卖其制冷剂给香港上市公司，

但其实际产量根据天津市工商局的检查只有 50 万吨的年产量，根本就

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而且记者去的时候保安阻拦，记者是根本不能

进到厂房里的。而记者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工厂仅有上百人在上班，

并了解到这里的人员变动很大，基本上是几个月就换一批人。也就是说，

支持香港上市公司的天津格林科尔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如此小规模的公

司。记者惊异地指出：格林科尔香港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竟说它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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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三年中增加了 3300 倍。它自己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制冷剂生产企

业，其 94％的产品销往欧洲和加拿大等地。但真出口就要有出口退税，

《财经》的记者去海关查了出口退税单，海关人员回忆，2000 年一季

度只有五万多元。有人曾来咨询格林科尔公司的情况，海关于是咨询格

林科尔有没有必要再办理出口退税，企业答复是自己规模小，没有必要

办理，只有五万多元这一笔。 

记者的判断，顾雏军如认为是不可信的，可以去起诉《财经》杂志，

使我们大家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点评的“郎顾之争”，实际上就一

句话，就是郎咸平并不是主要针对顾雏军，而是列举的一个例子，来探

讨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 
 

这样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方面的点评，就是对所谓的“郎周之争”。

当郎咸平挑战格林科尔以后，国内经济学家有一段时间比较沉默，然后

张维迎有一个回应，比较简短，说是要善待企业家。系统的回应是北京

大学的周其仁教授作出的。我觉得比“郎顾之争”更重要，更有一般意

义的是“郎周之争”。周其仁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是企业的交易各方是一

个自由契约的交易方式，局外人没有发言权，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的集

合。我觉得这是周对郎批评的主要依据，当然他还提了其他许多方面，

比如郎咸平是从台湾来的，没有经过我们中国以前许多的体制，所以就

没有发言权。这种批评大家是不会认真对待的，因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

的，我看到网上左大培的回应，他说如果公共汽车上有一个人看到小偷

在偷别人的钱包，他能不能说？显然是有权利说的。但周其仁的理论观

点值得认真讨论。他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交易的集合，包括劳动者和经

理，经理和股东，交易是自愿的自由契约，自由契约只有当事人知道合

理不合理，别人永远不清楚。我念一段周其仁的原话：“海尔集团是产

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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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序

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决。海

尔资产形成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过郎咸平的指导；现在要界定海尔的财

产关系，为什么非要你来搅和不可？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

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

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

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很清楚，周

其仁把现在很流行的西方产权和制度经济学拿来运用，认为交易如果有

一方不满意就不会成交，因此局外人没有发言权。我觉得这个观点在国

内非常流行，而且挺深入经济学界的人心的。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研究员刘小玄女士，她做民营企业的案例研究给我很多启发，但

是她质疑郎咸平的文章误导国有企业改革，说当事人的自由契约关系局

外人不应该评论，评论也没有道理，你说价格不合理，你怎么知道是低

价？当事人也没觉得是低价啊。 

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回应周其仁和刘小玄。自由交易能成立的

条件是交易的主体双方是相对平等的，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

或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则自由契约是无效的，西方的法律也是这样认

为的。周其仁的理论把西方的契约交易简单化了，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

度也在规定了自由契约权利的同时，规定必须保证交易双方的相对平

等，如果不平等，必须通过政府或者法律的手段来使双方的交易手段重

新变得平等。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反垄断法，美国企业的合并按照自由

契约来讲都是自愿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反垄断法呢？微软为什么会不

断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呢？虽然交易是自愿的，但是如果认为它的交易

量太大，影响到了其他企业的竞争，造成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就要通过

反垄断法来制约，重新导致交易双方的相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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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讲，我认为对周其仁的回应的关键，在于认清自由契约

必须是在相对平等的主体间才能有效，前几年张维迎、周其仁等大量介

绍西方的产权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等等，这些学说影响非

常大。但是最近几年来，西方企业理论的最新的进展实际上强调企业不

仅仅是自由交易的组合，而且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集合。我可以举一个例

子来说明这一点，周其仁的文章嘲笑郎咸平，说郎的文章里经常使用“剥

削”这个词，而“剥削”这个词在他看来是很可笑的，现在居然还有人

使用“剥削”。经济学家在自由交易契约里怎么会认为有剥削呢？我再

念一段周其仁的原话：“几年前，我当面听他（指郎）讲亚洲和香港资

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

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

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但是郎咸平的文章里确实常出现剥削一词，

比如他编的教材，叫《操纵 — 机构投资人与大股东操纵策略案例》，

我向你们大家推荐这本书，我觉得很重要，它搜集了西方国家、香港和

中国大陆的操纵案例，主要是关于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实际上大家

在西方主流的金融学，法学和经济学杂志上查一下检索，就会发现大量

的文章是研究剥夺、操纵、淘空、剥削等等。 

刚才所讲的《财经》杂志的报导，顾雏军把香港上市公司的资金拿

来高价购买天津公司产品的行为，就是利润转移，就是对香港上市公司

小股东的剥夺和剥削，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所广泛使用的一个词，实

际上很普遍，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故弄玄虚，用很

惊讶的口吻来说这个事情，我不得不澄清一下。我在《读书》杂志上有

一篇文章，介绍俄罗斯私有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当时我介绍加州伯克利

大学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默（Paul Romer）1993

年所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阿克洛夫和罗默是两位世界一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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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前者与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并称“不完全信息经济学

之父”并同获诺贝尔奖，后者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使人。他们的关于所

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是针对美国 1980 年代末的“储蓄与贷款协会”（一

种以经营房地产为主的银行）破产而提出的。在他们的论文〈掠夺：为

获利而破产的经济地下世界〉发表前，经济学家们一般用政府提供存款

保险导致银行投资不谨慎来解释储蓄与贷款协会的破产危机。但是，在

阿克洛夫和罗默看来，不谨慎（即投资于风险过大的项目）并非破产主

因，因为许多投资是在明知项目不可行的情况下作出的。真正的原因是

所有者通过破产而掠夺该企业资产。他们认为，资深调查记者所写的“盗

窃通行证”和“空前的银行抢劫”比许多经济学家想当然的“不谨慎投

资”解释更接近现实。那么，所有者如何掠夺该企业资产呢？阿克洛夫

和罗默提醒我们回到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 
 

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 
 

据此，阿克洛夫和罗默建立了所有者掠夺该企业资产的一般模型。

其要义是，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这是

现代企业制度的常态），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

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

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这就是阿克洛夫和罗默所谓“为获

利而破产”。 

受阿克洛夫和罗默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的影响，两位曾任俄国

私有化法律顾问的美国法学家指出了俄国私有化的 27 种形式。他们是

斯坦福法学院的布莱克（Bernard Black）教授和哈佛法学院的克拉克曼

（Reinier Kraakman）教授。在〈俄国私有化与公司治理：错在何处？〉

一文中，他们认为，私有化以后的企业的新所有者（有控制权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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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一个选择：是创造企业价值还是掠夺（build value or loot）？如果

新所有者选择改善生产，他在新增企业价值中可以得到与他的股份相应

的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可能小于他选择掠夺的所得。在此，“掠夺”

是指有控制权的股东盗窃企业的“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把

原本应归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资金（如工资，少数股东的分红，应偿

债务和税收）据为己有。布莱克和克拉克曼以大量材料证明，在未来高

度不确定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掠夺起家的新所有者将继续盗窃自己控

制的企业，而不是改善发展生产。 

该企业的资产他们还能掠夺，怎么会进行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

是俄罗斯的金融大亨托塔宁，他控制的银行以 15％的利率从国际金融

市场上贷进美元，由于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国内利率非常高，在

一段时间内大约有 50％，托塔宁很轻易的把从国际市场上以 15％贷来

的资金，以 30~35％的利率给俄罗斯企业贷款，他明明知道许多项目是

不可行的，或者一旦卢布贬值，许多企业根本不能偿还贷款，但他还要

做，因为这样一来，托塔宁膨胀了前期会计净资产，从而增加了所有者

的分红。事实上，当 1998 年卢布贬值了 34％以后，银行下辖的企业纷

纷破产，但是托塔宁和其他股东已经在前一个会计期里赚够了，这就是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所有者掠夺该企业的资产。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制度经济学

和产权理论的局限，强调企业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组合，而不仅仅是契

约的组合。最近，钱颖一教授主编了《比较译丛》在中信出版社出版，

其中有一本芝加哥大学两位金融学教授的书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

本主义》，作者就是从权力关系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作者之一

刚刚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权力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例

子就是“金字塔控股结构”，这恰恰是郎咸平在西方的一个主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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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 世界各国经济中控股结构的比较。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是郎咸平有关公司治理的论文集，在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杂志《政治

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发表，现在中文版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公司治理》。郎咸平在《金融经济学》发表

的论文的引用录全世界第一。这些文章比他的一些讲话更系统的反映

了他的观点，他主要的研究之一就是关于“金字塔控股结构”所造成

的大股东对广大中小股东的剥夺。我刚才讲的“格林科尔”的例子和

国内广为人知的德隆破产的例子（根据他的分析几年前就做出了这个

预测），表明“金字塔持股结构”是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剥夺普通

股民资产的很重要的实例。 

郎咸平在〈格林科尔的狂欢盛宴〉这篇文章里面列举了七种瓜分的

方法，我前面介绍俄罗斯的私有化中，有 27 种瓜分的办法。其中最重

要的一种，正好和郎咸平不谋而合的就是“金字塔控股结构”。俄罗斯

的情况是：别列佐夫斯基 1997 年控制了石油控股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

司，该公司又利用在其子公司占 61％的股份，在别列佐夫斯基接管之

前，子公司 1996 年盈利是六亿美元，但他接管以后的 1997 年盈利居然

是零。为什么呢？因为别列佐夫斯基不顾其他小股东和职工的反对，将

子公司的盈利全部转移到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别列佐夫斯基的做法在俄

罗斯石油大亨中具有普遍性。例如曾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的首富托塔

宁，也是通过另一家石油控股公司来掠夺从事生产型子公司的资产，掠

夺完后，托塔宁不惜将子公司破产。这和格林科尔香港上市公司利用远

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资金，购买在天津完全不成规模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

逻辑。 

郎咸平用下图说明“金字塔控股结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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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家族 

| 51％ 

公司 A 

| 51％ 

公司 B 

| 51％ 

公司 C 

| 51％ 

公司 D 
 

这个家族控制了公司 D 的 51％的股权，但是它的对 D 的实质所有

权只是 7％（=51％*51％*51％*51％）。郎咸平总结道：“家族可以将

公司 D 的资产以低于正价出售给控制性家族，或向控制性家族购入高

于正价的资产。这类交易有利于家族，因为他们对底层公司拥有权低

（7％），但控制权高。以下是一个例子：控制性家族向 D 公司购入了

一批低于正价 100 元的资产，家族通过公司 D 的亏损是 7.6 元

（100*7.6％），但是利润却是 100 元，由此可见，这项交易的净利润

是 92.4 元，也就是剥削少数股东的利益。”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考“金字塔控股结构”，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

系，实际上还有一个含义很深的问题，我们前些年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

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必然是软预算约束，而西方企业是硬预算约束。不

仅公司本身是有限责任，而且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也是有限责任，这就

产成了可以利用金字塔控股结构来掠夺子公司。而子公司破产以后，母

公司并不需要负责，母公司负担的是有限责任，那么实际上的软约束在

西方企业是大量存在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我现在没有时间

来探讨。我 1999 年出版的《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集中讨论了西方

的这种软预算约束，可以对我们中国企业改革提供一些思路，对西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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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而不要简单的认为他们就是硬预算约束，来构成

我们的改革方向。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

核心，最主要的理论代表就是亚当·斯密，但是亚当·斯密恰恰反对公

司只承担有限责任，他认为公司只要是有限责任，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

所有者并不承担全面的风险，一旦企业倒闭，或者企业投资失败，它可

以把企业的债务全都转嫁出去，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损失。张维迎等经

济学家为私有资本家辩护，说因为所有者承担着风险，一旦破产就要倾

家荡产。但是在有限责任的情况下，他并不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强调的

是企业是一种权力关系的集合，而不仅是契约的集合，但我不否定契约

也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契约才能发挥它好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我想再点评一下 MBO（管理者的收购）。郎咸平认

为这种方向的国企改革应该停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说

法，我却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合理，很多人把它等同于反对改革，是扣了

一个完全不合理的帽子。 

我举一个例子，当时俄罗斯休克疗法最主要的西方顾问，当时哈佛

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是俄罗斯休克疗法最坚定的主张者。但他看到俄

罗斯今天的经济已经变成少数几个寡头控制一切，整个经济是一种半犯

罪的经济，而且生产严重下降。有三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

俄罗斯已经基本上非工业化了，只有靠向国际市场输送石油和天然气，

最近温家宝总理到俄罗斯访问，谈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卖俄罗斯的石油

和天然气，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 1989 年的 50％以下；第二个

就是俄罗斯已经是非货币化了，这是很讽刺性的，因为市场经济应该是

货币化经济，但是俄罗斯居然变成了实物经济占全部经济的 70％。很

多工厂不再发工资，而是直接发产品。第三是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目前

俄罗斯人均寿命下降了 10 岁，有 44％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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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少数大城市还可以，表面上比较繁华。基于以

上三个例子，以至于当时休克疗法最主要的顾问萨克斯 1999 年 11 月 7

日在《华尔街日报》公开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

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 年的捷克和 1993 年的俄罗斯的私有化很快就变

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券所有人到头来往往一

无所有。”因此他主张有选择的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交

易推翻重来。可见，连多年来强调休克疗法的萨克斯都强调重新国有化。

郎咸平提出管理者自我定价的管理层收购暂时停止，我认为是很必要

的，甚至应该是理直气壮的。 

郎咸平对 MBO 的批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中肯的意见，郎咸平认为

中国的管理层收购，好多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 MBO，但实际上不是

MBO（Management buyout），而是 MBI（Management buyin），最近

国内翻译的书《管理困境》对美国的 MBO 有详细地介绍。MBO 是管

理层收购市场上上市的股票，美国管理层收购的最大案例是 1988 年 12

月 RJR Nabisco 公司的管理团队计划买下该公司所有上市的股票，将上

市公司变为非上市公司。管理层开始出价每股 75 美元，它向银行借钱

购买，但是其他公司的管理层认为这远远低于该公司的价值，其中一家

KKR 公司以每股 90 美元的价格购买 RJR Nabisco 公司，最后，RJR 

Nabisco 公司的管理团队以每股 112 美元买到。而郎咸平批评的中国管

理层收购，不是收购上市的股票，而是收购不上市的国有股和法人股，

且又没有一个公开竞价的过程，完全由管理层自己定价。这对公平和效

率都没有任何好处，这恰恰是现在最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这是中

国国企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在 MBO 问题上，还有一个反驳郎咸平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张文魁研究员，我看了他对郎的反驳，顺便看了他在 2003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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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力推“场外转让”，慎对“补偿式

全流通”〉。现在我们国家流通股是个人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

一是国有股，三分之一股是法人股，后两者不流通。近几年有一个争论

焦点是如何使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成为一个全流通。但是这样势必会

损害流通股股民的利益，流通股的股民对此不满，一个叫张卫星的股民

代表在网上写文章主张补偿式全流通。而张文魁则主张在市场之外进行

场外转让，他认为国有股场外转让的主要形式是协议转让，而不可能是

在交易所中挂牌交易，或者竞拍。他反对国有股的转让在场内进行，这

和我们国家最近一个宏观政策是相违背的。我刚回国就注意到一个

“8.31 大限”，中央下了死命令，国土资源部在 8 月 31 日以后不能再

有土地的协议转让，必须是拍卖。可是国有股转让的主要形式为什么还

是协议转让呢？这就是张文魁的主张，而且他还认为，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李荣融最近强调中国国有企业布局过宽、过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今

年 4 月到 9 月国务院批准的 48 起国有股转让，83％转让给了非国有企

业和外商，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企图代表李荣融来说话，我不

知道他是否能够代表，我很怀疑，但他暗示他的话是能够代表李荣融的，

这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所以郎咸平认为 MBO 目前这种做法，实际

上不是买流通股，而是买不流通的国有股，私下里协议买进。我觉得这

必须停止，这并不是让国有企业停止改革，而是说，我们必须使国有股

的转让也有一个“8.31 大限”！国有土地不能再以协议的方式转让，而

国有股为什么却可以？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个焦点，是应当引起全社会

充分讨论的一个事情。 

郎咸平指出，在 2000 年国家股及法人股转让实例中，法人股的平

均转让价格为同期流通股平均价格的 13％。由此来看，那些处于相对

控股地位的控制性股东可以用很小的代价，通过法人股场外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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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郎咸平还指出，在印尼和菲律宾，十大家

族控制了本国股市总市值的 50％。如果任凭场外协议转让的 MBO 发展

下去，再加上顾雏军的格林科尔和唐万里的德隆所代表的“金字塔控股

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向印尼和菲律宾的方向滑去。吴敬琏教授

和钱颖一教授提出区分“好的”和“坏的”市场经济，郎咸平关于停止

场外协议 MBO 的呼吁，正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些人

企图给郎咸平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是别有用心的。 
 

最后第四个方面的点评，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一条消息，刘纪鹏说他

曾经参与过四通的管理层收购，刘讲的比较好。我不是反对所有的收购，

刘纪鹏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等于把所有国有企业全部都卖光。他透露了

一个消息，今年 4 月份，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这

件事我原来不知道，是通过他的文章知道的。所以我觉得郎咸平这时候

提出这个讨论非常重要，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的讨论一定要公开，国有

资产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比如国有资产保障老职工得到

退休金（通过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养老得到保障。

国有企业的利润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返还到每

个人身上，至少从道义上讲应该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国有资产对每个

人来说是没有关系的。这里我想提到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我们国家

还没有引起重视，他是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叫詹姆斯·米

德（James Meade），是凯恩斯的学生。在凯恩斯的指导下，他和另外

一个人 Richard Stone 最早研究出通过 GNP 和 GDP 来计算国民收入的

方法，并且被联合国采用。米德一直在国际贸易领域搞研究，后来他开

始探索“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现在西方有人说的中国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只是政治妥协的讲

法。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可能创新和搞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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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么詹姆斯·米德的理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我在〈小资产阶

级宣言〉这篇文章里面详细的介绍了詹姆斯·米德的思想，他讲所有社

会化的公共资产确实能够搞成不同于原来的苏联那套体制，社会化的资

产要有一个社会分红，一般的股份公司有分红，但它也不是必须要每一

年都要分红，经过董事会的讨论，为了企业发展扩大投资的需要，可以

不分红。原则上一样，国有企业也有一个社会分红，但是也不一定每年

都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的机制，社会分红对公民权而言是一个很

重大的突破，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没有解决好公民权利问题，公民权

到底包括什么？比如联合国主持通过的《政治权利公约》和《社会经济

权利公约》，美国就没有签署联合国《社会经济权利公约》，仅仅签署

了《政治权利公约》，那么在公民的概念里到底包不包括公民经济权利

的概念？如果包括的话，有什么样的经济权利？根据詹姆斯·米德的理

论，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

社会分红只要是公民就有，与失业与否无关，而现在的养老保险、失业

救济金与缴纳与否、是否失业息息相关，并且都是劳动者多年抗争取得

的。 

社会分红比失业救济金在概念上更进了一步，即使不失业，只要到

了成年就可以得到。当然并不是说你能拿到社会分红就什么也不干了，

而是说它给你一种社会保障，比失业救济更能够促进就业，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西方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必须是失业了，才能领到一笔救济，比

如说你失业了，100 块钱一个月，但是有一个工作，每个月的收入是 80

块钱，你可能就不去，还不如领 100 块的救济。西方很多国家都发生过

这种现象，存在一种福利病现象。米德的社会分红是公有资产与税收结

合在一起的。举个想像的例子。任何一个人假如年满 18 岁，每个月可

以得到 50 块钱社会分红，而工作是 80 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这时他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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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工作。因此，与失业与否是没有关系的社会分红，与失业救济金比

起来，从效率上更有效。我举两个例子，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表面上

1978 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要

从政府收到一个支票，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

田储备的收入。英国的布莱尔虽然在许多外交政策上是我们应当反对

的，但是他在国内搞了一些改革很不错，比如在社会分红他也迈进了一

步，任何人只要有小孩儿，就有一份社会分红到你家里，等小孩儿长到

18 岁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笔钱于教育。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可以通过税收，也可以通过公有资产的收益里面获

得，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公有资产和每个人没有关系（张维迎、周其

仁喜欢说公有财产是无主财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郎咸平事件”最大的意义就是唤醒我们

的一种意识：国有资产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关心的，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的事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亲一辈积累起来的。他们当年的生活

是很艰苦的，积累下来了我们现在十万亿的国有资产，那么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通过场外协议的方式转让，让管理层收购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郎咸平是很令人钦佩的，他大胆的把这个问题鲜明的凸现出来。现在有

人说自己或“某某某”若干年前就提出了和郎咸平一样的见解，但就我

所知，并没有人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来论证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 
 

这样我就基本上点评完了四个话题，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怎么改

革。有人把国有资产做了一个比喻，说国有资产像一根冰棍，你说流失

不合理，但是又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让它不融化，你不动它照样化

了，所以说必须要有一个建设性的办法。我有两个回应，第一就是实际

上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非常好，郎咸平也有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我

已提到的《公司治理》、《操纵》两本书以外，他还有两本书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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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叫做《运作》，一本叫做《整合》，他搜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案例。

比如中国的招商局这个国企搞得很成功，他有很详实的分析，实事求是

地来说，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搞得就不好。搞得不好的国企是什么原因，

要具体的分析。不见得国有企业就全是冰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都化

掉了。有的确实是冰棍，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腐败分子、官商勾结掏空，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亲耳听过我们国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讲

过多次，他教唆国有企业的经理主动地把国有企业搞坏，这样再卖给他

们。一锅饭如果是好的政府就不会给你，他教唆经理在饭里面吐一口唾

沫，政府一看以为饭已经脏了，就同意出手了，但是你实际上知道只有

吐了唾沫的地方是脏的，只要把吐了唾沫的地方用勺子挖出去扔掉，其

他的饭还是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上这样的当，一定要多方面的来观察，

究竟有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看乌有之乡网站上登的一个例子，讲的是重庆 3403 厂，国有

企业经营不善，就把价值二亿元的资产以 2200 万卖给经理，不管怎么

样，值得重视的是，当以 2200 万卖给经理的时候，工人们不甘心，于

是决定集体集资四千万购买本厂，这是一个竞价过程，也是符合自由交

易原则的。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强调国有企业经理层通过私下协议的方

式从国资委收购该企业，不论从公平还是从效率来讲都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职工用四千万来买，至少比 2200 万多，所以职工

的参与权非常重要，这点上郎咸平讲的还不够。 

上面我说到的周其仁，他强调人力资本，但他的人力资本只是厂长、

经理一两个人的，我也承认管理层的贡献，但是并不认为只有他们的资

本才算是人力资本，而工人的人力资本都不算，郎咸平确实在人力资本

上强调的比较少，有点不足，我觉得要强调职工的人力资本，也强调管

理者的人力资本，但是周其仁非常片面，只要管理者持大股，而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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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人力资本。西方的先进企业也强调要调动全员的积极性，像瑞士

的汽车公司沃尔夫（音译），它的生产线不是叫装配线，它是叫装配岛，

因为强调团队精神，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大家不是被动的干一点事儿。

还有海尔的张瑞敏，也是搞得类似于沃尔夫的生产模式，无库存生产，

强调团队生产合作方式，所以我是肯定张瑞敏在海尔内搞得“后福特管

理体制”的先进性。关键是说在对张瑞敏本人有激励的同时，对员工也

要有激励。现在的经济学家却一定要教唆经理（比如张瑞敏）要持大股，

这样你的人力资本才值，即使他们本身没有那样想。我觉得张瑞敏比周

其仁高明，他的名言是“人人是人才，人人是老板”。当然这个问题我

个人还了解得不透，但是海尔的事件目前很关键的就是郎咸平对海尔职

工持股会提出了质疑，海尔职工持股会控制了香港上市公司，根据郎咸

平学生的调查，海尔管理层控制的职工持股会可能有资产转移倾向（周

其仁强调海尔是“大集体”，不是国有企业，但我认为集体资产也不能

被掠夺）。但是我不了解这个事情，还在看进一步的资料。在这个问题

上，我认为要考虑到广大职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和后福特生产方式

这些先进的生产管理连在一起。我并不主张国有大型企业都变成工人所

有，因为国有资产并不是本厂工人所创造的，很多投资是全社会其他人

积累下来的利润再投资上去的，所以 100％的职工所有也是不合理的，

具体怎么样去做，这事要群策群力，大家不断的探索，特别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发言权要有保障，听听他们的声音。 

所以我希望今年 4 月份成立的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的活动，全国人

大一定要公开，要举行听证，让更多的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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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交流 
 

问：欢迎您到清华来，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些

对“郎咸平事件”的评论，很多人都在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国有企

业和私营企业的效率比较优势问题，很多人在回应的时候认为，郎咸平

在做分析的时候，他所抽取的那些香港上市公司的蓝筹股、红筹股在中

国企业竞争的结构中，依据国家的政策等有关的因素来进行经营活动

的。国有企业的效率同私营企业的比较，并不能够在经营结构中体现出

来。第二个问题是 MBO 管理层收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企业定价的

问题，或者说定价完成以后价值是怎么分配的，您说有企业家的人力资

本，有职工的人力资本，我读过《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它讲企业家的

一种特殊职能，它去监督企业的生产职能，所以他就获得了剩余生产的

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让资本去支配劳动，去管理劳动，这在劳动

效率上是比较合理的，从企业发展的进化和演化史上来讲，应该是比较

有效率的。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请您做一些评论。 
 

崔：郎咸平举了他自己的一些研究，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它们的差别不大。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中石化等等

确实是自然垄断部门，确实还不能全面说明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

面，我比较同意林毅夫的看法，国有企业的有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和社会

性负担。还有在税收方面，国有企业的税收远远高过外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它们的税收负担很重，这恰恰是应该有更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我 1994 年在《经济研究》发表一篇文章，引起和周其仁、张维迎

的一个辩论。当时我谈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Holmstrom 的一个“不可能

性定理”，该定理可以反驳 Alchian 和 Demsetz 的解释资本家重要性的

理论。Alchian 和 Demsetz 认为一群人在一起工作，就有如何预防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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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必须雇一个人来监督他们，没有人来监督他们的话

就没有了工作的积极性，资本家就是行使监督者的职能。张五常举了一

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 Alchian 和 Demsetz 的理论，一群纤夫在河边拉绳

子前行，纤夫们自己要主动地请人用鞭子来抽他们，要是不这样做，纤

夫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可能偷懒，每个人都想少拉一点，这就是所谓“道

德风险”。从逻辑上来思考这些问题是很有意思的，Alchian 和 Demsetz

的意思是说，劳动者必须主动地请资本家用鞭子来抽自己，资本家完成

了打鞭子的功能就对社会有贡献。Holmstrom 的“不可能性定理”可以

解释为是对 Alchian 和 Demsetz 的反驳。Holmstrom 定理说，不仅每个

工人有道德风险问题，抽鞭子的人也可能有道德风险问题，委托人和代

理人都有道德风险，资本家也是有偷懒问题的。例如，抽鞭子的人和纤

夫团队里的某一个人签订一个和约，让他别拉，然后两个人获利。我在

麻省理工教书的时候，就特别去找 Holmstrom 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是

这种对他定理的解释是成立的。 

张维迎的书里有些公式，比如证明资产的所有者雇佣劳动是最有效

率的，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好几个方面，他假设越有钱的人越有能力，

越有钱就越能再借钱。因为你有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还不了

可以抵押，所以张维迎把周其仁也批判了，张彻底否定人力资本，认为

只有物质资本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资本家，才是剩余所有者。张维迎的

文章叫〈对崔之元与周其仁的反驳〉，因为周其仁至少谈到了人力资本，

张维迎是不同意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来反驳张，确实不是越有钱的

人越有能力，例如爱迪生发明了很多东西，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他们

很穷。第二个他讲资本家有钱就承担着风险，但我觉得亚当·斯密的逻

辑很清楚，他认为资本家不能是有限责任，在《国富论》第五卷里说得

很明确，东印度公司是有限责任的，就是没有效率的，只有是无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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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符合亚当·斯密的逻辑。穆勒是英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师，他

最早提出要把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普遍原则法律化，他认为应该放

宽亚当·斯密无限责任的要求，因为很多有能力的人没钱，所以你要让

他冒险，如果是无限责任就很难成立。穆勒恰恰是为了让普通的人去创

业，去发展合作经济，才提出了让有限责任合法化。 
 

问：我对您刚才讲的两个方面比较感兴趣，一个是 MBI 一个是

MBO，中国实行的是 MBI，外国实行的是 MBO，这里一个很关键的问

题是就是一个市场中间对象的问题。我也知道在 80 年代，英国和美国

也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个私有化。你刚才讲到了很多母公司掏空上市子

公司的事情，由于原来的证券市场的这种规则不是很完善，造成了这个

问题。我想听听您对英美等国在把国有企业化公为私的过程中证券市场

的规章制度的经验，以及他对我们国家的这个过程有何帮助。他们在国

有产权变化方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借鉴。 
 

崔：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英美等国 80 年代的私有化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值得更多的人来具体研究。当

时 80 年代英国国有化程度已经是非常高的了，英国工党的党章里第四

条就是要建立国有企业，布莱尔上台时修改了英国工党的党章。我并不

是说要像以前苏联由官僚控制那种国有企业，我更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一个社会化的资产。但是关于国有股怎么做呢，这个需要深入地研

究以及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我想你从实际工作角度在以后可以深入

研究。我们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国有股是个很例外的现象。但是我想说

政府持有一定股权，这种混合公司实际上在西方是相当普遍。有意思的

是，19 世纪美国政府在企业中的持股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美

国宪法 1913 年的第 16 条修正案，就说公司和个人的所得税，是不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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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原则的，就是说政府有权收公司和个人的所得税。但在 19 世

纪，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权利收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因为美国最高法院

有一个判决，就是所得税是破坏了私有财产权的，这并不可笑。现在包

括西方的人都认为政府有权收所得税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你仔细想这确

是破坏了私有财产权，因为它意味着私有财产不是一个自然权利，不是

一个先于政治的权利。在 19 世纪，仅仅是在南北战争的时期，林肯为

了战争的需要收了短暂的所得税，但是过后最高法院就判决了所得税违

反了私有财产权。可 19 世纪美国政府还存在，但是它不能收公司和个

人的所得税，它的财政来源怎么办呢？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关税，

这是政府特别大的财政来源，另一个就是政府经营的企业了。美国政府

经营企业非常之大，从土地到政府直接持股，在州政府就更大。中国比

俄罗斯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在一天之内像俄罗斯那样全面私有化，把

大部分财产都拢到少数人手里，然后他们又不缴税，普京不是让他们补

税嘛，不然就抓到监狱里。就是说俄罗斯在全面私有化之后，却没有税

收体系相应的发展。中国则要好得多，一是从 1994 年增值税的改革完

善税收，二是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全面的私有化，所以中国才没有到俄

罗斯那个地步。现在有些人要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的方向。所以郎咸平引

发的这场讨论十分重要。 
 

问：崔先生您好，刚才你讲到一个观点，就是有效的缔约方必须有

完备的信息，地位平等的，这样才能有效的缔约，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一

方对一方的剥削。我想问的是在我国的改革中，土地征用是一个热点问

题，农地转为城市用地，在我国现在还只能通过政府征用的形式，那么

在农民和土地的需求方开发商之间，政府就积极地介入了。那么它作为

一个垄断者向开发商卖地，赚取了土地增值的很大利润。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政府显然和农民是不平等的，通过制定法律规则，制定土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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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标准，那么这是否是一种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呢？周其仁他对征地改革

有一个观点，就是给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就是让农民和土地的需求方

有一个自由的缔约权，那您对他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看法？ 
 

崔：在征用农民的土地这个方面肯定是有很大的黑洞，特别是许多

地方政府甚至是掠夺性的。很多地方地方政府强行征用了农民的土地，

给的补偿很少，然后承包的时候又没有进行招投标，随意转给开发商。

然后有些开发商又进行空手套白狼，就造成了很多暴富者。我觉得，中

央政府正在试图纠正。周其仁在认识政府的时候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基

本上不区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他把它们都笼统的混在一起谈。不论

从政治学理论上还是从中国实际来说，我觉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是

不一样的。这次十六届四中全会公布，国土资源部的部长田凤山也由于

受贿 580 万，但这是他在黑龙江的时候犯的。我认为中央政府还没有完

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很多人正努力操控，但还没有完全得逞。 

前面我向大家推荐《从资本家手中挽救资本主义》，芝加哥商学院

两个著名的教授写的。这本书标题非常有意思，“从资本家手中挽救资

本主义”意思不清楚，但如果改成从资本家手中挽救市场经济就很恰当。

这本书里就大量讨论特殊利益集团，怎么去收买政府，然后官商勾结。

他们说资本家有好几种，一种是发展生产，另一种不是通过竞争，而是

通过利益集团去搞寻租，和地方政府勾结起来。 

在中国往往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地方政府更黑，我觉得“8.31 大限”

这个总体方向还是好的。我和周其仁 80 年代就认识，我比他年轻一些，

他当时在农村发展所作了很多好的事情，我至今都还是肯定的。但是现

在中国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阶段，80 年代改革所谓利益集团还不明显，

广大人民还是相对受益的。但是现在，特殊利益集团开始形成，社会的

不平等越来越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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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有一些具体的看法要具体的分析，有一些地方还是对的。 
 

观众：关于征用农村土地的问题，我就讲一下我们老家的一个案例。

我们老家村里有一条高速公路要通过，需要征用土地修建。这条高速公

路是从许昌到开封，它中间要跨越分属两个市的三个县，那么中间经过

的村就更多了。如果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平等的谈判地位，应该是开发商

和农民直接的来谈判，这个征用土地该给多少补偿，按我们国家的补偿

标准。但是当地政府宣传的时候说这是我们河南第一次私人企业进入公

共工程领域，大张旗鼓的作一个宣传，真正的开发商是原来许昌市的四

家私有企业合并成立的一个私有企业。这家私营企业来承包这条高速公

路的建设，建设完成后享有 30 年的独立经营权，30 年内一切沿途的收

费和服务全由这家公司定。征地过程中是许昌市政府来出面来完成在许

昌市管县区内的征地事项。这样给与农民的补偿是远远低于我们国家规

定的标准的，国土资源部有一个国家标准，河南省又有一个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中有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补偿应是农民被征用土地前三年收益

的 6~10 倍，这么一个补偿标准。但是实际过程中是一刀切，一亩地 12000

元，实际上各个村各个县收入水平是不一样的，那它应该有不同的标准，

这就是一个剥夺过程。很明显这里面是一个不平等的地位，这边是一个

强大的集团，那和农民是很明显的不平等的。农民受到剥夺，但是你刚

才讲的，政府处于优势地位政府会不会进一步的去剥夺开发商，从而使

政府有这个收益。如果政府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政府受益了，政府收入

增加了，用于改进社会的福利比如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我认

为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是政府的收益没有增加，

而是存在官商勾结的问题，政府的少数官员，他们和资本家得到了利，

社会公众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刚才崔老师讲的在信息不对

称，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可以通过政府法律的介入使得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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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更加接近平衡，但在我们的实际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恰恰是错位

了，可能使原本的不平衡更加不平衡。然后周其仁提出来了一个解决的

方案，就是土地私有化，把土地真正分给一家一户的农民，然后农民和

开发商谈判，可能从我们的角度这是更加对立的一个方案。我们现在农

村土地的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有的是村民小组，有的是村集体，不是

一家一户所有，而是集体占有几百亩或者上千亩的土地。他这个谈判的

主体是村委会或者是村民小组，这样和开发商谈判农民还显得相对集

中，数量少一点。一家一户来谈判那样交易成本更高，是更难以进行的

事情。这种情况下开发商肯定还是借助政府的功能，政府一出面还是同

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会更加弱化农民在政府面前的谈判地位，现在的农

民还是一个集体的面貌出现跟政府进行谈判，还可以有一个村委会和村

民小组，将来一家一户来面对政府，这样谈判的力量更弱。所以我认为

周其仁的方案和那个理念是更进一步的背离了。 
 

问：就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崔老师，就是农民可能是一个非常分

散的个体，碰到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时也是这样的，国有职工可能是

一个相对分散的，他们的利益诉求比较难以协调，在那个集体性下都有

些被动的东西。在国有企业评估定价的这个过程中，少数人成为一个利

益集团，大多数人往往是比较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在国外比如英

国的私有化过程中，他们的职工是怎样捍卫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也组成

了一个利益集团，把这种整治过程反映到最后的利益合理公正的分配

上，崔老师有没有什么看法？ 
 

崔：我刚才就讲到，新的研究认为企业不光是一个契约关系的组合，

而更是一个权力关系的组合，包括相关的人和职工。郎咸平在讨论具体

问题时，谈到怎样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时候特别强调集体诉讼。集体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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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很多中国农村也发生，很多村干部、乡干部侵害农民利益，但是

前几年《南方周末》就报道，法院不受理农民的集体诉讼，要求一百多

个农民一个一个地写状子，这怎么能行呢？这就没法写了。后来由两个

律师决定在四川代替农民搞集体诉讼，但后来这两个律师都被解雇了。

郎咸平至少从小股民的事情把集体诉讼提上了议事日程。 

关于土地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19 世纪的亨利·乔治，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来源于亨利·乔治，他认为土地要共有，土地私有是

最没道理的，土地升值是由于周围社会改进了，所以地租应该社会化。

咱们在改革以前，往往是一个工厂占着一块土地就一直占着，它也没有

土地使用费。所以以前计划经济下土地的占有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完

全将土地私有化问题更大。所以亨利·乔治主张土地公有化，但是得通

过市场的竞标把使用权卖出去，把地租的收益用于发展社会。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意义

的词。斯蒂格利茨有篇文章〈亨利乔治是正确的〉，他是一个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他的书现在翻译了不少，但这篇文章还没有翻译。斯蒂

格利茨证明了亨利·乔治的这个思路在模型上是对的。我们现在的国有

资产不仅是现在的国有企业，还包括国有土地等等。如果算土地的话，

美国的土地三分之一是国有的。当时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很多国有土

地卖出去了，但它是以一种比较平等的办法卖出去的，而直到现在还有

三分之一的土地国有。土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8.31

大限”表明中央政府是非常重视土地的。 

刚才你提到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我觉得奥尔森说的非常重要，我

们也翻译了不少他的书，我觉得很多人往往把奥尔森和科斯一锅粥当成

一回事儿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奥尔森就专门写文章批评科斯

定理。因为他认为不是一谈判，一私了就能达成契约的。讲一个小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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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国家有个经济学家叫张宇燕，他曾经到奥尔森所在的马里兰大学当

过一年访问学者，他和奥尔森有一次谈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

说文化大革命需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奥尔森立刻就从他坐的位子上跳

起来说：“太好了”。奥尔森的理论，就是说利益集团的形成需要一定

的时间，他出了一本书叫《国家兴衰探源》，解释为什么二战以后德国

日本发展的比英国美国快，因为二战以后把原来的老的利益集团，比如

说财阀都给打破了。上述《从资本家手中挽救资本主义》，也是这个意

思。就是说要不断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因为一定时间后就会形成利益集

团，这些利益集团就有保守性。所以像德国日本在战后打破利益集团从

头来，但是奥尔森觉得隔了七、八年利益集团又形成了，就需要再打破，

但打破不一定要以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形式，但是他就受到这种思想的启

发，就是说你的社会要有一个动态的经济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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