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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将加速经济新常态下的
民富国强进程

程恩富

　　 “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将加速民富国强进程，推动新中国持

续走向繁荣富强，而西方民富国强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各种对

抗性矛盾，中国和西方国家出现两种不同的经济新常态。本文阐述中

外民富国强的若干现状以及不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

理论政策，并提出我国处于世界经济体系 “中心—外围”中的 “准

中心”概念。

一　“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加速
民富国强进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

论的继承和发展，最为突出的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规划的战略

导向作用与市场配置一般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结合方面。作为有长远

战略规划的领导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 “二无型” （无党

章、无党员）执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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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人民为中心来提升民富国强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

经济制度有机结合，既充分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①，

又充分利用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一般资源不包括教

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和交通运输等重要的非物质资源或

物质资源）。这明显地体现在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及其实

施中。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战略安排，提出 “三步走”战略目标，使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人民

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

八大确立了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然后再奋斗３０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

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从现在到２０２０年，必须按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 “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１世纪中叶可

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１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

就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了 １５年。

第二个阶段，从 ２０３５年到 ２１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上，再奋斗１５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②

正是以上这些关于民富国强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战略主导作用，既使市场经济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又使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有效防范了资本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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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中存在的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或无秩

序状态之间对立的弊端，实现了国家调节为主导和市场调节为基础互

为条件、优势互补的双重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客

观要求和出色表现。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

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

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 ‘有效

的市场’，也要 ‘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

世界性难题。”①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

鉴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 “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

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②，我们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使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的成功结合，便可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破

解既要 “有效的市场”，也要 “有为的政府”这道经济发展上的世界

性难题，实现市场和政府在功能上的 “双强格局”，加速新时代在经

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

二　关于新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问题

有舆论说，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习近平

使我们强起来；也有舆论说，毛泽东社会主义１０版本是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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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社会主义２０版本是富起来、十八大后社会主义３０版本是强
起来。这些表述均不准确。准确地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穷二

白，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仅站起来了，而且

逐步富强起来了，富强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持续更好的过程。新中国

近７０年民富国强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撑割裂民富与国强的论点，也
不支撑毛泽东时代没有逐步富强起来的论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能

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３０年建设发展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线和原则
是十分正确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诞生，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之门。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干扰，仍然取得了世界

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过的辉煌经济成就。我国在改革开放前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大约３０年间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
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

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世

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均ＧＮＰ约为６％，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经济发
展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新中国成立前有

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因此，邓

小平主持起草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１９８０年同１９５２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
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

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

很大增长。……１９８０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
因素，比１９５２年提高近一倍”；“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有很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 ４０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更是高速腾飞，年均
ＧＤＰ增速约为９％，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３％左右的增长速
度，达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过德、日、美等国在其崛起甚至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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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时期”的增长速度。目前，国民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总额已排名世

界第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

功、“嫦娥”探月工程、高铁、天河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一张张响亮

的 “中国名片”，成为 “中国奇迹”的有力见证，标志着我国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８０００多
美元，人民生活实现由接近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

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约７０年历史的有机
组成部分，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应当说改革开

放前的发展为改革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改革后的发展是在

这个基础上的大发展。但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有一些论著为了论证改

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对前３０年发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进行基本否定，割

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

认识新中国逐步富强的历史发展，从而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

有关发展规律，是非常有害的。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准确的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

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

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

大飞跃”。其中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持续走向繁荣富强”！

三　民富国强若干数据与世界经济
“准中心”概念

前几年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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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是逐步富强起来了，但是叫 “国强民穷”，当时有这么一个

小小的流行思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

授曾在文章中专门批驳了这一错误观点。

我们中国人喜欢比较，这是好事。我们工业要和美国、德国、日

本比，我们的农业要和以色列、荷兰比，我们的军事要和美国比，我

们的生态环境要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我们的生活要和丹麦、挪威

比，我们的足球还要和德国比，等等。这样一比较，好像我国什么都

不是最先进的。其实，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并不全面和科学。单项

比较，有利于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但如果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或先

进，那么这个结论就十分片面了。实际上，在民富国强方面，中国自

我纵向比较，应对１９４９年前后的新旧中国进行全面比较；中国与他
国的横向比较，应与独立前国情相似的印度进行全面比较，并与美国

和瑞典等某些重要指标发展速度进行比较。其比较的结论显而易见。

一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 ＧＤＰ。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显示，
２０１６年我国的经济总量是２１４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只有
１８６万亿美元，印度只有８７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这个指标进
行衡量和比较最科学。购买力平价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于它

们单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例。例如，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一篮子

商品，在我国需要４０元人民币，在美国需要１０美元，对于这篮子商
品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４∶１，即４元人民币购买力相
当于１美元。按照汇率比较，现在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是世界
第二，但汇率变动较大，比较不是很客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６
年统计购买力平价人均 ＧＤＰ的结果，中国为 １５４２４美元，印度为
６６５８美元。我国人均ＧＤＰ与发达国家或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比较
少，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如果中国人口总量开始下降，那就更能

体现民富国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

二是现代化指数。据何传启 《２０１３年世界现代化指数》一文
（《科学与现代化》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提供的数据，综合１０项指标排
名，瑞典为１００，第１名；美国为９７３，第６名；中国为４０１，第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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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印度为２２５，第９９名。
三是财富指数。２０１６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１６９万元，其中

房产净值约占６６％ （其中，城镇家庭：６９％；农村家庭：５５％）；动
产中家用汽车占比较高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

庭财富调查报告 （２０１７）》）。另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 《全球财富

报告２０１６》的数据，２０１６年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２２８６４美元 （约

合１５８万元人民币），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从前述各种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富国强发展速度

在全世界是较快的，改革开放以来更快。而国情和我国差不多的印度

则相对大大落后。笔者去印度开会和考察过两次，也与印度经济学教

授和共产党领导座谈了解情况，已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印度共产党不

能掌权而不搞社会主义的话，如果中国不搞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印度

估计是赶不上中国了。现在中外有些舆论认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

家，现在印度经济比中国弱小，可能若干年以后就赶上中国了。事实

上，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依赖和制度决定这是不可能的，今后印度只

有总人口可能超过中国。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后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
ＧＤＰ差不多，而且印度的自然地理条件比中国好，中国人均耕地不到
印度的一半，但无论比较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富强发展情

况，印度都比中国差得多，总体上印度比中国要差１５年到２０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 “是我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与其关于我

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论断是一致的。我认为这

在经济上最为突出。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在 《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１９７０年）的著作中，提出
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中心—外围理论”。阿根廷的劳尔·普

雷维什也出版了 《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１９９０年）一书。问
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

团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因

而需要提出一个 “准中心”国家的新概念。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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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倡导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国家、亚投行、上合组

织，等等，可以作为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还要进一步从世界经

济的 “准中心”向绝对 “中心”迈进，但是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

括拉美国家一些舆论的质疑，指责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

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 “中心—外围”之间依附关

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所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 “中心”，不

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

削其他国家的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 “中心”地位，实际上是

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完善。我国既要

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上传统的 “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

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 “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

并为 “外围”国家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经济安全、引领共同推动公

正的经济全球化。我国从现在的 “准中心”向未来的 “中心”转型

发展，至少要确立下列理论和战略：一是确立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

略，加快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技体系 （仅仅靠建立在比较优势理

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思维和战略是不行的）。二是确立金融 “脱

虚向实”的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体系。三是确

立提质增效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国内与国际经济高度协调的

产业体系。四是确立引导公正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国

际经济新秩序和共同经济安全的制度体系。

四　西方民富国强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
主义各种对抗性矛盾

西方各种经济危机和 “经济新常态”导致真正符合人性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民富国强提升大大受阻，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及其各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２００８年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和生产
经营危机是十分严重的，其危害性不亚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经济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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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

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

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五种具体矛盾和中间

环节导致西方国家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生产经营危机、财政危机

和持续不景气的 “经济新常态”，并由此诱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

种种制度痼疾发作。

第一，私有垄断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

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

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这与企业正常经营管理形成矛盾，从而在企业

微观层面垫成各种危机和 “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从实质上看，以法

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股权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是以法人股东形

式存在的金融资本控制企业的微观基础。在这种股权结构中，企业具

有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其中，法人股东只不过是代

表私人资本所有者从事资本经营活动的代理人，并不是资本的终极所

有者。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仍然是私人资本所有

者。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控制者。在

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中，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

层面的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均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

的矛盾关系。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统一性，主要体

现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但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从长期看，在整体

风险较低的条件下，企业可获得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效益。而包括法

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也能够从企业发展中获得较为稳定的

收益。但是，由于企业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

内的代理人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更加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最

大化，从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利益和整体风险。

第二，私有垄断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

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在经济结构层面形成各种危机和 “经

济新常态”的格局。社会再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都必须遵循按比例分

９新时代将加速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　／　



配社会劳动的规律 （简称按比例规律）。这一规律要求，表现为人财

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

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在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运动中，各种产出与需要在

使用价值结构上要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以实现在既定条件下靠最小

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保持各种

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平衡。按比例规律是社会再生产与经济运行的

普遍规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主张放

松国家经济调节与金融监管的新自由主义盛行，按比例规律主要通过

市场调节规律 （或价值规律）与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来实

现。例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客观上要求，虚拟经

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如果虚拟经济发展滞后于

实体经济，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超前于

实体经济，就会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

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２００８年爆发的西方国家金融与经

济危机，就是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

结果。

第三，私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

本主义国家又为私有垄断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

双失灵，从而在资源配置或经济调节层面促成各种危机和 “经济新常

态”的窘况。国家调节规律 （或计划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

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实现方式。① 马克思认为，

在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 “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

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

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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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经济规律”①。但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由于国家的存在，对社会生产与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和综合

调节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国家调节规律 （或计划规律）是商品经济的

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在受国家调

节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出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一规律的内涵是：国

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国家政权手段，自觉利用社会大生产发展

的客观规律，根据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

预先制定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并科学合理地调节社会总

劳动在各生产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配。而在国家调节规律 （或

计划规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

客观上成为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

第四，私有垄断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

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

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和家庭

负债累累，从而在分配消费层面酿成各种危机和 “经济新常态”的态

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 （或

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占社会人口少数的私人

资本所有者阶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

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极少部分社会财富。在当代资本主

义经济中，旨在寅吃卯粮的大众消费信贷及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不

仅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

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大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为了缓

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致力于发展旨在寅吃卯粮的消费信贷及其金融衍生

品，从而促进普通居民举债消费。而这种 “债务经济模式”所包含的

虚假需求泡沫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等经济事件，就会因债务违约而全

面破灭。由此引发的金融支付危机与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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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私有垄断制及其政府大幅度减少私人企业税收、大量增加

军费、不减少政府日常开支、用公民纳税的钱救助私人大企业等，必

然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大，以及缩减群众福利和政府教育

等财政紧缩局面，从而在国家财政层面造成各种危机和 “经济新常

态”的困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税率变化的趋

势发生了逆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

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此后，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

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５％人口的联邦税率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００１％人口的联邦税率１９９０年

比１９６０年下降了一多半。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美国议会通过的最终

版本的减税法案，美国公司税率将从目前的３５％降至２１％，最高个

人所得税率从目前的３９６％降至３７％。对此，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和

独立分析机构均指出，这次共和党主导的税改明显偏向于大企业和富

人。据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的研究，无论是以绝对值计算还是以

减税占收入的比例计算，高收入家庭都将从本次减税中获益最多。此

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废除强制购买医疗保险可为联邦政

府节约３０００亿美元，从而为企业和富人减税融资，但这也将导致多

达１３００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美国此次减税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

很可能效果不彰，而很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并恶化美国政府的

财政状况。美国公开２０１７年军费开支预算为６０４５亿美元，约合４２

万亿人民币，增幅为１０％，约占 ＧＤＰ的４％，而国会通过的２０１８年

军费预算为７０００亿美元，再次飙高。

面对上述各种矛盾和危机而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的民富国强迟迟无

法较快提升的局面，西方不少专家学者纷纷使用 “经济新常态”一

词，来悲观地描述现状和展望未来经济。而我国在迅速应对危机影响

和冲击后，化西方危机为中国机遇，主动进入朝气蓬勃发展的 “经济

新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

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政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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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现实表现、制度
特点和理论政策

（一）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现状

　　一是增长速度比较。世界银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数据显示 （按不变

价计算），美国ＧＤＰ平均增长率为１３％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

据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 ＧＤＰ增长率为１４％）；日本 ＧＤＰ平均增长率为
０４％；欧洲联盟ＧＤＰ平均增长率为０６％。而我国在持续３０多年的
高速增长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年均增长率为７２％，平稳地实现从高速
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联合国发布的 《２０１８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确认，中国２０１７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一。

二是失业状况比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美国平均失业率为 ７５６％，２０１６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 ４８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欧洲联盟平均失业率为９４７％，２０１６年的失业率估计
值为８５３％。而近几年我国城镇失业率只有约４％，“就业”表现被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 《２０１７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列为全
球６３个主要经济体中的首位，就业综合状况相对最佳。

三是政府债务比较。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用巨额财政资金救助亏

损的私人垄断企业，使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从２００６年的６１８％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０６１％，欧元区的
这一比重从６７４％上升到８９３％，日本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１６
年超过２５０％。而截至２０１６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２７３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３６７％，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及欧洲等
西方国家。

四是实体经济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美国农林
牧渔业、工业 （含能源工业）、建筑业、实体服务活动 （分配贸易、

维修、运输、住宿和食品）以及信息和通信业等实体产业增加值之和

占总增加值百分比的平均值为４４５％；日本该指标为５３％，欧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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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该指标为５１３％，而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该指标 （信息和通信业增

加值占总增加值百分比尚未被统计在内）的数值为７３１７％。金融资
本体系掌控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过度金融化的 “脱实向虚”，致使

实体经济萎靡不振。

五是收入消费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美国家庭
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１３０１８％；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日本家庭
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１２２５％。西方国家１％超级富豪的
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的债务普遍增加，阶级阶层固化。美

国１％的最富家庭占有全国家庭净资产的三分之一，较富的９％的家
庭又占有三分之一；美国最富有的１％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
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９％上升到近年来的２０％。前几年波及约８０个资本
主义国家的 “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 “１％与９９％
贫富对立”等不平等现象。这与近年我国限期精准扶贫、中等收入家

庭增长较快、城乡居民大都有产权住房、户均资产大大超过美国等情

况，是根本不同的。我国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６９％、６９％和７０％；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百分比分别为８１％、８０％和７９％，经济增长和发展同城乡居民的
收入增长大体呈现同步态势。

六是福利保障比较。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者的教育、医

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共和党医保

议案是大幅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势必使没有

医保的国民增加。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

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法国巴黎爆发的由修改劳动法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
演变为全国７０多个城市的 “黑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加

拿大等非欧洲国家，中心就是反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

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这与近年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断

提高最低工资和城乡医保水平，以及优惠老年人等现象，形成鲜明

的对照。

４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二）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制度特点和理论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制度、经济

理论和政策思路的重要差异。一是前者主张完全私有化，将公共设

施、教育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私营化；而后者强调公有制为主

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公

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①，积极发展

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同时引导和发挥非公经济尤其是私人小微企业

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公私企业并进的双重经济绩效。可见，那种只

重视非公经济的重要作用，而忽视或贬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主体

作用的观点，是无益于提高全社会经济绩效和经济公平的。

二是前者主张完全市场化，过度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政府

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的有效调控；而后者强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

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

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的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功

能。可见，那种要求一切物质、文化、教育、科技、医疗、住房和服

务等资源均由市场决定 （即企业决定）的唯市场化和泛市场化的观

点，是无益于统筹协调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多种利益关系和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目标的。

三是前者主张完全自由化，维护美元霸权为支点的经济全球化和

自由化，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后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各国利益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

济共同安全，从而引领以 “一带一路”为示范的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

全球化。可见，那种单纯经济融合和经济接轨的对外开放套路，是无

益于贯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更好地接近世界经济

５１新时代将加速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　／　

① ２０１７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５１７１１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负债总额９９７１５７４亿
元，同比增长９５％；所有者权益合计５１９９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１％；交税金４２３４５５亿元，同
比增长９５％；实现利润高达２８９８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５％。引自中国财政部办公厅 《财政

工作信息》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舞台中心的新思想新战略的。

四是前者主张福利个人化，在大幅度减少私人垄断企业税收和增

加军费的基础上压缩公民的社会福利，要求公民个人自己承担原有的

部分社会福利；而后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全体

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收入福利同步

增长的包容发展。那种不赞成逐步增加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与

社会保障的观点，是无益于逐渐建成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福利国

家的。

五是前者主张贫富分化，通过垄断企业和政府共同削弱工会力

量，促使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的收入增加，并减少垄断企业的税收等，

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而后者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积极推进脱贫致富、共同富裕和

共享成果的新理念，从而实现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新谋略。那种偏离

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先搞贫富两极分化、再搞共同富裕的观点，是无益

于推进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大方向的。

综上所述，即使不谈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或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每过几年或十几年就会发生

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包括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滞胀”、２１世纪初源
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

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在符

合国内外广大人民本质要求的民富国强提升方面出现严重失灵，更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人类经济文明新模式，在对比中散发

出更加耀眼的理想光芒，而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

策高效有力地助推了我国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民富

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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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模式的特殊性兼与
俄罗斯比较

李　新

　　２０１８年，俄罗斯刚刚送走十月革命１００周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再过３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１００周年和全面小康社
会的建成，苏联共产党却在建党９０周年之际解散了。再过３０年中国
将迎来建国１００周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苏联却在建
国７０周年前夕解体了。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走上了不同
的道路，一个进入了坟墓，一个则蒸蒸日上。

一　中国模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① 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和中国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１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教条化的深刻教训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的设想，１９１７年列宁
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发动十月革命，

夺取了政权，实行了 “军事共产主义”。在余粮征集制遇到严重阻力



①

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俄战略协作智库常务

理事。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时，列宁根据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及时地转向了 “新经济政策”，赢

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 “喘息”机会。而斯大林教条地坚持列宁的

“新经济政策”暂时退却的思想，１９２６年以后针对资本主义成分上升
的趋势采取了进攻路线。与此同时开始推行追求高速度的 “超工业

化”。为了保证农业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对粮食的需求，斯大

林又发动了全盘集体化运动，彻底消灭富农。为了镇压由此引发的不

满，斯大林对革命队伍进行了骇人听闻的 “大清洗”。这三大运动使

苏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
制。斯大林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形而上

学和教条主义的，如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

的单一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完全适应”以

及阶级斗争尖锐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等。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效地保证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战胜国内

反动派的反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取得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

利。但是，这种体制在战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导致了一系列弊端，压制

了民主，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来自苏联基层的
改革呼声被压制，南斯拉夫因为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被开除出社会主

义阵营。恩格斯早在１８９０年就说过：“所谓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

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

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而斯大林及其后来的继承人对此则选择性

地失忆了，没有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认真的反

思，而是将之看作普遍适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致使苏联社会主

义逐渐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路线和方针后，赫鲁晓
夫率先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改组，取消部门管理制度，实行地方管

理原则，中央集权变成了地方分权。将大部分中央管辖的国有工业

企业下放到地方，而行政命令的方式并没有变化。这样，不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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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的技术链，削弱了技术进步，还助长了地方分离主义，阻碍

了经济发展。１９６４年勃列日涅夫针对赫鲁晓夫的改组进行了 “改

革”，恢复了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重新加强中央集权。不过，由于

经济增速下滑而难以背负与西方国家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勃列日

涅夫的 “新经济体制”引入了经济管理方法，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指

标，并开始强调经济刺激和物质刺激。鉴于斯大林去世和苏共二十

大后东欧集中爆发的东德 “６·１７事件”、波兰 “波茨南事件”、

“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苏共对改革产生了恐惧。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后半期西西伯利亚油气田大规模开采缓解了与西方军备竞
赛的资金需求紧张。这使苏联在６０年代末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 “市

场社会主义”，以 “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取代了 “改革”一词。改

革和发展长期处于 “停滞”中。苏联严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暴露

出更加明显的弊病，经济增长率达到历史的最低点，经济效率日益

下降。

直到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伊始便抛出了 “民主

化、公开性和新思维”，重启久违了的改革。为此，他从勃列日涅夫

的 “发达社会主义”后退到了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进而提出 “完

善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初，他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经济领域，然而

激进的改革来得过于猛烈，受到了企业、部门、地方等既得利益者的

顽强抵制。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然而

他的政治改革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党

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共产主义目标。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直接损害了苏联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威信，使人民群众丧失对社

会主义的信心；批判勃列日涅夫僵化的体制和理论观念转向全面批判

斯大林运动，再转向全面评价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１９８９
年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苏联１９２９年以来的全部经验都是错误的”，
“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１９９０年苏共二十八大事实上改
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彻底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而是 “利

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放弃了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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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代之以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党的领导地

位，代之以同其他政党平等竞争与合作。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惨

局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获得独立的俄罗斯照抄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盖达尔政府全盘接受了根据所谓 “华盛顿共识”开具的 “休克疗法”

药方，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期达到

所谓的 “不可逆转点”，义无反顾地奔向资本主义。结果使 “俄罗斯

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我们的祖国四分五裂”，“社会几

乎要崩溃”，使 “俄罗斯近２００—３００年来第一次面临沦为世界二流乃

至三流国家的危险”①。普京在总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俄罗斯改革的教训

时终于认识到 “９０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表明，把从外国教科书抄来的

抽象的模型和方案简单地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用这种方式来革新我

们的祖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机械地照搬

别国经验是不会成功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必须探索自己的革

新道路……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基本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

起来”②。

２中国模式的特色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只是以共产国际分部出现的。当时党的领

导人陈独秀、王明等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

令，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第

一次表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③。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抛弃俄国革命攻

占大城市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路线，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提出了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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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рубежетысясалетий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３０１２１９９９г
Там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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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党的七大

明确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而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

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开创

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强制剥夺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

现了和平过渡，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模式和

苏联的实践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只能向苏联学习，

要求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 《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对学习外国经验曾经

告诫 “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于苏联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③。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并没有真正 “引以为戒”，在 “大跃进”、 “阶级斗争扩大化”和

“文化大革命”中多走了一些弯路，致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作出把党和国家工

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农业揭开了

改革开放的序幕。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总结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经验时表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

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并且第一次举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大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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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他在认真总结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基

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根本任

务、发展动力和发展阶段、战略步骤和政治保证等作出了正确判断，

形成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进一步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②。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江泽

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充实、发展

和提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

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

国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引领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④，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及其总任务、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

的总目标和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根据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现状作出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 “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⑤，它已经转化

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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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①。据此，习近平还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为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深

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实行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②，党的

十九大将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三次飞跃。

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

代，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

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时代。

二　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决定了中国和
俄罗斯的改革模式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使中国各民族尊崇 “中庸之道”，

求 “和”求 “稳”，避免极端。俄罗斯民族刚一诞生就被蒙古鞑靼人

统治了其四分之一的历史，使其形成了分裂的欧亚民族性格，从一个

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易变，时刻燃烧着 “革命”的火焰。东欧国家

在战后被 “休克式”斩断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苏联移植

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人为压制了其显性基因，一旦压制减弱或消

失，这些显性基因必然会迸发出来。

１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 “稳”字当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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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传说尧、舜二帝禅让帝位时的 “十六字心

传”，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可以说是

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精髓。“人心惟危”即是说一生当中 “人之

病疼各别，或在声色，或在货利，或在名高，一切胜心、妒心、悭

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种种受病”③ 的 “人心”使得人人自

危。人的思想变化多端，有善心也有恶心，如何弃恶从善，改邪归

正，就要把 “人心”变成 “道心”，一般人变成 “真人”。按照孔子

的话说，人的一生必须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才能

“齐家、治国、平天下”。④ “道心惟微”，只有 “道”融于 “心”，才

能体会 “道心”之微妙，“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⑤。看不

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这里体现的是 “以心观心”，进而达到心

性融合，“天人合一”的境界。要达到这一崇高境界，必须时刻修心

养性，用心领悟道行，做到 “惟精惟一”。道家的 “精”、“一”就是

佛家所说 “制心一处，无事不能”，是修身养性的基本功。亦即精益

求精，专一其心，要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⑥ 一旦获

得 “天人合一”之道，做事必然遵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即 “允

执厥中”，取其中道，谓之中正。“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

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⑦

儒家的中庸之道，旨在追求人类社会协调、和谐地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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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 “庸”结合在一起，便是不变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当中

适度、正确和恰如其分的具体运用之间的辩证统一。中庸之道蕴含着

“叩其两端”而取 “中”的做事原则和方法，即力求与客观实际相符

合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它体现了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 “君子而

时中”思想，不仅反对 “执一不通”的固守教条，也反对 “见风使

舵”或恣意妄为，追求 “从心所欲”而又 “不逾矩”的至德境界，

进而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 “执中达权”思想。中庸之道

持 “中”，戒 “过”和无 “不及”，避免两个极端，力求 “中”且

“正”的 “中正”思想以及 “因中致和”， “和而不同”的 “中和”

思想。“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① 中庸之道推崇 “致中和”的

理想王国。孔子这样定义 “中”与 “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一旦达到 “致中和”，便可以 “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②。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③ 孔子对舜帝善用中庸之道于

民赞赏有加，“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

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④ 也正因为此，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正确地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为了避免激进的改革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乃至政治动荡，选择了先易后

难的渐进的改革方式，为了避免呛水采取了 “摸着石头过河”的方

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在于自

强不息，与时俱进，见贤思齐，“其命惟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⑤。体现了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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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 “帕累托改进”。孔子在 《大

学》的开篇就明确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①。“亲民”体现了儒家文化 “德治”和 “仁政”的思想。② 中国

共产党的宗旨便是 “为人民服务”，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 “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③。在此基础上使

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即 “帕累托改进”。由于经

济改革会涉及大范围的利益再分配和利益结构整合。对指令性的计划

方式资源配置制度进行激进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为既得利益者

的企业和部门或个人利益受损，改革的阻力会增大。通过渐进式改

革，将改革的中心环节定位为微观经营机制，改进企业激励机制，提

高经济效率，增强企业活力，进而加速新资源的增长，国家、企业和

劳动者的收入都增加了，这样的改革就具有了 “帕累托改进”性质。

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过程中的速度和稳定保持一定的平衡。要使改革

得到众多社会集团的支持，政府获得大多数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在改

革和发展过程谨慎保持速度和稳定的平衡，并反过来以改革和发展的

成果获取更大的信任和支持，保持足够大的权力来把握速度和稳定之

间的平衡，为改革提供保障。同时，改革是在政府零经验的基础上推

进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失误和错误，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和问

题，渐进式改革为政府及时纠正不当的改革措施，解决矛盾和问题提

供了回旋的余地，而不会对下一步的改革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第二，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成功的经验。从农村经济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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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

己的”这种清晰、透明的分配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劳动和生产积

极性。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城乡粮食短缺问题。在农村改革取得

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承包制开始走向城市，在工商业试行并推广企业

承包制，对企业扩权让利，从而刺激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对外开放方面，１９８０年设立深圳、
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发挥示范

作用，验证是好的政策即面向全国推广。在此基础上，１９８４年开放
了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特区政策向沿海开放城市延伸。１９９２年沿海
开放城市的政策进一步延伸到５个长江沿岸城市、沿边１３个边境市
县和１１个内陆省会城市。

第三，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推进相结合，外部诱致性和内部强制

性相结合。中国的经济改革顺序实际上是先体制外，再体制内。通过

解放思想，逐步放开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成分，其地位从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有的、有益的补充”，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些体制外经济成分的不断成长和壮

大，不仅壮大了国家的经济规模，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而且它们

的经营性质和范围、运行方式和模式逐渐向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渗透和

倒逼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加快改革，乃至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业已形

成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两大成分及其所代表的市场和计划难以实现融

合发展，迫使国家采取了 “双轨制”改革。

第四，双轨制改革，先易后难。双轨制改革构想形成于１９８６年
的 “莫干山会议”，在继续保持国家对国有企业产品实行定价的同时，

允许企业按照指导价格出售商品，让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自行决定

其产品价格，俗称 “价格双轨制”。１９９２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普遍存在于中

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如价格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户籍管理

双轨制、资源配置双轨制、资源税收双轨制，等等。其核心内容是从

计划向市场转轨，方法是以放为主，即将计划额度确定下来，全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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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计划外的管制，承认计划外市场行为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

内交易范围，直至确立市场交易的主动性和完全性。

第五，上述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体现了统筹兼顾的全面思维模式。

孔子的门生子夏问如何评价其他学生颜回、子贡、子路和子张的为

人，孔子回答说，他们各自都具有孔子所不具有的优点，但也有缺

点，“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诎；由能勇，而不能怯；

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

弗贰也”①。也就是说为师者、为官者必须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兼顾

各方，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实现 “中国梦”到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②，从 “三期叠加”③ 到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重大判断，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④到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等，习近平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始终

贯穿着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

第六，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荀子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⑤ 儒家文化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

的和谐，作为一种思维倾向延续成为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民族精

神。“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⑥，只有避免

极端，遵从 “中和”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否则便会天下大乱。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

的关系。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目的，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三者统一于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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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伟业。改革是源头，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

理，只有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才能信任政府，拥护改

革。但是，改革必须保持以稳定为界限，一旦改革过于激进，超过了

稳定所能够承担的社会负荷，就会引起社会震荡和政治风波，甚至动

摇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自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集体实现稳定的政治交接，坚

持不懈地高举这一伟大旗帜，并将这一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

纪，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２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民族性格埋藏着 “革命”的基因

俄国著名思想家Ｈ别尔嘉耶夫将俄罗斯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

基辅罗斯、受鞑靼人奴役的俄罗斯、莫斯科的沙皇俄罗斯、彼得一世

的帝国俄罗斯和苏维埃的俄罗斯。①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个时期，即后

苏联的俄罗斯。这６个时期经过了西方的俄罗斯—东方的俄罗斯—西

化的俄罗斯—东化的俄罗斯—回归西方的俄罗斯两个半循环。公元

１０—１１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使基辅罗斯成为东欧强

国。１３世纪上半叶，蒙古鞑靼人灭掉基辅罗斯开始了长达两个半世

纪的统治，使俄国远离了欧洲，强化了亚细亚因素的影响。１６世纪
中期，伊凡雷帝在莫斯科公国基础上建立沙皇俄国，对内实行暴政，

对外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并迅速扩张。到１７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就扩张到

了太平洋的楚科奇半岛和鄂霍次克海。向东扩张使俄国长期脱离了欧

洲，并落后于欧洲至少一百年。１６８９年彼得一世开始对俄国政治、
经济和军事发动强制性改革，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此次西学

改革帮助俄国发动 “北方战争”并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１７０３年

为此专门建立新都圣彼得堡，１７２１年改国号为 “俄罗斯帝国”，领土

北起北冰洋，南到里海，东至太平洋。彼得一世始称 “彼得大帝”。

１８世纪后半期号称 “开明君主”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启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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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欧洲自由主义，引进西方思想和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

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宣布经营自由。同时进一步扩张，向西瓜分波

兰，向南夺取黑海出海口，向东跨越白令海峡吞并阿拉斯加，领土面

积达到顶峰时期。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打断了维特和斯托雷平的西化改
革，建立了与西方势不两立的苏维埃政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再一
次开始西化改革，虽然付出了苏联解体的代价，但俄罗斯最终走上了

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道路。

如果对１９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历史进行分期的话，还可以进一步
划分６个 “西化—东化，自由—保守”的周期。（１）１９世纪初，亚
历山大一世任命Ｍ斯别兰斯基为部长委员会首长进行全盘西化的改
革。１９２５年尼古拉一世继位后彻底推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退
回到了封闭状态。 （２）１９世纪后半期，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
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１９世纪晚期，亚历山大三世采取了截然
不同的发展工业化的措施，反对自由主义。 （３）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尼古拉二世命财政大臣 Ｃ维特和总理大臣 П斯托雷平推行大
胆的西化改革。这次改革又被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所打断，建立苏维埃
政权，实行了 “军事共产主义”。 （４）１９２１年列宁转向 “新经济政

策”，实行粮食税，恢复商品交易，经济趋向自由化。１９２７年斯大林
放弃 “新经济政策”，转向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５）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
晓夫进行改组，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结果助长了地方分

离主义。１９６４年勃列日涅夫推行 “新经济体制”，一方面扩大企业自

主权，另一方面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完善”变成了 “停滞”。

（６）１９８２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开始探索经济改革，戈尔
巴乔夫试图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进行改造，“大厦”却轰然倒塌。盖

达尔依据西方 “休克疗法”药方，加速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

场化，却代价惨重。１９９８年普里马科夫治理金融危机，结束了俄罗
斯的新自由主义。进入２１世纪，普京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重
新实行垂直管理，对私有化重新国有化。２０１４年乌克兰危机使普京

０３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结束融入欧洲的 “大欧洲”计划，而向东转与亚洲国家构建 “大欧

亚”伙伴关系。

那么，决定俄罗斯政策周期性变化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Ｈ别

尔嘉耶夫解释说，“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

民族”，它地跨欧、亚两大洲，将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

“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①。

在俄国历史上，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俄罗斯民族不

得不依靠村社这种集体主义制度维持生存。存在于俄罗斯整个历史的

村社制度确立了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从上到下的威权主义和垂直管

理。具有３００多年历史的农奴制使得上层人对待下层人存在暴力、跋

扈，底层人对上层人存在恐惧的根源。村社与农奴制的平行发展，形

成了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命令式的管理方法成为传统。鞑靼人对俄国

２４０年的统治，使俄罗斯民族脱离了欧洲的发展轨道，而越来越多地

接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文化，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得到进一步

巩固。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走上强国之路，实现了对新领土的大规

模扩张并攫为己有。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民族对权力和军事力量的崇

拜。随着国家地理边界的扩大，各种语言的民族不断增加，反过来又

加强了对毫无约束的集中制政权的渴求。所以 Ｈ别尔嘉耶夫精辟地

指出，“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的”②。它倾向于封闭、

传统价值和停滞，不能容忍私有制、财富、现代化和进步。由于俄国

脱离了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君主制、农奴制和保守主义严重阻碍了

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和民主的发展，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市

场经济的萌芽直到１９世纪末才出现，经济发展水平比西欧至少落后

一百年。

彼得大帝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落后，他要让俄国重新回归欧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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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推行改革，学习西方技术，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方式。他的改革培

养了一大批主张西化的仁人志士。他们与本土斯拉夫派形成对立，力

图变革，主张发展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把欧洲看作俄国的未来。到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西化派的繁荣达到了顶峰，但西化派的力量大

大逊于本土斯拉夫派。由于本土派的阻碍，每一次西化改革进行的都

非常缓慢，充满矛盾，难以进行到底，均告半途而废，不可避免地发

生了逆转。所以，斯托雷平和维特坚信，俄国的改革只能是迅速地、

“爆炸式”地推行。① 欧洲中心主义已深入到了每个俄罗斯人的灵魂

深处，而欧洲人则把俄国看成是 “蛮荒之地”或欧洲的亚细亚。② 横

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没有形成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相结合的桥梁，

而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形成了先天的欧亚特点的思想观念，把俄罗

斯变成亚洲的欧洲和欧洲的亚洲。

两派的斗争严重扭曲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互相矛盾的专制主义与

自由放任，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暴力倾向与人道主义，集体主义

与个人主义共生于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使其判断事物缺乏理性，爱

走极端。 “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③。利哈乔夫更是明确地表示，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

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④ 俄罗斯这样的民族性格决

定了俄罗斯人思维和行为的易变性和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从一个极

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我的朋友就必定是敌人”，要么肯定一切，

要么否定一切，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所以，“用理性你不能理解俄罗

斯，用一般的尺度你也不能去度量：因为她具有独特的性格，你只能

２３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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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俄罗斯”①。这是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在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上的

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在中国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而在

俄罗斯则 “民鲜久矣”②。孔子进一步分析了中庸和反中庸的区别，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

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③。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善于与时俱进致

中和而非教条。

俄罗斯在否定以往经验和破坏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具有极端

的坚定性。如果俄罗斯处在有问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面临着两条道路

的选择：演进的道路和 “大动荡”的道路，那么它一定会选择后者。

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联社会主义搞了７０多年，说放弃便瞬间烟消云

散，一个 “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俄罗斯推向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

蛮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着眼于将改革推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并迅速地达到所谓的 “不可逆转点”。让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代理人

的活动保障其应有的经济绩效。为此，必须同时创造三个条件，即财

政稳定、产权重新配置和经济关系自由化，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

说，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必须同时而迅速地推进，否则，不彻底

的改革就会出现逆转。俄罗斯实行激进的 “休克疗法”，特别是在

１９９２年一次性放开价格之后，恶性的螺旋式的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

划分成投机的金融部门和实际的生产部门；稳定通货膨胀的措施使得

流动性骤减，导致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金融投机进一步膨胀，实体经济部

门严重萎缩；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金融泡沫严重膨胀，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

但是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民主化变成无政府状态，自由化致使黑社

会猖獗，私有化变成瓜分国有资产，一方面寡头势力崛起，另一方面

３３中国经济模式的特殊性兼与俄罗斯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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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居民陷入贫困状态，国家经济总量损失近一半。

依靠将现成的经济形式照搬到俄罗斯土壤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与

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相符合，与俄罗斯经济制度现实存在的需求和约束

不相吻合。这样可以解释改革失败的必然性。自由化改革忽视了大众

的社会问题和极端的家长制传统。这种裂变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发展中

改革及其逆转的稳定交替和社会意识的矛盾发展。未经过深思熟虑的

和不彻底的自由化改革及其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分化，命中注定

不是在治愈而是在残害俄罗斯社会，通过改革的逆转来进一步分裂

它。逆转阶段的到来本身应当看作是社会经济体系对外来元素植入其

中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的运转意味着彻底脱离市场改

革路线的保守反应的启动 （俄罗斯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也可能意

味着需要放弃不正确的改革路线，转向经济政治改革的反面。如果这

种机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起作用，那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社会经

济体系进入自我毁灭阶段，伴随着危机、混乱、骚乱、社会和政治动

荡。２０世纪初和２０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非常直观的证据。① 改
革的逆转所付出的代价和垂直管理造成了不合理地浪费人力和自然资

源，尽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种成果一般持续时间不

会太长。经过一定时期的 “停滞”，俄罗斯将重新准备改革。

三　若干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总结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

验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就

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保持了政治路线的长期稳定，为改

革开放规划了明确的方向；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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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集体之间顺利的政治交接保障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

续性。相反，俄罗斯将稳定视作 “停滞”，稳定时间久了就产生 “革

命”的渴望，方向和目标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而 “革命”

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发展进程会被打断。

第二，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注重学习和借鉴他

国经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注重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从学习中一

路走来的。中国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且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学习其他

国家成功的经验并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俄国的扩张主义、救世主思想、帝国情怀则使俄罗斯难以

放下架子向他国学习，俄罗斯的西化派虽然主张向欧洲学习，但是要

么被傲慢的斯拉夫派所阻挠，要么就是不顾俄罗斯国情的照抄照搬。

第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国家治理体制及

其改革方式。中国、俄罗斯和东亚都具有集权专制的历史传统和集体

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和统治经济都曾占据主导地位。在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和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避免极端的

“时中”、“中和”、 “和天下”的中庸之道影响，采取渐进的改革方

式。俄罗斯非理性独一无二的极端主义的民族性格决定了其改革方式

必定是极端的、激进的和 “休克式”的、“革命式”的，并带有巨大

的社会成本。西欧的个人主义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制度。

而接近西欧的东欧国家的民族比俄罗斯更加亲近自由和民主，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七强之一。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东欧被苏联强行移植了共产主义制度，一旦高压被取消，其

固有的亲自由亲民主的意识形态便会得意忘形地表现出来。例如波兰

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就提出
了计划模拟市场模式；斯大林被全面否定之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

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提出了计

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锡克模式，考斯塔提出计划—市场模式，以及南斯

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等。其思想在实践中具体化为东欧独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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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直到戈尔巴乔夫放弃东欧，东欧在１９８９
年年末１９９０年年初发生系列剧变，彻底放弃了共产主义制度，采取
激进的方式成功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正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正式制度都是在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

意识形态基础上固化而形成的，借鉴他国经验切忌照抄照搬。任何国

家的制度都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组成

的。照搬来的制度只能是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是搬不来的。这样

搬来的制度是不完全的，且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即文化传统形成撞

击，产生排异现象，不可能成活下来。但制度移植也有可能是成功

的，但必须是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在局部进行长期试验、磨合、适应

和培育，缩短排异期，等到二者完全相互适应、合为一体之后再进行

全面推广。也正因此，中国有了经济特区、双轨制、渐进式等 “摸着

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则试图一步跨过河去，却不想跌入

了河中央，几乎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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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本框架与实现战略

程恩富　柴巧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党的十九大立足于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作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提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们党依据新时代的新特点、主要矛盾和

国家未来的发展目标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三次集体学习会，把学习主题定为 “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目

标、内容和重点，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

务。本文学习习近平有关讲话精神，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阐发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基本框架和战略举措。

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部

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国情，重

新定义了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后，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１５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柴巧燕，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２０３５年到２１世纪中叶，再奋斗１５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

现这些宏伟目标，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前提，其中经济的发展是重

中之重，构成了各项发展的物质基础。可见，建设符合新时代新要求

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和实现伟大目标的有力

保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未

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将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

化。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制约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只有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

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遵循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思路，从产业体系、市场体

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

系和双重调节体制等方面塑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实

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创新的引领作

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均可从增强国民经济的平衡

发展和充分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

将有力解决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满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必由

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

了新要求，要求我国经济由过去追求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

向未来的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发展阶段。只有跨越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这三大关口，才能解决过去经济

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中各种要素

的生产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保护好生态环境，解决民生领域的短

板，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全面释放社会主义方向的

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大效益、更加公平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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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可见，加速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必将有力促进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推动我国经济不断提质增效，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

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有力支

撑。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在，全球经济在曲折中复苏乏力，而

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成就全球有目共睹，对整个世界经济

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 《２０１８年世界经济形势与

展望》的报告，２０１７年全球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经

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１５％，近５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

贡献率达到３０２％。①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

“再工业化”政策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快速工业化”政策的双重压

力，随着特朗普政府 “美国优先”的狭隘保护主义实施，我国经济在

国际市场上势必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可见，我国要顺应和引领一个

日益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就必须尽快建设

由高端产业体系、有序市场体系、协调城乡区域体系、绿色发展体

系、自主开放体系和高效调节体系等构成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

日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基本框架，其中包

括 “六个体系、一个体制”②。这七个组成部分既有各自的分工与作

用，又有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是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

一个总纲领。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详细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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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① 习

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

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

优化。”②

目前，我国产业体系创新短缺、协同不够的问题较为普遍，主要

表现在：一是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部分，在国际上缺乏竞争

力，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品科技

含量低。二是创新短缺，研发投入和创新人才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难、转化率低，不能对实体经济形成有力支撑。三是金融 “脱实向

虚”情况严重，金融资源错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实体经济的

筹资方式少、贷款难、杠杆率高等现象普遍存在，发展实体经济的金

融安全基础薄弱。四是人才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实体经济缺

乏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研发领域科技人才不足，制造领域熟练技工不

足，营销领域经营人才缺乏。

要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必须着力抓好若干

重点工作：第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现有产业体系。其中包括

统筹产业布局，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切实解决实体经济中供给结

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地方，减少低质无效供给，把经济发展从数

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紧紧把握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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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培养发展

战略性行业，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拓宽中高端消费、现代供应链、

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动能，抢占全球产

业链和价值链未来发展的先机。

第二，发挥创新引领产业体系的高端化发展。其中包括要为创新

提供高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能够引导企业、个人投入研发创新的激励机制，形成市场、企业和科

研院所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要加大对创新资金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投

入力度，对于应用基础型研究，特别是前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颠

覆性创新技术，由国家牵头组织投入；要鼓励企业和个人投入创新领

域，拓宽创新平台和载体，为创新研发提供各种精准服务，整合和共

享创新研发信息。

第三，增强金融服务产业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水平。要积极加快

金融体系改革，鼓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引导金融资本向有发

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集中；通过不断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创新实

体经济融资方式、拓展多种业务等方式切实解决实体经济筹资难的

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通过创新信用评价方式、创

新信用担保体系、创新抵押贷款方式等加大对各类企业的支持

力度。

第四，强化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促进产业体系的作用。通过深

化教育改革，建立科研教育、职业教育、培训教育体系，使教育既能

培养出基础研究、高精尖研究需要的人才，又能培养适用性强、针对

性强的应用技术性人才，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优秀的人力资

源；通过分配制度改革等调节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为整

个产业体系和实体经济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

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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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① 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目前，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受制于政府垄

断、行政审批和价格管制等因素影响，还存在一些不足。具体来说，

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系不够透明，存在如定价机制

不完善、信息披露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规则设置不清晰等问题，导

致存在一定的权力寻租空间，使得市场交易成本过高。二是价格形成

机制不健全，由于政府垄断、价格管制或其他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

使得部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传导机制不健全，导致市场规则在要素配

置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

度。三是缺乏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一些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潜规则和土政策仍然存在，导致部分同等的市场主体难以获得同等便

利的市场准入；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企业破产制度不完

善，市场不能决定企业是否退出。

要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必须采取多种措施：

一是提高市场体系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法律

法规，为商品或服务的快捷、顺畅的流通提供保障，消除地区封锁、

市场分割等现象，打破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规范交易行为，建立

透明、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在某些容易滋生腐败

的领域，明确竞争规则，提高程序透明度，加强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

建设，大力提高市场体系的透明度，推进市场信息化建设，保护市场

参与者的正当权益；加强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明确市场参与者的权

责，规范执法者的权力，避免因监管规则设置不明确导致的权力寻租

或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二是进一步完善各种商品特别是资源型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使

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供求状况，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进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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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

度，调整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尽量通过温和的方式借助市场实现调

节目标，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放开负面清单之外的商品和服

务，给予企业自主定价权，让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共同作

用来决定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保证价格传导机制畅通无阻，保证价格

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效率状况。

三是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和退出政策，首先是开放行业准入，

凡是在政府限制或禁止的领域和行业清单之外的，符合法律规定的，都

应向民间资本开放，实行同一区域同一准入标准，打破市场封锁、地方

保护主义和行政性垄断；尽快完善各类法律法规，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

资本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各类资源，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各类市场竞

争，并为其提供一视同仁的监管和法律保护；加快市场化改革，废除影

响建立统一市场的各种障碍，制定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激发各类

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活力。其次要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

制度，坚持企业自主原则，企业的优胜劣汰应由市场竞争决定。

（三）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收入分配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个人工作的积极

性，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习近平指

出：“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

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

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① 党的十九大给出了建立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原则，即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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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

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①。

目前，由于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政府对各种收入分配的不合

理现象没有及时调节、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结构性失业等多种因素

的共同作用，使得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导致了不少问题的出现。一是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仍不能同步，特别是乡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过慢，不能

充分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二是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不健全，一些

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无法充分形成良性激励

机制，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同向互动不足。三是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推进缓慢，底层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出现需要消费而无能力消费

的情况，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即使有能力消费，但是对需求

拉动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

要完善体现效率与公平同向互促关系的收入分配体系，必须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法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必须重视市场和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同作用，为城乡劳动力提供平

等的公共服务，确保分配规则均等、机会均等，减少城乡、行业、领

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壁垒，实现同工同酬，为城乡劳动力提供一个公平

公正的平台；对于因为个人才能和禀赋不同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市场

应予以承认；对于因为要素占有的数量、状态、水平不同以及机遇不

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异，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财政政策进行适度

调节，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使不同的劳动者能够获得均等化

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对于因体制不合理、规则不健全而造成的收入差异，应通过

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建立合理、规范的政策体系，避免灰色收入的

形成，对于已经形成的灰色收入，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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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节；对于黑色收入，必须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从源头上消灭其产

生的土壤与条件，一旦发现，坚决依法取缔、严厉打击。

三是大力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运用税收、财政支出等方

式在再分配环节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税收和财政调节应服务于共同

富裕的目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应同时考虑横向公平和纵

向公平，确保税收能够有利于低收入者而又不损害高收入者的积极

性；推进消费税的改革，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环节及幅度，能够充分降

低底层收入者的税负；推进与财产有关的税收改革，加大财产类税收

的调节力度；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实行退出税。

（四）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①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建立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

系”。② 只有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人口、经济、资源、环

境之间获得均衡发展，经济社会各组成要素才能进行良性互动，城乡

之间实现融合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平衡和总体走强。

我国目前城乡区域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不高，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受制于自然条件、人口、历

史等因素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不合理，京津冀、长江经

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都是人口密集、面积小但是在全国经济中占比重

大的地区，如京津冀地区以２３％的面积贡献了８％的 ＧＮＰ，长江经

济带以２１％的面积贡献了４０％的 ＧＮＰ。二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城

乡联动不足，区域发展不够协调。实施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不足，支

撑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不足，乡村振兴所需资金仍然有缺口；一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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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了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极其恶化，难以

脱贫；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欠

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城乡区域联动发展的平台缺

乏，难以通过发展平台的带动作用扩大发展范围。

要建立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必须重点抓好

下列工作：一是积极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建立彰显优势

的发展体系。对于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宏观规划，不断探索培养创

新发展新动能，使得城市的布局和空间结构更合理，以京津冀协同发

展来推动整个地区的发展，进而出现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

部地区拓展，推动经济要素沿黄金水道有序流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把该地区培养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引领科技创

新的领头羊，以此形成大范围的城市带，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二是通过顶层设计加快实现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着力点

来推动城乡联动发展，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来促

进城乡协调发展。建立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可

以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进而强

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可以通过人力资本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才、技术等充分流动，进而解决乡

村振兴人才支撑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社会多

元参与政策等方式，引入多元资金参与乡村振兴，解决乡村振兴的资

金缺口问题，进而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协调发展可以通过

推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促进各经济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实现人口、经济和资源、

环境的空间均衡，进而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取得新进展。总之，从全局

出发建立连贯统一、层次明晰、功能精准的区域政策与城乡发展政

策，来强化城乡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协同；通过进一步完善包括城乡及

区域定位与合作机制、成果共享机制、生态保护机制、利益补偿机制

在内的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来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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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培育试验区、示范区等平台来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进一步完善各类发展平台。

（五）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

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① 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② 绿色发

展体系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体系，绿色发展是高效、持续、和谐的

发展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只

有践行绿色发展才能突破资源环境因素制约，才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

长远地占据主动和有利地位。

目前，我国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面临不少

挑战。一是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够重视。在个人消费方面，存在

铺张浪费现象，绿色生活方式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二是缺乏相应的

体制机制保障绿色发展体系建设。从顶层设计来看，缺乏有力的价值

取向和相应的制度保护资源环境，保护生态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环境评价体系不健全，党政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又往往忽视或者

缺乏对绿色发展的评价。三是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必然会消耗大量

资源，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往往遵循 “高投入、高能耗、

高污染、低收益”的发展老路，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

损害。

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必须采取下面的措

施：一是引导人们从观念上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全面树立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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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热爱自然环境、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勤俭节约

的社会风尚和合理、高效利用资源的意识，做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的宣传和科普，增强全社会的勤俭节约和保护环境的观念；积极宣传

推广绿色和低碳的生活理念，倡导发展绿色生活方式，引导鼓励低碳

消费模式，尽量减少个人行为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永续发展新格局；广泛宣传绿色发展体系，将

生态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级政府和领导

意识到生态环境工作的重要性，使绿色发展观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

求和自觉行为。

二是不断完善建设绿色发展体系的体制机制。从顶层设计上来

看，要充分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既能解决资源和

环境方面的问题，又能对涉及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进行有力的规制；不

断健全绿色发展的评价体系，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以牺牲生态环境

换取经济利益的现象，要把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挂钩；特别是完善对

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对政府领导干部绩效进行考核时，把绿

色发展、生态环境也作为其重要的综合评价指标进行考察，建立终身

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领导在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能够充分意识到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三是深化供给侧改革，任何经济行为都要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健康

为前提，要把原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多、环境污

染大、不可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改造为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的产

业，使产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和技

术进步来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降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资源消耗

量，提倡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循环再利

用；鼓励发展环保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产业活动中获取经济效益，将环保活动或者环保产业发展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创造出新的经济利润，使环保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吸引

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从事环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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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

平提出 “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

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继续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国际交流合作。”这些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准确地把握了我国进入新

时代的新情况，反映出经济全球化对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迫切要

求，是实现经济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为推动全面开放指明了方向、

目标和途径。

我国目前还未形成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其问题

在于：一是对外开放的形式与结构较为单一，对外贸易大部分集中在

具有低端要素优势的产业上。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相对单一，传统

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我国虽然是一个贸易大

国，但是出口产品仍然以初级产品或低加工产品为主，在国际市场上

的定价能力较弱。随着要素成本和环保成本的上升，传统的生产方式

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这已经威胁到了实体经济的发

展。二是缺乏完善的经济体制保障全面开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随着

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一些既有的体制机制在保障宏观经济顺畅运行

和稳定金融市场方面乏力；已有的对外贸易模式容易加大国内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外资进入门槛不一，境外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利益

保护不够，贸易摩擦和争端时有发生，处理结果差强人意。

为了确保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必须采取有

力举措：

一是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升级，紧紧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

线，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效益的产业，把质量优势和新兴产业培养成

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优势，确保已有的对外贸易市场份额，不断拓展以

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作为出口主导产业，实现从传

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在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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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培育贸易新模式，对外贸易产业布

局中重视并鼓励加入技术、知识、信息和智能等高端生产要素，巩固

我国已有的信息产业优势，争取成为对外贸易规则的制定者；通过提

高对外贸易产业的要素成本优势，加大科技创新成果比例，为传统产

业提供新的需求点和增长点，进而提升我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

位，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

三是不断调整对外经济体制机制，破除体制机制的各种弊端，为

全面开放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健全境外投资管理，为境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政策机制，积

极引导、鼓励企业对外高效投资，确保投资收益性。

（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

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提出要建立 “充分发挥市场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通过完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

节的双重调节体系，有助于释放体制改革红利，促进整个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建设。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处理政府与

市场关系方面依然存在两种极端。其一，过分追求市场化，造成政府

的缺位，弱化了政府这只 “有形之手”对宏观微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而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容易导致市场失灵等低效率的经济现象；过度

强调市场竞争，市场更关注短期效率，具有良好才能和禀赋的人依靠

自己的资源优势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收入，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无

力改变这种现状，导致了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完全的市场竞争往往

导致投资和消费或者严重不足或者严重过度的结构失衡和周期性特

点。其二，政府调控不民主而导致失当， “一把手说了算”、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和虚报政绩等现象普遍存在。正如美国著名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较为严

重，说明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为了进一步改革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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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体制机制，必须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有机

统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双重调节的资源配置制度，完善市场

机制趋利避害的有效性、微观主体活而不乱的创新性、政府主体及时

调节的高效性三者结合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是充分完善产权制度和一般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制约发展活

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

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看不见的手”在一般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宏观和中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的主导作用，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做好公共服

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

环境。

三是要统一开放的一体化市场体系，革除某些行政或制度上的不

合理分割，革除法律法规以外的歧视与各种不平等待遇以及不正当竞

争的现象，使市场准入畅通，企业之间竞争充分，并使消费者在市场

上具有自由选择权、能够自主进行消费。

四是要重视各级人大的经济立法和经济督察的功能，实现市场

“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功能、政府 （广义政府含人大） “看得见

的手”的自觉调节功能，同伦理 “看不见的手”的内在自律功能

（市场主体内含经济伦理和诚信）、产权 “首要的手”的基本制度功

能 （因为产权配置资源是决定社会经济性质的）有机融合，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和高绩效地全面协调发展。

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实施若干战略举措

（一）坚决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与西方

发展观的根本区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立场，也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特征和战略定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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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舆论认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太抽象，无法

把握和落实，往往还在片面追求 ＧＤＰ和政绩。这就会偏离共产党
人的本源和初心，偏离了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就不能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

胜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就是 “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人民、一切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时代解决社会主

义主要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根本方针。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建设，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达到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大丰富，实

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享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主题的表

象是物质和经济，但实质是人民，服务的对象还是人民，归根到底

是人的现代化。只有始终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党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贯穿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新理念和政策之中，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强国

目标。

（二）继续实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战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

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人口红利弱化、发展动能衰

减、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消费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

要素结构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

力巨大，单纯依靠扩张总需求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而必须适应新形

势的需求，从供给侧方面进行改革，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制度障碍，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构经济新常态下的各类平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根本路径是深化改革，以改革的办法推进供给结构调整，改

革生产要素、企业和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

和效率；改革传统供给结构升级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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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更好地满足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有舆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基本完成，不需要深化进行了。

而根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任务还需在 “破” “立” “降”上下功夫。“破”就是破除无效供

给，破除 “僵尸企业”，推动化解过剩产能；“立”就是大力培育新

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

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降”就是大力降低

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

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

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减少低端、无效供给，深化去

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扩大中高端、有效供给，补短板、惠民生，

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要进一

步把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既要深化供给侧改革，适应需求

的新变化，又要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拉动需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三）大力实施做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

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抓住发展实体经济这

个 “牛鼻子”，并把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放在工作重点之中。实体经济

是一国经济的根基所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承载着国家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大力夯

实实体经济基础。

不过，有舆论认为虚拟经济赚钱容易，ＧＤＰ上得快，而实体经济
难以立竿见影地抓出好政绩。这是必须消除的明显缺乏实干精神的误

论。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此，其一，要制定

相关政策，围绕创造实体经济的良好体制环境破题发力，推动资源要

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

展，为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其二，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发

展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优化供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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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大力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培育潜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通过深度

加入全球化输出过剩资本，大力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其三，强化

创新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引领创新型研究、前瞻性

研究，培育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革新，促进实体经济与科技创

新及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的发展。其四，引

导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引

导更多社会资本投身到实体经济中。其五，做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

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避免金融资本 “脱实向虚”，通过金融财政的

杠杆作用推进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保证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也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四）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

化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强化创新

驱动、创新引领的发展方式。有舆论认为生产关系和制度改革始终重

于生产力和技术变革，以为制度搞好了，生产力和科技创新自然会搞

好。这是曲解经济辩证法的误论，因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制度与技

术，均是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独立变量，根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动

变量。

事实上，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一，必须以创新来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夯实实体经济基础，通过技术创新突破现有的技术应

用以提高生产率，通过创新来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企业发展水平和素质，提供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其二，大力推进

创新创业，通过创新创业推动新的产业的出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由此振兴实体经济、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最终

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其三，加强国际创新体系建设，对于

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具有颠覆性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战略

科技创新研究，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人才、资金向这些方向倾斜，

实现重大项目的突破。其四，要建立完善的创新引导政策体系，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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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以市场的需求引导创新研究，鼓励支持企业主

导的创新，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鼓励引导创新成果的转化。

其五，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和创新文化

政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培养和造

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其六，通过观

念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打破原有的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观

念、政策、制度，使观念、政策、制度与实践结合，更符合实践发展

趋势，促进经济发展更顺畅、更迅速、更有效。

（五）大力推进城乡区域军民协调的发展战略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乡村振兴是实现我国经济体系

现代化的前提，通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来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

布局，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应以

乡村振兴战略为着力点，以构建新机制导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舆

论认为，乡村落后于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军民经济难以融合，这

是现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现象，不必急于改变。这是脱离国情的误

论，因为我国在城乡和区域领域的经济差距太大，而军民经济融合度

不高，亟须及时整合和协调发展。

大力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首先要实现乡村振兴，这是补

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是切实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其一，

实施乡村振兴关键在党，要坚持和完善党对 “三农”工作的领导，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

工作领导体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在乡村振

兴的始终，不断完善产权制度，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推

进各种体制机制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性支撑。其二，把人力

资本放在乡村振兴各因素中的首要位置，汇聚全社会力量，制定相

关政策，把人才往乡村吸引，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战略，把人

才作为引领乡村振兴的根本性因素。其三，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提

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并形成财政优先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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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三位一体的投入格局，为乡村振兴资金

投入提供保障。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通过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推进中西部地

区以及其他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逐渐缩小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建设彰显优势、协调

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通过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各构成要素的良性互

动，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在

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要准确把握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任务，推进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和资

源共享、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军地人

才双向培养交流使用、社会服务和军事后勤统筹发展、国防动员现代

化建设、新兴领域军民深度融合。为此，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加快

形成军民融合发展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推

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

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初步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①

（六）积极实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适应我国国

情的全方位开放体系，并积极实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举措，是塑

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有舆论认为我国不属于世界经济体系

的 “中心”，还处于 “外围”或 “依附”地位，因而只能参与、接受

和服从一切国际规则和惯例。这是没有认清世情和国情的过时观点。

６５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详见 《习近平主持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会议》，《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
３日。



殊不知，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４０年来我国已呈现出逐步从 “外

围”向 “中心”较快发展的壮丽画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接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可以说正施展着 “准中心”的地位和作

用。这至少表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已属世界

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属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量在全球数一数

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和主要贡献者，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

货币，等等。

今后必须通过积极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来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

建。其一，我国要继续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不断增

加对外投资流量，尤其是对拉美和非洲的援助投资、对美欧等发达国

家的实体并购，并有效运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五国开发银

行和亚投行等金融机构来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打造各国利益共同体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二，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就要拓宽开放范围，

扩大开放规模，提高开放质量，在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中最终打造一

个具有多元平衡和安全高效的经济体系。多元平衡是指进口、出口、

投资来源等的多元化与平衡，经营主体、商品和服务的多元化和平

衡，这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安全高效是指要把握我国经济

发展的主动权，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避免开放带来

的重大风险；同时要积极利用好开放市场，促进生产及市场从低端要

素优势向高端要素新优势转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

系，能够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拓展更广阔的国际空

间，增强中国经济的体外循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未来经济全球化中争取到更多话语权，改变现存经济全球化某些不合

理和不公正的发展规则。简言之，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

地位和话语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自觉地由过去的旁观者、跟随者逐

渐转变为参与者、引领者，由经济全球化的配角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

主角，是适应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之举，必须稳妥地积极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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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镇化推进模式与提高农村
居民消费率的关系

侯为民

　　扩大内需一直被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扩大内需的政
策取向上，通过新型城镇化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目前成为我国

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一般来说，城镇化建设总是伴随着一国的工业化

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

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也相应地快速升级，进而带动消费市场整体规

模的扩大。然而，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尽管在绝对量上不断提高，但在

居民消费率上却趋于下降，而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得更为明显。走出

这一困境，不仅需要处理好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关系，更需要对城镇

化扩大消费的内在机制进行客观分析，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指引

下，正确处理城镇化和扩大农村消费的关系。

一　传统城镇化路径下我国农村居民
消费率的下降趋势

农村消费能力难以提高，与农业生产力低下和农民收入水平不高

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不足从根本上来说又是

与生产过剩相互联系的一个概念。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

 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消费市场的相对萎缩，实际上还伴随着我国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下工业

生产的快速扩张，并在后者作用下进一步恶化。

历史地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当时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

城”的政策影响，我国走的是一条以发展 “小城镇”为特色的小规

模城镇化道路。该模式吸引农村转移人口的作用并不显著，因而并

没有对农村消费水平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不过，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中后期由于改革开放的扩大，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产业开始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形成了较为强劲的外在动力，而农业改革产生的大量过

剩人口又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源。在两种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到 １９８８年底，全国有
９５４５万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这意味着 ２３８％农村劳动
力实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使农村居民消费

规模有了一定的增长。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城镇化步伐进
一步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进城就业和发展的愿望，农村

的消费需求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国家层面的城镇化政策推动下，我

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了７亿，城市新
增人口高达５亿多。城镇化催生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人口，
为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产业发展提高了劳动力支撑和消费支撑。

应当承认，这一过程在短期内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

作用。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经济总量和

实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伴随经济总量的增长，我国城乡居

民消费也在快速增长。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３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２８５％
增长到５３７％，同期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从５０２万亿元
增长到５８７万亿元，增长了１０６９３％。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消费增
长也迅速增长，从１９９４年的２１８４４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１２１８７５
亿元，增长了８７１４％ （见表１）。消费增长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成果，也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

不过，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消费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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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消费需求拉动经

济增长日益乏力。从表１可以看出，近２０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
出滞后于经济增长率的趋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还保
持在４５％左右，但 ２０００年以后却持续下降，２０１３年已经下降到仅
３６１％，远远低于６０％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农村居民消费总额
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的农村居民消费率指标 （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支
出法 ＧＤＰ×１００％）更是经历了同样的下降过程，从 １９９４年的
１７７６％下降到目前仅仅８％的低水平，农村居民消费仅仅占国内居民
消费总额的２２２％。尽管在城市化过程中有３亿多农村人口被转移到
城市，但考虑到我国目前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现实，农村居

民消费率显然是过低了。马克思指出： “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① 广大的农村市场是我国扩

大内需的基础，农村居民消费率过低意味着农村居民不能充分享受经

济发展成果。也会加剧我国城乡发展的失衡，使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落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不仅能够为我国扩大消费需求开

拓新的空间，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出口增长趋缓带来的压力，有利于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表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

年度 城市化率

支出法国内

生产总值

（亿元）

居民消费

（亿元）

居民消费率

（％）
农村居民

消费 （亿元）

农村居民

消费率 （％）

１９９４ ０２８５ ５０２１７４ ２１８４４２ ４３５０ ８８７５３ １７６７

１９９５ ０２９０ ６３２１６９ ２８３６９７ ４４８８ １１２７１６ １７８３

１９９６ ０３０５ ７４１６３６ ３３９５５９ ４５７９ １３９０７１ １８７５

１９９７ ０３１９ ８１６５８５ ３６９２１５ ４５２１ １４５７５８ １７８５

１９９８ ０３３４ ８６５３１６ ３９２２９３ ４５３４ １４４７２０ １６７２

１９９９ ０３５８ ９１１２５０ ４１９２０４ ４６００ １４５８４１ 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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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城市化率

支出法国内

生产总值

（亿元）

居民消费

（亿元）

居民消费率

（％）
农村居民

消费 （亿元）

农村居民

消费率 （％）

２０００ ０３６２ ９８７４９０ ４５８５４６ ４６４４ １５１４７４ １５３４

２００１ ０３７７ １０９０２８０ ４９４３５９ ４５３４ １５７９１０ １４４８

２００２ ０３９１ １２０４７５６ ５３０５６６ ４４０４ １６２７１７ １３５１

２００３ ０４０５ １３６６１３４ ５７６４９８ ４２２０ １６３０５７ １１９４

２００４ ０４１８ １６０９５６６ ６５２１８５ ４０５２ １７６８９９ １０９９

２００５ ０４３０ １８７４２３４ ７２９５８７ ３８９３ １９９５８４ １０６５

２００６ ０４４３ ２２２７１２５ ８２５７５５ ３７０８ ２１７８６０ ９７８

２００７ ０４５９ ２６６５９９２ ９６３３２５ ３６１３ ２４２０５６ ９０８

２００８ ０４７０ ３１５９７４６ １１１６７０４ ３５３４ ２７６７７３ ８７６

２００９ ０４８３ ３４８７７５１ １２３５８４６ ３５４３ ２９００５３ ８３２

２０１０ ０５００ ４０２８１６５ １４０７５８６ ３４９４ ３１９７４６ ７９４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３ ４７２６１９２ １６８９５６６ ３５７５ ３８９６９６ ８２５

２０１２ ０５２５ ５２９３９９２ １９０５８４６ ３６００ ４３０６５４ ８１３

２０１３ ０５３７ ５８６６７３０ ２１２１８７５ ３６１７ ４７１１３５ ８０３

　　数据来源：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 《中国统计年鉴》。

造成农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业收入增长趋缓、农

民消费意愿不足、农村消费结构改善缓慢等，都是导致农村消费率趋

于下降的因素。但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额保

持着快速增长，但农村消费支出的快速上升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

民外出务工的收入。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则更多地受到我国城镇化

模式的影响。显然，在农业增收缓慢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双重作用

下，进城务工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村剩余人员的唯一选择。而现实的情

况是，我国农民工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工作，其收入

增长普遍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必然影响到农民工群体消费能力的

提升，从而导致农村消费不振。不仅如此，在我国现有城镇化模式下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性，也强化了其较低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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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预期，影响到其消费支出的扩大。农民工收入的低水平徘徊反映了

我国整个国民收入结构存在的矛盾，即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有比重过

大，进而使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实际上，城镇

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使得居民消费被相对压低了，农民

居民消费也不能例外。

农村消费率过低的背景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与我国城

镇化的推进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在二元结构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

直都存在，但却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而进一步扩大了。城镇化不仅导致

资本和人口向城镇的加快集中，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对农村消

费率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众所周知，我国推进城镇化普遍采取了

“由近而远”、“先易后难”的方式，一般是由城市近郊启动，逐步放

射性扩张。在实践中这种推进方式简便、快捷，易于与城市原有基础

设施接轨，却加重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我国城市
ＧＤＰ年均增长率达 １７６１％，但农村 ＧＤＰ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１０６８％，农村经济增长要远远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① 城乡发展的这
种不平衡不仅固化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两者的

差距。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３４９６２元增长到２６９９５１元，增长了６７２１％，而同
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则从 １２２１元增长到 ８８９５９元，仅增长
了５２８６％。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比值，２００２年以前还一直低于３，
而后就始终维持３倍多的水平 （见表２）。可见，城乡居民的收入不
仅在绝对值上的差距拉大，而且在相对值上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

势。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然不可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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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表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较

年度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 （元）

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

１９９４ ３４９６２ １２２１０ ２８６

１９９５ ４２８３０ １５７７７ ２７１

１９９６ ４８３８９ １９２６１ ２５１

１９９７ ５１６０３ ２０９０１ ２４７

１９９８ ５４２５１ ２１６２０ ２５１

１９９９ ５８５４０ ２２１０３ ２６５

２０００ ６２８００ ２２５３４ ２７９

２００１ ６８５９６ ２３６６４ ２９０

２００２ ７７０２８ ２４７５６ ３１１

２００３ ８４７２２ ２６２２２ ３２３

２００４ ９４２１６ ２９３６４ ３２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４９３０ ３２５４９ ３２２

２００６ １１７５９５ ３５８７０ ３２８

２００７ １３７８５８ ４１４０４ ３３３

２００８ １５７８０８ ４７６０６ ３３１

２００９ １７１７４７ ５１５３２ ３３３

２０１０ １９１０９４ ５９１９０ ３２３

２０１１ ２１８０９８ ６９７７３ ３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４５６４７ ７９１６６ ３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６９５５１ ８８９５９ ３０３

　　数据来源：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 《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居民消费率低下还与我国农村的生活成本提高及社会保障不

足有关。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是与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同步的，体现了经济发展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尽管我国农民消费支出的主要支出方向中食品类消费仍然处于第

一位，２０１３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用于食品类消费的支出为

２４９５５元，占其全部消费支出 ６６２５５元的 ３７７％。相比于 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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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的比例，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了２０个百分点。同时，农村
居民的住房条件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农村公共服

务不足与依随消费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也强化了农村居民

的储蓄倾向。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费已经仅次

于食品和住房消费支出，而医疗保健消费也大幅上升，成为交通通信

后的又一大支出。不仅如此，这两者的上升趋势也快于用于食品、家

庭设备及用品、文教娱乐等支出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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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各项消费支出的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 《中国统计年鉴》。

注：本图中不包括食品消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增长情况的对比。

显然，我国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随着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农村

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尽管他们也存在追求多样化消费的意

识和融入城镇消费的愿望，但受收入、职业以及消费环境所限，农村

居民的收入增长实际上被改善住房、医疗等负担抵销，导致其增加消

费和提升消费质量的动力不足。考虑到养老、失业保障、子女大学教

育等负担因素，增加储蓄实质上成为农村居民应对未来生活的不得已

的选择。因此，多数农村居民目前仍坚持节衣缩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

习惯，从而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率形成了制约。此外，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拉大，在现实中也导致城乡居民在面对物价上涨时的承受力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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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是因为农民消费结构的改变既有主动分享发展成果的一面，但

也有被动承受的一面，而后者则要受到收入水平的刚性制约。近年

来，我国相继出台免交粮食税、减免学杂费、提高农村低保和新农村

合作医疗等制度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针对

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仍然不足，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农

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二　城镇化促进农村消费的国际经验教训与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不足

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消费率低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

中国独有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城镇化的

阵痛。消费不振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农村消费率的下降更是如此。我

国城镇化道路起步较晚，并且具有自己的独特国情，需要借鉴国际经

验，并克服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才能探索具有中

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效化解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消费率过低、

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的难题。

（一）推进城镇化与扩大农村消费互动作用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尽管世界各国城镇化程度和起步时间不同，但几种典型城镇化模

式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不同结果，却可以给我们以借鉴和启示。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来看，其城镇化过程是与对农民的

补贴性收入、统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国家，

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建立在不断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可以为

农业部门提供巨大的补贴，因而能够有效地避免工业部门过度抽取农

业领域的资金。资料表明，政府补贴占欧盟和美国农民收入的４０％，
而在日本、瑞士、韩国、挪威等国家中，其农民收入来自政府补贴的

比例更高达６０％。此外，这些国家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既为
农业领域留住人才创造了条件，又避免了大量人口过度涌向少数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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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弊端，从而对扩大农村消费起了积极作用。例如，日本就将消费

质量的提高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在城镇化之初该国就极度重视对农民

职业教育和素质的培养。１９４７年日本颁布 《教育基本法》和 《学校

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年限增加到９年，１９５３年颁布的 《青年振兴

法》规范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政府还给予青年农民职业培训资助。

教育普及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素质基础。同

时，鉴于规模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高，日本政府还注重利用产业政

策和设置进入壁垒，阻止非规模企业进入，有序地保障对农村劳动力

的吸纳。这样就使大规模的城镇化建立在内向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并带动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步扩大。这些比较的经验，可以为我

国处理城镇化和扩大农村消费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相比之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处理得不好，也

会给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带来消极影响。如印度模式

以追求人口数量城镇化是主要取向，在短期内这可以快速提高城镇化

率，但却在城市贫民窟中催生了大量聚集的贫困人口，严重抑制了消

费需求。在该模式下，相较于城镇化前从事农村种植业的收益，城镇

化给农民带来的是集中的贫困，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同时，由于一部

分资本被抽走，容纳劳动力能力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维艰。在

城镇化规模上，该模式则以发展大城市为主，中等城市发展停滞，小

城镇则很少。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集中在城乡接合部，使得城郊贫民

窟累积增多。联合国发布的 《印度城市贫困报告２００９》的数据显示，
印度处于贫困状态的城镇人口超过８０００万，城镇贫困人口占城镇总
人口的比重约为２５％。贫困人口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该国城镇化进程
对扩大农村消费的拉动作用。同样，巴西模式以土地城镇化为特点，

但导致失地并失业的农村转移人口徘徊于城乡之间。由于这些失地、

失业的农业人口收入不固定，大大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实

际上，农村消费不足还使该国大量农副产品依赖于外需，经济对外依

赖非常严重，而国内则陷入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农民日益贫困的双

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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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快速城镇化成就、不足及其对扩大农村消费的影响

回顾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我国城镇化的成就和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为整体上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条件。二是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

聚，使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镇化和服务业共同发展。三是城

镇化成为拉动国内消费升级和投资的主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

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① 我国

城镇化进程中常住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快速增加，在扩大城市需求

规模的同时也带动了投资的增长，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是扩大了城市数量和规模，提高了城市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

并推动了户籍制度的实质性改革。可以说，城镇化不仅改变了征地农

民的命运，也改变了进城务工农民的命运，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

平。同时，城镇化在更大范围内还对整个农业生产、农民收入水平产

生了巨大影响，为我国 “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不过，我国城镇化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既有历史原因和

体制原因，也有观念和管理方面的原因，但都对扩大农村消费产生了

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城镇化过程中过于注重增长优先的导向，而忽视了农村人

口同步融入现代经济生活。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下述因素联系在一

起的：一是农村耕地的过度开发成为工业化的前提，并在实质上被计

入了城镇化成果；二是城镇化范围内的农村居民以及进城的农村转移

人口，有一部分只是在个体身份、生活空间、消费环境上有所改变，

却无任何可能改变其职业取向和社会认可度，也没有机会受到职业再

教育，制约了其劳动报酬的提高。不仅如此，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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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的分离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其原因在

于城镇户籍背后所隐含的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因素。① 由于针对农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迟缓，农村居民较难享受经济发展应带来的保障

性福利，致使其消费需求难以释放。

第二，农民合法权益保障不足，影响其消费能力的提升。在我国

城镇化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费用相对偏少，而且征地资金的分

配和管理混乱，在征地的同时忽视同步建立和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有

效保障，削弱了这部分农村居民提高消费的基础。我国对农民土地普

遍实行的是低价征用政策，而非按市场价值确定征地补偿金额，这种

模式不仅使农民的固有权益受损，也使其不能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

享。从现行法律方面看，尽管农民对集体所有土地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置的权利。但在征地的实施过程中，认定土地征用和确定补

偿方案的主导方都是政府，在一些村镇征地公告预示和召开村民大会

等几乎被省略，政府单方核准和实施，并由村干部向村民组长传达和

执行。村民在征地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等实质上被剥夺了。在失地农

民保障方面也存在着欠缺，征地款项往往不能及时足额地支付，甚至

还存在着非法侵占农民征地补偿款的情况，这导致一些失地农民缺乏

长远发展的谋划，消费行为具有短期性和随意性。

第三，城镇化中的政策倾斜模式，弱化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

增收的积极性。由于城镇化推进中人口、就业和土地占用的相互分

离，造成相当数量进城就业农民的土地被闲置，阻碍了我国土地的规

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延缓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收入

的增加失去了应有的物质基础。此外，城镇容纳能力的提高和城乡收

入差距的拉大，也使得我国农村的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

急剧流失，使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提高失去应有的人力资源支撑，导

致农村增收困难。在当前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能力仍较低下的情况

下，这些影响农业增收因素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扩大农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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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失地农民的临时就业既削弱了其收入能力，也压低了农民

工群体的劳动议价能力，影响其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的提升。我国城

镇化发展中的征地模式具有计划经济特征，但涉及就业问题时却将农

民推向市场。政府较少注重通过专业职能部门来引导失地农民就业，

也忽视针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导致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较低的失

地农民常常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他们要么难以获得就业信息，要么从

事临时性的纯体力劳动，处于收入低、工作累的不稳定状态。本来，

农民工收入的不稳定性与相对收入水平的低下就削弱了消费能力，失

地农民的临时就业的加入，更从整体上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就业、工

资和福利待遇上形成挤压效应，导致其工资议价能力不断降低，影响

了消费能力的提升。

（三）正确认识城镇化和扩大农村消费的相互作用

城镇化对扩大消费的作用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对城镇居民的影响，

还需要重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城镇化是吸引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的过程，这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加快调整，也有利于各类资源的优化配

置，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就业和市场需求同步扩大。与此同时，

城镇化也是对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承接过程，这有利于促进农民增

收，而且还可以大大地缓解我国 “人地紧张”这一影响农业规模化和

集约化发展的矛盾，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打下基础。城镇化过程

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消费品市场的扩

张，这也能为农村市场提供巨大的新需求，带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三亿多人口转移到城镇，我国城镇化的

规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城镇化的速度也是历史性的。将农村城镇化

进程的滞后作为消费率特别是农村消费率趋于下降的原因，① 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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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加快城镇化建设也要考虑到我国的区域平

衡、人口、自然环境和城市承载能力。处理得不好，城镇化在成为经

济发展的动力的同时，也会具有负面效应。就城乡关系而言，城镇化

建设所需要的巨大投资和人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村的支持，城镇

化过度会导致农村失血严重，进而削弱农村的造血能力，从根本上侵

蚀农村消费能力提升的基础。

因此，城镇化路径选择不当，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土地开发下的

城市容量扩张，或者简单等同于人口数量的城镇化而忽视农村转移人

口的生存质量，在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尽管我国目前城市

化率超过了５０％，在很大程度上它仅仅是一种 “名义城市化率”。即

使根据测算我国城镇化指标的综合实现程度达９０％，而农村人均收入

增长也达到 １０％，但 ２０１３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却仍然只增长

１２％。① 可见，通过城镇化的方式化解农村消费率趋于下降的难题，

需要按照城镇化的真实内涵，协调和合理地处置征地、人口迁移、产

业发展、就业、收入、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关系。

只有将人民幸福指数、社会管理变革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才能使城

镇化成为扩大农村消费的助推器。

三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从正确处理城镇化和扩大农村消费关系的角度看，当前推动城镇

化需要面对新的约束条件，解决新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

义大国，我国的城镇化既要以民生问题为导向，也要以可持续发展为

归宿。为了从根本上构建长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当

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必须紧密联系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事实表

明，传统的以土地和人口分离为特征的城镇化，很难带动农村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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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和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改变这一路径依赖，需要走一条以人

为本、城乡一体、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城

镇化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业转移人口和市民化为重点，

统筹推进城乡发展。① 简言之，就是要实现人口数量城镇化和人口质

量城镇化的统一，为从外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创造

条件。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消费的关键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需

要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为前提，但也要兼顾城乡产业的协调发展，兼

顾城市服务业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使两者之间形成正的反馈机制。当

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新的常态化特征，既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阶

段，同时也处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扩大农村消费需要与新型城镇

化进程中的创新举措相结合，才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第一，加快制度创新，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新型城镇化

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需要以农民意愿为基础，以集体

经济为载体，统筹推进。只要符合国家土地规划，非农建设用地的开

发应更多地直接交由农村集体组织承担，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分享城

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合理安排农村人口向

城镇的转移，使其实际承受能力和长远发展相结合。新型城镇化应立

足于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通过推动土地制度创新，促进

土地合法有序流转，合理利用好土地资源，实现耕地向种田能手的集

中。重点是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通过提高土地的劳动力效率来增

加农业收益，促进农民增收，从而扩大农村消费。在具体的实践中，

应重视同步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

济，使现代农业的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有力支撑。此外，新型城镇

化要利用城镇扩散效应的优势，使城镇化建设与农村修路、造桥和基

础设施建设之间实现衔接，带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为农

村居民扩大消费减轻负担。新型城镇化还需要促进农村办学条件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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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社区建设，加快城乡之间商品信息的快速传播，在致力改善农村

生活的同时，推动现代消费品由城市向广大农村地区的迅速扩散。

第二，加强城镇化整体规划。城市建设和产业扩张需要以土地市

场的实际需要和有效需求为基础，避免盲目投资基础上的数量型扩

张。城镇化过程需要确立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盘棋的思维，使城镇化

有序和形成合力。我国的城市建设客观上存在着基础设施、居民住房

等方面的历史欠账，在一定时期内还需要扩张城镇空间。但要避免过

度城镇化，防止城镇数量型扩张带来各地区之间形成 “求新求洋”、

“包装形象”的同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在实践

中会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不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数量型扩张还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

意味着企业的恶性竞争，竞争力下降必然导致新开设企业和新投资项

目的新增就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收入下降，从而无法改善消费结构和

提高消费水平。

新型城镇化要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使经济发展摆脱传统的投资

驱动模式，更要扭转产业资本主导的城市建设模式，使投资方向、投

资结构、人口迁移、社区建设等在大的社会管理层面上统一起来。对

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实际需求，应引导企业在产业政策下有序地拓展

投资空间。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和城镇规模的主要支撑。城镇

化速度过快而缺乏产业支撑，会导致城镇就业岗位与城镇新增人口产

生矛盾。因此，城镇化速度不宜过快。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率年

均增速维持在１％的水平，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化的质量。①

第三，注重保护农民利益，激发农村转移人口的潜在消费需求。

在新型城镇化中，不仅需要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也要保障农民的就

业权。应强化劳动市场监管机制，解决好同工不同酬问题，通过严格

执法保障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和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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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对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中小企业要在财税方面给予扶持，

同时要加强对失业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使之尽快实现就业。新型

城镇化应注重推动农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往

往会因土地转让收入有限和土地收益保障丧失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甚

微，而立足于人口城镇化则能显著促进最终消费率的提高。① 新型城

镇化应致力于改善农村居民和农村迁移人口的消费结构，进一步激发

其消费潜力，拉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据估算，我国城镇化中每吸纳

一个农村人口，就可以带来超过１０万元的投资和１万元以上的消费

需求。随着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镇化将会释放巨大的消费潜

力。因此，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围绕投资、就业、住房、户

口等领域，加快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权力和身份认同、社会福利

等方面的并轨，鼓励农民以宅基地抵押质押开展创业，推动农民以宅

基地置换城市低价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改革试点，加大对农村转

移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力度，促使其在城镇安家立业并转化成真

正的市民。总之，要加快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福利

制度，大幅降低农村居民的进城门槛，为其消费能力的提升创造

条件。

第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保障滞后是制约农村

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我国近年来先后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消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等，但和城镇

居民相比，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在范围、标准和覆盖面等方面仍

很滞后。农村居民不仅面临着养老难的困境，还要承受看病难和看病

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更要面对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急剧增

加的压力。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通过 “挤压效应”抑制了农民其他

消费需求的增长。新型城镇化改革中，必须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社

会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和覆盖面，建立社会保障资金增幅标准的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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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挂钩机制。

对于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由于其社会地位的 “边缘化”，

导致他们的社会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工作岗位的性质所决

定，在现实中农民工大多处于流动中，导致很难在固定一个地方连续

缴够１５年养老保险，现有政策也使其养老保险很难跨地接续。因此，
农民工不仅参保率低，还衍生了参保费用率偏高的问题。在新型城镇

化中首先必须解决好农民工养老保险强制缴纳和跨地接续政策问题。

同时，要建立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异地结算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工作所

在地的医疗救助体系，进而提高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

第五，分类推进，合理实施城镇化方案。鉴于我国各地区发展水

平不同，城镇化发展面对的问题不同，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弱化城市行

政级别，均衡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特别是要注重对农村乡镇的资金

支持和财税政策扶持，加强村镇路网、电网和邮电通信网建设，强化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周边乡镇的延伸。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上，

对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合理规划、科学分类的原则。对于收入与产出较

低的乡镇，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拉动消

费。在居民自身发展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政府和资金支

持。对三产占比较高、收入与产出较高的乡镇地区，应促进其更多地

吸收城市中心区的技术和经济外溢，刺激经济发展潜力，以先进的消

费理念引导消费升级，增加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力。对于三产占比高、

收入与产出高的乡镇地区，应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充分利

用城镇化中包括可利用土地在内的各项资源，充实和发掘其经济发展

潜力，以市场促消费，以消费引领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

总之，在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并拉动农村

消费，需要从根本上确立民生为本的原则。无论哪一类地区，在城镇

化建设的设计、规划、发展和管理中，都需要将加强民生建设放在重

要位置。只有确立守底线、保基本的民生保障机制，才能在城镇化推

进过程中消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为扩大内需和带动经济结构调整

增添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

５７浅析城镇化推进模式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关系　／　



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扩

大公共资源的规模和覆盖面，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进一步

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加强民生建设也有

利于劳动者提高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在城镇化过

程中着力改善民生，将给新常态下农村消费的扩大和提升创造重要的

条件，并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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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自主性
问题探析

舒　展　刘墨渊

　　对外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现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坚持
独立自主基本原则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
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也深受全球化所累。经济大国并不必

然是经济强国，这其中的一环就是国家的经济自主性问题。总结过

去，我们发现：由于一方面，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实非易事；另一

方面，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在追求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总

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自主性并未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相应

增强。展望未来，我们发现：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步入了 “新常

态”。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

更低的金融杠杆和更多的政府干预相结合，“再工业化战略”等等措

施，必然加剧各国之间尤其现有经济强国与新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摩擦，国际竞争更加剧烈，现有经济强

国对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制约因素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换挡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期”。重新梳理对外开放的政策，省思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

自主性的关系，深入研究国家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性及其提升途径，对

 舒展，福州大学教授；刘墨渊，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使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维

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意义重大。

一　若干概念的界定

笔者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曾经著文专门讨论过国家主权与国家经

济自主性①、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自主性②的关系。文章主要阐

述：国家经济自主性作为国家主权的属性之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主要是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削弱；而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

经济自主性是正相关但并非一回事，并描述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四种

形态。

鉴于研究主题，本文对于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自主性等概念仅作

简单回顾，重点阐释独立自主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系。虽然独立自

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但如何达到独立自主的目的，关键在

于开放过程中注重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

１对外开放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国家主权的对外表现。“根据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国家主权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国家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

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即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主

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

侵犯。”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

则。毛泽东曾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

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④，这是最早将独立自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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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展：《后危机时代的国家经济自主性及其路径选择》，《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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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在资本主义制度

的封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进入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

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程。邓小平在论述我国的

对外开放政策时，强调 “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

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

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①。只有增强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才能保证经

济建设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

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

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② 他将独立自主上升到权利的高度，强

调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充分行使自主性权利。９０年代初国际形

势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在

国际形势深不可测的情况下要坚持自我以稳求胜，保护国家利益不受

损失。１９９１年他在视察上海时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

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③

总之，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贯

主张，它既包含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国特色道路的精神实

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独立自主是我

们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对外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

如何贯彻和落实独立自主的原则，实现国家经济的自主与强大，实现

强国目标，最中间的一环，即锁定国家经济自主性。

２国家经济自主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主权已经不

能有效地阻止经济资源的流动和思想观念的传播，也无法有效地抵御

９７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自主性问题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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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伤害和破坏。大多数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都有所削弱，但不是

削弱国家主权原则，而是国家自主性的抑制和弱化。因此，“有必要

把国家自主性 （民族国家实际拥有的独立宣布和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

权力）从宽泛的主权 （统治固定领土的权力）概念中单列出来”①。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独立自主原则中的 “自主”语意仍然侧重于

国家领土主权的保护。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自主”的语

意才侧重于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

确使用了 “国家经济安全”，指出要 “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②。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学术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进一步聚焦，关注的重心是如

何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③ 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开始以

“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明确的组织目标，进入实践层面。

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

根本威胁的状态；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

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④。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安全

之间是互为表里的正相关关系。若国家经济自主性强，则国家经济将

长期处于安全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正相关性可能并不同步，具

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隐匿性，表面安全的国家经济背后，自主性可能正

受到削弱或存在被削弱的危险。

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的 “第四个属性”⑤，包括经济自主性和

政治自主性。“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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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政府拥有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决策

权。”① 这种自主决策权意味着民族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

意愿发展经济。国家主义者认为，国际经济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与国家

利益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够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反之则会降低经济

自主性。“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的位置和它

对国际机制与组织的内嵌性。”②

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变量，它随着国家

经济实力的增减而出现强弱变化。而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强弱也会影响

到总体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中还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对外

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

ＧＤＰ总量的迅速膨胀，有可能掩盖国家利益的实质提升程度，尤其是

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能存在被削弱的危险。即使全球化对一国经

济带来正面的经济社会繁荣，也不一定是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增强。这

也正是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经济强国的原因所在。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经济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欲通过对外开放达到独立自主的

目的，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关键。

二　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国家经济自主性事实
及其原因分析

国家经济自主性不仅是衡量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能在多大程度

上自主地使用权力和行使权利的指标，更是表明一国经济能否做到自

主发展的能力。在我国实行４０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家经济自主

性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而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削

１８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自主性问题探析　／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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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危险。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如下。

１对外开放领域的国家经济自主性现状

第一，从进出口贸易情况来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

对外贸易稳步增长，但经济自主性脆弱。２０１７年贸易进出口总额４１

万亿美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 ７４０多倍，居世界第一位。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年均增长１０６７％①，并连续五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

进口国。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自２００６年超日本，已连续七年位

居世界第一。１９７８年我国外汇储备仅为１６７亿美元，而到２０１７年底

已达到３１４万亿美元。但是，成绩与忧患并存。其一，我国进出口

外贸依存度过高。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外贸依存度一直在５０％

以上。其二，我国工业产品虽然产量世界第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工业产品的增值率低，只有德国的５５６％、美国的４３８％、日

本的４３７％，且９０％的出口商品是贴牌生产。② 其三，从国际市场对

华反倾销以及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冲击来看，对外贸易领域受

到的利益损失也巨大。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自１９９５年起已连续１８

年成为世界上头号反倾销调查目标国。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案件数

据库统计，自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８年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有３０２件，而从

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６年已增加９３１件，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这给中

国出口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如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遭受反倾销案

件数量占全球总数量的４０％以上，而其余年份均在２１％以上，即世

界上每发生５起反倾销调查，至少有１起是针对中国。③

第二，从利用外资领域来看，利用外资成绩显著，但外资企业控

制我国重要行业的情况不可小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从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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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２０１７年利用外资情况，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已达到８７７５６亿元，其

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９４％。① 然而，成

绩的背后隐含着对外资实行 “超国民待遇”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代价，

从长远来看，“超国民待遇”并不总是符合国家经济利益。２０１６年外

商直接投资金额主要集中在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和经济转型

的基础的制造业、直接关系到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房地产业以及与人

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仅这三个行业就占外商直接投

资金额的５６６％。而其他如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占据较大份额，分别占总额的

１２６％、８２％、６７％。②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０６年７月的一份

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２８个主要行业中，有２１个行业的外国直接投

资比例已经超过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

产业排名前５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③

第三，从技术的引进和创新角度看，主要是依靠技术含量低下的

数量积累，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种与经济自主能力不相协调的发展趋

势。相对于其他投入，我国全社会对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投入明显不

足，这导致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４０％，而技术对外

依存度高达约５０％，与发达国家７０％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形成鲜明对

比。④ 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涉足尚浅，处于技术链的中低端环节。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在２０１７年度全球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

排名中，瑞士、瑞典、荷兰位居前三，亚洲的新加坡位居第七，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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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雷、程恩富 《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野的

审思》，《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除了此文提到该数据，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的官网找不到该报告，可能是曹雷教授的调研结果。作者在此说明。

曹雷、程恩富：《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野的审

思》，《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位居第十一，而经济体量庞大的中国仅居于第二十二位，① 这与我国

２０１７年ＧＤＰ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的形象很不相称。庞大的经济总量没

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匹配，对于国家经济自主性终究是一种

不利影响。

第四，外汇储备度和对外资源的依存度过高，也影响到国家经济

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据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与国研网数据计算得出，截

至２０１７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４％，高达

３１４万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测算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② “以原油

为例，自１９９３年我国开始成为原油纯进口国后，原油消耗便快速上

升，２００９年原油净进口量为１９９亿吨，增长１３６％，对外依存度约

为５１３％，超过５０％的警戒线。２０１１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

到５５２％，并首次超越美国。２０１０年，我国铁矿石和大豆对外依存

度分别为６２５％和７２％。”③ 据国研网数据计算，２０１４年我国石油、

铁矿石、大豆对外依存度分别为５７５３％、６１５８％、７９８９％，而到

了２０１７年我国石油与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增长到６８５％、８６２％，同

时，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截至２０１８年首季度，我国铁矿石对

外依存度也高达８６６％。④ 外汇储备过度，不仅带来利差损失和储备

资产贬值的风险，加速热钱流入，还会损害经济增长潜力，削弱宏观

调控的效果，从而影响国家经济自主性。

此外，综合上述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经济外贸、外资、外技、

外源的依存度和外汇储备度过高，我国经济抵御市场风险和经济危机

的能力较弱。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看，２００９年

４８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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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物进口增长率为－１１２％，出口增长率为 －１６％，进出口增长
率－１３９％，是中国入世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而此前及此后的１０

年间都保持连续的增长。①

２国家经济自主性薄弱的原因分析

国家经济自主性实质上反映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探究

国家经济自主性，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家对内对外经济战略的安全

性，保障国家宏观经济始终处于安全稳健的状态。在经济危机不可预

料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要谋求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发

展自主性的考察必不可少。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的原因，其中
固然有当今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合理性的外因。也有倚重

技术含量低下的数量积累的外因，但更深层次原因，是忽视了对外经

济交往中的国家意识，导致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重视不足，从而对本

国企业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自主创新导向不足 （尽管党的十八大报告

就已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激励

机制和引导机制）。例如，在２１世纪前的改革开放早期，为了融入经

济全球化，解决资金短缺压力，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

准入，以及在２１世纪初为了克服三大差别、拉动内需，在整体上创

立了一种善待外国商品和外国投资的环境。

相比而言，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倡导低通胀、减少政府干预、私有

化、贸易自由和善待外国投资，事实上在全球化规则方面实行的是双

重标准：一方面在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推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在竞

争力较弱的领域则推行保护政策，如农业和纺织业。几乎所有发达国

家在早期都是通过关税保护和国家资助自主产业的发展政策实现了经

济腾飞，后来的韩国、印度实行的也是独立自主的道路。韩国的做法

是，通过关税保护、提供的海外市场情报服务和补贴等措施，对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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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产业进行培育。使其有时间吸收新技术、形成新的组织能力，直

到它们成长到能抵抗国际竞争为止。这些新产业由政府与私营部门协

商挑选。同时，韩国政府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通过政策矫正市场的

走向。

总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坚持国家经济自主

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战后发展中国家一个

明显的发展趋势是依附于发达国家，以期从贫困落后的泥潭中走出

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醒悟，失去自主性

的发展道路终究不能走向国强民富。对内不能依据自己的国情建立合

理完善的制度机制，对外长期遭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标准并处

于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发展困境的

主要原因。

国家经济自主性薄弱，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经

济对外依赖性增强，包括对外商的技术、资金依赖，以及对外商活跃

国内经济增加经济总量的依赖。一国经济对外依赖性超过一定限度，

外来力量很容易乘虚而入，尤其是外资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投

资比重过大以及对核心技术产业数据的掌握将带来很大风险，有可能

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强调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意义在于，通过经济自

主性的提升，将国家对外经济活动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逐渐减少经济对外依赖性，充分保证国家经济的安全。

三　以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政策提升
国家经济自主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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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① 提高抵御

国际经济风险能力，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个庞杂巨大的系统工

程，涉及国家经济建设各个领域的合纵连横，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关键点。

１强化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意识，以国家战略带动和深化改革
开放

当今世界仍然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竞争

是绝对的，国家利益必须有国家战略保驾护航。全球化的大舞台上每

个参与者都是利益导向型的国家或社会的代表，利益成为全球经济博

弈的最终目标。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自主性，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的状态，保护全体国民经济领域的根本利益不受威胁。国家经济自主

性是国家经济的内在素质，自主性的提升有赖于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

环节具备清醒认识和长远谋划，即国家战略的打造。国家安全委员

会、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国有企业跨国公司仍然是推动和提升国家

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例如，当前 “一带一路”既是创新区域合作发展

的理念，同时应强化为国家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仅

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油气矿产

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沿海经济密集度过高的安全隐患等。而且，

在 “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群体性崛起的区域合作前景带动下，通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有利于打破美国美元霸权和资源霸权

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性，有利于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道路，

增强我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自主性。当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的初创阶段的利好情形下，如何管理和协调这么多发展水平、思维方

式、意识形态迥异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必须明确

身份定位，即当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者和完善者。

２提高国家战略的细节执行力，落实企业自主创新的相关规制

越是宏伟的国家战略布署，越有赖于实践中具体细节的执行力。

７８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自主性问题探析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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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环境变化，自主创新模式演变为以知识的

学习和应用为先端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的多层次持续耦合”①，为

适应由技术创新所带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优化企业结构和改良内

部体制，进而带动企业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实现技术创新与知识管

理的真正结合。提升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关键在于能否以创新为

驱动有效推动技术的进步与管理的改善。为此，宏观上，国家应该做

到：第一，从国家制度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将创新以政策规定

的形式落实到具体的企事业单位中；第二，完善相关的产权保护法，

切实保护好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团体等发明创新的成果；第三，营造良

好的社会创新氛围，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强化创新思维，在各行各

业中真正落实创新能力的发展。

３以共识凝聚力量，联结国家经济竞争力

无论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还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进，通过国家意志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离不开国内民族企业的共

识。企业的利益追求和发展方向符合国家利益的目标，才有国家经济

自主性的实质提升。近些年我国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培育，重点放在高

新技术前沿和核心技术领域，但是现实中，仅拥有核心技术可能依然

受制于人。以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为例，我国汽车产业不仅整车

技术和核心汽车部件技术缺乏竞争力，近几年即使汽车零配件出口规

模迅速扩大，依靠引进外资获得的出口份额，只是低技术成本扩张而

已，对于提升竞争力乏善可陈。就国内汽车零配件市场而言，区区普

通的卡车三角牵引架，几乎依赖于德国和日本的进口，这对于汽车产

业整体竞争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再举一例，龙泉宝剑为世界五大剑。

浙江省龙泉市专门成立青瓷宝剑局，着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近些年

龙泉宝剑出口欧美市场形势喜人。然而，笔者实地调研发现，龙泉宝

剑各厂家出口欧美市场的品种主要是日本武士刀，而不是龙泉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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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不是寻常所谓的贴牌生产，而是同样工艺精湛的商品面前，

欧美人对中国宝剑文化不熟悉所致。因此，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既

要有国家战略的引领，同时也要有民族企业的创新共识；既要有国家

宏观层面的规制保障，还要通过企业文化对创新意识和思维的培养。

９８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自主性问题探析　／　



“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欧亚伙伴关系
———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与发展

刘晓音

　　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宏

伟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

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实质上是为我国确定一个面向欧亚内陆开放的新理

念，是中国经济发展及外交事业的一大重要构想。对此，俄罗斯积

极响应，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愿意将

跨欧亚铁路与 “一带一路”对接，创造出更大效益。２０１５年５月习

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庆典，

与普京总统签署了 《中俄两国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和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合作的新时代。２０１７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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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普京在北京召开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就大欧亚伙伴关系做

了演讲，提出了中俄之间对欧亚未来发展存在着战略共识。同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中俄元首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批准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

要 （２０１７年至 ２０２０年）》。这些具有前瞻性、长期性的指导文件，

为新形势下保持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定调、规划布局，巩固了双方

战略互信。

一　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合作

苏联解体初期，中俄之间的贸易仅为６０亿美元左右，多年来两

国之间商贸交往发展迅速，已由单纯的能源、货物贸易，发展为投

资、高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农业等各领域全方位合作。经贸合作

正加速形成了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２０１３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俄罗斯在经历了最初的沉默

与质疑到支持和有限参与之后，现已成为 “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

者，这也带动了中俄之间的贸易合作发展，一改自２０１４年乌克兰危

机后，俄罗斯经济衰退、增长乏力、卢布暴跌，受国际市场变化和西

方国家制裁影响，中俄双边贸易额大幅递减，贸易增速下滑的状况。

２０１７年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商品增长了１４８％，为４２８７６亿美元。俄

罗斯出口中国的商品增长了 ２７７％，达到了 ４１１９５亿美元。① 中国

连续８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俄罗斯在中国主要贸易
伙伴中排名第十一位。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俄之间的贸易结构比较单一，多年来保持不

变的格局。同样，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中能源原材料占比较大，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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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结构与对外贸易的整体结构完全吻合，充分体现了俄罗斯能源为

经济主体的特点。俄罗斯拥有资源要素禀赋的绝对竞争优势，主要出

口油气产品、军工产品、矿产品以及动物产品、木材产品等。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来源国，２０１７年俄罗斯对中国
的油气出口达２５０亿美元。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

装、鞋类、家电等日用消费品。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整体结构的调

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中机器设备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占到了

近５０％。但是此类产品中仍是以电信录音设备、办公设备和家电等一
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缺乏高新技术产品。由于俄罗斯通货膨胀，

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卢布暴跌，使得中国出口的日用消费品、汽车

和家电类产品受到影响，出口规模有所下降。

从贸易主体来看，中俄之间伴随着从混乱无序到有序的自由贸易

方式的转变，一些缺乏经济实力的小企业逐渐退出，经济实力较强、

经营规范的大、中型企业占据中俄贸易市场交易主体地位。但是，从

长远合作和发展角度，中国更重视与俄罗斯在航空领域、太空和其他

高技术含量领域的大型企业进行深层次合作。俄罗斯也希望能在建筑

业、加工工业、研制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与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展开

进一步合作。

二　中国与俄罗斯投资合作

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俄罗斯具有很大的潜在投资市场。

加入世贸组织后，放宽对国内外投资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政策，吸引和

鼓励外商和私有资金投资俄罗斯市场；近年来推出了跨越式发展区和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政策，陆续出台引资优惠政策；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俄罗斯位居第四十三位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世界银行 《２０１７年营商环境报告》中，
俄罗斯在全球１９０个经济体中营商容易度排名第四十位。为吸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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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引资优惠政策及措施，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

规，简化外资手续、调低外资准入门槛，并成立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

金”。国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贸易、

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等领域。

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对俄投资呈现较快速度增长。按照对俄罗斯的
投资的国别排名，中国成为继塞浦路斯、荷兰、卢森堡之后的第四大

投资国。２０１６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流量为１２９３亿美元，截止到

２０１６年底，直接投资存量为１２９８亿美元，中国对俄包括直接投资和

股权投资等各种形式的投资总规模达到了３２０亿美元，位居对俄投资

规模第四位。

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林业开采业、农业、矿产开采

业、商业、服务业、加工业和建筑业等领域。中国重视与俄罗斯大型

投资项目合作，并尽量签署政府间协议，原因是这能尽量保证项目顺

利进行。中方在投资的项目中，强调使用中方劳动力和购买中国设

备。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合作虽然称为是双边合作，但项目的实施全

部依靠中方的力量。在边境地区基本设施建设项目尤其如此。一直以

来，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劳工多集中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农业、

建筑业和木材加工行业。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新签承包工程合

同２５５份，新签合同额２６９５亿美元，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２７２８
人，年末在俄罗斯劳务人员共计１４５４０人。①

中国在俄投资目前集中于能源、矿产开采、林业、建筑地产、交

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有一小部分投资流向其他行业，包括金

融、科技、汽车和农业。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莫斯科

及周边地区、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秋明州、鞑靼

共和国、卡卢加州、罗斯托姆斯克州、图拉州、利佩茨克州以及乌里

扬诺夫斯克州等地。比较有名的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包括如下一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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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２００６年，中石化与俄石油公司 （Ｒｏｓｎｅｆｔ）以３４９亿美元联合收
购了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９６７％的股权，俄石油公司 （Ｒｏｓｎｅｆｔ）随
后向中石化收购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５１％的股权。此次收购使中石化
成为在俄储量最丰富的中国公司，这也是中国首次涉足俄罗斯石油

业。２０１３年，中投子公司以２０４亿美元投资乌拉尔钾肥 （Ｕｒａｌｋａｌｉ）
１２５％的股权。２０１３年９月，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和中石油签署了亚
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２０％权益的买卖协议，该协议在２０１４年３月开
始生效。根据该协议，中方需要负责协助吸引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

同时规定诺瓦泰克公司每年向中国供应不少于３００万吨液化天然气的
长期合同。２０１５年，中国丝路基金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购买后者
投资的亚马尔天然气一体化项目９９％的股权，并将提供为期１５年、
总额约７３亿欧元贷款支持亚马尔天然气一体化项目建设。再加上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持股２０％亚马尔天然气一体化项目，中方总计控股
亚马尔天然气一体化项目的２９９％。经数年努力，中航林业投资近４
亿美元在俄罗斯托姆斯克州建设森工项目，包括２０万立方米的中密
度板项目，２０万立方米的板材项目，１０万立方米的旋切单板项目等。
２０１５年，福耀玻璃在卢卡加州投资的汽车玻璃项目一期工程完工，
该项目共两期，总投资约２亿美元。２０１６年，海尔投资５０００万美元
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切尔尼市建成冰箱制造厂。２０１０年，诚通
集团投资３５亿美元建成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该项目是中
国在俄罗斯最大的商贸类投资项目。目前，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正

在进行二期工程扩建，二期工程预计投资１４亿元人民币，２０１８年底
建成。中国企业投资在建项目还包括长城汽车计划在图拉州建设年产

１５万辆车的汽车制造厂、力帆汽车计划在利佩茨克州建年产６万辆车
的汽车制造厂、海螺集团计划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建设日产５０００吨
水泥的水泥厂等。新签署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承建俄罗斯圣彼得堡农业产品物流园，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

司承建西布尔公司ＺＡＰＳＩＢ２项目等。
相对于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不尽如人意，股权等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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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以及对俄罗斯各领域的贷款和融资却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

股权投资、项目贷款和融资，对于目前身处西方经济制裁并急需

资金来发展其经济的俄罗斯来说，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其近年来对俄罗斯的贷款及其他表外融资

业务总额达６２０亿美元，占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外贷款融资的六
分之一左右。

俄罗斯对中国的投资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目

前，正在实施的俄罗斯对中国投资项目较为成功的有：①

———２０１０年 俄 罗 斯 “彼 得 罗 巴 甫 洛 夫 斯 克”公 司 （ГК
爯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爲）与黑龙江建龙有限公司在双鸭山市的共同合作建
厂，俄方投资总额为１８００万美元；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俄铝集团投资１５００万美元在山西省分别

先后购买两个工厂用于生产阴极块；

———由俄罗斯石油 （НК爯Роснефть）和中石油共同在天津投资

的炼油厂，此项目总投资额为 ５０亿美元，俄方投资占总投资额的
４９％，目前该项目已通过技术可行性研究，２０１４年开始建设；

———由古比雪夫氮技术有限公司 （ОАО爯КуйбышевАзот爲）和

上海和易商贸公司共同投资的 “古比雪夫工程塑料公司”在上海建

立，投资总额１８００万美元，俄方投资８１０万美元；
———由俄联邦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研究所与上海重钢有限公司共

同创建的上海隆鑫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为４８３万美元，俄方

投资额为１１０万美元。

２０１３年俄罗斯在中国投资项目６９个，同比下降５５％；对中国

投资额为２２０８万美元，相较于２０１２年的２９９２万美元下降了２６２％。
为避免高额的税率，俄罗斯企业的投资资金大部分通过在香港注册的

分公司转到中国，这是造成统计数据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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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中俄贸易的快速发展，中俄两国投资合作进展缓慢，主

要原因在于存在着较多壁垒，未达到便利化的状态。中俄投资便利

化的实现不仅可以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同时可以带动中俄贸易快速

发展，促进中俄技术进步，发展新经济，增进就业，为中俄经济增

长增添新动力。为此，中俄两国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２００９年，中

俄两国政府签订 《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通过建立政府间合作机

制，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保障体系，促进双边投资合作。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中俄投资基金”成立，主要用于对中俄重大双边合作项目、双

边贸易相关项目、俄私有化和国际化项目的投资。２０１２年，俄罗斯

总统访华期间签署了成立俄中投资项目的文件，进一步深化和推动

了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２０１３年８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中投资

合作常设工作组第４次会议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和中国发展改革

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落实 〈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

录》。这一备忘录旨在改变过去２０年来经济合作的传统形式，转变

为更高和更具创新性的合作模式。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俄罗斯，中俄签署了３２项协议，总价值达２５０亿美元。其中包

括中国为俄罗斯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俄罗斯联邦储蓄

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之间的一项 ６０亿元人民币信用额度协议

等。

在 “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俄之间投资项目主要是由两

国共同投资的基金进行推动和落实的，中俄投资基金①就是最为活跃

的机构之一，并已取得卓越的成绩。２０１４年５月，在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上公布了四项中俄投资合作计划，涉及基础设施、房地产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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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些项目将通过中俄投资基金进行实施。同年，中俄投资基金还

以４亿美元的金额和ＯＪＳＣ远东与贝加尔湖区域发展基金合作共同投
资，修建中国与俄罗斯在黑龙江上的第一座跨境大桥———同江大桥的

建设，此大桥建成后将大幅度缓解中俄在远东边境贸易铁路基础设施

落后的局面，促进两国边境贸易的增长。此外，该基金还与天津永泰

红集团共同建立５０亿元人民币基金，用于投资中俄两国旅游基础
设施和养老社区。未来该基金还将趋向更加多元化的投资领域，除了

农业、自然资源和能源等传统行业外，亦有兴趣涉足物流、医疗和电

信等服务行业。

相信中国新丝绸之路建设的一步步实现，将为中国与俄罗斯间的

投资合作带来新的动力，投资重点区域为基础设施领域。俄罗斯作为

希望引入投资的一方，应当努力建设适宜的投资环境，将行政管理制

度和官僚风气方面对投资造成的障碍最小化。

三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促进中俄能源
合作的深层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中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俄罗斯对此持积极态度，中俄能源合作对双方也更具有战略

意义。

１签署油气协议，扩大能源合作规模

２０１４年５月，中俄两国在历经十余年谈判后最终达成为期３０年
的东段天然气管线长期供气协议，中俄两国政府 《中俄东线天然气合

作项目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

公司 《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在上海签署。大单的签署意味着两个

巨型气田将被开发，以保证每年供气量达到３８０亿立方米，两国间能
源贸易规模获得了质的飞跃。中俄双方同意尽快落实解决管线建设及

其相关融资、技术问题，确保达成２０１８年开始供气并逐步提高供气
量的目标。同年１１月９日，两国在西线管道的合作也取得实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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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签署了 《关于通过中俄西线管道自俄罗斯联邦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供应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和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经中俄西线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

气的框架协议》。在协议中，俄方将从西伯利亚西部通过阿尔泰管道

向中国每年供应额外３００亿立方米天然气，为期３０年。２０１４年先后
签署的两个协议占中国２０２０年前消费量的１７％，使得中国超过德国
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客户。

因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关系交恶，俄罗斯

转而依赖中国来促进其经济增长。自此，借 “一带一路”这一平台结

束了中俄之间１０年的供气谈判，两国顺利达成协议，这也使得俄罗
斯从经济和政治上更加依赖中国，而中国作为一个财力丰厚、市场潜

力巨大的稳定的消费国，也使两国依赖关系更加紧密。

２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目前，中国天然气的管道进口还全部来自中亚，在中亚有三条跨

国天然气管道建成投入运营，２０１４年９月，第四条中亚天然气管道 Ｄ
线正式开工。中国现在大多数天然气进口以及自身的天然气田都来自

西部，而用气市场则是在东部，对中国而言，伴随着中俄之间油气合

作的深入，东线建成将大大改善供气格局。２０１４年９月，东线天然气
管道俄境内已开工，将于２０１８年竣工。这一举措意味着全球陆上供
气重心将向亚太转移，未来还可能向其他亚太国家延伸。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签署了俄方通过东、西两线

对华增供原油的合作协议。每年增供原油总量达到２２００万吨，包括
从东线在现有中俄原油管道年供油 １５００万吨的基础上逐步增供，
２０１８年起达到总供油量３０００万吨；从西线通过中哈原油管道每年对
华供油７００万吨至１０００万吨。未来俄还将通过海运向中俄天津炼厂
每年供应原油９１０万吨。俄罗斯每年向中国供应原油将有望增加到
４９００万吨。

２０１４年我国新建成油气管道总里程约６８００千米，比２０１３年新建
成的１１６万千米减少４８００千米，降幅达４１％，油气管道建设明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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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其中，新建成天然气管道４５００千米，同比减少４０００千米，降幅
达４７％；新建成原油管道 ８００千米，同比减少 １１００千米，降幅达
５８％；新建成成品油管道 １５００千米，同比增加 ３００千米，增幅为
２５％。① 伴随着中俄之间油气协议的签署，对管道油气的运输需求就
会增加，适时推进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能

源局召开的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能源国际合作会议上，部署了

能源系统务实推进 “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重大工作任务，即基建

先行，由油气管网和电力走廊等能源通道建设展开；同时，开展两国

间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建设调研，实现能源运输方式的多元化，减轻管

道运输安全压力。

３发挥能源经济互补性，促进合作多元化发展

中俄两国的能源经济虽有高度互补性，两国政府态度积极，但是

中俄的油气合作还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从油气开采来说，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资源规模明显少于西西伯

利亚的储备，且开采成本高昂。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俄罗斯石油工

业重点仍将集中在开发西西伯利亚的致密油和西北部的北极深海资

源。过去２０年里，俄罗斯政府和公司不希望外国参与者进入俄罗斯
国内市场，但是如果开采区转移到北极深海区域，俄罗斯因缺乏经

验、人力和设备，迫使俄罗斯改变之前拒绝外援的态度，主动与他国

合作，亚马尔项目②就是如此。２０１４年１月，中国石油在对俄油气合
作中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中国石油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完成对亚

马尔液化气 （ЯмалСПГ）公司２０％股权的交割，正式进入油气资源
竞争日趋激烈的北极地区。俄罗斯遭遇西方实施的一系列制裁，给亚

马尔项目的推进带来了挑战和风险。负责项目运营的中国石油俄罗斯

公司履行中方股东职责，积极开展工程合同的签订、气田开发方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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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带一路”助力油气管道建设望提速》，中国经济新闻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ｔ
ｃｏｍｃｎ／ｇｐｐｄ／ｈｙｂｋ／１５４１２４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

亚马尔项目是俄罗斯北极地区第一个大型凝析气田开发和液化气生产一体化项目，计

划年产１６５０万吨液化气和１２０万吨凝析油。



究、融资谈判、销售及海运合同的签署等各项工作。截至２０１４年年
底，亚马尔项目已完成生产井钻井２６口，占第一条生产线所需生产
井数的４４％，项目建设已签合同的数量占拟签合同的８８５％。凭借
出色的业务实力，中国企业承接了总价值接近６０亿美元的一批服务
和制造合同。特别是寰球工程公司和海洋工程公司与国际强劲对手较

量，成功中标，联合获得承担国际液化气 ＬＮＧ工程的模块制造合同，
填补了中国石油国际 ＬＮＧ模块建造项目的空白。此外，中国石油技
术开发公司、中国石油物资公司、中油天津锐思公司等均积极参与亚

马尔项目。此次合作改变了以往中俄之间的贷款换石油的模式，是投

融资与贸易相融合的模式，即中方既推动项目融资，又参与工厂建

设、天然气开发等产业链的合作。

４非传统领域的油气———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合作

中俄在非传统油气勘探与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方面，都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俄罗斯页岩油气储量巨大，产储比优势明显；中

国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正在不断成熟，资本力量雄厚。根据俄罗斯

政府允许独立的生产者出口页岩气的规定，独立的天然气生产者 “诺

瓦泰克”（ОАО爯НОВАТЭК爲）和中国油气集团公司签订了关于在亚
马尔页岩气合作的协议。其中规定中国得到开采和液化西伯利亚西北

部天然气项目的２０％股份，每年向中国供应３００多万吨页岩气。普京
总统曾提出，２０１７年俄罗斯将大规模开采页岩气，相信在这一领域
中俄之间将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促进中俄在其他
领域的合作开发

“一带一路”深层次发展促进了中俄在非能源、高科技和创新发

展领域的合作，两国还在交通、金融等方面签署了重要合作战略。中

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参加如远东超前发展区建设、莫斯科市电动汽车项

目，以及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放射性医疗项目、奔萨州农业机械组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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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阿穆尔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项目等。除此之外，中俄之间在高

铁、汽车、煤炭、电子、航天技术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

１中俄高铁合作

在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规划后，改造西伯利亚大铁路，成为

中俄之间合作的重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中旬访
俄期间，两国签署近４０项重要合作文件，其中中俄高铁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签署引人注目。根据协议，中俄将推进构建北京至莫斯科的欧

亚高速运输走廊，优先实施莫斯科至喀山的高铁项目。俄罗斯计划在

２０３０年前建设５０００公里高速铁路。俄罗斯希望通过引进中国的技术
和资金，来提高本国铁路网的水平。目前，中国已经提议准备向俄罗

斯首条高铁———莫斯科到喀山高铁建设投资３０００亿卢布 （约合３７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５００亿卢布 （约合６４４８亿元人民币）由中国公
司投入，其余由中国的银行贷款提供。中俄高铁合作将提升俄罗斯的

基础设施，对中俄之间的贸易合作起到促进作用。

２中俄在煤炭、电力方面的合作开发

为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中俄两国的集团签订大项目，带动地

区发展。２０１４年９月，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与俄罗斯国
有企业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签署了一份投资总额高达１００亿美元的合
同，合同规定两家公司将共同开发西伯利亚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煤矿

区、发展工业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电设备以及可向中国出口电力

的高压输电线路。此项目不仅可以解决俄罗斯阿穆尔州与中国北方地

区的能源短缺问题，还能够满足该地区的电力需求。在这个项目中，

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与神华集团将联合开发位于俄罗斯阿穆尔地区的

奥古金煤矿区，建设滨海边疆区的 “希望港口”煤炭港口，同时矿区

附近将建设发电站以及铜矿加工厂。

３航天领域的合作

在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俄政府致力 《中俄关于经济

现代化领域合作备忘录》的实施，促进两国在制药、船舶和运输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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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等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并严格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俄航天合作大
纲》，在对地观测、火箭发动机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联合展开攻关，

进一步深化两国在航天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加强两国在高新技术领

域的合作。２０１４年中俄之间签署了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与俄

罗斯联邦航天局在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民用航空和

航空制造合作，扩大卫星导航、航空发动机、工艺与材料等领域的合

作；推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在无线通信设备、集成电路设计等方

面开展交流。中俄双方通过创新合作方式，实施联合研发、联合制

造、联合推广应用、联合实施创新成果转化并联合向国际市场拓展，

力求实现互利共赢。

４汽车行业的合作和投资

在 “一带一路”的平台上，中国对俄投资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

高。众多中国大型车企布局俄罗斯市场，抢占先机，占领市场份额。

同时，中国车企以技术来打造品牌效应，长城汽车在图拉州的工厂是

中国车企在俄首家涵盖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大生产工艺的整车

制造厂，项目总投资５亿美元，投产后年产量达１５万辆整车。华泰
汽车近期也宣布有意在俄罗斯建厂。

五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
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建设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时任俄总理的普京在其纲领性文章 《欧亚地区新

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中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他

倡议由原苏联的各共和国组成 “欧亚联盟”，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

国家联合体，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起到桥梁作用，成为世界格局中的

强大一体，与美国、欧盟和中国平起平坐。２０１２年普京重返克里姆
林宫后，加快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着力于构建欧亚联盟，欧亚联

盟的正式名称也被确定为欧亚经济联盟。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签署了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并宣布欧

２０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亚经济联盟将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正式启动。根据条约界定，欧亚经

济联盟是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拥有国际法主体地位。俄白哈三国承

诺将在２０２５年前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力争

协同以能源、加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主要经济行业的政

策，终极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联盟，形成一个覆盖２０００万

平方千米、拥有１７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总量近３万亿美

元的统一市场。①

俄罗斯的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中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成员上有重合，在地域上有交叉，在功能

上有相似，但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走向上，却又南辕北辙。”② 中国

提出 “一带一路”建设，是着眼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不谋求

地区事务主导权，不划分势力范围。但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在后苏

联空间推进一体化的举措，俄罗斯希望通过发展区域合作，提升相互

的贸易和投资水平，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长期目标的一项战略安排。

欧亚经济联盟更具有建立政治和安全战略联盟的意义。③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俄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联合

声明中指出：“扩大投资贸易合作，优化贸易结构，为经济增长和扩

大就业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相互投资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实施大型

投资合作项目，共同打造产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促进扩大贸

易、直接投资和贷款领域的本币结算，实现货币互换，深化在出口信

贷、保险、项目和贸易融资、银行卡领域的合作。推动区域和全球多

边合作，以实现和谐发展，扩大国际贸易，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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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建民：《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赵华胜：《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非二选一 中俄应采取新思维》，环球网 （ｈｔｔｐ：／／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２０１４－０４／４９８１２６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

欧阳向英：《欧亚联盟———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发展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



面形成并推广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规则与实践。”由此可见，寻找欧

亚经济联盟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间可行的契合点，促进亚欧

区域一体化发展，这是中俄之间全方面合作发展的契机，也是促进发

展好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

结　语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谋求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互

利共赢的大战略。中国与俄罗斯是相邻的两个大国，由俄罗斯发起的

欧亚经济联盟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很多相似之处，把 “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能更好地促进两国之间的经贸

合作，战略高度、以更广视野全面扩大和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扩大相

互开放，深化利益交融，更好促进两国发展振兴，拓展欧亚共同经济

空间，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和稳定引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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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态势及其
中国的表现

黄茂兴

　　当今世界，二十国集团 （以下简称 Ｇ２０）作为发达国家与新
兴市场国家进行国际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尤其在国际经济合

作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拥有全球约

６５％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８５％，贸易占８０％，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占的股权份额约 ６５％，可以说，Ｇ２０
在全球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

命的前夜，主要国家都在谋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新一轮抢

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在这场全球竞争格局中，创新

无疑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竞争力是国家竞争

力的核心要素。Ｇ２０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 “火车头”，它在

全球科技创新表现中的竞争力和活力将决定世界科技创新的未来

和方向。本报告通过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以及
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中各要素的评价分析，从中探寻中国国家创

新竞争力的推动点及影响因素，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决策

依据。

 黄茂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一　Ｇ２０国家整体态势：竞争格局略有改变，
差距进一步扩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全球

科技创新在调整和变革中发生了许多新的趋势性变化，正在深刻改变

着生产方式、产业发展形态和世界的整体面貌。科技创新的竞争已经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对我国来说，这既是重大的挑战，也是难

得的机遇。如何把握这一新态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力量、抢占国际

科技创新制高点，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这

关系到我国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和实现经济长期平稳

较快发展这个大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不断增

强国家创新竞争力，才能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所谓国家创新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对创新资源的吸

引力和创新空间的扩张力，以及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力、辐射

力、带动力，它是增强一国竞争力的原动力，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

根本性的作用。它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创新基础竞争力、创新环境竞

争力、创新投入竞争力、创新产出竞争力、创新持续竞争力。长期来

看，一个国家只有长久保持创新，不断增强其创新竞争力，才能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在短时

间内轻易获得的。可以说，国家创新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

容，是国家竞争力在创新环节上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和手段，也是中国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选择。

根据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黄皮书显示，整体来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Ｇ２０国家的创新竞争
力分布格局大致不变，某些国家评价期内排位发生改变。２０１４年位
于第一方阵 （１—５位）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加
拿大；排在第二方阵 （６—１０位）的依次为：韩国、法国、澳大利
亚、中国、意大利；处于第三方阵 （１１—１５位）的依次为：土耳其、

６０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墨西哥；处于第四方阵 （１６—１９位）

的依次为：南非、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３年相比，国家创新竞争力排位上升的有５个国家，

分别为加拿大、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西、南非，其中，加拿大上

升了２位，其余４个国家均上升了１位；排位下降的有４个国家，分

别为法国、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其中，法国和墨西哥均下降了

２位，俄罗斯和阿根廷均下降了１位；其余１０个国家的排位没有变

化，分别为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澳大利亚、中国、意大

利、印度、印度尼西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只有１个国家发生了跨方阵

变动，即加拿大由第二方阵迈入第一方阵。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格局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整体水平有所上升。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整体得分呈上升趋势，平均上升了 ０５分，其

中，１０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上升，平均增长了２４３分，其余９

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均呈下降趋势，平均下降了１５９分。整体

上看，上升的国家多于下降的国家，得分上升排在前四位的国家是意

大利、巴西、中国、沙特阿拉伯，平均上升了３８８分。而得分下降

排在前四位的国家是俄罗斯、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平均下降了

３０５分。综合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得分变化较大，发达国家的得

分变化较小，具体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总体得分变化排名情况

２０１４年排名 国家 ２０１４年得分 ２０１３年得分 总体得分变化 得分变化速度排序

１ 美国 ７８９ ７７４ １５ ９

２ 英国 ５１５ ５１１ ０３ １０

３ 日本 ４８１ ４８３ －０２ １１

４ 德国 ４７６ ４８０ －０３ １３

５ 加拿大 ４７２ ４５７ １６ ８

６ 韩国 ４７１ ４７４ －０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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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４年排名 国家 ２０１４年得分 ２０１３年得分 总体得分变化 得分变化速度排序

７ 法国 ４６６ ４７４ －０８ １５

８ 澳大利亚 ４６４ ４４６ １７ ７

９ 中国 ４５６ ４２９ ２６ ３

１０ 意大利 ３９６ ３３７ ５９ １

１１ 土耳其 ３００ ２８２ １８ ６

１２ 俄罗斯 ２６３ ３１５ －５２ １９

１３ 沙特阿拉伯 ２６１ ２３５ ２５ ４

１４ 巴西 ２５１ ２０７ ４４ ２

１５ 墨西哥 ２２９ ２４２ －１３ １７

１６ 南非 １８８ １９８ －０９ １６

１７ 阿根廷 １５６ ２０４ －４８ １８

１８ 印度 １２９ １１１ １８ ５

１９ 印度尼西亚 ９１ ９５ －０４ １４

平均分 ３６１ ３５５ ０５ —

第二，发达国家创新竞争力水平提升明显，进一步拉开与新兴市

场国家的差距。表２列出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创新竞争力得分、排名及其变化情况。从表２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进

一步拉大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差距，两者的平均分由相差２６１分扩大

到２７１分。

从综合得分及其变化来看，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都比较

高，而且上升明显，２０１４年平均得分达到５０３分，比２０１３年上升了

１１分，是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得分的２２倍；各个发达国家的得分均

高于３０分，美国近８０分，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新兴市场国家的

创新竞争力得分相对较低，２０１４年平均得分仅为２３２分，远低于发

达国家，而且变化很小，仅比２０１３年上升了０１分；除中国和土耳

其外，其余国家的得分均低于３０分，最低的印度尼西亚只有９１分。

从综合排位及其变化来看，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力排名都很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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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均处于第一方阵和第二方阵，而且第一方阵都被发达国家所占

据，其中美国稳居第１位。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创新竞争力排名都比较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创新竞争力得分、

排名及其变化情况

　　　项目
国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综合变化
　　　项目
国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综合变化

发
达
国
家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加拿大

韩国

法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７８９ ７７４ １５

１ １ ０

５１５ ５１１ ０３

２ ２ ０

４８１ ４８３ －０２

３ ３ ０

４７６ ４８０ －０３

４ ４ ０

４７２ ４５７ １６

５ ７ ２

４７１ ４７４ －０３

６ ６ ０

４６６ ４７４ －０８

７ ５ －２

４６４ ４４６ １７

８ ８ ０

３９６ ３３７ ５９

１０ １０ ０

７８９ ７７４ １５

３９６ ３３７ ５９

５０３ ４９３ １１

新
兴
市
场
国
家

中国

土耳其

俄罗斯

沙特阿

拉伯

巴西

墨西哥

南非

阿根廷

印度

印度尼

西亚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４５６ ４２９ ２６

９ ９ ０

３００ ２８２ １８

１１ １２ １

２６３ ３１５ －５２

１２ １１ －１

２６１ ２３５ ２５

１３ １４ １

２５１ ２０７ ４４

１４ １５ １

２２９ ２４２ －１３

１５ １３ －２

１８８ １９８ －０９

１６ １７ １

１５６ ２０４ －４８

１７ １６ －１

１２９ １１１ １８

１８ １８ ０

９１ ９５ －０４

１９ １９ ０

４５６ ４２９ ２６

９１ ９５ －０４

２３２ ２３２ ０１

　　注：各国家对应的两行数列中，上一行为指标得分，下一行为指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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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后，只有中国处于第二方阵，其余国家则处于第三方阵或第四方

阵。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佼佼者，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均排在第９位，
得分也远高于其他国家。综合来说，各国的排位相对比较稳定，变化

幅度较小。

第三，国家创新竞争力综合排位相对稳定，但区域内与区域间差

异均比较大。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各国创新竞争力的整体排
位比较稳定，变化比较小，没有一个国家的排位变化超过 ２位。此
外，排位处于第一方阵的５个国家中，４个国家都始终处于第一方阵，
而且均是发达国家。第二方阵、第三方阵和第四方阵的变化情况也类

似，大部分国家都处于同一个方阵。国家创新竞争力排位的稳定性一

定程度上说明一个国家的创新竞争优势是多种创新因素长期积累、综

合作用的结果。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国家创新竞争力的区域
内与区域间差异都比较大。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如表３所示，第一方
阵内部各国的得分差距最大，排在第１位的美国的创新竞争力得分约
为排在第５位的加拿大的１６７倍，高出３１７分；第二方阵、第三方
阵和第四方阵内部各国的得分差距也比较明显，排在各方阵内部第１
位的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分别约为排在最末位国家的 １１９倍、
１３１倍和２０７倍。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如表４所示，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国家所分布在世界
六大洲中的国家创新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为：北美洲４９７分、南美洲
２０３分、欧洲 ４０３分、亚洲 ３１５分、非洲 １８８分、大洋洲 ４６４
分，北美洲的得分最高，而非洲最低，两者相差３０９分，前者是后
者的２６倍。六大洲的得分比差为２６∶１１∶２１∶１７∶１０∶２５，整
体差距比较大。２０１３年的情况也类似。总体来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六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此外，从处于第一、第二方阵的国家个数来看，２０１４年，北美洲
和欧洲均有２个国家处于第一方阵，亚洲只有 １个国家处于第一方
阵，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均没有国家处于第一方阵；欧洲和亚洲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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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个国家处于第二方阵，大洋洲有１个国家处于第二方阵，其他各
洲则没有国家处于第二方阵。从占各洲国家总数的比例来看，第一方

阵中，北美洲的比重最高，达到６６７％，欧洲达到４００％。第二方
阵中，大洋洲的比重最高，当然这与大洋洲只有澳大利亚一个国家参

与评价有关；其次为欧洲和亚洲，其余各洲均为０。因此，整体来看，
北美洲的创新竞争力最强，非洲最弱，区域间差距巨大 （具体见

表５）。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排位变化情况

区段 国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区段 国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第
一
方
阵

美国 １ １

英国 ２ ２

日本 ３ ３

德国 ４ ４

加拿大 ５ ７

第
三
方
阵

土耳其 １１ １２

俄罗斯 １２ １１

沙特阿拉伯 １３ １４

巴西 １４ １５

墨西哥 １５ １３

第
二
方
阵

韩国 ６ ６

法国 ７ ５

澳大利亚 ８ ８

中国 ９ ９

意大利 １０ １０

第
四
方
阵

南非 １６ １７

阿根廷 １７ １６

印度 １８ １８

印度尼西亚 １９ １９

　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分区域国家创新竞争力平均得分及其变化

　　　　　得分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得分变化

北美洲

美国 ７８９ ７７４ １５

加拿大 ４７２ ４５７ １６

墨西哥 ２２９ ２４２ －１３

平均分 ４９７ ４９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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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得分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得分变化

南美洲

阿根廷 １５６ ２０４ －４８

巴西 ２５１ ２０７ ４４

平均分 ２０３ ２０５ －０２

欧洲

法国 ４６６ ４７４ －０８

德国 ４７６ ４８０ －０３

意大利 ３９６ ３３７ ５９

俄罗斯 ２６３ ３１５ －５２

土耳其 ３００ ２８２ １８

英国 ５１５ ５１１ ０３

平均分 ４０３ ４００ ０３

亚洲

中国 ４５６ ４２９ ２６

印度 １２９ １１１ １８

印度尼西亚 ９１ ９５ －０４

日本 ４８１ ４８３ －０２

韩国 ４７１ ４７４ －０３

沙特阿拉伯 ２６１ ２３５ ２５

平均分 ３１５ ３０５ １０

非洲 南非 １８８ １９８ －０９

大洋洲 澳大利亚 ４６４ ４４６ １７

　表５ 六大洲国家创新竞争力的平均得分及处于第一、第二方阵的

国家个数及比重

　　　　　指标

地区　　　　　

平均得分 第一方阵国家个数及比重 第二方阵国家个数及比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北美洲 （３个国家） ４９７ ４９１ ２（６６７％）１（３３３％） ０（００％） １（３３３％）

南美洲 （２个国家） ２０３ ２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欧洲 （５个国家） ４０３ ４００ ２（４００％）３（６００％）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亚洲 （６个国家） ３１５ ３０５ １（１６７％）１（１６７％）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非洲 （１个国家） １８８ １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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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地区　　　　　

平均得分 第一方阵国家个数及比重 第二方阵国家个数及比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大洋洲 （１个国家） ４６４ ４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处于第一方阵或第二方阵的国家数量占各洲国家总数的比重。

二　中国表现：国家创新竞争力呈现稳步
上升的态势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重要的地位。根据 《二

十国集团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显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国家创新竞争力排名稳定在第 ９位，中国是
Ｇ２０集团中唯一能够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家创新
竞争力得分为４５６分，与最高的美国相差３３３分，也比发达国家平
均分低４８分，但比Ｇ２０平均分高９５分，说明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
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２０１４年中国得分比２０１３年上升
了２７分，远高于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得分的平均增长水平 （０５
分），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 （１０分），说明中国国家创新
竞争力整体水平提升较快 （见图１、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创新竞争力及二级指标

得分和排名比较

　项目

国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创
新
竞
争
力

创
新
基
础
竞
争
力

创
新
环
境
竞
争
力

创
新
投
入
竞
争
力

创
新
产
出
竞
争
力

创
新
持
续
竞
争
力

创
新
竞
争
力

创
新
基
础
竞
争
力

创
新
环
境
竞
争
力

创
新
投
入
竞
争
力

创
新
产
出
竞
争
力

创
新
持
续
竞
争
力

综
合
变
化

中国
４５６４５５４６７４３９４８０４３８４２９４６３３７８４４０５００３６６ ２７

９ ５ １２ ７ ２ １０ ９ ５ １４ ７ ２ １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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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国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创
新
竞
争
力

创
新
基
础
竞
争
力

创
新
环
境
竞
争
力

创
新
投
入
竞
争
力

创
新
产
出
竞
争
力

创
新
持
续
竞
争
力

创
新
竞
争
力

创
新
基
础
竞
争
力

创
新
环
境
竞
争
力

创
新
投
入
竞
争
力

创
新
产
出
竞
争
力

创
新
持
续
竞
争
力

综
合
变
化

美国
７８９７２１７０１８４６８６２８１５７７４７８１７０９８０５８６３７１１ １５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０

英国
５１５５６０６５６３７４４２４５５９５１１５１４６７０４２３４２７５２３ ０３

２ ２ ５ ９ ４ ４ ２ ３ ４ ９ ４ ４ ０

日本
４８１３０５６０９７８０３７５３３４４８３３２３５７２７９０４１５３１３ －０２

３ ９ ７ ２ ６ １４ ３ ９ ６ ２ ５ １６ ０

德国
４７６３５５５２３５００４７８５２６４８０３９３５２６５２９４９３４５８ －０３

４ ７ １１ ４ ３ ６ ４ ７ １１ ４ ３ ７ ０

加拿大
４７２４６８７６６４８２２０７４３８４５７４６４７５６４５９２０６３９７ １６

５ ４ １ ５ ８ １１ ７ ４ １ ６ ８ １１ ２

韩国
４７１２３５６７７５８０３５５５０９４７４２０２６８１５７１３６９５４７ －０３

６ １０ ３ ３ ７ ７ ６ １２ ３ ３ ７ ３ ０

法国
４６６４１２５８８４２８４０２５０２４７４４２０５４０４７８４１２５２１ －０８

７ ６ ９ ８ ５ ８ ５ ６ ８ ５ ６ ５ －２

澳大利亚
４６４５４０６７２４５４１１９５３２４４６５６６６０１４３４１１３５１９ １７

８ ３ ４ ６ １４ ５ ８ ２ ５ ８ １３ ６ ０

意大利
３９６３０８６３２２００１７０６７０３３７３４２５３９２３３１６６４０４ ５９

１０ ８ ６ １０ １０ ３ １０ ８ ９ １１ １０ ９ ０

Ｇ２０
最高分

７８９７２１７６６８４６８６２８１５７７４７８１７５６８０５８６３７３１ １５

Ｇ２０
最低分

９１ ４１ １８４ ０３ ０３ １１７ ９５ ２９ １４２ ００ ０２ １３７ －０４

Ｇ２０
平均分

３６１２８０５１９３０８２５１４４６３５５２９９４９１３１６２５４４１７ ０６

发达国家

平均分
５０３４３４６４７５１６３７７５４３４９３４４５６２１５２５３８５４８８ １０

　　注：各地区对应的两行数列中，上一行为指标得分，下一行为指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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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及二级指标得分情况

第一，中国的创新基础竞争力得分略微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

竞争力。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创新基础竞争力排名保持在第５位，
得分下降了 ０８分，但远低于 Ｇ２０平均分下降幅度 （下降了 １９
分）。从表７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美国得分最高，是７８１分，中国只
有４６３分，比最高的美国低了 ３１８分，但比 Ｇ２０平均分高 １６４
分。２０１４年美国依然最高，但下降了６分，而中国仅下降了０８分，
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到２６６分，比 Ｇ２０平均分高１７５分。综合来看，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家创新基础竞争力综合得分略微下降，但与
其他国家相比，仍保持较高的竞争力，进一步拉开与其他国家的

距离。

第二，中国的创新环境竞争力提升明显，但与发达国家差距

仍然较大。２０１３年，中国创新环境竞争力处于第 １４位，仅得了
３７８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仅为最高的加拿大的一半，比发
达国家平均分低了 ２４３分，甚至比 Ｇ２０平均分还低了 １１３分。
２０１４年，中国创新环境竞争力提升明显，排名上升到第１２位，得
分上升了８９分达到４６７分，上升幅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上升幅度
（２６分），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比发达国家平均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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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分。

第三，中国的创新投入竞争力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创新投入竞争力排名保持在第７位，得分略微下降了０１

分，基本保持稳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新投入竞争力还有较

大的上升空间，２０１４年比最高的美国还低了４０７分，也比发达国家

平均分低７７分。此外，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创新投入竞争力得分

下降幅度远低于Ｇ２０平均分和发达国家平均分下降幅度，它们分别下

降了０８分和０９分，因此中国的创新投入竞争力排名还有进一步上

升的空间。

第四，中国的创新产出竞争力水平比较高，但略微有所下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创新产出竞争力排名保持在第２位，仅次于美

国。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创新产出竞争力达到４８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

较大，但比发达国家平均分高出１０３分，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澳大

利亚得分的４倍，比Ｇ２０平均分高出２２９分。但与２０１３年相比，中

国的创新产出竞争力得分下降了２分，远高于Ｇ２０平均分和发达国家

平均分下降幅度，它们分别下降了０４分和０８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与德国的差距非常小，２０１３年比德国高０７分，２０１４仅比德国

高０２分，很可能被德国赶超。因此，综合来看，中国的创新产出竞

争力比较高，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也要警惕竞争力水平下滑，

被其他国家赶超的风险。

第五，中国的创新持续竞争力提升明显，但仍比较落后。２０１３

年，中国创新持续竞争力排在第１３位，仅得了３６６分，远远落后于

发达国家，比美国低了３４５分，比发达国家平均分低了１２２分，甚

至比Ｇ２０平均分还低了５１分。２０１４年，中国创新持续竞争力提升

明显，排名上升到第１０位，得分上升了７２分达到４３８分，上升幅

度高于发达国家上升幅度 （５５分），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

比发达国家平均分低１０５分，整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还有很大的

上升空间。

６１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三　提升 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当前，全球创新正加速推进，并深刻地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各个国家正在加快创新的步

伐，并围绕着创新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将推动全球创新格局深刻调

整，创新中心也会呈现出从以欧美为中心向北美、东亚、欧盟等区域

扩散，全球创新格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不断提升Ｇ２０国家创新
竞争力，才能在未来的创新浪潮中得以立足，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提升国际地位。

１推动增长方式的创新转变，助力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

当前，全球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瓶颈，Ｇ２０作为全球最
重要的经济平台，应该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通过结构性改

革，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来探寻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积极推进

Ｇ２０国家在关键技术和重要领域的创新联合攻关，共同探索全球经济
增长模式，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方向和路径。当前，气候变化、能源

安全、环境污染、粮食安全、重大疾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正考验着世

界各国，亟须获得突破。各国应积极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国际研发机

构、科技合作基地、科技合作中心和合作示范园区等方式加快合作创

新，积极加强多边科技合作和重大科研项目联合攻关，在关键领域和

技术方面获得突破。巩固和深化政府间科技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创

新合作方式，健全合作体制机制。通过国际创新合作，为创新发展注

入加速度，为全球构建起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增长方式。

２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从国际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酝酿，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凸

显，发达国家欲重塑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欲顺利

显现发展要素的替代。要确保创新的顺利推进，还要进一步推进 Ｇ２０
结构性改革，破除束缚创新的各种体制机制。合理安排各项制度，建

立起更加灵活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政府层面应该在创新中合理安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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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从参与者向引导者转变，除了简政放权外，还要推出好的政策来

帮助企业的成长。除了科技体制的改革外，还应在教育、医疗等领域

进行全面的改革，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在Ｇ２０国家之间建立起

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激发创业者的激情，从而进一步加大创新驱动

发展的力度。此外，还要推进Ｇ２０本身的体制改革，如推动Ｇ２０货币

金融体系改革，推进生态化金融体系建设，建立更加稳健的国际金融

体系，建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机构，以更好地发挥政策实施

的效果。通过构建Ｇ２０新的治理机制更好地推动全球治理的创新，增

强全球的创新活力。

３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全面激发创新潜能和活力

如今，全球价值链已经进入调整重塑期，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参与度亟须提升，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创新链也亟须有发展中

国家的参与。因此构建包容协调、合作共赢的全球价值链，从根本上

提升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开展创新的能力，可以

更好地调动全球创新要素的积极性，激发创新潜能和活力。围绕着全

球价值链，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之间的有效协同。要围绕产

业链来安排创新链，通过产业链的衔接实现创新的连续性，使创新成

果相互衔接，服务于产业链的整体创新，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效

融合，同时要依托产业链来整合创新资源，实现技术的群体突破，提

升产业链的整体创新能力。Ｇ２０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既要注重基础研

究，也要注重应用研究，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科技成果

转化的方法和途径。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

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各类中介机构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产

业化。此外，还要在产业链、创新链的不同环节上精准合理地投入创

新资金，综合运用多种金融手段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完善提供保障服

务。还要协调好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特别注重

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安排，营造Ｇ２０更加和谐的创新氛围，推动全球

包容性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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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着眼于创新发展的前沿趋势，牢牢把握创新的主动权

当前，全球出现的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

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其核心在于信息网络技术的突破，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最核心的技术也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

Ｇ２０国家只要牢牢把握创新发展的前沿动态趋势，才能把握创新发展
的方向，成为创新的引领者。因此，Ｇ２０国家要顺应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趋势，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深化信息在从研发设计到

制造、管理以及营销的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集成创新和应用，用现代

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先进制造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

用，完善信息化服务体系。要面向技术创新的新趋势构筑更加完善的

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一批拥有

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充分发

挥高校、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试验发展方面的创新优势，同时提高

其将知识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其次，改进创新评价体系，

既要注重增加创新产出的数量，更要注重提升创新产出的质量，还要

考察知识创新的应用效果。再次，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组织和协调作

用，推动各个主体的协同合作，构建体制机制运转灵活，创新效率

高，创新活力充沛的国家创新体系。

５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创新资源，大幅度提高创新效率

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投入构筑了创新竞争力的支撑体系，

同时在Ｇ２０的平台上促进创新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也可
以极大地提高创新效率，从而为创新竞争力的提升注入更强劲的动

力。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灵活运用财税、金融、投

资等政策工具，激励企业等各个市场主体加快创新步伐，推动企业将

研发与生产相结合，将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既面向市场积极推动产品

和技术创新，同时优化创新资源要素组合，提升创新供给的效率。要

不断地积累和更新创新资源要素，要注重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积

极发挥人才的创新能动性，不断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其次要重视自

主创新能力的培育，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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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扶持力度等方式着力掌握一些关键和核心技术，逐步摆脱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创新约束，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持续获得创新的动力；再

次要协调好创新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任何创新活动都要在

环境可承载的基础上开展，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真

正实现环境发展的持续性和创新的持续性协同推进。此外，还要注重

创新的载体和创新环境的建设，为科技创新创业提供更加宽松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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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新疆与中亚贸易发展

刘　越　闵路路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极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国际方面，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南北发展差距进一

步扩大，美国通过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全

球贸易体系。国内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多年的发展，我国整体经

济实力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比

如生态环境破坏、经济结构不合理、人口红利殆尽、持续发展动力不

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如此一来，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适时提出了 “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融入全

球经济的能力，为我国资本、技术、装备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的发展

平台。

新疆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

堡，在 “一带一路”倡议上区位优势非常明显。统计显示，２０１５年，
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１１０亿美元，占到中国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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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贸易总量的３３７％。① “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 “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倡

议，进一步提升新疆对西开放水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

心正式运营，两国铁路成功接轨，中哈第二条铁路正式开通。２０１５

年４月２０日，中巴两国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铁路局与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关于开展１号铁路干线 （ＭＬ１）升级和

哈维连陆港建设联合可行性研究的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巴铁路建设

又进入一个新时代。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１日，中吉乌三方在京

召开中吉乌铁路三方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就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入

交换了意见。

随着中哈第二条铁路的开通，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的规划建

设，我国向西开放通道趋于多元化，彻底摆脱了以往过于依赖公路的

尴尬局面。与公路运输相比，铁路运输具有成本低、载货量大、速度

快等优势，因此，铁路互联互通将进一步促进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往

来、加快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比较特殊的地理区位，中亚五国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比如在经济

总体规模、人均 ＧＤＰ方面，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比较高，而吉

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人均产值最高的哈萨克

斯坦是最低的塔吉克斯坦的１１３倍 （见表１）。

另外，中亚五国铁路里程相差也很大，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的铁路里程相较其他三国处于劣势，铁路里程最长的哈萨克斯坦是

铁路里程最短的吉尔吉斯斯坦的３４３６倍。但是近十年来，中亚五国

铁路基本都处于停滞发展状态，铁路轨道、车辆陈旧老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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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扶持与新疆当地各族人民共同

努力下，新疆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交通运输

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２０１５年，新疆人均 ＧＤＰ、铁路总里程分别达

到了６８６３５４美元、５８６８公里。

　表１ ２０１５年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铁路里程

地区 生产总值 （亿美元） 人均产值 （美元） 铁路里程 （公里）

新疆 １５５４２ ６８６３５ ５４６３

哈萨克斯坦 １８４３９ １０６６５２ １４３２９

吉尔吉斯斯坦 ６６８ １１４５ ４１７

土库曼斯坦 ３５８０ ６７４５８ ３１１５

塔吉克斯坦 ７８５ ９４６２ ６２１

乌兹别克斯坦 ６２６４ ２０３６５ ４１９２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二）研究意义

《愿景与行动》中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

优先领域。所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贸易关系，有助于进一步论

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促进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在 “一带

一路”倡议中提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另外，本研

究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变量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有助于完善贸易

引力模型的形式，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二　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贸易引力模型

　　Ｉｓａｒｄ＆Ｐｅｃｋ（１９５４）和Ｂ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５６）凭直觉发现国家之间

贸易流量规模与这两个国家地理位置有关系，距离越相近的国家之间

贸易流动规模越大。将引力模型最早用于国际贸易实证研究的是 Ｔｉｎ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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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ｇｅｎ（１９６２）和Ｐｏｙｈｏｎｅｎ（１９６３），他们分别独立使用该模型研究
了两个地区的贸易规模，并得出了一致结论：两地区贸易规模与其经

济体量成正比，与其距离成反比。引力模型最初形式表现为：

Ｘｉｊ＝ｋＹα１ｉＹα２ｊＤα３ｉｊ （１）
其中，Ｘｉｊ表示两国贸易规模，ｋ为比例常数，Ｙｉ、Ｙｊ分别代表 ｉ国、

ｊ国经济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Ｄｉｊ代表两国之间地理距离。其中，进
口国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该国潜在的产品需求能力，出口国国内生产

总值反映了该国潜在的产品生产能力，两者之间地理距离则代表着两

国间贸易的阻力因素，该因素以运输成本来表示。通常情况下，为了

得到引力模型估计方程，对 （１）式两边做自然对数处理并加入随机
误差项εｉｊ，得到如下方程：

ｌｎＸｉｊ＝α０＋α１ｌｎＹｉ＋α２ｌｎＹｊ＋α３ｌｎＤｉｊ＋εｉｊ （２）
其中，α０、α１、α２、α３是待估计模型系数。
在以上基本模型基础上，各国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目的在该模型中

引入了一些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人口变量、地理因素、共

同的边界、相通的语言等。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ｎ（１９９６）为了研究人口数量对
贸易的影响，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并得出两国之间贸易规

模与人口有关，该变量与贸易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Ｘｉｊ＝ｋＹα１ｉＹα２ｊＤα３ｉｊＮα４ｉＮα５ｊｅεｉｊ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为：

ｌｎＸｉｊ＝α０＋α１ｌｎＹｉ＋α２ｌｎＹｊ＋α３ｌｎＤｉｊ＋α４ｌｎＮｉ＋α５ｌｎＮｊ＋εｉｊ
其中，Ｘｉｊ表示两国贸易总量，Ｙｉ、Ｙｊ分别代表 ｉ国、ｊ国经济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Ｎｉ、Ｎｊ分别代表ｉ国和ｊ国人口，Ｄｉｊ代表两国之间的
地理距离，α０、α１、α２、α３、α４、α５是各变量对应的系数，εｉｊ是随机误
差项。

（二）文献回顾

传统经济理论忽略空间地理因素，假定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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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产品流通是瞬时完成的，经济活动的达成不需要时间与运输成

本。但是现实经济贸易活动中，交通基础设施通畅与否对贸易活动至

关重要，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大大降低贸易运输成本、减少贸易

交易时间。国内外大量研究均表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贸易

发展。

国外学者对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关注度一直较

高。Ｂｅｈｒｅｎｓ①研究了一个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其贸易流量的影
响，发现贸易规模主要取决于交通运输成本的高低，而交通运输成本

高低又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所以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高

低就对应着国际贸易规模的大小。Ｆｕｊｉｍｕｒａ和 Ｅｄｍｏｎｄｓ② 以湄公河流
域为研究区域，研究了该区域内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的关系，发

现其区域内公路基础设施水平与主要商品贸易量呈正相关关系。Ｅｄ
ｗａｒｄｓ和Ｏｄｅｎｄａａｌ（２００８）研究了基础设施质量与出口贸易量之间的
关系，得出运输成本及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质量最低

值的结论。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作了大量的研究，且均得出改善交

通基础设施有助于双边贸易发展。根据交通基础设施所选区域的不

同，国内有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仅考虑贸易双方中一方交

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得出该地区提高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可促进双边贸易发展，如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误差修正模型分

别从长期和短期研究了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新疆贸易量的关

系③。一些学者研究了我国西北四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中亚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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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ｒｅｎｓ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ｏｗ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２００４
ＭａｎａｂｕＦｕｊｉｍｕｒ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Ｅｄｍｏｎｄ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ａｄ

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ＧＭＳ［Ｒ］Ｍａｎｉｌａ：ＡＤＢ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６，Ｎｏ４８
彭丽琼、任华：《“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进出口贸易

的关系分析》，《新疆社科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张博、段鸿斌：《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进

出口贸易关系研究》，《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贸易关系①；另一类则综合考虑了贸易双方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双

边贸易的影响，得出提升双方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有助于促进双

边贸易。有些学者将国内部分省份或者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实证分

析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省际或城际贸易的积极影响②。有些学者将

我国整体或者国内某些省份与某些国家作为研究区域，研究了我国

与这些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降低贸易成本、降低边界效应

等增加双边贸易量③。

但以上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模型形式过于简单，变量较少等不

能深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贸易之间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中添加了新疆与中亚各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水

平变量和是否有铁路联通、是否与新疆接壤这两个虚拟变量，探讨

了改善两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互联互通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

程度。

三　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定

　　相关研究中在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形式基础上添加一些变量。如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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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新蜀、马骏：《“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贸易的影响》，《企业经

济》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

期；刘建、许统生、涂远芬：《交通基础设施、地方保护与中国国内贸易成本》，《当代财经》

２０１３年第９期；刘育红、王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基

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夏德水：《道

路联通、贸易畅通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境内段）经济增长研究》，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５年。
夏飞、袁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交通运输发展的区位熵分析》，《管理世界》２０１２

年第１期；何敏、郭宏宇、竺彩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基于引力模

型和边界效应模型的研究》，《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王娟：《基础设施对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研究》，《学术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１１

期；许娇、陈坤铭、杨书菲、林昱君：《“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贸效应》，《亚

太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涛等①在研究新疆与中亚贸易潜力问题时，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了

两贸易国人均 ＧＤＰ之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虚拟变量两贸易国

是否接壤、虚拟变量两国是否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变量。张晓静

等②在贸易引力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贸易便利化、进口国的平均关税、

人均ＧＤＰ、对外直接投资等变量，用以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为了达到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对新疆与中亚国家贸易

影响的目的，在贸易引力基本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能反映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的变量，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ｌｎＸｉｔ＝α０＋α１ｌｎＹｔ＋α２ｌｎＹｉｔ＋α３ｌｎＤｉ＋α４ｌｎＮｔ＋α５ｌｎＮｉｔ＋

α６ｌｎＴｉｔ＋α７Ｂｉ＋α８Ｒｉｔ＋εｉｊ

Ｘｉｔ表示贸易国ｉ在第ｔ年与新疆的贸易规模，Ｙｔ、Ｙｉｔ分别代表新疆

以及贸易国ｉ第ｔ年的经济规模，Ｎｔ、Ｎｉｔ分别代表新疆与贸易国ｉ在第ｔ

年的人口规模，Ｄｉ代表贸易国 ｉ首都与新疆乌鲁木齐市之间的地理距

离，Ｔｉｔ是第ｔ年贸易国ｉ与新疆地区的平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Ｂｉ和Ｒｉｔ
为两个虚拟变量，Ｂｉ代表公共边界，Ｒｉｔ代表两地区铁路基础设施联通

情况。α０、α１、α２、α３、α４、α５、α６、α７、α８是各变量对应系数，εｉｊ是随机

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１Ｘｉｔ表示第ｔ年贸易国ｉ与新疆的贸易规模，数据来自于新疆各

年统计年鉴，单位为亿美元。

２Ｙｔ、Ｙｉｔ分别代表第ｔ年新疆以及贸易国ｉ的经济总量，此变量反

映两地区潜在贸易需求。我们预测该变量系数符号为正，即两地区经

７２１
“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疆与中亚贸易发展

　／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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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规模越大，贸易规模也越大。此数据来源于新疆历年统计年鉴和世

界银行官方网站，计量单位为亿美元。

３Ｄｉ代表新疆与各贸易国ｉ之间的地理距离。预测此变量系数符
号为负，即两地区地理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呈负相关关系。该变量运

用两地区政治中心地理距离 （乌鲁木齐与中亚五国首都之间的距离）

来替代。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测算得到，单位为
公里。

４Ｎｔ、Ｎｉｔ分别代表第 ｔ年新疆与贸易国 ｉ的人口总量。人口规模
越大，贸易需求潜力也会随之变大，所以预测该变量系数符号为正。

此数据来源于新疆历年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官方网站，计量单位为

万人。

５Ｔｉｔ是第ｔ年贸易国ｉ与新疆平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根据数据
可获得性，该变量运用新疆铁路与公路网综合密度与中亚五国铁路网

密度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Ｔｉｔ＝ａ１（ｂ１ＸＴｔ＋ｂ２Ｇｔ）＋ａ２ＺＴｉｔ
其中，ＸＴｔ表示新疆第ｔ年铁路网密度 （铁路总里程／面积），Ｇｔ表

示新疆第ｔ年公路网密度 （公路总里程／面积），ＺＴｉｔ表示第ｔ年中亚国
家ｉ的铁路网密度 （铁路总里程／面积），ｂ１、ｂ２分别为新疆内部铁路与
公路网密度加权数，ａ１、ａ２分别表示新疆与中亚国家间交通网络密度与
铁路网密度加权数。

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国工程院测算的各种交通方式综合得分 （铁

路４６分，公路３２分）以及以上综合得分我们给 ｂ１、ｂ２分别赋值为
０５９（４６／（４６＋３２））和０４１（３２／（３２＋４６））。

我们假定两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双边贸易影响具有同等作用，

于是对ａ１、ａ２均取值０５。数据单位为公里／万平方公里，数据来源于
新疆历年统计年鉴与世界银行。

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我们这里预测该变量系数为正。

Ｂｉ和Ｒｉｔ为两个虚拟解释变量，Ｂｉ代表贸易国ｉ与新疆之间的地理
位置，若贸易国ｉ与新疆有公共边界即陆地接壤，则 Ｂｉ取１，否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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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一般研究认为，两国陆地接壤对双边贸易会产生积极效应。Ｒｉｔ代

表两地区铁路基础设施联通情况，若贸易国 ｉ与新疆之间有铁路相

通，则取１，否则取０。数据来源于网络。

四　实证分析

（一）数据未处理的静态面板模型

　　对于上文构建的静态面板模型，接下来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面板

数据，并利用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２。

　表２ 数据未加处理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ｚ ｐ＞ ｚ

Ｌｎｙ１ ０４３２８ １２５６２ ０３９ ０６９７

Ｌｎｙ２ －０７２４６ ０４８１１ －１５２ ０１６２

Ｌｎｔ －４９９１８ １３４４８ －２５５ ００１４

Ｌｎｄ －３３４９１ ０５８９３ －５７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ｎ１ ４２０９１８ ９７１３８ ４４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ｎ２ ０７７１９ ０８１４５ １７２ ００６８

Ｂ －１４１２７ ０６９７４ －１５１ ０１６５

Ｒ ４５８５９ １４０１１ ３４３ ０００１

Ｃ －２９１３４５２ ６８３６９１ －４２１ ００００

拟合优度＝０８１０７ Ｆ统计量 ＝８２０７

表２中ｌｎｙ１、ｌｎｙ２、ｌｎｔ、ｌｎｄ、ｌｎｎ１、ｌｎｎ２分别表示新疆 ＧＤＰ、中

亚五国ＧＤＰ、新疆与中亚五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密度、新疆与中亚五国

距离、新疆人口数量以及中亚五国人口数量的取对数形式。

由表２结果可知，静态面板回归结果极不理想，其中中亚五国

ＧＤＰ、新疆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虚拟变量 Ｂ回归系数符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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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中的相反，而且拟合优度和Ｆ统计量差别又很大，故有理由质疑
该数据存在着多重共线性。

（二）主成分分析

经过进一步分析数据可知，新疆ＧＤＰ、中亚五国ＧＤＰ、新疆与中
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密度、新疆人口数量以及中亚五国人口数量等变

量可能具有多重共线性。为此，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解决上述模

型多重共线性问题。主成分分析步骤如下：

１进行主成分分析，命令如下：

ｐｃａｌｎｙ１ｌｎｙ２ｌｎｔｌｎｎ１ｌｎｎ２
输出结果如下表３所示。

　表３ 特征根和方差贡献度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１ ３４７２８ ２２６６３１ ０６８７２ ０６８７２

Ｃｏｍｐ２ １２６７８５ ０９６５４１ ０２０８７ ０８９５９

Ｃｏｍｐ３ ０２９５６２ ０３４９８１５ ００５６７ ０９５２６

Ｃｏｍｐ４ ００５０７６３２ ００６５９０１７ ００３１１ ０９８３７

Ｃｏｍｐ５ ０００６３５４１ ００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表３给出了主成分分析各主成分的情况，表中从左往右依次是主
成分、主成分特征值、主成分变异、解释所占比重和累计比重。根据

特征值大于１的原则来提取主成分的个数，主成分１、２的特征值分
别为３４７２８、１２６７８５，而第三个主成分特征值为 ０２９５６２，故这里
提取两个主成分。

２分析主成分恰当性，命令如下：

Ｅｓｔａｔｓｍｃ
ＳＭＣ检验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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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ＳＭＣ检验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ｍｃ

Ｌｎｙ１ ０９７８

Ｌｎｙ２ ０５８９２

Ｌｎｔ ０９３４３

Ｌｎｎ１ ０９８７６

Ｌｎｎ２ ０６３４２

表４中大部分变量的 ｓｍｃ都在 ０７以上，故可以进行主成分

分析。

３计算前两个主成分 ｘ１、ｘ２的得分，命令如下：

ｐｃａｌｎｙ１ｌｎｙ２ｌｎｔｌｎｎ１ｌｎｎ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ｘ１ｘ２，ｓｃｏｒｅ

变量因子载荷结果见表５。

　表５ 变量因子载荷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Ｘ１ Ｘ２

Ｌｎｙ１ ０５２３８ －０３３２９

Ｌｎｙ２ ０４２２８ ０４６９１

Ｌｎｔ ０５３４８ －００６４１

Ｌｎｎ１ ０５１５３ －０３２１９

Ｌｎｎ２ ０２２５２ ０７２９１

由表５给出的变量因子载荷结果可知，提取两个主成分表达

式为：

ｘ１＝０５５２３８ｌｎｙ１＋０４２２８ｌｎｙ２＋０５３４８ｌｎｔ＋０５１５３ｌｎｎ１
＋０２２５２ｌｎｎ２

ｘ２＝－０３３２９ｌｎｙ１＋０４６９１ｌｎｙ２－００６４１ｌｎｔ－０３２１９ｌｎｎ１
＋０７２９１ｌｎ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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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出两个主成分得分数据，将这两组得分数据分别命名为 Ｘ１、

Ｘ２，并将其列在ｓｔａｔａ数据表格中。

（三）自变量中包含两个主成分的静态面板回归

用两个主成分得分数据 ｘ１、ｘ２作为变量来替代原来五个变量并

加入ｌｎｄ、Ｂ和Ｒ作为自变量，ｌｎｘ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命令如下：

ｘｔｒｅｇｌｎｘｌｎｄｘ１ｘ２ｂｒ，ｒｅ

回归结果见表６。

　表６ 自变量中包含两个主成分得分变量的静态面板回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ｚ ｐ＞ ｚ

Ｌｎｄ －３５２１７ ０５２２８ －８２６ ００００

Ｘ１ ０５９８１ ００５７１ １４２０ ００００

Ｘ２ －０６４２３ ０１５７１ －４８２ ００００

Ｂ ０２０５１ ０４２７８ ０５０ ０６２６

Ｒ ２９５８１ ０４５７２ ７６０ ００００

Ｃ ３２８１５６ ３９２６１ ８９９ ００００

拟合优度＝０７９２５ Ｆ统计量＝６５４７１

由表６中数据可知，拟合优度为０７９２５，Ｆ统计量为６５４７１，说

明方程整体拟合较优。从变量显著性来看，除了虚拟变量 Ｂ以外，其

他变量的 ｐ值均接近于 ０，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强烈拒绝原假设，

故ｌｎｄ、ｘ１、ｘ２、Ｒ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３５２１７、０５９８１、 －０６４２３、

２９５８１。对于变量Ｂ，其回归系数 ０２０５１为正值，与预测的符号相

符，但其ｐ值为０６２６，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极度不显著，接受原

假设，故Ｂ的估计系数为０。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回归方程为：

ｌｎｘ＝３２８１５６－３５２１７ｌｎｄ＋０５９８１ｘ１－０６４２３ｘ２＋２９５８１Ｒ

将选取的两个主成分 ｘ１、ｘ２表达式代入上述方程即可得最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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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程：

ｌｎｘ＝３２８１５６－４１８４７ｌｎｄ＋０５２７７ｌｎｙ１＋００２９ｌｎｙ２＋０４ｌｎｔ
＋０５３７７ｌｎｎ１－０２９７ｌｎｎ２＋２９５１３Ｒ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疆与中亚五国的产出、两地区综合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新疆人口数量对贸易量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并与

模型中预测相符合。而新疆与中亚五国距离、中亚五国人口数量对贸

易量的影响为负向，其中前者负向影响与模型假设相符，后者负向影

响与模型假设不相符。另外，由回归结果也可知虚拟变量 Ｂ（中亚五
国与新疆之间地理位置，接壤取１，不接壤取０）在回归中不显著。

（四）结果分析

对实证得出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１两地区地理距离对于这两个地区贸易量的弹性为－３５２１７，即
两地区地理距离增加１％，贸易量减少３５２１７％。这与贸易引力模型
我们前面的假设相一致，即两地区地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两地区贸

易发展：反之，则不利于两地区贸易发展。

２两地区生产总值 Ｙ对这两个地区贸易量 Ｘ的弹性分别为
０５２７７、００２９，即两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加 １％，贸易量分别增加
０５２７７％、００２９％。这与前面预期的结果相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两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那么这两个地区的贸易越是频繁，贸易规

模越大。另外，两地区的生产总值对双边贸易量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不

同，新疆的生产总值变动对贸易量的影响要远大于中亚五国。

３两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水平 Ｔ对双边贸易量 Ｘ的弹性为
０４，即两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水平每提升１％，贸易量会相应增加
０４％。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同的，即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４新疆与中亚五国的人口数量对这两地区贸易量的弹性分别为
０５３７７、－０２９７，若新疆的人口增加 １％，则贸易量增加 ０５３７％，
而中亚五国的人口增加１％，则贸易量减少０２９７％。前者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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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表明新疆人口的增长对新疆与中亚五国

贸易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口增长市场潜在需求比较大，可以

加快两地区的经贸往来；但后者分析结论与前文理论假设不一致。随

着中亚五国人口增加，贸易量相应减少，这可能是由于中亚五国中大

部分国家人口基数较小且在研究年份内人口增加量也比较少。

５两地区是否接壤这一虚拟变量对贸易量影响不显著。而一般认
为两地区接壤为两地区贸易往来提供了很大便利，有助于增加两地区

贸易量。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却得出两地区是否接壤与贸易量的关系不

明显，这可能是由于 “边界效应”中的 “屏蔽效应”对两地区贸易

往来的负面影响及 “中介效应”对贸易的正面影响相抵消。

６两地区是否有铁路互联这一虚拟变量 Ｒ对贸易的影响巨大且
非常显著。当新疆与该国具有铁路联通时，贸易量将提高２９５１３％。
这一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一致，也再一次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可以大大促进两地区的贸易发展。同时，也佐证了我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的科学性、

可行性与紧迫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１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可知，新疆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对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贸易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两个区域交

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持续改善，贸易增长趋势将进一步巩固，若两个地

区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水平每提升１％，贸易量增加０４％。更重要的
是，当新疆与中亚五国中某一国家有铁路联通时，新疆与该国间的贸

易增量非常大，贸易双方交易量将提高２９５１３％。因此，新疆和中亚
五国铁路基础设施的连接以及新疆和中亚五国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的提升都将极大地促进新疆和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

２新疆与中亚五国地理距离对两地区贸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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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弹性为－３５２１７；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生产总值以及新疆总人口对这
两个地区的贸易量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弹性分别为 ０５２７７、
００２９和０５３７７。

（二）政策建议

１加快新疆和中亚国家铁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鉴于研究结论中铁路互联互通有助于促进地区经贸往来，因此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要优先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

是要加快区域之间的铁路运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体来说，就是要

加快 “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的建设进程，打通我国向西开放

的国际铁路大通道，打通新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铁路网、经济网，

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运输大动脉。

２创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模式

从已有数据来看，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亚五国，其交通

基础设施发展落后，新疆近年来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较快，但相比

于中东部省份也相差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额大、收益回报周

期长等特点，仅仅依靠市场行为并不能有效解决资金匮乏问题。因

此，新疆和中亚五国需要创建一个由政府主导、市场积极参与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模式，比如 ＰＰＰ、ＢＯＴ、ＴＯＴ、ＡＢＳ等。此外，
要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基建投融资平台，为

新疆与中亚五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３增加新疆人力资源，促进新疆经济发展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中央政府以及自治区政府应结合新疆

实际制定相关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供给，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

当地人口素质。同时，中央政府与自治区政府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与

措施，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于新疆发展，提升新疆经济发展质量与

效益。

４促进中亚国家发展，带动出口需求

增进与中亚国家沟通交流，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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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给他们，力所能及地帮助中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增加他们的进

口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新疆的出口、发展新疆经济，形成互帮互

助、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最终将会实

现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共同繁荣。

５借助 “丝绸之路经济带”，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

新疆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十分显著的区位优势，理应借

助这一国家倡议同中亚国家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从而大幅度降

低贸易壁垒。在此条件下，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将进一步促进新疆与中

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扩大与中亚国家合作，增加新疆与中亚国家

贸易的利益交汇点，提升区域开放水平；加快边境口岸建设，提升口

岸通关便利化水准，降低双边贸易壁垒，进一步降低贸易流通的成

本；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减少各种形式的贸易壁

垒，加速区域经贸一体化，共同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参考文献

［１］Ｂｅｈｒｅｎｓ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ｏｗ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２００４

［２］ＭａｎａｂｕＦｕｊｉｍｕｒ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Ｅｄｍｏｎｄ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ａ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ＧＭＳ［Ｒ］Ｍａｎｉｌａ：ＡＤＢ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

ｐｅｒ，２００６，Ｎｏ４８

［３］彭丽琼、任华：《“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

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分析》，《新疆社科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４］张博、段鸿斌：《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研究》，《安徽

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５］龚新蜀、马骏：《“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贸易的影

响》，《企业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６］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７］刘建、许统生、涂远芬：《交通基础设施、地方保护与中国国内贸易成本》，

《当代财经》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６３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８］刘育红、王曦：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一体

化———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９］夏德水：《道路联通、贸易畅通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境内段）经济增长研

究》，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５年。

［１０］夏飞、袁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交通运输发展的区位熵分析》，《管

理世界》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１１］何敏、郭宏宇、竺彩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

基于引力模型和边界效应模型的研究》，《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１２］王娟：《基础设施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基于空

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研究》，《学术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

［１３］许娇、陈坤铭、杨书菲、林昱君：《“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

经贸效应》，《亚太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１４］刘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演变趋势与启示》，《天津商业大

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１５］黄涛、孙慧、马德：《“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与中亚贸易潜力的

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１６］张晓静、李梁：《“一带一路”与中国出口贸易：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

《亚太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１７］刘越、徐超、张榆新：《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与风险监管》，《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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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特点：
机遇和优先战略

［俄］ВТ梁赞诺夫

王丽梅　译

苏联经济的崩溃和危机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俄罗斯用了九年时间
努力实现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可是这些努力却伴随着长期的、沉重的

危机。俄罗斯经济在１９９７年短暂复苏，未能达到期待中的增长，却
以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７日的崩溃告终。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也是
最富戏剧性的阶段就这样结束，进入了经济方针矫正阶段。因政治制

度的更迭和经济活动大规模资本化而在俄罗斯联邦发生的各事件表

明，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未阻断不断深化的危机，也没能推动经

济复苏。此外，在危机变为转型 （两个系统之间）危机的条件下，危

机的深度和负面影响比前一阶段更加严重。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可以判断俄联邦经济下降幅度超过５０％ （见

表１），规模堪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崩溃。对于居民来说特别具有戏
剧性的是１９９２年——— “休克改革”开始之年，平均工资增长１１倍，
但日用品价格却上涨了２５倍多，再加上居民存款归零，导致人民生
活水平急剧下降，大部分居民变穷。

 ВТ梁赞诺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



　表１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俄罗斯联邦宏观经济基本指标

（按上一年度百分比与按可比价格）

　　　年份

项目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国内总产值 ９５０ ８５５ ９１３ ８７４ ９５８ ９４０ １０１０ ９４７

工业 ９１８ ８４０ ８６３ ７８４ ９５４ ９２４ １０１０ ９５２

农业 ９５５ ９１０ ９６０ ８８０ ９２０ ９３０ １００１ ８６８

投资 ８５０ ６００ ８８０ ７６０ ８７０ ８２０ １０２３ ８８０

通货膨胀 １６０５ ２５０９０ ８３９９ ２１５１ １３１４ ２１８ １１０ ８４４

失业人口 （百万） １４ ３６ ４２ ５５ ６４ ６８ ６５ ８０

　　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在大量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俄罗斯的转型危机有各种原因，但确

定是由所遵循的改革模式所导致。所以俄罗斯经济危机等同于改革方

针自身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很大程度是 “人为”因素引起

的。危机加深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

经济失去可控性，对所做决定没有准确预判后果的能力；

改革者的社会目标脱离主导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体系，使危机

变成了社会政治对立；

忽略了对国家经济利益的保护，在对外部贷款依赖性加强的条件

下，在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削弱了主权；

社会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迅速分化；

引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已经形成的俄罗斯社会经济现实

和有效运行的国家经济现代范式之间的互不相容；

转型过程中引起社会排异反应等官僚主义和强制性手段的流行。

上述这些原因揭示出，转型危机的本质在于，在所选择的战

略框架下以及当时的执政力量下，改革政策不能在最佳期限、以

可接受的花费解决所有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危机的最大特征就

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恶化，对所执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增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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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退化，在世界上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削弱，等等。所有这些

使经济发展缺乏内部配合性，必须改变方针以防发生灾难性的

破坏。

１９９８年８月俄罗斯所执行的改革方针最终被证实缺乏生命力。８
月危机爆发的正面成果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前些年形成的经济体系，用

事实证明了该经济体系无希望、无前途。自由主义货币政策与经济开

放和原料出口的结合成为造成尖锐危机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教训是清

醒地认识到经济开始运转，可是金融体系只有在生产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才能稳定。对当代俄罗斯而言，只靠金融、出口原料和进口消费品

无法繁荣经济。

从危机到振兴。从 １９９９年开始，俄罗斯经济进入发展新阶
段———十年的恢复性增长期，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８年世界经济开始衰退。
危机后组建的以ЕМ普里马科夫和ЮД马斯柳科夫为首的新政府
和俄联邦中央银行新领导 ВВ格拉先科奉行左翼政策，在极短时间
内就将俄罗斯引入了复苏增长阶段。他们放弃先前所有国家领导执行

的内政方针，提出新方针，提高国家在刺激生产方面的组织作用，即

强化国家在市场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该方针成为摆脱经济

危机及后续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从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增长，到 １９９９年 ６月达到
２２％，其中加工业达到３５％，１９９９年７月工业产品产量比１９９８年初
增长了４％，这意味着，只用了三个季度就恢复到了１９９７年危机前的
水平。

虽然这届政府的活动仅持续了九个月，但是奠定了脱离新自由主

义方针的基础。后来的政府，先是 СВ斯捷帕申政府 （１９９９年 ５
月），后来从１９９９年８月开始的 ВВ普京政府在自己的政策中都不
能不考虑到这届政府所运用的方法和具体措施。

在分析俄联邦经济复苏的性质和特征时，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经济

启动问题，即经济如何脱离危机状态进入上升阶段。是进口替代机制

保证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的初步增长，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借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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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经济增长使俄罗斯生产商在国内市场部分地遏制了衰颓态势

（表２）。

　表２ 俄罗斯进口商品和国内工业生产的百分比关系

主要产品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食品 （包括饮料和烟草） １７５ ５１４ ５４７ ３９４ ３９２

纺织和缝纫制品 ７１ ５００ ７６２ ８６２ ８３３

木材和木材制品 ４７ １０１ ２９７ １９１ ２２４

化学产品 ７２ ２９７ ６２１ ５７７ ６４３

金属和金属制品 ４３ １１８ １４３ １０２ １１２

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 ２４３ ４０７ ６０３ ３８４ ３５０

　　来源：ВТ梁赞诺夫：《（非）现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及其给世界经济和俄罗斯造

成的后果》，М，２０１６С３６２，３６３。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进口替代活跃，并且延续
到２００１年。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进口替代政策逐渐被原料出口增长模式
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联邦的外部经济形势极大好

转———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进而促使在９０年代形成
的地租原料型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占据优势并得到进一步加强。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平均每桶达到１７美元，回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的价格水平。应该提醒一下，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石油价格下降到了
每桶不到９９美元。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几年一直呈上升的走势，
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俄罗斯石油从每桶１７美元开始一直增长
到２００８年的９４４美元，也就是说，增长到原来的５５倍。２００８年７
月俄罗斯Ｕｒａｌｓ石油价格涨到每桶１３９５美元，这具有重大意义。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恢复期间的主要成就是阻止了俄罗斯经济的下降趋

势，保障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并且改善了国内的整体社会政治

氛围，最重要的成就是逐渐恢复了工业生产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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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俄罗斯工业生产指标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
　 　 详 见：РязановВТ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и новая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труктурныхизменений／／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доклад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иполити

ческогоразвитияРоссииПекин，２０１７С７１－９０（накитайскомязыке）

危机后的俄罗斯经济：机遇和局限

经历了２０００年代初期的恢复性增长，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危机，
同样，也没能避免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值得强调的
是，这次危机当然也有内部原因。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俄罗斯联邦的工
业生产增速就开始下降，其后稍有好转，但１０月份，也就是国际市
场石油和其他能源的价格达到了最高值之后就彻底下降了。这种状况

表明，当时的增长模式已经式微，高昂而且持续增长的能源价格不再

起到推进作用，因为原料出口的高收入、卢布汇率的坚挺，强化了国

内进口需求方针，阻碍了成品行业的发展。

这导致了 “叠加效应”的出现，表现为危机的加强和负面效应向

整个经济空间的蔓延。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负面影

响表明俄罗斯经济对外部攻击的抵抗力低、防范机制弱；另一方面，

也暴露出内部的失衡和矛盾———这些失衡和矛盾以前被良好的外部经

济形势掩盖，导致权力机构盲目乐观，对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和国内经

济制度中的薄弱环节不愿正视。

结果，俄罗斯经济的衰退规模极大，２００９年国内总产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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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工业生产缩减１０７％，为了避免经济下滑和衰退，构建起了
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金融安全垫，依然无助于摆脱经济下滑和衰退。

第二次危机浪潮出现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可以将这次危机视为世
界经济持续性复苏增长背景下的 “自动衰退”。① 如果对世界经济危

机后的俄罗斯宏观经济状况作总体评价，则可初步将之定义为２０１２
年经济增长逐渐衰退后的经济停滞阶段。结果，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危机后
的回弹短暂、不充分，未能转变为稳定的增长。

俄罗斯经济中这些事件的发生在多大程度上是难免而客观的呢？

自动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如果关注内需的现有潜力、内需规模和

自身的资源保障，在强制性条件下实行积极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有过

避免衰退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石油的市场价格崩塌以及针对

俄罗斯实行的制裁，对外经济领域的衰退尤为严重，投资和社会领域

以及加工生产领域也严重衰退。

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经济总体衰退，但经济形

势的特点是不均衡，一些领域和区域得到国家有针对性的支持，更别

说有些个别企业，甚至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仍保持着增长。这证明了

过去俄罗斯经济存在着保持良好发展的契机，这些契机现在依然存

在。所以，重要的是分析造成衰退的原因。首先，必须强调，导致危

机的内部因素起主导作用。当然，油价下跌和制裁加强了衰退，加深

了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是这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

　表３ 俄联邦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

（与上一年度价格对比增长／下降百分比）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国内生产总值 ４３ ３５ １３ ０７ －２９ －０２ １５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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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工业 ５０ ３４ ０４ １７ －３４ １１ １０ ３１

农业 ２３０ －４８ ５８ ３５ ２６ ４８ ２４ －２６

零售 ７１ ６３ ３９ ２７ －１００ －５２ １２ ２７

投资 １０８ ６８ ０８ －１５ －８４ －０９ ４２ ４８

通货膨胀 ６１ ６６ ６５ １１４ １５５ ７１ ３７ ２４

居民的实际收入 ０５ ４６ ４０ －０７ －３２ －５９ －１７ ２２

总增加值：

－开采 １８ １０ １１ １４ ０３ ２５ ２０ ２４

－加工工业 ８０ ５１ ０５ ２１ －５４ ０１ ０２ ３８

出口 ３１８ ３１ －１２ －４９ －３２１ －１９８ ２５８ ２８５

进口 ３２０ ５３ ２２ －９８ －３７７ １９ ２４１ １１０

Ｕｒａｌｓ油价 （美元／桶） １０７５ １１０５ １０７９ ９７６ ５１２ ４１９ ５２２ ７１７

　　数据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８年为前８个月数据，投资为前６个月数据。

如果综合导致危机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则总体上这些因素都是

因压缩内需导致的。表３中所列的数据表明，四年里居民的实际收入
持续下滑，总体下降超过１２％。２０１７年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每

月１０３００卢布）的人口数量达到２１１０万人，占全国人口的１４４％。
２００９年危机后低收入人口为１７１０万人，或者是总人口数的１２５％，
还要考虑到几乎三分之二的公民月收入不到１５０００卢布，这一切导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零售业下降１５％。

投资领域也有类似情形。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投资的实际表现不断缩
减，尽管内部积累在增长，但三年内投资额降幅超过１１％。

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国家实际支出的缩减，尽管名义上增长

了，但是不能补偿其他方面内部需求的降低。并且国家综合预算总支

出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６％，这显然不足以应对危机，因为无力维
持不断下降的国内总需求。

最后，不能不考虑到另一个遏制因素，就是快速增长的居民过度

贷款。２００９年危机过后消费贷款额增加到原来的３倍，达到１０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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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卢布，由于利息支出，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能不降低。

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因素的分析可以说明内需的
意义 （表４）。

统计表明，无论是前一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增长，还是后来的衰

退，主要原因都是内部因素的作用———终端消费数量 （国内市场容

量）的改变，这既包括家庭消费，也包括国家消费，以及总积累量。

有关国内生产总值恒定价格降低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表４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因素
当前价格 ２００８年恒定价格

亿卢布 ％ 亿卢布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 ６７ １０００ －１８ １０００

终端消费增长／下降 ４５ ６７２ －４３ －２３８９

包括：

家庭 ２９ ４３３ －４２ －２３３３

国家管理 １５ ２２４ －０３ －１６７

总积累增长／下降 ２１ ３１３ －１９ －１０５５

固定资本积累增长／下降 １６ ２３９ －１４ －７７８

纯出口增长／下降 －０６ －９０ ４８ ２６７７

国内市场容量增长／下降，依靠： ７３ １０００ －６６ １０００

国内生产 ５３ ７９１ －３０ ４５５

进口 １４ ２０９ －３６ ５４５

　　根据俄罗斯２０１６年年度统计 （М，２０１６）计算。

至于外贸因素，则对衰退的影响不那么明确。如果说在当前价格

上出口的显著下降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在对比价格上

纯出口的增长有助于对国内终端消费下降进行补偿。值得关注的是国

内生产 （７９１％）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内市场容量在当前价格上的增
长。如果谈到国内市场容量在对比价格上的增幅下降，则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进口缩减造成的 （５４５％）。换句话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５４１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特点：机遇和优先战略　／　



和下降的最终因素由经济内需决定，内需总量的变化构成经济发展能

否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种状况与俄罗斯经济的原料出口型特点并不矛盾，主要表现为

两种形式，第一，原料直接影响国家财政的基本收入，同时构成原料

公司的超额收入，例如，２０１７年在联邦财政中石油天然气收入的比
例占４０％；第二，烃和其他原料出口的基本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
维持了终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例如，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由于烃的高价格和出口收入再分配机制保障了国内终端消
费的增幅在三分之二，相应地可以认为，大约５０％的经济增长间接依
赖于出口。

这意味着，依靠增加烃原料的出口量补偿内需的下降是可行的，

但是要限制出口量，并且要在高价格和价格持续上涨的条件下限制出

口量。低价格和限制增加石油天然气开采量的条件下，无法扩大出口

量，不可能补偿内需的下降。

可见，后苏联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注定无法稳定增长，反而伴随有

不可避免的危机。虽然不能低估外部因素对俄罗斯经济的不良影响，

但是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内部因素的危机性。为证明该结论，需要注

意２０１３年就已经显露出停滞和出现危机的苗头，当时油价每桶超过
１０７美元，并且当时尚未受到制裁。

经济政策中的优先战略

２０１７年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国民经济完全适应了内部和
外部的限制和风险。２０１８年经济持续增长 （见表３）。一个令人鼓舞
的事实引人关注：俄罗斯石油维持中等价位，在每桶５２２美元的情
况下，经济开始增长。这个价位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陷

入大规模危机的２０１４年的价位。这意味着，不完全依赖外部，首先
不完全依赖能源出口的较低价位，经济的内部潜力原则上能够满足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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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有国家积极的刺激性政策支持才能持续增长，政策的

不健全导致重新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

这个风险能规避吗？

在受到制裁和不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依然是当

前支持经济增长的现实推动力。上面已经分析过进口替代政策在克服

危机衰退方面的潜力，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这表现在，例如，零售市

场的某些部门进口量的缩减 （表５）。同样可以看到，危机年代一些
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依然保持增长，例如农业、国防、食品工业、制

药和国内旅游。

　表５ 俄联邦零售商品进口比例 （％）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消费品 ４７ ４４ ４４ ３８ ３６ ３５ ３４

食品 ３６ ３４ ３６ ２８ ２２ ２２ ２２

　　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

此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进口替代，内需下降未低于１０％，
从而未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缩减。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下降幅度
在３％—３４％，这充分证明了所施行的进口替代政策的能力。

进口替代政策还有哪些优点？制裁的四年内开发了１０００多种从
未生产过的工业产品。还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在２０１５年建立了自
己的可脱离银行结算系统 （ＳＷＩＦＴ）而独立运行的银行间财务报告交
换系统。

如果考察２０１３年俄联邦进口结构，则可以划分出三类主要商品：
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 （１５２６亿美元）；化工产品 （５００亿美元）；
粮食 （４３０亿美元）。据估计，粮食方面的进口替代潜力在 １２万
亿—１５万亿卢布，农业和食品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还会使这种潜力
加强。另一些消费行业潜力也不低。如果关注设备和国民经济中基础

设施的损耗程度，投资性商品市场的意义也较大，其最低需求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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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万亿卢布 （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５％），根据现有数据，这方面进
口替代的规模可达到７００亿—８００亿美元 （５万亿—６万亿卢布）。

这意味着，只靠国内的粮食、机械和设备生产替代进口能够保证

近２—３年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低于５％，工业生产的增长每年可
以达到６％—８％。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７年工业增长为 １０％，２０１８
年前８个月———３１％，其中加工业 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分别为 ０２％
和３８％。

同时，这个成就是相对的、不充分的，因为其潜力不仅阻止了衰

退，还保证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这种经济发展版本的障碍，首先是国

家对进口替代定点支持的特点。在推行该政策的部门，都已取得成

效。但是在内需紧缩、无法获得贷款的条件下国家不能大规模充分实

施该政策，其成效大大降低。２０１７年进口大量增长，达到２４％，持
续到２０１８年，接近制裁前的进口水平，表明进口替代趋势逐渐衰减。

刺激经济增长的进口替代政策的能力并未丧失，但将其与经济迅

猛发展的可能联系在一起是草率的。该政策本身不可能带有长期的性

质。该政策完成了启动机制的作用，可将其视为逐步、渐进的新工业

化总体规划的初始和组成环节。今后新工业化将依托积极的工业政策

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对进口替代的这种理解从本质上不同于对其传统

狭义的理解，其主要工具是对国内市场和本国生产商实施大规模的关

税保护。为成品生产商，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生产商，坚持推行

全面而高质量地改善宏观环境的方针，以及强化对生产发展的金融支

持，都对进口替代政策取得成功具有特殊意义。更重要的是，要消除

带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社会经济模式造成的体制上的局限性。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制定推行作为战略经济目标的俄罗斯经济新工

业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与克服全球经济不稳定性、恢复经济发展动

力的观点不谋而合。西方主要国家因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这促使俄罗斯在更大程度上加快经济新工业化转型。至于俄罗斯新工

业化纲要本身，则在纲要里应该摒弃改革进程中消失的 “旧”（传统

行业）和取而代之的 “新”（高科技生产）之间的对立。创新部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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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靠排挤农业—工业经济的传统领域和生产而发展。从一开始就应

该定位于技术创新，为传统领域提供高新科技，视原料领域为当前福

祉的来源和未来新工业化的金融保障，强化原料领域的再加工行业。

多样化也是恢复将内需和外需有机结合起来的平衡经济所必须

的，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如果关注新工业化纲要实施的阶段

性和长期性，则其最终目标是技术突破，这正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先

战略。所以，新工业化最终应该转变为实现在全世界正方兴未艾的电

子革命。问题在于，在尚未恢复先前破坏掉的工业经济条件下，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立刻将这个战略目标定为当前政策的主要内容。在当前

阶段，如果力图绕过第五次技术革命，忘记生产领域的衰退，飞跃到

第六次技术革命，则意味着把政策建立在幻想和乌托邦计划之上。

克服现存的金融资本投机是实施新工业化方针过程中一个更重

要、更复杂的任务。金融资本投机的扩大也同样波及俄罗斯。这意味

着，为了实施俄罗斯经济新工业化改革方针以及接下来部署新工业革

命，应该采取切实措施进行金融领域改革，使金融领域健康化。金融

领域的调整应该在金融社会化纲要框架下实施。①

作为实施经济政策优先方向金融社会化的目标和优势何在？

社会化金融体系结构本身在通常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国家对金

融中介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其前提条件是形成进入市场的国家—社会

金融体系，运用良好的工具、在充分考虑经济活动和既定目标的条件

下，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私人经济提供资源和服务。

以此清除投机、保障经济活动整体健康化，而实施该方案正成为

全面实施国家新工业化纲要继而开展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依托金

融社会化，国家能获得激活投资和创新领域的额外资源。这对从原料

出口向高新技术经济转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后，实施金融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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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有更深更丰富的意义。实质上这里指的是创建混合型经济新模

式，以取代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

因为形成社会化的 （社会—国家的）金融部门，与其他国民经济

部门的私营部门相互作用，这就是不同性质经济类型融合的扩展版。

这种扩展版在历史上有各种样本，现在也有；只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意

识形态和经济实践，以明显紧缩的形式存在，其目标是建设双渠道体

系，将储蓄变为投资。一个渠道是在普通市场制度下运行，挖掘商业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潜力，另一个渠道是在限制性市场制度下

运行，保障为以出口替代和国民经济多样化为目标的这些国民经济优

先发展项目提供优惠的金融支持。

对当代俄罗斯来说，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工业变革中推动实施

金融社会化纲要是重要的优先战略。这个纲要反映了俄罗斯对经济体

系深刻变革客观成熟的需求，能够有效地对内部和外部的限制作出反

应，战胜已经出现的经济衰退，保障经济发展稳定平衡增长，并有助

于达成社会目标。

由此可见，推动实施新工业化方针能够将克服危机不良影响的计

划与金融领域制度改革相结合。其前景表现在，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开

展再工业化，为新工业革命创造良好条件；新工业革命则为有效应对

内部和外部限制、克服经济衰退、保障经济稳定平衡增长、达成社会

目标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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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社会政策

［俄］ОА德罗兹多夫

陈爱茹　李亚龙　方琼　译

　　难以想象没有积极社会政策的现代国家。当然，社会政策的目的
和内容，其机制和实施工具因国家而异。这是由政治精英认同的基本

思想价值体系决定的。然而，通常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所倡导社会政策

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当代俄罗斯

亦如是。

如果我们从对体面生活的最简单理解 （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出发，并对当代俄罗斯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的话，则不久

前俄罗斯联邦审计院院长АЛ库德林在国家杜马全体会议上就 “关

于执行２０１７年联邦预算第５１４３３４－７号联邦法律草案”的问题提交
的数据，可以很好地证明上述结论。按照 АЛ库德林的说法，过去
４年，本国的生活水平———居民实际收入减少１１％。而２０１７年这些
收入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７％。１９３０万人 （占俄罗斯人口的

１３２％）的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① 显然俄罗斯目前推行的社会政
策未必能够获得积极评价。

可以理解，俄罗斯居民物质福利增长的停滞，特别是公民生活水



①

ОА德罗兹多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经济学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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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构成俄罗斯联邦

支离破碎的社会政策基础中的那些概念性绝对命令，是造成上述情况

的关键性原因。在这些绝对命令之中，首先是把体面的生活 （生活质

量）等同于物质福利。考虑到这一点，负责制定和实施俄罗斯社会政

策的人认为，保留国家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形式并实施一揽子国家项

目，能够改善国家的经济结构。后者将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并根据 “渗透原则”①，居民生活质量将提高到 （与起始条件相比）

更高的水平。换言之，社会政策机制形成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关于将

经济增长作为增加物质福利、提高经济效益、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并

进而提高国家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和手段的思想。同时实施国家

项目并将社会服务部门商业化 （根据公私合营原则发展），将大力促

进有效地提供这些服务，并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对居民

提供有选择的 （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将保护社会中最不富裕和最

脆弱的社会阶层。最后，人力资本理论也被纳入社会政策的理论基

础。根据这一理论，正是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对这个

资本的投入是收入再分配的决定性工具 （收入的 “大平衡器”）。

值得指出的是，在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实践中，对 “人口福利”和

“居民生活质量”的理解远不一致，现在依然存在着争议。与此同时，

把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宣布为相同的概念，而把物质福利的定量指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可支配收入等）作为其主要衡量标准的做

法已经完全过时。考虑到各种观点的所有细微差别，生活质量今天已

被理解为对那些能够增加个人潜能实现机遇的人的福利、自由、社会

和精神发展的全面界定。相应地，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由一系列定量和

定性的，包括非经济指标 （工作，人的能力的发挥，家庭生活，日常

生活和健康的保持，没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休闲，环境，

等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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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该原则，促进经济增长导致国民收入水平加速增长，并且由于就业人数增加和实

际工资水平的提高，收入增长将 “渗透”到社会的贫困阶层。



不仅在现代科学中，而且在经济实践中，人类发展观获得越来越

广泛的承认———正是这一概念曾经成为千年发展目标的理论基础，而

现在依然是可持续发展领域 （全球所有重要发展机构和联合国全体成

员国实施的纲要）目标的理论基础。根据人类发展观的概念，社会进

步并不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人类的发展方面；收入

只是人类潜能形成、发展和实现的条件之一。人类发展观的支持者，

特别是А季通①，认为 “福利”不仅仅是人们自有的物质福利 （收

入和财产状况）。福利也体现在民主和法治至上条件下，人们的健康、

幸福、受教育程度和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生活的状况方面。目前仍被认

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最高目标和有效性标准。

正因如此，根据人类发展观中制定②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完全

采纳的 “人类发展指标”，对于描述人们生活质量具有特殊意义。这

些指标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进行综合性评估，允许进行跨国比较，

并相应地将其用于完善社会政策。在所有这些指标中，占主要地位的

是 “人类发展指数”，即确定一个国家在人的潜能发展领域的三个主

要方向：健康长寿、知识掌握 （受教育）和体面生活标准等状况平均

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值得指出的是，２０１７年俄罗斯在 “人类发展

指数”方面排在第４９位，继克罗地亚、阿根廷和阿曼之后。③

正如我们对此所理解的那样，俄罗斯战略预测重要文件———

《２０２０年前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２０１７年版本，以下

简称 “纲要”），反映出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对物质福利和人民生活质

量水平的看法。乍一看， “纲要”的制定者 （相应地也是它的批准

者）完全赞同人类发展观的主要论点：该文件的大部分内容在术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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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ДитонАВеликийпобег：Здоровье，богатствоиистокинеравенстваМ，２０１６С４１
（А季通：《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根源》，莫斯科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１页。）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ＵＲＬ：ｈｔｔｐ：／／ｈｄｒｕｎｄｐ
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８＿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
２８日）。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Ｕｐｄａｔｅ… С２２



与人类发展观的术语接近 （文中有一篇关于人类潜能发展的内容足以

说明问题），其反映重要社会指标的既定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使用的指标一致。同时，在我们看来，在 “纲要”中采

纳的术语，忽略了关于生活质量现代概念的本质本身。如果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在认定一个国家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时，使用了一整套人类发

展指数的话 （其中 “人类发展指数”占据特殊地位），那么，在２０１７

年的 “纲要”中，如同在２００８年的那样，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应该

增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生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从２００７年的

１３９００美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４２％），到２０２０

年超过３万美元 （７０％）。”① 我们认为，作为衡量现代福利标准达到

程度的优先的、主要而具体指标的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反映出对２０

世纪末生活质量的认识。此外，这种观点清楚地表明，在俄罗斯政治

精英的理论概念与现代人类发展观之间存在着的分歧。在形成人类发

展指数时的确利用了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

标，但它在这里并不是关键和首要的。而且，在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和人类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有着

原则性的区别。“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发展观创始人

之一Ｋ格里芬指出，——— “人类潜力发展指数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福利、现实或者经济

福利的指标，而人类潜能发展指数———这是衡量人类能力水平的一种

尝试。福利和能力———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②

在 “纲要”中，“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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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０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７日第１６６２
号令 （２０１７年 ２月 １０日）。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ｒ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ｄｏｃ＿ＬＡＷ＿
８２１３４／０３ｆｃ００４３１２６ｂ２２ｄ８４７ｅ３ｂｃｂ４５４ｂ９ａｄ１４ｂｃｆ６１ｅｆ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новое измер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учебпособие／ПодобщредпрофВПКолесов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факультетМГУ），２еизд，
дополниперерабМ：Правачеловека，２００８С２７－２８（ВП科列索夫 （莫斯科国立大学

经济系教授）主编：《人类的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新衡量标准 （教学参考书）》，第２版，莫
斯科人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７—２８页）



释为一国的物质福利、居民物质福利的指标，而在人类发展观中，对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它

只是人的经济机会扩大的指数，而且这种经济机会并不总能够得到实

现。事实上，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会同等地反映在所有社会成员的福

利上，首先这是因为收入、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均。“以购买力平价

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掩盖了在收入、资源和财富分配以及消费

方面的不平衡，从而隐藏了在人们实现自己潜能方面的种种限制 （这

些限制往往会加剧）。而最重要的是，在人类发展观中，社会和经济

变革应该确保机会的扩大，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

过上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生活的愿望，获得和增强知识以及体面生活

所需的资源，实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正是人类发展和提高人类

生活质量的实质所在。与此同时，甚至在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情况下，由于在居民点没有落户 （或因为无法

获得住房），人们也可能无法获得高薪工作；甚至在拥有财务资源的

情况下，由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行政限制，人们也有可能无法开创自

己的事业；由于社会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妇女不能总是从事某些种类

的工作并获得与男人类似的收入。年轻人甚至在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获得所必需的医疗服

务而活不到４０岁。另外，即使在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不高的情况下，也可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发展以及成功实

现自己的潜能创造条件。正是这一点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

指标的综合概括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考虑和反映。

我们认为，人类发展指标虽然不无瑕疵，远非完美 （我们知道它们

的缺陷，但我们并不倾向于将这些指标理想化），但与 “以购买力平价

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伴生指数相比，却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

出国家居民生活质量的实际水平。以上所述内容引出一个关于达到基于

已经过时的居民福利和生活质量概念的既定目标的居民生活质量标准的

可能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未必能够给出肯定性的答案。正因为如此，

在我们看来，应该对俄罗斯社会政策的既定目标作出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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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政策就其本性来说，无法保证大幅提高广大居

民的生活质量，因为它不断地再现高水平的贫困，并加剧收入的不平

等。例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俄罗斯居民总人口的
１３６％ （即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货币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总数的１３６％ （即２０００万人！），货币
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① 在工作的人们之中，贫困人口的数量

没有明显减少 （参见表１）。表１直观地展现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工作人
口的贫困程度：工作的穷人人口比例一直超过３０％。②

　表１ 按照经济活跃度划分贫困人口数量

（根据对人口收入和参与社会规划情况进行抽样观察的结果；百分比）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供参考：２０１６年
所有被调查人口

所有贫困人口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其中：

工作人口 ３２０ ３２４ ３３６ ３１９ ５４６

其中工作的退休人员 ０７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４

未工作人口 ３３４ ３２０ ２９８ ３０７ ２７２

其中：

未工作的退休人员 ８７ ８０ ８９ ９２ １８４

未工作的其他类别的人口 ２４７ ２４０ ２０９ ２１５ ８９

　　资料来源：按照经济活跃度划分贫困人口数量。

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ｆｒｅｅ＿ｄｏｃ／ｎｅｗ＿ｓｉｔ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ｄｎｏｓｔ／ｔａｂｌ／２－１２ｄｏｃ（访问日

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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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ｂｇｄ／ｆｒｅｅ／Ｂ０４＿０３／ＩｓｓＷＷＷｅｘｅ／Ｓｔｇ／ｄ０１／１８２ｈｔｍ （访问日
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

工作的穷人———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不仅仅对俄罗斯而言。例如，２０１２年
欧盟工作的穷人涉及 ９１％的劳动年龄人口 ［ЧубароваТВ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введениев
социальнуюполитикуМ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РАН，２０１５с３８（ТВ丘巴罗娃：《社会政
策政治经济学导言》，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８页。）］然而，在俄罗
斯，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而这些都是官方的统计资料，严重地低估了俄罗斯贫困化的真实
程度，是在明显过时的贫困化的理论概念———绝对贫困化的概念基础

上统计出的。这一理论还是在１９世纪时就已明确形成，并在２０世纪
上半叶的经济科学和社会政策中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理论，绝对贫

困表现在一个人无法获得现金收入用于满足食物、衣服和住房的基本

生活需求。其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某种最低限度 （贫困线）的人，被

视为绝对贫困的人。后者是根据最基本的人类需求清单 （最低生活保

障）和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资源数量确定的。在当代俄罗斯 （如同前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采用的是绝对贫困理论

众多版本中的一种 （即基本需求成本法），贫困线 （界限）是由最低

生活保障数值决定的。

相对贫困理论是一种更现实的评估人口贫困程度的方法，尽管它

不是最现代的。在这个理论中，如果家庭单位 （个人或者家庭）可支

配收入无法使其在所生活的社会中获得应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则被视为贫困家庭。在实践中相对贫困理论的实施体现在：在确定贫

困线时，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或中位数的某种比例。在绝大多

数发达国家，国家贫困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包括在欧盟国家

里，贫困门槛被确定在各国平均收入水平的６０％。如果采用相对贫困
理论，当代俄罗斯的贫困人口数量显然会成倍增加。

在现代理论中，贫困被解释为一种多因素现象，其特征不仅是个

人收入水平，而且也是许多非经济指标的总和 （首先是对在医疗帮

助、获得教育和自由流动等方面的各种剥夺、限制和无法获得等进行

评价的指标）。这就是分析贫困的所谓 “推导方法”。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开始，由于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人员的努力，这种方法得到积极发

展，目前联合国也正在积极倡导这一方法。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

会第６１届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同时还是
缺乏医疗服务、教育、政治参与、体面工作和安全。所有这些因素都

是相互关联的，它们要求采取综合方法来确保减少贫困人口的努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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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效。”① 现代解释贫困的一个特点 （与 “推导方法”早期版本不

同），贫困在这里意味着，缺乏满足包括年龄、健康、教育等在内的

人的首要需求的可能性。俄罗斯统计局在实验基础上使用 “推导方

法”估算贫困，导致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分析和预测

研究所的专家得出如下结论：在２０１８年上半年里，俄罗斯的贫困水

平约为２４８％—２５２％ （约３６００万人）。②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怀疑我国目前执行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

将俄罗斯联邦的贫困程度降低一半，就像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关于 “俄

罗斯联邦２０２４年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所规定的那样。

在当代俄罗斯，与人口持续贫困并存的，是收入的极度不平等：

２０１７年资金的十等分系数为 １５３倍，基尼系数为 ０４１０。俄罗斯

２０％的人口将货币收入总量的４６８％集中在自己手中。③

因此，俄罗斯的社会政策，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

而是为不断再现高度贫困化创造条件，同时也没有缩小人口收入的差

距。然而，学者和政治家哪怕是建立更公平的税收制度 （使用累进税

制）的建议，也被国家执政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而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

间在拉丁美洲进行考察的结果表明，即使通过累进税收进行的小额收

入再分配与有针对性的社会计划相结合，较之与 “长期而稳定的经济

增长相比，由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和福利极不平均的特

点”④，这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口的贫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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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际社会消灭贫困的斗争：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第６１届会议上的报告》，２００６
年９月５日，第７页。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ｒ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ｄｓａｓｐ？ｍ＝Ａ／６１／３０８（访问日
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俄罗斯的贫困化：数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下》。ＵＲ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ａｚｅｔａｒ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８／０５／０９／１１７４５１０９ｓｈｔｍｌ？ｕｐｄａｔｅｄ（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ｒｏｓｓｔａｔ／ｒ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消除一代人生活中的差距。通过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遵守医疗保健公平原则：世

界卫生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最终报告。ＵＲＬ：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ｉｒｉｓ／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１０６６５／４３９４３／９７８９２４４５６３７００＿ ｒｕｓｐｄｆ；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Ｄ６２Ｄ３ＦＦ６１ＣＣＦ９４５２Ｅ４７７
４９Ｂ９４４４ＢＢ９３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在我们看来，我国在执行社会政策时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是有害

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芝加哥新兴古典主义思想学派的主要代

表———西奥多·舒尔茨、加里·斯坦利·贝克尔、伯顿·Ａ魏斯布

罗德、雅各布·明塞尔和爱德华·丹尼森等人的努力，人力资本理论

已经变成一种科学学说。相应地，这种理论的狭隘经济学方法，是建

立在芝加哥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方法论上，其构成如下：个人主义方法

论、经济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和最大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偏好和偏好

的稳定性等。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认为：“将关于行为最大化、市

场均衡和偏好稳定性的假设连成一体，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就构

成了我理解的经济方法的核心……如果我的推理正确，那么，经济方

法将提供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完整方案……”①

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存在，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经济学中，人

力资本的观点作为社会主要价值观得以确立：正是人力资本被认为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进步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决定性原因。与

此同时，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是一个无疑能使收入最大化的经济主

体。然而，甚至以忠实市场原教旨主义而闻名于世的世界银行都承认，

“实验获得的数据表明，许多人 （尽管不是全部）的行为符合对社会

公平关心的原则———除了关心自身的利益之外”②，而且在人力资本理

论中，人是富有灵魂的生产工具，随时可能因雇主的苛求被替换；它

是最初由家庭创建的专用于生产活动以创造收入的工具。在这个理论

中，人即使是一个决定性的经济资源，但它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在所研究的理论中，只有在进行生产性劳动工

作时，或者还有潜能可以参加生产性活动时，人才可能具有某种价值。

相应地，人力资本理论并不关注由于某些情况成为无劳动能力的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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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经济分析与人类行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理论与历史》，１９９３
年版，第１卷，第１册，第２７、３８页。

《和平发展报告：社会的公平与发展 （概述）》，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第７页。ＵＲ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ｒ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ｓ／ｄｏｃｓ／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２００６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９日）。



分人口 （而由于全球性的客观趋势，这部分人口在不断地增加）。

人力资本理论推崇的对人的态度，从根本上与正在积蓄力量的人

类中心主义流派不同，在这种流派中，人同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造

力量，也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和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被

人类发展观以及支持在经济学理论中引入生态—社会—人道领域内容

的国内支持者们的论证），对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完全

不是物质利益。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与其他人及其集体和谐

共处、社会包容度和社会公正、权利和机会的扩大、参与为子孙后代

保护环境的活动———所有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注意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根据这一理

论的主流学派，工资和收入差异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

征。这种差异受到对人力资本不同投资水平的制约。对人力资本的投

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使收入增加。相应地，对人力资本 （首

先是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投资，是重新分配甚至平衡收入差距的决定

性工具。也许正是从通过经济实践成功检验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这一概

念性立场出发，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不倾向于对现存的收入、财富和

资源分配状况做重大改变，而是考虑为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完善融

资。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当代俄罗斯，这些领域的投资处于相当

低的水平 （在此我们甚至不考虑这些支出的结构和效益）。例如，俄

罗斯的教育投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４％，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

家的这种投资平均为５３％。俄罗斯联邦教育服务费用占国家预算总

额的１０４％，而巴西是１７２％，墨西哥是１８４％，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平均为１１６％。２０１３年俄罗斯的医疗保健支出仅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３２％，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６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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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经济的综合诊断研究：实现全面经济增长的途径》，世界银

行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１３３页。ＵＲＬ：ｈｔｔｐ：／／ｐｕｂｄｏｃ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２３５４７１４８４１６７００９７８０／Ｄ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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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完善对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投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些

支出 （对此我们完全赞同），社会政策领导人回避所有其他大量的经

济和社会不平等和被剥夺现象，而除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之外，这些现

象在当代俄罗斯也尤其普遍。首先，我们谈论的是机会的不平等，表

现在获得学前教育、医疗服务、经济资源、性别不平等、学校社会分

阶层和移民机会不平等等方面。显然这些或其他机会的不平等，往往

是俄罗斯联邦公民全面发展和实现其潜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能

不注意到体现在财富集中程度上的财产不平等。在当代俄罗斯已经建

立并维持着极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俄罗斯联

邦１％的人口拥有该国总财富的６６２％。① 遗憾的是，社会政策并没

有提供减少俄罗斯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方法。

我们特别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并不是收入的 “大平衡器”，

这早已经被人力资本理论的评论家们 （激进经济学家等）论证。

此外，仅仅增加人力资本发展的支出并不能解决其实现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种资本只有在一个有利于人们能够从事生产性劳动并享受

长久、健康和创造性生活这一特定环境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表２列

举的数据证明，俄罗斯联邦不具备这些条件，创造这些条件的前景也

不明朗。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６年，拥有最高质量

的人力资本 （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员）的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达

到８６８万人。

在实行社会政策时，国家领导层的薄弱点在于以经济增长为目

标，并将其作为与贫困做斗争和提高本国人民福利的主要因素 （在

“纲要”里已经反映出这些观点）。“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首先将通

过国家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和公民劳动收入同时提高来保证……公民的

实际收入稳步增长，将首先通过在保持低通胀率条件下经济的稳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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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经济的综合诊断研究：实现全面经济增长的途径》，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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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来保证”，《２０２４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中公布了这
些内容。①

　表２ 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人员的人数 （千人）

总人数

其中受过教育的

高等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

根据中级

专家的

培训计划

根据技术工

人 （员工）

的培训计划

普通中等

教育

普通基础

教育

未受过普

通基础

教育

失业人员－总数

２００５年 ５２４２ ６８６ １０２０ ９７７ １７５１ ７４４ ６４

２０１０年 ５５４４ ８３４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４ １７９９ ５４７ ５８

２０１４年 ３８８９ ７０９ ７６５ ７８６ １２２３ ３７２ ３５

２０１５年 ４２６４ ８３９ ８８５ ８５９ １２５７ ３８５ ４０

２０１６年 ４２４３ ８６８ ８７０ ８４６ １２６６ ３６８ ２７

　　资料来源：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人员的人数。

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ｂｇｄ／ｒｅｇｌ／ｂ１７＿３６／ＩｓｓＷＷＷｅｘｅ／Ｓｔｇ／０１－６３ｄｏｃ（获 取 日 期：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事实上，经济增长远远不能同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福利 （主要

是由于收入、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均）。研究表明，自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起，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在包括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在内的绝大

多数国家中，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开始加剧 （例如，２００５年前芬兰、
英国和北爱尔兰的基尼系数增长超过 １０个百分点）。② 在俄罗斯联
邦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经济增长也伴随着人口收入差距的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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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４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ＵＲＬ：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ｕ／ｍｅｄｉａ／
ｆｉｌｅｓ／ｎｅ０ｖＧＮＪＵｋ９ＳＱｊｌＧＮＮｓＸｌＸ２ｄ２ＣｐＣｈｏ９ｑＳ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２００５年）》，联合国大会第６０届会议，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ＵＲＬ：
ｈｔｔｐ：／／ｄａｃｃｅｓｓｄｄｓｎｙ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ＮＤＯＣ／ＧＥＮ／Ｎ０５／４１８／７５／ＰＤＦ／Ｎ０５４１８７５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表３ 人口现金总收入的分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现金收入 －总数，百
分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包括按照 ２０％的人
口群体

第一类 （收入最少） ５９ ５７ ５７ ５５ ５４ ５４ ５３ ５１ ５１

第二类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１ ９９ ９８ ９８

第三类 １５１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３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０ １４８ １４８

第四类 ２１９ ２２８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２６ ２２５ ２２５

第五类 （收入最高） ４６７ ４５７ ４５８ ４６２ ４６７ ４６７ ４７２ ４７８ ４７８

十 等 分 资 金 比 率

（收入差异系数），

倍数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５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９ １６７ １６６

基尼系数 （收入集

中指数）
０３９５ ０３９７ ０３９７ ０４０３ ０４０９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５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１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ｆｒｅｅ＿ｄｏｃ／ｎｅｗ＿ｓｉｔ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ｏｖ／ｕｒｏｖ＿３２ｇｈｔｍ（访问日

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正如表３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俄罗斯的资金比率从１３９倍相应

增加到１６６倍，基尼系数从０３９５增加到０４２１。这种经济增长 （伴

随着不平等问题加剧的增长）被一些人类发展观的支持者解释为 “无

情”的增长。此外，根据一些估算，“减少一美元的贫困，需要增加

１６６美元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对环境产生的所有后果，都会对最贫穷

的人产生最不利的影响”①。

俄罗斯联邦领导层也承认，经济增长不仅不会自动导致贫困的消

除，而且还有可能伴随收入不平等的加深，乃至于社会的动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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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消除一代人生活中的差距。通过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遵守医疗保健公平原则：世

界卫生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最终报告。》ＵＲＬ：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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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减少贫困和缩小人口收入差距，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确保采取

以下措施：提高预算单位雇员的最低工资和工资水平，提高养老金的

平均数额 （提高到能够保证再生产的消费预算的最低水平）；提高对

个别人口群体的社会支持效率 （通过改进地区社会援助方案的目标，

完善检测公民对其需求的程度，即通过减少、限制这种援助接受者的

范围和人数），引入现代技术提供援助；运用税收减免来平衡收入水

平，引入由市场价值确定的房地产税。① 上述逻辑是 “渗透”经济增

长理论逻辑，根据该理论，在没有相应制度变化及其他变化的情况

下，经济增长本身就足以使增长的结果最终 “渗透”给最贫困的

人口。

经济增长是提高人口福利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 （因素）的观点，

在人类发展观中得到论证。在对其成员之间分配经济增长利益不够重

视的社会里，贫困水平不会有很大程度的变化。在人类发展观中，提

高人口生活质量和福利的必要条件是改善收入 （首先以累进税为基

础）、所积累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状况；减少在获得生产资源、基本

社会服务、机会、市场和信息方面的差距；修正并补充旨在消除现有

不公平和差异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创造这类条件，使得即使收入水平

相对较低的国家也能提高人口的生活质量。反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

情况下，由于在居民点没有落户 （或因为无法获得住房），人们也可

能无法获得高薪工作；甚至在拥有财务资源的情况下，由于社会中存

在的诸多行政限制和腐败，人们也可能无法开创自己的事业；由于社

会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妇女不能总是从事某些种类的工作或者获得与

男人相同的收入。但是，甚至在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发展和顺利实

现自己的潜能 （过上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生活，获得和增强知识，以

４６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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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面生活所需的资源，实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创造条件 （首先，

缩小人口在收入、财富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差距，消除对具体国家而言

典型的多重限制和剥夺等）。遗憾的是，俄罗斯联邦的最新社会政策

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方面。

俄罗斯联邦的社会政策也没有考虑俄罗斯劳动市场不发达以及国

内缺乏终身职业教育和终身再培训制度①、现存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与全球性排挤劳动力现象，等等，对该政策的社会结果产生扭曲效

应。因此，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在创造高效率工作岗位的同时，不

进行相应的社会、政治和制度改革与实践，并不一定就能够扩大就

业：极其可能的是技术性失业的增加。总的来说，就业在今天已经不

再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简单衍生物。② 众所周知，消除经济技术现代化

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的决定性条件，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积极、有目的和

全面的相关政策，其次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达程度，最后是不断地消灭

限制就业的体制障碍。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甚至旨在创造第一个

条件的措施，“纲要”都没有作出规定。

另外，基于技术变革但社会导向不足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也是粗

放型经济增长）无法保证俄罗斯联邦每一位公民收入的增长。引入新

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净效应，表现在一方面对低技能人才的需求

正在减少，而另一方面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正在增长。其结果是，低

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之间的收入的极化程度加深。这正是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所发生的情况。③ 此外，技术革命导致劳资
双方之间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在 《２０１５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
“科技革命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员工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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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受过更高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人员，即便他们能进行高效率的工

作，但是，也可能无法获得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①

因此，我们认为，俄罗斯联邦的社会政策不符合现代科学和先进

经济实践的成就。社会政策最终应该成为在社会领域取得积极成果的

活动 （缩小机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规模、消除贫困，等等）。人

类发展观或成为俄罗斯联邦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确保以社会可

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方法，已经被证实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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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产业政策对工业结构和
经济增长的影响

———去工业化作为俄罗斯转型过程的后果

［俄］АН利亚金

陈爱茹　李亚龙　方琼　译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根本性的
变化。使用 “休克疗法”作为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

的模式，导致了经营管理条件的急剧改变、现有合作关系的崩溃和从

生产到消费者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变化。向自由定价的过渡、对外开放

国内市场和由于预算危机而减少政府采购，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尤

其是工业部门结构中大规模转变的推动力。

这些转变的性质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比例失调，以及粗浅简

单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确定经济发展优先领域和长期产业结构方面

的工作而决定的。在苏联经济中，采掘工业及第一次再分配和生产投

资商品的部门分量过重，这部分是因为采用了优先发展Ａ类工业的方
针，部分是因为在完成计划任务时存在的扭曲。根据向资本主义转型

过渡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拒绝指令性计划任务并干预定价过程，

本应导致产业结构向有利于生产最终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的行业转

变。曾假设同时释放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将转移到效率最高的行

业，而最佳的产出结构将成为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结果。平行进行的私

 АН利亚金，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有化过程应该形成一个 “有效所有者”的阶级，他们将对以利润作为

效益最终目标为导向的生产部门实施高水平的专业化管理。

事件的真实过程表明了这种理论概念站不住脚。所采用的转型过

渡模式的结果是经济深度和长期低迷，同时伴随着不利的结构性

变化。

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复杂产品的部门处于最困难的境地。科学密

集型和高科技产业通过国防、科学或者社会纲要 （航天工业、电子、

船舶和飞机制造、精密仪器制造和制药）与财政预算资金密切相关，

而严重的财政危机结果是对这些部门产品需求的萎缩。正是那些在生

产和就业中所占份额过大的部门，表现出了最佳指标。尽管卢布在此

期间大幅度贬值，但制造业在试图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严格的关税和

非关税限制，同时采矿业和第一次再分配行业有可能不受阻碍地出

口。在俄罗斯出口中，碳氢化合物、金属和化学产品的份额在此期间

迅速增长。

在经济低迷条件下的投资额度下降，加之国内市场对外国竞争者

的开放，导致机床、电力和运输机械制造行业的生产被淘汰。最后，

居民收入的下降以及低质量但廉价的消费品不受控制的进口，导致轻

工业部门的缩减，从轻工业原料到成品生产的缩减。存在于苏联时期

的不平衡的加剧，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中新的破坏行为，成为各部门结

构市场改革的结果。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正是在转型衰退时期，就业
和产出方面原料生产部门迅速萎缩，批发和零售业极其迅速地扩张。

随后的２１世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变化，已经不再具有如此大规模的
性质，尽管总体而言，经济去工业化的趋势并未被扭转。与此同时，

在工业生产部门本身，继续朝着加强原料的方向转变。例如，２００２
年，制造业生产的总增加值超过采矿业的 ２６倍，而在 ２０１７年
时———超过１２７倍。
２０００年经济向快速恢复增长过渡，并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发展特有

模式的形成，主要是侵占石油收益和没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消费市场的

增长。消费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扩大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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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就业和附加值中的基础产业份额 （百分比）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

工业所占份额：

　在就业中 ３０３ ２５８ ２２６ ２２７ ２０５ １８８ １８６

　在附加值中 ３８０ ２９３ ３２７ ３４８ ２９８ ２５６ ２６４

农业、狩猎和林业所占份额：

　在就业中 １３２ １５１ １３４ １１２ ９８ ９２ ７５

　在附加值中 １６６ ７１ ７３ ４７ ３９ ３８ ４４

建筑业所占份额：

　在就业中 １２０ ９３ ７８ ６８ ７２ ８４ ８６

　在附加值中 ９６ ８６ ６７ ５５ ５８ ７１ ６４

运输和通信业所占份额：

　在就业中 ７８ ７９ ７８ ９１ ９３ ８０ ８３

　在附加值中 １００ １２０ ８６ ９４ ９２ ７３ ９４

批发零售业和公共饮食业所占

份额：

　在就业中 ７８ １０１ １４６ １５６ １７９ １８８ １８９

　在附加值中 ９６ １９７ ２１１ １７８ ２０８ １６２ １４４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的计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ｆｒｅｅ＿ｄｏｃ／ｎｅｗ＿ｓｉｔｅ／ｖｖｐ／ｖｖｐ

ｇｏｄ／ｔａｂ１１ｈｔ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ｒｏｓｓｔａｔ／ｒ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ｇｅｓ／ｌａ

ｂｏｕｒ＿ｆｏｒｃｅ／＃。

工业生产规模的初步恢复成为可能，依靠的是吸纳未被使用的生产能

力和公开及隐性失业的减少，而在转型危机结束时曾有过相当大规模

的失业。

投资增长或者开始于具有可持续消费需求和对进口竞争限制的部

门 （食品工业），或者开始于为国家工作、其需求由相应预算规划确

定的部门 ［军工部门 （ВПК）、药品］，或者开始于为稳定的有支付
能力需求而工作的出口部门。俄罗斯工业的大量部门，以及用于中间

需求并具有投资周期的产品的生产，处于最困难的境况。快速的经济

增长并没有影响到机床制造、电子元件生产和仪表制造产业，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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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定的独立工业发展能力的行业。

在开放市场和生产发展水平落后于主要贸易伙伴的条件下，国家

经济的相对优势将集中在那些对更强劲的经济没有吸引力的部门上。

从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项目实施周期长的高风险和投资资

金的缺乏，导致资金无效配置。

产业政策类型的选择

关于制定和实施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的合理性问题，在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３１日通过 “关于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的第４８８－ФЗ号联邦法

令之后，目前仍然是争论的对象。

“产业政策”一词本身含有不同的解释。它或者是一个旨在形成

行业和活动领域的最佳组合的结构性政策，包括工业和其他领域，这

符合对英文术语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的字面翻译；或者是旨在为这种

工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的政策。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其前提条件

都是国家对形成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机制施加积极干预。这种干预触

及某个单独的、尽管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部门，或者整个国民经济。

正是这种对市场信息的调整成为反对产业政策合理性的依据。无论是

以何种形式实施的产业政策都会歪曲竞争机制，为某些经济代理人创

造人为优势 （Ａｉｋｈｏｆｆ，２０１１），而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对投资决策后

果进行正确评估的倾向低于企业家①。如果考虑到，通过赞同某些项

目和发展方向的决策过程，与昂贵的官僚主义程序、与和某些利益集

团游说相关的刻意歪曲有关联，则对干预市场工作的反对意见并非毫

无根据。另外，俄罗斯工业产出结构市场形成的实践表明，它是生产

结构简化、工业生产附加值减少、国际竞争过程中复杂产品淘汰以及

最现代和高科技产业份额下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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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不在于实施产业政策的合理性，而在于寻求实现这个

政策的这些形式上，它们将能够保证在支付合理成本实施其的情况下

实现其发展的既定向量。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其框架内应

该实现何种目标和借助哪些工具来实现。

习惯上将产业政策划分为两种类型———平行的和垂直的，它们的

实施目标和使用工具不同。

在第一种情况下，其目标是为增长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创造条

件。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方向没有在形式上表达清楚，投资领域的

选择是由企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产业政策措施适用于

所有企业，其宗旨在于支持竞争环境。共同融资培训干部、部分偿还

科研和实验设计工作及支持出口费用的计划，可以降低风险。反过

来，投资项目实施中的各种税收优惠能刺激工业投资的积极性。完善

国家监管措施、减少行政障碍并建立灵活的基础设施，可为工业增长

创造有利环境。

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符合关于市场在选择发展方向并进行高效

生产竞争方面起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思想。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

为会导致企业决策的扭曲，因为它考虑的不是市场信号本身，而是依

靠政府支持措施修正的信息，但是，在此种情况下，它对各种企业和

工业分支部门的竞争优势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垂直产业政策以政府机构实际参与制定国家发展优先项目为前

提。该政策将一些产业划分出来，而在许多情况下，使相应产业部门

内的公司结盟，以便让它们得到国家发展机构的支持以刺激这些行业

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市场机制进行直接干预，并为某些发展部

门创造优惠条件。在追赶型发展的国家里，产业政策正在成为国家战

略规划的工具。

这些优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协调和监管对外经济活动。虽然 （关

税）保护主义在当今经济理论中被视为一种天真的政策，因为它无法

使任何一方获胜并造成福利的净损失，但事实上，所有国家都积极采

取各种形式的保护国内市场的措施。此外，尽管关于保护主义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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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的评价被普遍接受，但市场保护措施与经济增长的

关联性本身并不那么明显。

罗德里克 （Родрик）和罗德里戈斯 （Родригес）对评估贸易壁垒

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联性著书进行了详细概述，同他们的计算结果

一样，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假设贸易限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面关

系被证实，我们依然怀疑，这个问题将会继续催生大量的经验主义研

究……我们不想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即我们认为贸易保护对经济增

长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措施。至少对１９４５年之后的时期来说，我们不

掌握任何鲜明的例证，那时贸易限制与较高的增长率有系统的联

系……极力夸大系统性指标有利于贸易的开放倾向，对全世界的政策

产生了重大影响。令我们担忧的是，开放贸易优先产生了未必合理的

希望，这可能排挤了其他可能带来更大利益的体制性改革。”① 分析

经济增长率对各种宏观变量的依赖性，波波夫得出以下结论：“在二

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迅速发展的 ‘经济奇迹’现象，在战后阶段几乎

总是与投资和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增加相关，而实际上

从来不曾与海关保护的低水平相关……正是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以最快

的速度增加了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并成为 ‘龙’和 ‘虎’，

同时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既没有因迅速扩大出口，也没有因增长的

高速度令世界惊讶。”②

贸易壁垒形式本身的变化，取决于实施限制的经济体的能力。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国家标准、对质量认证和具有特殊消

费性质的要求等非关税形式的保护措施就越多。环境限制今天正在成

为保护市场和将自身利益转变成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方向。国际竞争不

是在商品市场上，而是在新标准形成阶段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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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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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ｂｏｏｋｓ／ｂｅｒｎ０１－１，ｐｐ３１６－３１７

В波波夫：《经济奇迹的操作流程，关于保护主义、出口方向和经济增长的非传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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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产业政策为高度发达国家所特有，其生产结构接近最优，所

使用的技术符合现代要求，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

性。这不利于政府区分出占优势的部门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其任

务是降低行业风险并为工业创造有利环境。寻求优先发展方向是由企

业进行的，而国家为此创造有利条件。尽管如此，这种方法并未能在

一个发达国家得到充分实施。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国家产业政策文件

中明确指出了优先获得政府支持的工业部门。

垂直产业政策是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它

与战略规划有着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与所有管理机关和政府机构密

切相关，并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支持产业的措施。追赶型国家被迫利用

规划来构筑均衡的再生产结构，即实施垂直的产业政策①。不但如此，

垂直产业政策是国家工业体系形成的必然阶段，即使这一进程大体上

正在完成。例如，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对追赶型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

例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与富裕国家和地区相应历

史阶段对比的分析表明，“……东亚模式比英美模式更具普适性。对

历史经验的诚实鉴定表明，当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包括英国和美

国，使用的经济模式更接近东亚模式而非英美模式”②。

自转型改革开始以来，俄罗斯对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了缓慢改

变。最初采用 “华盛顿共识”思想，并消除了有目的地影响经济结构

的可能性。全面瓦解计划体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会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转型遭遇大规模的失败。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在改革的初始

阶段，恢复计划管理要素而不考虑这些行为的经济合理性，是不可能

的。更何况，垂直产业政策的某些要素确实存在，虽然并未以相应的

方式列举出来。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煤炭工业重组计划获得了最大的反响。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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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利用联邦预算资金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改组了俄罗斯煤炭工

业。根据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０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部长会议第５９０号决议 “关

于从财政上稳定煤炭工业工作的紧急措施”，开始了关闭效率低下的矿

井和露天采矿场的痛苦工作。在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期间，矿井从２２９个

减少到９３个，该行业就业人数从８５９６万人减少到２６９万人，即缩减

了
２
３。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间，由于关闭亏损行业，遭解雇人员达７５３万

人，只有１１８万人被安排就业。通过支付遣散费、补偿款和清偿拖欠

的工资等措施，部分地缓解了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１９９８年之后，随

着亏损行业卫生保健的完成，并开始实施社会保护和支持被解雇工人

的措施，活跃新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社会紧张局势开始缓解。方案实

施十年的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与此同时，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９

年，用于社会和环保目的的支出占计划总支出的３２４％，而自２０００年

到２００４年，是６８３％。计划实施期间每１０００名工人的工伤总次数减少

三分之二，从３１起降至１０起，而伤亡人数从１９９４年的２９２人减少到

２００６年的８５人，劳动生产率从每人每月６３７吨增加到每人每月１７３５

吨，自２００２年以来，该行业已开始实现增长。①

经济效率低下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解决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起，成为存在严重困难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通常，地方当

局在意识到解决新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的重任将会落在他们身上的时

候，就会阻挠清理 “僵尸企业”。有时候，选举问题会导致消除低效

率企业的困难。

作为反对实施工业政策的被长期使用的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即

重组俄罗斯汽车工业，首先是生产轻型轿车的举措。尽管对与伏尔加

汽车制造厂存在竞争的汽车的进口实施禁止性关税，进行债务重组并

出台各种支持国产汽车的计划，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却是将汽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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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出售给全球汽车制造公司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

迄今为止，在俄罗斯联邦，产业政策的某些组成部分已经生效，

其中的各种要素既可归为平行政策，也可归为垂直政策①。对产业政

策的不一致态度，尤其表现在联邦法律在２０１４年才被通过，而在大
多数地区，此前已经通过了区域性的法律，这一过程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奥廖尔州第一部地区性法令：“关于奥廖尔

州产业政策”第７５－ОЗ号州法令，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６日通过②。
按照正式的准则，联邦法律侧重于平行型产业政策，该政策决定

要开展发展工业潜力、刺激复杂出口导向型产业以及形成工业发展所

必需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活动，而不解决经济结构变化的任务。因

此，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生产，确保国防实力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法律中没有对结构优先权和关键部门作出任何规定。

与此同时，产业政策与战略规划相关联，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

不可避免地涉及选择优先发展项目，任务清单也明确了这些内容。优

先发展方向是在工业战略规划文件中制定的。刺激工业生产的措施与

战略规划确定的指标的实现有关。这使得能够推测，随着刺激工业生

产的措施的活跃，将发生向具有追赶型国家所固有的垂直型产业政策

方向倾斜。“为了完成这个过程 （即形成国家规划体系），首先必须

抛弃反对计划形式 （这种类似国家计划）的意识形态论点。事实上，

这就像试图消灭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差距。”③

俄罗斯实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

在通过相关法律之前，除了专项投资合同之外，已经采用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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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同时还有国家发展制度，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世界范围内采用的所有发展制度都在俄罗斯

建立起来了。其中并非所有都与产业政策有关，而这个产业政策甚至

在广义上被解释为形成最佳部门结构的政策。与激励创新活动有关的

部分发展制度，在其活动的关键时刻有助于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其

中一些因预算支出的极低效率而招致严厉指责，它们存在本身的合理

性也引起严重质疑。例如，在创建 “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和斯科尔

科沃 （科技创新中心，号称 “俄罗斯硅谷”）时所采用的超前发展的

尝试，目前还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效果。全世界的生产将使用的纳米技

术，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模式的成功并没有出现，大概也不会出现，而

对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的审计显示，预算亏损已经达到２５亿卢布。
近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是采取措施的系统性和协调发展制度的工

作，通过这些发展制度在战略规划框架内实施产业政策。所使用的一

些手段很难适应选择性的刺激和支持措施，有些手段可能是严格地以

优先项目为目标的。

产业发展基金

该基金的活动方向是参与旨在实现工业现代化项目的融资。融资

项目是在一系列规划 （开发项目、长期租赁、机床制造和转轨等）中

选择的。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其他条件，取决于规划。但是，总

的来说，贷款利息在１％到５％之间，期限是２—７年。考虑到当前信
贷市场的特点———高利率 （根据俄罗斯银行２０１８年９月的数据，非
金融部门一年以上贷款的平均利率为９１％），以及银行业在向大资
产阶级贷款时的高风险，基金活动在为投资过程融资方面的薄弱环节

增大了。程序的制定和标准化，以及与区域基金的联合融资方案，推

动了创建区域基金的进程。

该基金参与构成俄罗斯制造业基础的中等规模产业的融资，基金

贷款最低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卢布。由于它不超过项目成本的一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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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本本身应不少于１亿卢布。转轨规划规定的最大贷款额度高达
７５亿卢布，最小额度———药物标识规划，为２００万卢布。灵活的利
率政策———在按照发展计划购买俄罗斯生产的设备时，贷款利率被降

低，在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降至１％。
事实上，该基金的工作弥补了俄罗斯信用体系组织工作方面的失

败。大型和超大型企业有可行性替代方案来吸引相对便宜的资金———

债券市场，外国银行的廉价贷款，低风险允许其在俄罗斯银行系统中

获得相对便宜的贷款。对于中型企业来说，吸引借贷的可能性要困难

得多。

产业发展基金经过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运营，已经为 ３１５
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总金额为７２４亿卢布。虽然该基金没有设定行业
优先权，但占信贷额一半以上的是以下四个行业———机械制造占

１９７１亿卢布，化学工业占７７８亿卢布，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占６８７
万卢布，生物制药行业占５９４亿卢布。① 显然，就俄罗斯经济的投资
规模而言，这一数额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以下

两点：首先，通过产业发展基金的投资额正在逐年稳步增长；其次，

正在研发的项目融资技术，允许使用信贷资金为实体行业融资。新兴

的负利率对投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对有针对性地使用贷款的严格

控制和实施被批准的预算，有助于监控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产业发

展基金的经验使我们能够推测，随着俄罗斯经济中利率的下降，商业

银行将转向投资项目融资一类的模式。

专项投资合同

这是联邦法律引入的一种新的刺激工业投资的形式。根据这个合

同，投资者承担工业产品的生产创造 （改进）的义务。合同的目的可

能是实现生产现代化 （新设备的成本不能低于升级设备成本的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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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引进最佳的可应用技术或生产以前未在俄罗斯生产过的产品。

专项投资合同以规模性投资为前提条件。目前最低投资规模为

７５亿卢布 （不包括增值税），拟定将最低投资额扩大到１０亿卢布，

同时投资规模５００亿卢布以下的，合同期限从１０年延长到１５年，高

于５００亿卢布期限延长到２０年。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专项投资合同的优势在于操作条件的稳定

性。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能够使在该合同框架内变更的恶化生产运营

的法律规范不适用于该合同。同样地，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投资者收

入的税负不能比其签订合同时高，即 “不追溯条款”。正是项目实施

条件的稳定性成为主要优势，这种优势能够降低回收期限长的项目的

风险程度。在这一合同框架内生产的产品，能够参加国家订单下的供

货招标，而制造商可以有资格获得行业补贴，以及土地租赁等特殊优

惠条件。能为国家需求供货，如同为外国生产者供货，已经可以看成

一种重要优惠，而获得国家和市政府采购唯一供应商地位的可能性

（相应地，参加招标之外的国家采购），招致俄罗斯生产商的坚决反

对①。此外，当专项合同产品的收入不低于９０％时，可享受利润税的

优惠政策。如果投资者违反合同条款的话，他必须补缴全部未缴纳

税款。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共签署２５份联邦级别专项投资合同，总投资额
为２６８０亿卢布。如果结合２０１６年签订的第一批合同，那么，制造业

的投资额在宏观层面上就会变得明显。这里的部门配置与由产业发展

基金投资的项目有明显不同。制药业有６份合同，表现出进入国家订

单市场的潜在可能；４份合同属于机床制造业、汽车制造和化工综合

体，机床制造业的处境差不多是最困难的。地区性专项合同涵盖３８
个俄罗斯联邦主体。

随后的实践将表明，在现实生产实践中将会体现出如此之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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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而根据拟定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目前正在降低

许多与制度体系相关的风险，并且为劳动力、技术市场准入和恢复大

规模生产能力创造条件。

进行国家和市政府采购时刺激国内生产的措施

工业产品政府采购仍然是市场手段之一，在这类市场中保留着针

对国内生产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由于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所占份额系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７年按当前价格计算为

１６５万亿卢布，或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８％，所以政府采购对于工

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而对于某些行业来说，政府采购是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防工业综合体、制药业、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的生产以及

许多其他行业，严重依赖国家管理机关提出的需求。

不但如此，获得国家定购任务可能导致俄罗斯联邦境内生产的局

限性。很久以前，当时的副总理 БЕ涅姆佐夫倡议使用 “伏尔加”

汽车为国家管理机关服务，这被当作是困难时期的一个笑话，然而，

今天为国家需要购买俄罗斯境内生产的汽车，已经成为支持国内产业

的完全合理的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工具，虽然最初不应该成为垂直

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已经完全有选择地发挥了作用。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壁垒的情况下，限制外部竞争的可

能性，哪怕仅在国内市场这一部分，支持中小企业、刺激本地区重要

的产业，无论是从就业还是保证税基的角度出发，都具有重大意义。①

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这种产业政策工具早已不是第一次在俄罗斯经济中应用。在苏联

１８１俄罗斯产业政策对工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① ОВ波诺马廖娃：《发展中国家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国家采购》，《俄罗斯对外经济通
报》２０１４年第９号，第１０１—１１９页。



整个经济管理模式和部分工业管理模式崩溃时期，从爱尔兰到中国的

经济特区的经验，似乎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区

域，令其拥有自己的经营规则，变相保证实施免税优惠制度，保证联

邦政府的支出以及能够在地方和国家市场之间进行仲裁———所有这一

切看起来都很有吸引力。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人们曾经尝试建立
列宁格勒经济特区。随后的实践表明了这种项目站不住脚。创建技术

创新区的尝试并不是特别成功，该区域的入驻企业依靠优化税收和一

般纳税来获得主要收益。

在关于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倡议的最新版本中，首先谈到的是为产

业运作创建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并通过组合相互关联的生产获得协

同效应。由于忽视了将产业从城市中心分离出来的任务以及迫切地吸

引新投资人的任务，新投资人必将会对产业布局的场地设备以及区域

间的竞争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一产业政策方向正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上述所列产业政策工具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但是，正如所呈现

的那样，所考虑的措施体系或将有助于工业增长。主要的问题在于

所采用的激励工业增长措施的适用范围，以及为最有前途和最广泛

的行业创造有利条件，以确保为这些行业提供独立经济发展的可

能性。

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动态以及

工业企业视野中的主要增长障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发生两次变化。
如果说从２００５年转型危机后的复苏增长中俄罗斯经济转向投资性增
长，当时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参见图１）首次开始
增加的话，那么，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增速放缓，
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开始收缩。例行的一次趋势逆转发生在

上次危机之后，当时的平均增长率为１５％。例如，波尔宾和斯克罗

２８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博托夫①出现长期增长趋势的两个转变：从１９９８年第三季度开始，复
苏增长率为５３％，从２００７年第三季度到２０１５年第二季度为１３％。
本次危机后的复苏表明增长重新放缓。

这种经济动态为批评中央银行提供了理由，因为中央银行通过

严厉的货币—金融政策抑制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货币供应站的增长并没有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而

是仅体现在货币乘数 （投资增加量与由此而引起的收入增加量之间

的比率———译者注）的减少上。实体部门利率的下降并未伴随着与

之相适应的活跃性扩大。另外，俄罗斯经济已经耗尽其资源潜力并

处于接近利用现有生产能力状态的说法，也未得到投资行为的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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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内生产总值动态 （１９９８＝１）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俄罗斯统计局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ｒｏｓｓｔａｔ／ｒ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登录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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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АВ波尔宾、АА斯克罗博托夫：《检验俄罗斯联邦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趋势中存在的
扭曲》，《高等经济学校经济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２０册，第４号，第５８８—６２３页。



　　俄罗斯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即所谓的预警数据，提供了有关当前
形势的非常有趣的信息。限制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即实体部门的企

业家口中的需求不足 （参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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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指明需求短缺是经济活动主要障碍的制造业企业的百分比
　　俄罗斯统计局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ｒｏｓｓｔａｔ／ｒ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登录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

从图中可以看出，作为抑制工业生产因素的需求短缺，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复苏增长期间仅略有下降，并在 ２０１８年再次开始增
长。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明显较小比例的受访者表示，资源的有限性———
熟练劳动力短缺 （２１％）、生产能力短缺 （１９％）和商业贷款利率高
（２６％），成为经济活跃的障碍。与此同时，依靠进口替代而扩大的
国内市场潜力并不大———只有２０％，表明进口竞争是增长的一个重
要限制因素。

降低利率并没有伴随着实体部门企业贷款的增加。不但如此，由

于外币贷款的减少，２０１５年固定价格的贷款数量有所减少。推动投
资增长需要货币信贷政策之外的措施。这需要扩大预算支出，同时结

合产业政策措施，并促进和加快基于提高经济结构质量的投资增长。

４８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结　论

形成最佳的部门结构并不是市场过程的结果，至少在俄罗斯所属

的追赶型发展的国家中情况是这样的。确保所需变革的重要工具是产

业政策，这个政策也是国家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妨碍市场竞争机

制的平行产业政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发达国

家的产业政策最接近这种模式。垂直产业政策是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

的特征，该政策在这个阶段上被包括现今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使

用。俄罗斯联邦至今没能最终确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类型，虽然宣布

使用平行类型，但它实际上包括各种要素。产业政策可以成为在提高

经济结构质量情况下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５８１俄罗斯产业政策对工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抗通胀
政策的特点

［俄］АЮ普罗塔索夫

陈爱茹　李亚龙　方琼　译

导　论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虽然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间显著放缓，但仍然是

俄罗斯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随着２０世纪最后

十年价格的空前上涨 （价格变化从 １９９２年的 ２５１０％到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０％①），关于俄罗斯通胀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其性质的问题

（货币的或者非货币的）。在这场知识分子争论中的主要辩论方，是利

用货币 （货币）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支持者 （货币主义者）和其非

货币来源理论 （非货币）的捍卫者 （非货币主义者）。

在２１世纪初，随着价格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从 ２００１年的

１８６％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５％，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重点，转向宏观

经济政策优先目标的选择。可以将所有活跃在俄罗斯经济学领域和积

极参加关于现代通货膨胀问题辩论的作者们划分为两个对立群体。第

一个群体的代表们认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坚定不移地降

低通货膨胀率，将其稳定在俄罗斯能够接受的最低水平上 （２０００年



①

АЮ普罗塔索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经济学副博士。
俄罗斯统计局数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



代中期为６％—８％，２０１０年代为３％—４％）。他们认为，低水平的通
货膨胀率是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创造国内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

低水平通胀率只能通过采取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措施来实现，因为

通货膨胀始终是并在所有地方都是货币现象。① 关于经济政策目标的

认识，在俄罗斯政府金融—经济部门、俄罗斯中央银行中，以及在一

系列俄罗斯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中，例如战略研究中心，以前曾经占据

优势，目前也部分地占据优势。②

在第二个群体里，认为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本质上具有多因素性

质并且由货币和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与此同时，非货

币因素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通过限制流通货币供应

的方法来对抗它是无效的，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害的。③ 在

这方面，正在提出关于通过使用各种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方案，同

时结合实施积极的工业和非工业政策，将经济政策从抑制通货膨胀转

向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思想。这一立场受到俄罗斯联邦总统区域经济

一体化问题顾问СЮ格拉济耶夫、一批专家联合组建的名为 “斯托

雷平俱乐部”的非官方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研究所和其他一

系列科学和社会机构，以及一些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 （Б
季托夫，А克列帕奇等人）的拥护。

考虑到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国内消费物价指数前所未有的放缓条件

７８１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抗通胀政策的特点　／　

①

②

③

АЛ库德林：《通货膨胀：俄罗斯和世界趋势》，《经济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第４—
２６页；А库德林、Е戈留诺夫、П特鲁宁：《刺激性货币—信贷政策：神话与现实》，《经济
问题》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５—２８页。

自２０１８年起，俄罗斯中央银行明显缓和了自己在关于俄罗斯现代通货膨胀原因问题上
的强硬立场，承认通货膨胀具有多因素的性质。尤其是，自２０１８年起，俄罗斯中央银行将导致
俄罗斯通货膨胀的因素划分为三个类别———货币的、非货币的和货币—非货币的因素。

О德米特里耶娃、Д乌沙科夫：《需求膨胀和成本膨胀：形成原因和传播方式》，《经
济问题》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４０—５２页；СЮ格拉济耶夫：《俄罗斯货币主义者的贫困和辉
煌》，《当代俄罗斯经济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７—２１页。第３期，第７—２５页；АО巴拉
诺夫、ИА索莫娃：《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通货膨胀动态的主要因素分析》，《预测问题》２０１５
年第２期，第１６—３２页；МЮ马尔基娜：《俄罗斯和国外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对其过程的监
管》，下－诺夫哥罗德：下 －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下选择俄罗斯经济政策方向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的目

的是在俄罗斯展开关于通货膨胀性质的理论辩论的背景下，以及在与

俄罗斯中央银行实施抗通胀政策进行对比中，分析俄罗斯通货膨胀的

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俄罗斯经济中对通胀过程监管的有效性进

行评估。

一　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性质的辩论历史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０００年代）

在西方形成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概念，实际上都在俄罗斯得到了传

播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以及相应地，多年辩论的关键方面）

经由关于上述现象性质 （货币或者非货币）所描述的立场而形成。

通货膨胀货币解释的核心原理在于，“货币价格最终由货币供需

的相互作用决定，任何福利的价格也是一样的”。针对长期以来，在

量化理论的框架内，所有相互关系都被简化，承认货币需求依赖于货

币的供给，后者的外生性、货币需求功能的稳定性 （即货币流通速度

的稳定性），最后是在充分就业水平上国内生产总值实际规模的可持

续性。其结果是，有可能通过货币供应中出现的巨大变化来解释价格

水平的变动。

在俄罗斯，无论是 “强硬的”还是 “温和的”货币主义者，都

坚持对价格上涨持货币解释立场。前者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

币现象，后者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要更灵活些，他们承认，每月４％以
下的价格增长率的下跌，迫使要 “认真地对待通货膨胀成本支出的因

素”①。此外，国内温和货币主义者对俄罗斯通货膨胀的货币性质所

作出的解释，与其西方同行的传统观点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他们将

８８１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１９９３年初，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旨在实现金融稳定的方针遭受重大失败之后，当时担任
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 （目前的ЕТ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兼任俄罗斯
联邦总统 БН叶利钦顾问的 ЕТ盖达尔 （仿佛在自己的辩论理由中）表达得更加坚决：

“……成本膨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主体的所有行为都是消费导向的。”



通货膨胀视为 “一种货币现象，即可以借助货币政策进行控制的一种

现象”。但是，打个比方：后凯恩斯主义关于通货膨胀作为非货币过

程的观点，并不排除其可能受到货币政策措施的影响。由此可见，货

币主义温和派的代表客观上超越了后者的正统版本的框架。

对货币模式进行实验论证并不困难。通货膨胀惯性和货币供应增

长率被视为价格变动的因素。针对俄罗斯的条件而言，最简单的通胀

预期形成模式———外延预期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主要问题在于确定货币供应对价格影响的滞后时间。不同经济学

家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俄罗斯市场改革初期这种滞后持续时间进行的评
价相类似，尽管这些评价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分析研究所的专家们认

为，许多因素影响滞后时间——— “金融体系的发达水平、支付系统的

状况、收入支付的频率、经济美元化程度和现有合同的主要期限”。

这就是为什么１９９２年的滞后时间是４个月，然后，随着市场基础设
施的形成，这一时间逐渐增加，１９９３年秋季达到５个月，而１９９４年
夏秋之季达到６个月，到１９９５年春季达到 ８个月。М杰里亚金对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的评价大体如此，但他认为１９９５年的滞后时间缩减到
４—５个月。最终，还有一项研究显示，在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滞
后时间在４—６个月内变化，其稳定性并没出现增长或者下降。

价格上涨的非货币概念在俄罗斯获得了最广泛的传播。在制度的

版本中，对通货膨胀现象进行的解释，是以社会制度体系不完善为出

发点的，在将俄罗斯和外国经验对比时发现的这一点。从这一理论概

念的角度来看，在市场转型的第一阶段，俄罗斯通货膨胀的具体来源

应该被确认为：中央银行地位的不确定性、传统市场经济货币—信贷

政策工具的无效性、被破坏的预算过程、公共债务的非市场监管、与

独联体国家的特殊经济关系、私有化战略选择的不成功和产权的不确

定性。应该强调的是，一些列出的通货膨胀的制度原因，在今天来说

依然是切合现实的。

在非货币理论范围内对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性质的当代辩论中，

占重要地位的是结构主义的通货膨胀概念。其诞生时间可追溯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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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５０年代末，当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一个假说。根据这个
假说，通货膨胀是由需求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经济部门引起

的，并反映在需求增长的行业价格上涨上面，同时需求减少的行业的

价格刚性下降。

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中，结构主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这个模式，在形成通货膨胀

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被确立的某种汇率制度。尤其是，在这种模

式中证明了一个观点，即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取决于国

民经济中生产的、打算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相对价值。

例如，如果用于国内消费的商品价值，相对于出口的相同商品的商品

价值将有所下降的话，那么，在国家经济中通货膨胀将会加速。从这

个模式中可以清楚，首先，汇率制度是货币供给内生化的原因，它被

迫调整到现有的通货膨胀水平；其次，通货膨胀本身成为相对于货币

供应和汇率的外生因素。①

在对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结构主义立场的细节不做进一步研究的

情况下，结合在其框架内的各种理论版本的非同类性和多样性，我们

注意到这种立场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这是从它们与经济结构变化

相互关系的角度 （产业和部门的变化）对通货膨胀过程的原因进行分

析。无论是在货币通胀理论还是在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论中，都找

不到这种分析。结构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

生产领域寻找价格通货膨胀上涨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在分析俄罗斯

的当代通货膨胀时这是最重要的。

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在各种标准的基础上 “构建”俄罗斯经济。

首先，它是垄断和竞争部门的分离。通货膨胀最终被认为是垄断者

行为的结果。其次，区分出利息构成的经济部门和 “普通的”经济

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引擎是后者对租赁再分配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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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出口部门和以国内市场生产为导向的部门形成鲜明对比。与

此同时，确认通货膨胀是由初级资源价格相对上涨产生的，而那些

技术落后的生产过程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却无法承受初级资源价格

的上涨。

很明显，上述分类之间没有硬性界限，并且所有情况下的通货膨

胀机制都是相同的———与上面提到的舒尔茨的概念相符。非货币通胀

概念的支持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可归纳为：是否将过去发生的价格变

动评定为经济发展进步趋势的证明或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在货币主义者和 “非货币主义者”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性质的辩

论过程中，“进攻者”分为两方面。对通货膨胀货币解释的支持者的

逻辑验证和推理论点，打破了非货币通货膨胀概念支持者的论据不那

么充分但也进行了逻辑验证的论点。结构概念的弱点在于，在其框架

内通货膨胀现象直接源于俄罗斯经济的部门结构和价格结构之间的比

例失调。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表达了结构性比例失调与物价上涨

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非同义性的论点。尽管这一论点尚未普及，但它给

货币主义者提供了驳斥对通货膨胀进行结构性解释的机会，理由是它

们没有详细说明，首先是短期内价格增长率的显著波动，其次是在经

济结构相似的情况下，各国间通货膨胀率存在的差异。

两个方向支持者的立场的不灵活性，在广为人知的 “发明”中形

成。正确地认为，经济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具有惯性特点，非货币

立场的支持者提出了受这些特征束缚的 “自然的”或者 “有背景的”

通胀水平的概念。在整个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期间，价格增长率稳定保持
在每月２０％的水平上，是对这个概念的支持。但是后来，随着通货膨
胀的稳步下降，俄罗斯经济的通胀潜力评估也与其一起开始向下移

动。在这方面，АН伊拉里奥诺夫曾经不无讽刺地指出：“两年来，
政府官员断言，每月 ２０％的通货膨胀率———这是俄罗斯某种 ‘自然

的’水平。现在他们以律师的面目赞成每月１０％的通胀，并认为已
经足够稳定。”与此同时，货币主义立场与转换的通胀预期一起，作

为逐渐下降的 “正常的”通货膨胀率的模式，随着它实际增长率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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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从这一观点来看，更具灵活性和说服力。

作为反对通货膨胀货币解释的论据，在此列举一个事实：在俄罗

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几年里，流通货币数量的增加超过了通货膨胀
率，而在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在货币数量增长的背景下其速度持续下降。
不但如此，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超过生产的低
迷程度，其结果是货币降低了经济饱和度。所列举的这个事实自然无

法推翻货币主义的模式。要知道，它的前提条件是通货膨胀的结果最

终降低了对货币的需求，经济货币化水平的下降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立场的批评者也试图考虑货币流通的速度，但是，同时他们

对这个指标的理解过于简单———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众所周知，

资金储存替代成本的增加所导致的，与其说是加快支付和计算，不如

说以外币取代本币、扩散易货贸易，等等。因此，这种针对俄罗斯通

货膨胀的货币解释论点是不可信的。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重要

情形没有被重视。这里指的是，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通货膨胀
放缓伴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下降，尽管从事物逻辑方面来讲，应该

出现相反的过程。货币主义者在提出他们对国内生产总值货币化系数

作为货币需求指标的立场时，诉诸在通货膨胀率与该系数的变化速度

之间的反比相互关系，即不是相对货币需求的功能本身，而是它的衍

生物。从他们的观点来看，通货膨胀的变动是货币需求的决定性因

素，并且由于后者的增长放缓，这种需求应该会增加。西方学者已经

注意到，俄罗斯的货币流通速度最初并没有对通货膨胀的加速作出充

分反应。对其增速放缓没有作出相的反应。仔细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

明，在俄罗斯的条件下，货币主义者假设的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

率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可见，在货币主义结构中发现一个严重的矛盾。一方面，由于通

货膨胀率放缓，货币化系数应该增加；另一方面，统计数据表明了相

反的情形。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货币主义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假设对

货币的需求增加了，那么，除了承认多年来存在的需求高于供给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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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即货币需求未得到满足之外，没有其他别的。① 但是，货币短缺

以及任何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货币通胀，都是不能并存的。在货币主

义计划中，它应与价格水平的降低相结合。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名

义增加的货币短缺，只能是由于价格过度上涨造成的。因此应该得出

的结论是，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及其货币秩序因素，确实具有非货币的

性质。这方面的证明不仅仅是货币化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这个事

实，即它是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经济中发生的。

最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发行各种货币代
用品来满足对货币的需求。最初的货币代用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种，这是以国库券形式的国家贷款；第二种，外汇、易货交易中的计

算卢布和其他类型的私人货币代用品，其价值不与 “活”卢布 “捆

绑”；第三种，首先是不付款的、以卢布计价的私人货币代用品。

如果前两种货币代用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 “可以归为”货币主义

计划 （国家义务发行———作为货币发行的一种外生方案；使用货币和

易货贸易———作为逃避通货膨胀税的方法）之列的话，那么，以货币

通胀逻辑为出发点，原则上是无法解释企业的相互债务的。② 事实上，

推行不付款方式并不能免除支付通货膨胀税 ③，根据货币主义的立

场，外生货币的发行人试图吸纳通货膨胀税。这样一来，不支付存在

本身就证明通货膨胀存在着非货币组成成分。

因此，无论是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解释还是非货币解释，自然都无

法说明实际数据的多样性，这证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市场转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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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АН伊拉里奥诺夫作为对俄罗斯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观点的一贯支持者，最终承认了
流通资金的不足，同时援引不付款的理由，———这种现象不容忽视。他还提出远非无可争辩的

对货币赤字的解释———资源集中在国家短期债券 （ГКО）市场上。在其他史料中经常提到俄罗
斯经济中资金流动的犯罪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这点并不重要，因为根据 М杰利亚金的恰当
评论，“指明缺乏资金的原因并不能消除这种短缺本身”。

曾经在某个时期里，将非现金支付现象解释为经营主体对政府坚持不懈努力的不信任

结果，因为他们期待的是发行货币或者简单地相互抵销债务索赔 （一次性加速货币流通速度）。

如果这是真的，那也只与俄罗斯支付危机的初始阶段 （１９９２年）有关。后来，政府正式拒绝进
行全球性相互抵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但不付款持续增加直到２０００年代初期。

Д别洛乌索夫和А克列帕奇———在其理论组成中考虑到这方面内容的唯一经济学家。



段的通货膨胀过程已经具有多因素的性质，就更不用说 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１０年期间俄罗斯的当代通货膨胀了。

二　对俄罗斯经济中通货膨胀过程的分析

自俄罗斯市场改革开始以来，在通货膨胀变动中已经区分出四个

加速周期 （参见图１）。通货膨胀加速的第一个周期，恰逢俄罗斯经
济由于苏联解体和实施激进市场改革而陷入的转型危机。在此期间，

通货膨胀是以滞胀的形式进行的。通货膨胀加速的第二个周期出现在

１９９８年，恰逢俄罗斯经济中的货币—金融危机以及以无力支付形式
表现出来的公共财政危机。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俄
罗斯经济经历了价格通胀性增长的第三个周期。通货膨胀加速的第四

个周期出现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期间，这个周期与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
俄罗斯卢布对外币的急剧贬值；世界石油价格的快速下降，而石油出

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因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和

乌克兰事件而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

在分析俄罗斯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应该回想一下：在现代经济学理

论中，它被视为一种多因素现象，其根源可能是相互关联原因的综合

体。传统上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分为三类：第一类，这些是通过需求膨

胀机制实现的需求方面的原因。属于这个类别的有：国家预算赤字；

通胀性预期；无法预见的政府开支的增长；中央银行划拨的问题信贷

和无担保贷款，以及与国内生产增长相比的名义收入的快速增长。第

二类，这些是通过成本膨胀机制产生于供应方的通货膨胀的原因。这

些原因包括市场垄断和竞争不发达、与各种供应震荡和经济周期长期

因素有关的生产成本的增长 （例如，生产资产的周期性更新），以及

税收负担的加重。第三类，通货膨胀的外部原因，这是具有开放经济

的国家的特征，这些国家贸易顺差或者贸易逆差的程度很高。这些通

货膨胀的原因包括：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导致所谓的输入型通

货膨胀，以及汇率下降和出口商品的世界价格上涨。在最后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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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俄罗斯经济中通货膨胀加速的四个周期

下，随着本国货币汇率的增长，国内生产价格的上涨，竞争力下降和

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出现 “荷兰病”形式的负面的外部影响。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在关于通货膨胀起源的辩论中，经常

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其原因进行分类。例如，在俄罗斯对通货膨胀问

题进行辩论的实践中，专家们通常会弄清楚通货膨胀的货币或者非货

币起源，从而区分出货币和非货币通货膨胀的原因 （因素）。原则上这

种方法是合理的，因为它可以确定货币—信贷政策在监管通货膨胀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有效性。例如，俄罗斯中央银行目前正在根据货币

政策措施中期 （最多３年）的有效性标准，对通货膨胀因素进行分类，
以切实解决价格稳定的问题。以这个标准为出发点，通货膨胀的驱动

力被分为三类：货币的、非货币的和货币—非货币的 （参见图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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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通货膨胀的非货币因素和降低其波动性的措施 （俄罗斯银行出版社）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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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按照俄罗斯银行方法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及它们影响的主要渠道

货币因素包括俄罗斯央行借助中期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对其产生

重大和直接影响的那些因素。其中包括俄罗斯银行的关键利率、货币

市场利率、经济贷款和存款利润、通胀预期。人们认为，货币因素决

定价格增长总趋势或者将其维持在目标值附近。

通货膨胀的非货币因素独立于俄罗斯银行在中期范围内实施的货

币—信贷政策。在这个类别中包括外部经济条件、结构性因素 （固定

资产状况、劳动力供应和质量参数、生产技术水平、运输和物流基础

设施、市场的集中程度）、法律监管环境、财政政策、商品和服务供

应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对成本的长期变动产生持久性影响，而有些因

素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价格波动 （围绕趋势的相对短期的通胀波动）。

属于货币—非货币类别的，是那些受到来自由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形成的经济条件的重大影响的通货膨胀因素。其中包括卢布汇率，贷

款、借贷、消费、储蓄和成本形成的过程，以及关税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通货膨胀原因 （或因素）分类的混乱，使

俄罗斯关于通货膨胀辩论中的各种立场的协调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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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理解其展开原因本身的工作变得困难。对通货膨胀原因进行分类

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错误地解释 М弗里德曼众所周知的

“通货膨胀始终是和在所有地方都是货币现象”的主张有关。许多研

究人员基于这个观点认为，货币因素只是经济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同

时把其他所有因素归为非货币因素之列。与此同时，М弗里德曼主

张的含义并不局限于这一论点，因为他明确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

象，“……意思是它形成且能够形成，是因为与发行增长相比货币数

量更迅速地增长”。

因此，М弗里德曼认为，能够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不仅有货

币因素，而且还有非货币因素。这意味着，即使在流通领域货币数量

没有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由生产技术、制度和其他非

货币等因素而引发。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货币来说这些非货币因素成

为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而同时对于通货膨胀过程发展来说，货币变

成必要但还不是充分条件。

有鉴于此，在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货币性或者非货币性研究中的

矛盾以及经常相互排斥的结论的原因，正在变得可以理解。例如：为

了评估货币和非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过程的贡献，宏观经济分析和短

期预测中心 （ＣＭＡＳＦ）制定了一种将通货膨胀因素分为三组的方法：

（１）自然垄断价格的行政调节对通货膨胀的贡献；（２）通过垄断市

场价格上涨和生产者成本上升的结构性的贡献；（３）通过货币总量

Ｍ０和Ｍ２的增长，对通货膨胀货币部分的贡献。根据 ДР别洛乌索

夫的计算，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期间，行政调节价格对俄罗斯通货膨

胀总体水平的贡献平均为２３５％，结构性贡献为１８７％，货币成分

为５７８％。① 同时，根据另一个分析实验室 “维季”的评估，在这段

时间内货币因素 （他们不仅将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且还将汇率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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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入货币因素之列）的份额，比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研究人

员计算的少一半多———为 ３９８％。在这个例子中，能够说明问题的

是，一些研究人员将卢布汇率归入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之列，而其他

研究人员则没有这样做 （例如，俄罗斯银行）。

克服在评估货币和非货币因素对俄罗斯通货膨胀的贡献时遇到的

困难的方法之一，是评估需求膨胀和成本膨胀的比率。这两种类型

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通货膨胀过程的发展机制。在需求膨胀的情况

下，价格上涨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总需求量的增加，其主要组成部分

是个人消费支出、企业和单位的私人国内投资、政府购买商品和服

务的支出以及净出口支出。所有这些支出的组成部分，直接取决于

可支配家庭收入、私营公司投资倾向、国家预算状况和汇率。最终，

这些费用 （虽然不是它们的全部）都被归为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

因为它们与流通中相对过度的货币供应有关。至于成本膨胀，其机

制的基础是生产成本的增长和总供给的下降。通常，成本的增加与

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和组织的生产技术和运营制度特点有关，它们不

是通过流通货币供应的增长，而是通过它们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价

格直接上涨，因此，可以带有一定条件地将这些因素归为非货币类

别。显然，所提供的方法不是准确地确定货币和非货币因素对通货

膨胀动态贡献的工具，而是允许能够近似地确定货币或者非货币因

素的占主导地位时期。

为了阐明需求膨胀和成本膨胀机制，МЮ马尔基娜建议对工业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① 如果消费

价格指数超过工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那么，这可能表明人口收入增

加、通货膨胀预期或者预算限制宽松，导致商品和服务的货币需求增

加。相反，如果工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将超过消费价格指数，那么，

这可能表明生产成本增加，导致通货膨胀过程的发展符合成本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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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其中通货膨胀的非货币因素占据优势。

表１列出了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计算比例，
在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历史中，对需求膨胀和成本膨胀的各个时期的确

定都是基于这些数据。

　表１ 俄罗斯经济中的需求膨胀和成本膨胀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

年份
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年增长率 （百分比）

工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ＰＰＩ）
年增长率 （百分比）

ＣＰＩ
ＰＰＩ 通货膨胀机制

１９９１ ７５０ ２３８ ３１５

１９９２ ２５１０ ２０４９ １２２
需求膨胀

１９９３ ８４００ ９８７ ０８５

１９９４ ２１５０ ２３５ ０９１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０ １８０ ０７２

１９９６ ２２０ ２５６ ０８６

成本膨胀

１９９７ １１０ ７５ １４７

１９９８ ８４４ １９４ ４３５
需求膨胀

１９９９ ３６５ ７０７ ０５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２ ３１９ ０６３
成本膨胀

２００１ １８６ ８３ ２２ 需求膨胀

２００２ １５１ １７７ ０８５

２００３ １２０ １２５ ０９６

２００４ １１７ ２８８ ０４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９ １３４ ０８１

２００６ ９０ １０４ ０８６

２００７ １１９ ２５１ ０４７

成本膨胀

２００８ １３３ －７０ １４３ 需求膨胀

２００９ ８８ １３９ ０６３

２０１０ ８８ １６７ ０５３

２０１１ ６１ １２０ ０５１

成本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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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年增长率 （百分比）

工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ＰＰＩ）
年增长率 （百分比）

ＣＰＩ
ＰＰＩ 通货膨胀机制

２０１２ ６６ ５１ １２９

２０１３ ６５ ３７ １７６

２０１４ １１４ ５９ １９３

２０１５ １２９ １０７ １２１

需求膨胀

２０１６ ５４ ７４ ０７３

２０１７ ２５ ８４ ０３０
成本膨胀

　　编制采用的资料：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 （数据获取方式：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

МЮ马尔基娜。俄罗斯和国外经济中的通货膨胀以及对其过程的监管。———莫斯科：

ИНФРАМ，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３页；国家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大学经济与社会学数据统一档案馆

（数据获取方式：ｈｔｔｐ：／／ｓｏｐｈｉｓｔｈｓｅｒｕ／ｈｓｅ／ｎ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对表１的分析表明，在２７年的时间里 （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１７年），
需求膨胀达１０年，相应地，成本膨胀则为１７年。这些观察结果证实
一个论点，即在俄罗斯经济中成本膨胀占据优势。与此同时，人们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上面提到的所有四个通货膨胀加速周期，都与

通货膨胀过程中需求膨胀机制占优势的时期相吻合 （见图３）。这种
巧合并非偶然，可以解释为需求膨胀起到加速通货膨胀过程的客观机

制作用。问题在于，通货膨胀过程的加速与解决前一阶段经济发展中

累积的各种矛盾有关，在此期间，通货膨胀潜力是以递延储蓄、各种

结构性失衡的形式 （例如，以跨部门价格失衡的形式，这本身可能与

作为固定资本折旧形式的各种生产失衡有关），以及国际收支失衡、

汇率问题和债务增长问题，包括三角债的传播等问题的形式积累起来

的。需求膨胀表现在消费价格开放式增长，并消除在各个经济分支系

统中累积的不平衡，从而保证新的均衡状况。

俄罗斯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的需求膨胀，是因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瓦
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危机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

而引起的。在１９９２年初以 “休克疗法”方案的形式实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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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俄罗斯经济中需求膨胀和成本膨胀年表

过程中，实现了价格自由化，这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价格飙升。这一

时期通货膨胀的货币性质得到了一系列事实的证实。首先，由于苏联

经济的总赤字在前几年累积的强制储蓄，在１９９２年价格自由化阶段

转变为旺盛的货币需求，导致 １９９２年 １月的恶性通货膨胀率飙

升３４５３％。

其次，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机制的货币性质，得到了俄罗斯银行广

泛使用的给政府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实践的证实。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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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通货币供应量出现大幅度的增加，１９９１年 Ｍ２总量为３６３７％，
１９９２年为６６８％，１９９３年为４０９％。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的成本膨胀，是由非货币因素造成的，其中起到最

重要作用的是与债券私有化和垄断企业价格竞争有关的再分配冲突。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需求膨胀，是由于国债市场违约和卢布贬值造
成的。

由于违约而释放出来的大量现金，从国债市场涌入货币和消费市

场，导致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的急剧加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１年除外）的成本膨胀，其原因可以解释为

与受到世界原料价格，首先是石油价格以及粮食价格上涨影响的相对

价格体系变化有关的全球性结构因素。此外，在此期间总体价格水平

下降，原因是这类结构性的变化，诸如包括通过提高经济开放程度实

现的消费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①

２００８年需求膨胀是由高通胀预期和前三年货币扩张以及预算支出

的显著增加引起的 （Ｍ２总量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在２００５年为３８６％，
２００６年为４８８％，２００７年为４７５％）。与此同时，２００８年通货膨胀加

速的货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非货币因素的补充，特别是世界

原材料和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自然垄断服务价格的提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通货膨胀的激增，实际上是２０１２年需求膨胀周期
性发展的结果，这个需求膨胀受到货币因素的支撑，并在２０１４年底

由于外汇市场卢布汇率的崩盘而加剧，导致了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反过来，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涨也促使非粮食价格和居民有偿服务价格

的增长加速。这导致在票面价值增长疲软的情况下 （２０１６年增长

１％）居民收入大幅度贬值和实际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２０１５年，俄
罗斯零售业的实际营业额下降了１０％，２０１６年在票面卢布购买量增

长的情况下仍然下降了５２％。这一系列的价格提升过程，导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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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机制周期性地取代自２０１６年以来一直有效的成本膨胀机制。
这样一来，俄罗斯经济中需求膨胀机制和成本膨胀机制的跨期循

环替代的规律性，在中期时间框架中具有重要的预测意义，因为它们

使得能够分辨在成本膨胀占优势的阶段中通胀潜力的累积时期，从而

预示通胀机制的预期变化和价格增长的加速。

三　关于俄罗斯反通胀政策的讨论

对货币—信贷监管实践的研究表明，俄罗斯银行的行动标准接近

世界水平。与此同时，专家对俄罗斯银行采用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

和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相符性展开了积极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俄罗斯银行不仅应该对价格稳定负责，还应该为经济增长创造条

件。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针对２０１４年底俄罗斯中央银行向通货
膨胀目标转型的争议，其定量参数被宣布为４％的年通货膨胀率。也
有人表示，采用这种政策最合适的替代方案是宽松 （或者混合性）目

标，同时其设定不仅要通过维持价格稳定来实现确保卢布稳定的目

标，还要为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和确保相应支持其中期增长创造必要的

条件。

刺激性货币政策的支持者对俄罗斯银行向通胀目标的转型作出负

面评估，同时指出了整个２１世纪初其所实施政策的三个主要缺点。
首先，这是一个旨在对抗通货膨胀的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利用

毫无根据的高水平的关键利率对经济增长速度实施压制作用。其次，

他们指责俄罗斯银行忽视了国家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和发展目标，认为

这与其任务直接相悖。再者，中央银行在作出关于实施货币政策的决

定时的不透明性。① 紧缩货币—信贷政策的支持者们正好相反，他们

３０２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抗通胀政策的特点　／　

① А阿波金、Д别洛乌索夫、И戈洛夏波娃、И伊帕托娃、О索恩采夫：《论现代货
币—信贷政策的根本缺陷》，《经济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第８０页；СЮ格拉济耶夫：《美
国的制裁和俄罗斯银行的政策：国家经济遭受双重打击》，《经济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第１３—
２９页；М叶尔绍夫：《旧疗程的新方针》，《出口》２０１５年第４２期，第３４—３６页。



拥护俄罗斯银行的行动，其论证依据是，在力求实现价格稳定的同

时，它不仅按照监管机构的委托维持卢布的稳定，而且还为经济的恢

复和加速增长作出自己的贡献。①

对俄罗斯银行货币—信贷政策进行讨论的主要目标，是对俄罗斯

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这一评估结果显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放缓在

很大程度上带有结构的性质，因为在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制定的并基于占
优势的高石油价格扩大总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耗尽，而在２００８
年危机之后，其经济达到了自身产能的极限 （特别是在２０１４年），也
就是说，现有生产设备已经达到满负荷运转、失业率在最低水平和潜

在的国内生产总值获得了实际的释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实施宽松

的货币—信贷政策，刺激需求只会导致货币性质的通货膨胀的增长，

这种通货膨胀部分是由货币供应，部分是通过卢布汇率渠道的所谓

“转移效应”导致的。根据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经济形势的这种论证，

俄罗斯央行认为，目标水平４％的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下降，将会促
进俄罗斯经济结构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也许俄罗斯银行也是这样解

释自己对确保该国经济增长条件所作的贡献。

可以将俄罗斯银行实施的保守货币政策的反对者的论点归纳

如下：

第一，有关俄罗斯低失业率证明经济已经达到生产能力极限这个

论点受到质疑。事实上，在２０１４年，俄罗斯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上
最低点———５％。根据高等经济大学 （ＮＲＵＨＳＥ）专家们的评估，这
符合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出现的低失业率，不是

俄罗斯经济超出其能力界线的准确证明，因为俄罗斯失业率下降完全

不是由经济发展周期性质导致的，而是由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

致的。这里指的是，低失业率是由于经济活跃人口的减少以及在国家

４０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С德罗贝舍夫斯基、А基尤采夫斯卡娅、П特鲁宁：《中央银行的全权范围和目标：
危机的演变和教训》，《经济问题》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５—２４页；П巴达先、А伊萨科夫、А
哈赞诺夫：《现代货币—信贷政策：有根据的批评或者专家界的典型错误》，《经济问题》２０１５
年第６期，第１２８—１４２页。



某些地区保持着很高的隐性失业水平。

第二，完全有理由认为关于现有生产设备达到满负荷运转的论点

没有根据。俄罗斯银行政策的支持者们，根据俄罗斯经济晴雨表的计

算得出结论，认为２０１４年的产能利用率为８５％，而在２０００年，其水
平偶尔低于７０％ （参见图４），这被视为生产能力的极限。

图４　俄罗斯联邦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能力的使用情况 （百分比）

　　资料来源：П巴达先、А伊萨科夫、А哈扎诺夫：《现代货币—信贷政策：有根据的批

评或者专家界的典型错误》，《经济问题》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３０页。

然而，最近对俄罗斯生产设备使用的统计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尤

其是，在战略研究中心题为 《对俄罗斯制造业生产能力最重要结构特

征的分析》的研究报告中①，详细地分析了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期间
俄罗斯生产设备使用的构成和水平，指出在执行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

到，在整个研究时期里，即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在俄罗斯大多数活
动领域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设备，它们没有被使用导致了潜在产出水平

在不同年份下降５％至１０％。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最近大大低估了

５０２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抗通胀政策的特点　／　

① 《对俄罗斯制造业生产能力最重要结构特征的分析》，莫斯科：战略研究中心 ２０１７
年版。



确保产量增长的设备被补充使用这个因素，因为通过对这些设备的补

充使用，可以确保产出增长大约３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实现高

产能利用率的局限性，具有需求的、制度的或者偶然的特性，而对于

高产能利用缺乏技术性限制，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中它们可以达到

９２％—９８％的水平。
根据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在制造业中的产能利

用率稳步呈线性增长，２００７年达到峰值 （７２％）。这一最高水平没有

被进一步超越。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产能的利用率开始下降，直至２０１５

年达到６６％。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在所有这些年份里，一直存在着一

定储量的被闲置的生产设备 （根据这样的简单估算，自２０１３年以来，
这个储量至少是３％—５％，或者不低于产出增长率的５％—７％）。

第三，一些作者关于在危机前阶段 （也就是在２０１４年之前）俄

罗斯工业的产能接近加速通货膨胀的生产能力使用系数水平的断言，

显得令人怀疑。但是，应该考虑到，这一系数的高水平也加速了生产

设备更新的强度，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反通货膨胀的因素。例如，已经

查明，在工业生产能力负载不超过９０％时，生产设备使用系数每增加

５％，这些设备的更新率就增加９％，在生产能力负载水平９０％的过

渡期里，更新设备投入的增长水平的指数扩大到１７倍！①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俄罗斯银行支持者们关于需要适当货币监

管工具 （目前，这是关键利率）的俄罗斯通货膨胀货币性质的论点，

也遭到了驳斥。上面我们已经表明，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通货膨胀，

有一半以上是由非货币因素决定的。

由此可见，所列举的俄罗斯货币—信贷政策，即以此前以及尤其

是在２０１４年向通货膨胀目标过渡后的形式实施的这一政策的反对者
的论点，可以被视为完全合理的。最近针对俄罗斯银行实行的货币政

策有效性展开的激烈辩论，不可能不影响到俄罗斯货币监管机构言论

６０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对俄罗斯制造业生产能力最重要结构特征的分析》，莫斯科：战略研究中心 ２０１７年
版，第６５页。



重心的偏移。对此能够证明的是它在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货币性质以

及承认其多因素性质问题上的立场的强硬程度的降低。

四　俄罗斯货币—信贷政策制度的演变

为了评估俄罗斯银行实施的确保卢布稳定政策和它使用的监管通

货膨胀过程的工具效率的符合性，在本文的最后部分里，对俄罗斯经

济发展历史上货币—信贷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是适宜的。我们的

分析不包括２０００年之前的时期，因为，首先，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实
施货币—信贷政策的坚实制度基础；其次，针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过
渡期内俄罗斯银行体系形成的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大量的基础研究

工作，其中包括与中国同事的共同研究工作。①

为了明确货币—信贷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俄罗斯通货膨胀的影响，

首先必须了解清楚俄罗斯银行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和目标，分析其运营

（过渡性的）目标和应用货币—信贷监管工具，然后将所获得的结果

与被研究阶段里的价格指数数据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在我们研究过程

中由需求通胀和成本通胀跨期相互交替阶段表明的数据。

对货币—信贷政策演变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俄罗

斯银行每年公布的题为 《关于国家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主要方向》

的官方公告，以及相关专家的研究著作。

请注意，关于货币—信贷政策研究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经验主

义的性质，其中揭示了货币—信贷监管机构行为中的变化。② 与此同

时，现有的能够获得俄罗斯银行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的大量机会，使

７０２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抗通胀政策的特点　／　

①

②

ИА卡梅涅茨基：《俄罗斯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宏观经济观点》，《俄罗斯和中国经济专
家眼中的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４—２８１页。

АГ弗多维琴科、ВГ沃罗尼娜：《俄罗斯银行货币—信贷政策规则 （第０４／０９号学
术报告）》，莫斯科：经济研究和教育财团２００４年版；С德罗贝舍夫斯基、П特鲁宁、М卡
缅斯基赫：《对俄罗斯银行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货币—信贷政策规则的分析》，莫斯科：过渡时期经
济研究所２００９年版；Е费多罗娃、А雷先科娃：《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如何影响俄罗斯中央
银行目标的实现？》，《经济问题》２０１３年第９期，第１０６—１１８页。



能够在对比其各种不同参数的同时，对货币—信贷政策进行质量上

的，而不是数量上的分析。对这种进行了最详细分析工作的是 А佩

斯托娃，其中基于对广泛信息的归纳整理，突出了俄罗斯银行货币—

信贷政策的同类性阶段。①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构建评估货币—信

贷政策效果的经济计量模型提出建议，而我们也将其作为对我们揭示

的通货膨胀机制变化各阶段与货币—信贷政策制度更替进行比较分析

的基础，А佩斯托娃也明确过货币—信贷政策制度的这些更替。

根据对俄罗斯银行题为 《关于国家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主要方

向》的报告的分析显示，可以区分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俄罗斯银

行改变货币—信贷政策既定优先方向的三个时间阶段 （参见表２）。

　表２ 俄罗斯银行宣布的货币—信贷政策的最终目标

宣布的货币—信贷政策最终目标 目标有效期限

维持金融稳定，为可持续的非通胀性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降低通货膨胀率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通过实现既定的通胀目标确保价格稳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资料来源：《关于相应年份里国家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主要方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ｒｒｕ／

ｐｕｂｌ）。

作为被研究阶段里俄罗斯银行货币—信贷监管过渡性目标和对象

的是基础货币、卢布汇率和利率 ［银行同业贷款 （ＩＬＭ）利率］，而

货币—信贷监管的工具是———在开放市场中的业务、外汇干预、制定

商业银行强制性准备金定额、设定俄罗斯银行信贷和存款业务利率以

及规范银行的流动性水平。

考虑到所实施的货币—信贷政策模式取决于货币监管过渡性目标

（基础货币、卢布汇率或利率）的选择，这些监管对象构成区分占主

８０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А佩斯托娃：《俄罗斯银行货币—信贷政策制度：对数量研究的建议》，《经济问题》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３８—６０页。



导地位的货币—信贷政策模式的标准，并使 А佩斯托娃能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把这一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以对基础货币和短期卢布汇率波动监管为基础的货币—信贷

政策模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２）以对卢布汇率趋势和短期波动监管为基础的货币—信贷政策

模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３）以对短期卢布汇率波动和利率监管为基础的货币—信贷政策

模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４）以对利率监管为基础的货币—信贷政策模式 （自 ２０１５年

起）。

在被划分出来的俄罗斯货币—信贷政策模式中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框架内，根据 ２０００年国家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

主要方向，显示监管机构的经营目标是基础货币。很清楚，这种选择

多半是由于高通货膨胀率，并考虑到当时通货膨胀的货币性质没有受

到质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货币—信贷政策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与俄罗斯银行

转向卢布汇率目标有关。在 “国家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主要方向”

中，指出了作为货币—信贷政策的量化基准，是卢布实际有效汇率增

长幅度的上限为每年７％—１０％。这种转变是因为在此期间，由于原

料商品价格 （主要是石油）的快速增长导致大规模的外汇收入流入国

内，从而致使卢布走强。监管机构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抵制，以便

“保持国内生产的竞争力，解决经济的现代化问题，包括通过引进现

代技术和设备来实现这个任务”①。为此，俄罗斯银行在国内外汇市

场上大规模地购买外汇，导致削弱了对基础货币的监管和控制。因

此，发生了从管理基础货币到管理卢布汇率中期趋势的过渡。②

９０２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抗通胀政策的特点　／　

①

②

《２００５年国家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主要方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ｒｒｕ／ｐｕｂｌ）。
А佩斯托娃：《俄罗斯银行货币—信贷政策制度：对数量研究的建议》，《经济问题》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５１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货币—信贷政策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俄罗斯
银行转向利率监管的政策。在２００８年石油价格暴跌以及与卢布汇率有
关的震荡之后，俄罗斯银行在２００９年 “货币—信贷政策主要方向”中，

提出了改变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体系的目标，以便 “将工作重心从监管

汇率转移到加强俄罗斯银行利率政策的作用上”。在２０１０年的 “货币—

信贷政策主要方向”中，监管机构宣布减少自己参与国内外汇市场的行

动，其目的是使汇率形成：“卢布汇率的变化将主要由基本宏观经济因

素的作用确定”。这种选择是由于必须保持外汇储备数量，对此产生推

动作用的是，根据所积累的干预规模，引入自动调整双货币篮子价值浮

动运营间隔的边界的规则。与此同时，利率政策的作用也在增强，这得

益于银行再融资业务的债务规模的增长。在对２０１１年 “货币—信贷政

策主要方向”的说明中，拟定逐步缩小俄罗斯银行业务的利率走廊，以

降低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自２０１５年以来，俄罗斯实施了基于利率
管治的货币—信贷政策模式。俄罗斯银行转向通货膨胀的目标。

在表３中，对俄罗斯银行宣布的最终目标对应的各时间段里的货
币—信贷政策制度、货币—信贷调控的主要对象、需求膨胀和成本膨

胀的各个阶段，以及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和通货膨胀的真实数据进行

对比。对该表数据的分析表明，在研究阶段实施的货币—信贷政策的

有效性不高。

例如，在１７年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７年）的时间内，俄罗斯银行
仅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五个案例中，
成功地实现了规定的通胀目标。首先，这可以解释为所使用的工具与

货币监管对象选择不当之间的不相符性；其次，可以解释为旨在抑制

通货膨胀货币因素的相当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与此同时，在最近

１７年里，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非货币性质的 （１７年之中有１２年
出现的是成本膨胀）。遗憾的是，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俄罗

斯银行官方网站上公布的 《２０１９年及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国家统一的货
币—信贷政策主要方向》的报告中，所选择的货币—信贷政策模式在

未来三年内仍然保持不变，而俄罗斯银行的高利润的工作目标，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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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俄罗斯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主要参数和俄罗斯

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水平

年份
货币—信贷政策的

最终目标

货币—信贷

政策制度

货币—信贷

监管的对象

通货膨胀

机制

实际的居民

消费价格

指数

（年增长率，

％）

在货币—信贷

政策最终目标

中宣布的通货

膨胀水平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维持国家财政稳定

和为确保经济非通

胀性的可持续增长

创造前提条件

降低通货膨胀水平

通过取得既定的通

货膨胀优先方面

（通货膨胀目标）

以确保价格的稳定

监管基础货

币和短期卢

布 汇 率 的

波动

基础货币

控制卢布汇

率的趋势和

短期波动

现实的、有

效的汇率

控制卢布汇

率的短期波

动和利率

短期利率

控制利率 短期利率

成本膨胀

需求膨胀

成本膨胀

需求膨胀

成本膨胀

需求膨胀

成本膨胀

２０２ 无

１８６ 无

１５１ 无

１２０ １００—１２０

１１７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９ ７５—８５

９０ ７０—８５

１１９ ６５—８０

１３３ ６０—７０

８８ ７０—８５

８８ ９０—１００

６１ ６０—７０

６６ ５０—６０

６５ ５０—６０

１１４ ５０

１２９ ６２—６４

５４ ５５—６５

２５ ４０

将威胁到刺激经济的增长，而且威胁到本国政府宣布的结构性改革

举措。

结　论

俄罗斯银行向基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信贷政策模式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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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导致俄罗斯经济出现货币—信贷政策的各种震荡。借助贝叶斯对

矢量自回归分析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俄罗斯银行基于设定高利率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期间实施收紧货币—信贷政策的举措，对国内生产产生
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没有发现在统计方面对通货膨胀的巨大抑制

作用。① 这些计量经济学评估仅仅证实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源于我

们对俄罗斯银行实施的货币—信贷政策无效性分析的结论。此外，已

经明确一种效应，它被称为 “价格之谜”，与对提高利率价格水平作

出的积极反应相关。② 这在许多方面让人回想起 Ｈ明斯基的后凯恩
斯主义的金融脆弱性的观点，此前我们曾经用它来解释２０世纪下半
叶通货膨胀周期的出现。③ 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成本机制发挥作用期

间，高利率或将导致偿还债务的成本增加和通胀潜力的积累。

因此，有理由认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通货紧缩，并不是紧缩货
币—信贷政策的结果，而是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成本膨胀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
需求膨胀周期性替代的结果。考虑到俄罗斯通货膨胀的特点，伴随着

成本通胀占主导地位时期通胀潜力的积累，应该可以预见到，尽管俄

罗斯银行采取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 ２—３年里，
通货膨胀将会加速。只有在将货币—信贷政策转换为混合型通胀目标

模式时，才有可能克服这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模式框架内，可以将货

币—信贷政策从通货膨胀目标转向在预定参数内刺激经济增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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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的产权和制度变迁

［俄］ＡＡ舍维廖夫

江晶媛　译

　　大约２０年前，分析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产权再分配基本过程以

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体系，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对现有制

度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于承认形成了独特的行政—在册权贵资本主义和

寡头资本主义共生的现象，形成了严重违法的、阻碍 ‘民间资本主

义’发展的资本主义。”①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发生了触及

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 （转型）。在资本原始积

累阶段出现的寡头被置于权力 “垂直”的控制之下。军事工业综合体

以全新的面貌复兴，生产出当代世界中无与伦比的武器模型。建立了

具有作战能力、对国土可以提供可靠安全保障的武装力量。出现了有

潜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基础上实现技术突破的创新集群。俄罗斯

总统普京希望至少部分地恢复因苏联解体而打破的地缘政治平衡。这

引发了来自主要权力中心的严重负面反应，导致了与西方关系的恶

化，事实上，是与西方的对抗 （“冷战２０”）。西方发动了制裁战和

特工战，在这种情况下全面的信息战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出现了其



①

ＡＡ舍维廖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系经济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经济学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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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系统性矛盾和限制 （已经是内部秩序），这使俄罗斯进入动态以及

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轨道的过程变得复杂，并阻碍了社会导向型经

济的形成。本文的目的是在所有权重新分配和一般制度变革的背景下

分析这些矛盾和限制。

“市场改革”的结果：精英阶层资产阶级化和

租金经济的形成

　　当代俄罗斯社会空间结构的特点在于权力关系占据决定性的主导

地位，政治领域相对所有其他领域 （包括经济领域）具有绝对优势。

所有后苏联的改革和变革从未使市场领域成为追求利益的经济主体竞

争互动的自治领域，市场领域受到分层建立的官僚机构领域的决定性

影响。① 作为统治、强制和监管资源的政治资本和行政资本，成功地

转化为经济资本。资源的分配不是考虑经济效益，而是通过非正式协

商，通常是非公开方式，由官僚机构和权力机构的任意优先权决定。

立法程序、法律解释 （执法）、专属利益和特权、有利的政府合同、

对个体商人的不定期施压都有各自避开 “公众”视野的阴影地带。这

与各派别为资源再分配和占有租金收入的斗争紧密相关。这是 “有限

准入秩序”（Ｄ诺斯，Ｊ沃利斯和Ｂ温加斯特提出的术语）。② 在这

种秩序下，政治体系操纵经济以创造租金，设定获取有价值的经济和

政治资源的界限，为占主导地位的盟友提供专属权利以换取他们的忠

诚。“从 ‘创新与活力倾向’的角度，主要的问题是不确定性增加，

在家族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国家无效地保护合同和财产权，而 ‘普通

的’和 ‘代表性’的代理人则遭受寡头或官员的任意宰割……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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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短视打消了既包括开采业，也包括加

工业的国有工业的创新积极性，因为试验和引入创新是一个只能在遥

远的未来得到回报的 ‘时间和资本密集型’的过程。”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的一个主要和决定性过程是国家精英阶
层的资产阶级化，借助 （不同形式的）权力资源创造个人巨大财

富。② 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尚未发生新的变化。完成了 “自上而下

的革命”，国家精英阶层 （和 “凭空产生”的大型私人业主一起）首

先利用了其结果。然而，正是国家精英阶层应负有个人责任：作为革

命性变革的受益者，它始终没有将公共利益和国家发展目标作为它的

主要关注对象。Ｊ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完全正确，“资源丰富的国家通
常不遵守可持续增长战略。他们的政治家们拒绝理解，只要他们不将

原始资金投入到地上而非地下的各种生产活动，他们的国家就会变得

越来越贫穷。政治功能失调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围绕获取原材料租

金而发生的冲突导致了腐败和不民主政府的出现”③。在这方面，正

确评估俄罗斯国家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性质非常重要。这个评估不取

决于对生产资料拥有的传统所有权，而是由于管理阶层在组织各种买

卖 （交易）过程中所起的特定作用。这里指的是一种特有的，通过拥

有国家组织和行政资源的所有权提取租金收入的“交易管理型资产

阶级”④。

在官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有资产转变为不同形式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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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лужениеобществу，акаквидбизнеса爲（ИноземцевВПотерянноедесятилетиеМ，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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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虚假国家形式的私人资本活动”①。在官僚资产阶级集体利益的

影响下，国家所有成为虚假，事实上已变成私人所有。这为定期获得

腐败租金以及投资所得的腐败收入资本化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后者中

的一部分表现为一些官员的家族生意，它们借助于行政 （和权力）资

源免受竞争。中小型企业则由于高利率和不断增加的税收压力而 “奄

奄一息”。实际利率－１０％—１５％ （平均盈利率为５％）。实行世界上
国家监管实践中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严格的货币政策与不断

增加的商业税收压力结合起来。② 这样的政策无法使经济快速增长，

而是停滞在 ＧＤＰ年增长１５％—２％的水平上。在未来几年，违背经
济逻辑和常识，在积累国家财政储备的同时，计划保障国家预算的盈

余。可见，俄罗斯政府人为制造的经济增长的内部阻力加剧了制裁带

来的外部压力。

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国家精英阶层的强行资产阶级化不是促

进，而是阻碍了其整体品质的提升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尚未形成职业

化的政治阶层以及具有透明化利益表达和决策机制的竞争政治体系。

寻租行为将发展的潜在源泉转变为一小部分社会阶层不受控制的致富

手段。③ 能否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形成一个新的民主和社会导向的国

家并在其框架内实施优先发展战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显然只保留

了缺乏推进变革和历史发展动机的停滞不前的威权主义。官僚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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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化与其部分社会功能被隐藏的、暗地里的、一向非正式的旨

在寻找和占用行政和政治租金的活动所取代密不可分。个别部门的庇

护使它免于竞争，避开执法机构，同时为寄生上层建筑的代表人物提

供源源不断的腐败收入。形成 “国家精英倒退”的机制如此简单，它

不仅仅导致了国家机器运转中的局部故障，以后果而论常常是悲剧性

的制度上的失败，它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因此，国家资产阶级具有很低的创新和现代化潜力。这是由于其

活动中占上风的不是生产—创业、创新等动机，而是组织—中介、食

利的念头。组织大规模的交易，侵占相关的经济利益，在能够带来收

入的资产 （特别是房地产）中实现收益。这是资产阶级国家精英阶层

非公开活动的内容。它不仅拒绝道德标准，而且还拒绝文明世界通用

的自我约束规范。这就是当代俄罗斯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水平、累积

财富和消费质量上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源。① 非法收入早已成为靠国家

资源寄生的领导群体 （官僚资产阶级）再生的主要因素和来源。这些

收入被完全合法的地位租金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即使在工资停滞

的情况下也不断增长的超高奖金，赋予官僚资产阶级独有特权的官

员、议员和执法机构代表单独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机补充。

如果没有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建立战略规划体系并实施金融

社会化，在俄罗斯现有条件下实现大规模和全面的现代化，实施结

构性政策是不可能的。② 仅仅希望振兴俄罗斯企业和市场力量是乌托

邦式的幻想，虽然，形成一种能够使他们摆脱腐败官僚压力的制度

“友好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国家政策需要优先解决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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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当代俄罗斯，一个适度专制的、越来越明显地服务于一小

部分精英阶层利益的政治体制，与极端自由主义的 （通常是反社会

的）经济政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经济和政治行政精英群体以租金

为导向的行为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群体事实上相互依存，本质上

不接受公平竞争 （因为他们可以预见的是惨败），但却相当成功地创

造了各种经济、行政和政治垄断，将收入和财富重新进行利己的分

配。因此，这不仅关乎改善国家的经济政策，还应该改变其本质。

换言之，它应该由一个专横的租金获得者和受益者转变为一个发展

的体系。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问题不仅在于缺少精心制定并能系

统性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在于执政的官僚机构无法在现有社

会秩序的框架内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国家战略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领

域的发展计划，包括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的升级。事实上，

俄罗斯联邦现政府一贯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遵循减少国

家在经济中影响范围的理念①，同时筹划提高退休年龄和增值税 （换

言之，消费税），但原则上拒绝对极富阶层征收累进所得税，不放过

通过专门的基金出售自然资源来累积租金收入的机会 （以挪威为

例）。政府实际上是以牺牲最无保障的公民群体为代价来弥补经济政

策的失败。其结果，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

这一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权力—所有制体系及其非正式制度化

权力—所有制体系的特点是权力与财产的融合，统治阶级 （行

政权力）在所谓 “官僚市场”中占主导地位。② 统治阶级 （所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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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阶层）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利用国有财产为自己的个别人和

团体谋利益。苏联没落时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非法侵占 （盗窃）

国有财产的活动在创建国有企业合作社的过程中明显活跃。９０年代

统治阶级的私有化使私有财产合法化，当权者占有了从前属于国有

的最有利可图的资产。① 在这次私有化过程中，“不仅仅发生了财产

所有权的转换 （如同计划的那样），更重要的是政治与商业精英阶层

的合并。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对俄罗斯商界精英阶层的社会学研究数据表

明，过去的权力拥有者约占样本的一半。……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很明显，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在地区层面，权力—所有制体系都占据

了主导地位。……至今，商业精英阶层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

体”②。结果，到２００１年初，国有资产份额占固定资产的４２％ （１９９１

年为９１％）。③

著名精英问题专家О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对精英阶层给出如下

定义：“精英是社会的统治集团，是政治阶层的最高阶层。精英站在

国家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着政府的主要战略资源，在国家层面作出决

策”④。必须对这个整体上正确的定义进行一点补充：精英或统治集

团在权力—所有制体系中还控制着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主要

战略性经济和金融资产以及国家预算资源。非常明显的是，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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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中，国有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领导人是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亲

自任命，预算政策的主要方向和预算资金支出的优先事项也由总统批

准。国家一号人物可以与一些超大型企业的领导者形成信任和非正式

关系，这能够决定其 “政治权重”。这就是当代俄罗斯权力体系的现

实，其中经济领域的权力和政治领域的权力密不可分，关键人物的相

互关系总是个人化和非正式的。这种关系的性质导致在组织具有战略

意义的交易时为超大型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例如，出售

（私有化）国有资产，以及在与部委的关系中赋予它们专有特权 （法

律和正式程序未规定的）。因此，石油天然气巨头的国家地位是纯粹

名义上的，这反映在网络媒体大量报道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奖金上

（特别是某些可兑换成超级高档房地产的奖励），也反映在他们拒绝向

国家支付股息上。① 这里我们提及一个事实，我们所说的 “俄罗斯石

油”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的控股权，由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

司拥有，而该公司为１００％联邦所有。往往很难评估国家层面与上述

公司活动相关决策的合理性和 “逻辑性”，因为它们的协调机制不透

明且隐藏于专家们的视线之外。

不对制度结构 （包括权力关系）的系统特征进行分析，就无法理

解当代俄罗斯 （国家的和私人的）所有权形成和实施的真实机制。以

市场角度看待所有权的形成会造成对问题理解的错觉，将其简化为对

所售商品 （形式上的制度和其固定机制）、购方群体和需求参数、卖

方群体和报价参数、价格水平的市场制度等要素的分析。正如尤·瓦

列维奇在这方面所写的那样，制度市场上的买方由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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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ｈａｓｔｎｙｅｌａｖｏｃｈｎｉｋｉ／５７８９５２７）



（公司、家庭、政府机构）充当。对制度的需求具有双重 （和多方

向）动机的特点：对于市场中相互竞争的经济实体来说，要降低交易

成本 （因此，关注有效保护所有权的制度、稳定的立法等），对于以

租金为导向的特殊利益群体来说，需要提高交易成本 （建立行政垄

断、通过非市场方法限制竞争）。换言之，进行制度改革，要么是为

了创造竞争环境，要么是为非生产性社会阶层 （例如，拥有行政资源

的阶层）提取租金创造条件。政府机构和部门既有可能作为需求方，

也有可能作为供应方，这可能会造成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 （创造了提

取额外行政租金的条件）。①

然而，在对制度市场进行建模并导出制度均衡推理公式的同时，

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建立和重新分配所有权的过程中，

既嵌入了市场交易也嵌入了非市场交易的社会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确定这样或那样的制度选项 （包括所有权再分配方案），不仅仅且

经常是不完全取决于节约 （最小化）交易成本的标准，而是取决于占

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因此，官僚机构中强大的社会和政治派别 （占

主导地位的分配同盟）在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对所

有权进行了有益于自身的重新分配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政治游戏规则

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效率的考虑要么后退到第二位，要么

完全不作考虑。如果说，Ｒ科斯 （ＲＣｏａｓｅ）证实了法律体系对经济

有效运作的巨大意义，那么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也

有不小的作用。对 “经济”和 “市场” （及其简化模型）的抽象概括

没有考虑到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交织和相互渗透以及人

类相互作用的复杂完整性。经济现实的本体论必须考虑到社会互动在

经济交易中的首因效应，不存在 “纯粹的”经济交易，它们总是与文

化、社会联系 （网络）、非经济因素 （包括非正式制度）相结合。② 经

３２２当代俄罗斯的产权和制度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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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者的实践是通过社会关系的集合来实现的，通过规范来调节，

并通过文化以共同的理念进行渗透。所有的社会互动都 “贯穿”着权

力关系。上述这些因素在俄罗斯现实下导致了统治阶级旨在寻求和获

取租金的寻租行为，换言之，不是旨在创造价值，而是为了重新分配

价值。“习惯性思维方式”① 和相应的行为模式不断重现，其目的是建

立占用租金收入的机制。

俄罗斯统治阶级由政治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组成，即政治

精英和商业精英，其间的相互关系由暗箱游戏规则和非正式协议来调

节，旨在实现权力—所有制体系内利益和好处的平衡。俄罗斯的政治

监督和调节职能主要由官僚机构执行。实际上，“职业政治家” （立

法者）是一个附属品，是最高官僚机构和商业精英的 “对话框架”。

与临时和多变的 “政治家”相比，处于官僚阶层顶层的官员是具有真

实 （而非外表上）的政治资本以及行政资源的稳定和永久性人物。权

力—所有制体系中的行政资源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现象，因为它是由一

系列相互作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构成的。因此，不同主体在权力

等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这会促使形成受控

商业结构的经济垄断。后者的垄断确保了政治—行政 “顶层”的财政

基础得到加强，反过来又形成行政资源。在普京执政期间，国家通过

阻止寡头集团的扩张，设法恢复对政治决策的垄断。目前，总统最重

要的任务是由派别斗争的仲裁员和调停者转变为持续的国家利益的代

言人和提供者。执行这项最重要的任务可以成为俄罗斯政府实现根本

转变的起点。排在议程上的不是在政治参与者之间的选择，而是必须

回归理性，政权中的关键人物应掌握理性政治艺术。为此，重要的是

首先要明白：如果不修复破裂的基础 （关系系统），就无法修复或重

建房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就无法建立 “正确的制度”。权力的两难

抉择显而易见：精英的交替轮换和国家的转变要么是通过有理性的进

化变化实现 （虽然注定会有困难和危机表现），要么是通过动荡和混

４２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ВебленТТеорияпраздногоклассаМ：Издво爯Прогресс爲，１９８４С２０２



乱来实现。在第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建立有效的发展制度，在第二种

情况下，俄罗斯国家的消极和前现代特征以及陈旧的权力—所有制体

系很有可能在长期内得到巩固。

２１世纪初的俄罗斯私有化

上面已经提到，在世纪之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经济改革没有形

成优化生产 （供应）结构的有效市场形式，而是相对于退化的实体部

门而言，过多地发展了贸易和金融中介领域，尤其是具有投机倾向的

领域。① 从那时以来的近２０年，俄罗斯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俄罗

斯商业咨询公司的俄罗斯年度５００强公司评级可以证明这一点。２０１８

年，按参与评级者的数量，“贸易”类 （５３家公司）取代曾经的领先

者 “金融类”名列前茅，金融类公司由原来的５４家降为５１家。就货

币价值而言，“石油和天然气”类占首位：来自该行业的４９家公司占

评级参与者总收入的 ３２％。总的来说，在这个指标上两个最大行

业——— “石油和天然气”和 “金融”行业的收入超过了俄罗斯商业

咨询公司５００强公司中所有参评企业总收入的一半。前１００家公司的

累计收入占评级企业总收入的７５％，前１０家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卢科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储蓄银行，俄罗斯铁路

公司，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俄罗斯商业银行，Ｘ５零售集团，苏尔

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马戈尼特连锁超市集团，俄罗斯电力公司）占

３８％。② 换言之，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并没有通过多样化和深思

熟虑的产业政策创造一个渐进的经济部门结构，这使得它极易受到外

部价格冲击 （主要是油价）和卢布汇率波动的影响。结构优势属于出

５２２当代俄罗斯的产权和制度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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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品部门以及商业和金融中介领域。俄罗斯 “管道经济”并没有突

破性创新和成功商业化，在生产机器人化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高科

技产品生产数量不足①，但积极进口商品并贷款给家庭。经济生产部

门的投资没有增长 （而且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积累率极低），无法

创造所需数量的高绩效工作岗位，但是，即使在人口实际收入停滞和

下降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和资金的占用，一小部分获利社会阶层仍

是越来越富。很明显，俄罗斯既定的制度体系以及特殊利益的主导群

体都由经济结构所派生。还有一种相反的关系：精英阶层的租金导向

行为、缺乏战略规划和 “投资短视”，带有这些特点的低效制度体系

几十年来一直阻碍经济的渐进结构变化。这是个恶性循环或者俄罗斯

落入的系统性制度 “陷阱”。

Ｖ维诺格拉多夫总结了２０００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情况的特征：

“正在展开又一轮财产再分配，但现在是新的私人所有者之间的再分

配。游戏规则仍未明确规定，所有权没有划分，失去了控制和监管职

能的国家，即使在与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密切相关的方面，也尚未学会

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正在形成一种表面为

股份制，实际为寡头结构、部族或高级管理人员所有制的特殊公司财

产制度，这些寡头结构、部族或高级管理人员都来自过去的统治阶

级。与此同时，在这种公司制度的孔隙中，出现了大量的私营企业，

营养它的土壤往往是与官僚机构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影子投机商资

本。”② 我们认为，这是对权力—所有制体系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在这

一体系的框架内，在法律条文背后隐藏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内容———

私有财产权的形式主义和不安全感、许多方面国家控制的虚假性。因

此，以国家在总资产中所占份额的数量来判断经济中国家的实际控制

６２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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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一个错误。现实是，官僚资产阶级指导下的民营资本活动的

冒牌国家形式取代了国家控制。

在当代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体

系，也没有形成规范国有企业并引导其实现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的

体制机制。在一种情况下，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占主导地位，而另一种

情况则是管理层的无能和机会主义行为。在这方面，２１世纪第一个

十年结束时专家所作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在国家向经济扩张并创

建国有企业多元化项目的背景下，逆向过程———国有资产私有化正在

衰减。……结果，经济中的国家份额不断增加。……非私有化企业对

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私人利益则落入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和与之相关

的政府官员手中。”① 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断言国有资

产私有化是一种自动触发的机制，私有化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

率。效率低下的企业，如同那些相当成功和有竞争力的企业一样，既

可以是私营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无论所有权形式如何，经营的

效率取决于一系列条件：管理质量和制度环境，生产和管理组织形

式，战略性的市场营销以及技术平台和创新集群内的良好网络结构。②

７２２当代俄罗斯的产权和制度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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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司的 “市场化”程度在俄罗斯条件下有着本质性的差

异。例如，国有且没有私有化的大型国防公司得到国家的直接财政支

持，并且往往是生产某些特别复杂的军事产品的垄断者。因此，市场

竞争机制不能像经济中的民用部门一样，对其有效性水平产生同样的

有效影响。在这方面，分析人士指出，与私营企业相比，俄罗斯国有

军工企业经济效率更低。①

为了完整起见，需要指出，近年来，尽管私有化进程 “衰减”，

但在媒体上广泛评论的共振式私有化交易已经成为标志。这里指的

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出售１９５％的股份以及该公司收购国有控股

“巴什基尔石油”公司５００８％的股份。总的来说，从这两笔交易中，

国家预算收入超过一万亿卢布 （分别为７０００亿卢布和３３００亿卢布）。

２０１６年，卡塔尔主权基金 （Ｑａｔａ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ＱＩＡ）和嘉能

可斯特拉塔股份有限公司以１０５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国有 “俄罗斯石

油”１９５％的股权。２０１８年夏，俄罗斯政府批准了卡塔尔主权基金

从已被解散的 ＱＩＡ和嘉能可斯特拉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俄罗斯石

油”１４１６％的股份。此外，该俄罗斯公司 １９７５％的股份归英国石

油公司俄罗斯投资有限公司所有。

鉴于俄罗斯经济中私有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有必要在经济

和法律领域建立 “游戏规则”，以便为产权提供明确的规范和可靠的

保护，以及有效的竞争政策。分析人士在这方面指出：“今天，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明确产权的定义以及对它们的一贯保护。有

效执行财产权和合同权利的要求直接关系到司法和法律制度的彻底改

革以及积极打击掠夺的任务。规范市场 ‘游戏规则’，特别是对金融

市场体系运作进行有效持续的监控，是极为重要的任务。”②

８２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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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当代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且矛盾的局面。没落衰败 （早已

耗尽潜力）的国家政策依然存在。很明显，金融体系目前无法实现将储蓄

转化为投资的基本职能，并且实际上不能确保中小企业的发展。不愿意有

目的地积极发展金融体系的投资部分，强硬并明确支持危机的货币和财政

政策，减少消费需求，“淘汰”中产阶级，侵占 “各级”专业知识不足的

官僚的权力，都严重恶化了经济形势。旨在寻找和获取租金，使交易部门

的垄断者和代理人，即 （在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行政和贸易中介、

金融市场参与者致富的再分配再生产战略已经成为主导战略。

如果试图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进行简要的评估，重要的是要说

明，最好的方法在于形成完善的民主制度 （即使是具有不可避免的俄

罗斯特色）、竞争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实现现行权力模式 （国家

质量）的演变。当然，实现这一前景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会出现新的社会力量和有影响力的发展联盟，它们将是积

极变化的驱动因素。俄罗斯的形态 （社会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成功解决一个合二为一的问题：建立强大而高效的发展中国家，明确

阐述并实现社会公平原则，保护国家利益 （基于文化认同和文明自给

自足）；形成一个不仅能够遏制全能的 “利维坦”的消极表现，而且

能够成为积极变革倡导者的成熟公民社会。（武装了理性发展思想并

实行合理文化教育及社会导向经济政策的）国家的 “合理力量”①、

关于在网络结构和组织等级空间②中形成社会经济创新的民间倡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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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界和知识精英在制定全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参与，只有这些因素协

同作用，才能保证国家有可预期的未来。导致财产极其不平等和高度

贫困的租金经济应该转变为面向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经济秩序。技术革

命是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驱动力。与此同时，它为各种形式的后资本

主义形成创造了机会和先决条件。① 无论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变动和转

型，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 “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无

法容纳的力量。向后经济形态的转变基于非市场和非官僚沟通形式、

合作关系和新价值体系的逐步传播和生根。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世

界历史的转型将意味着建立一个整体社会 （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的最佳特征将在其中融合，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形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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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俄］ЮН古佐夫

康晏如　译

引　言

　　与欧洲和美国大量的相关文献 ｛关于审计历史的研究参考书目在

Ｒ亚当斯 （ＡｄａｍｓＲ），Ａ阿隆 （ＡｌｏｎＡ），Ａ阿伦斯 （Ａｒｅｎｓ
Ａ），Ｒ巴克尔 （ＢａｃｋｅｒＲ），Ｄ弗莱舍 （ＦｌｅｓｈｅｒＤ）的专著中得
到充分体现①｝相比，俄罗斯审计的史料研究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目前研究俄罗斯审计演化的著作十分少见②。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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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个全新的、未被开发的且具有开创性的科学研究领域，其理论和历史
俄罗斯学者此前并不了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俄罗斯出现了
现代形式的审计。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近３０年，今天我们有足够的
理由断定，“审计已在俄罗斯实行”①。

俄罗斯现代审计历史的某些方面已经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或者一

系列出版物已经对其展开研究。同时，改革的深化为他们把审计历史

作为一个整体进程加以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然，这种研究要求

合理划分其历史阶段。

最著名的并受到普遍认可的大概是该领域的先驱———英国审计演

化阶段的划分。该领域的研究基于英国公司法，在英国，公司法每一

次再版都对会计制度和审计业务提出新要求②。１８４４年被认为是使用
审计方法的初始日期。随着公司法的完善，审计日趋专业化，出台了

强制审计制度，制定了审计标准和审计技术。

在英国立法以及随后的美国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审计演变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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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①：

１８４４年以前———审计的史前期 （防止欺诈的平衡检查）；

１８４４年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为预防欺诈和错误对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确认；

１９２９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制定第一代审计标准的基础上形
成了审计目标体系；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制定审计的国际标准并形

成风险导向的财务报表行为审计技术；

１９９０年至今———完善国际标准和风险导向的行为审计技术。

行为审计基础和技术在国际上的发展是阶段划分标准。以上标准

也可以用来分析俄罗斯审计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起步时间较晚以及

市场不稳定，俄罗斯审计发展迅速。与任何快速发展的事物一样，为

了确保发展方向的正确需要对俄罗斯审计进行持续的监管。

本研究旨在通过形成审计规范和审计技术发展的时间逻辑结构，

对俄罗斯审计活动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审计发展的质的飞跃表现为影

响审计活动的规范和技术支持的一系列因素 （标准）。

我们认为，俄罗斯审计发展的历史分期标准或因素是：

１审计领域的立法发生质的变化；

２审计活动标准化实践的完善；
３行为审计技术的变革；

４独立性原则的演进；

５审计师道德行为规范的实行；

６俄罗斯审计与国际体系的一体化；

７审计报告类型的变化；
８俄罗斯审计市场状况；

９各种审计活动的发展；

５３２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　

① ＰｏｒｔｅｒＢ，ＳｉｍｏｎＪ＆ＨａｔｈｅｒｌｙＤ（２０１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Ｈｏｂｏｋｅｎ：Ｊ
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



１０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文献阐释的演化；
我们首先依靠个人职业经验列出了审计发展因素。然而，为了论

证自己的选择，我们决定在俄罗斯学术引文索引的基础上对俄罗斯

经济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在进行这一分析的初始阶段获知，俄罗斯

学术引文索引中关于审计的文献数量庞大，超过了２２万个①。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数量众多的有关审计的文章、专著、教科书
和报告，见证了该行业的迅猛发展。随后的筛选旨在寻找与我们确

定的因素类似的相关主题的文献。我们希望以此来确定，这些因素

在何种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于学界和执业审计师而言明显有

意义。为此，针对每个因素都设定了意义相近的检索词或 “关键句”

（参见表１中的第１列）。搜索是在有关审计的文献范围内进行的。
审计文献的内容分析结果如下 （参见表１）。大部分搜索查询的

结果超过１００个。因此，专业团体 （既有学者，也有从业者）将我们

标明的主题确定为独立、有趣和重要的研究对象和讨论对象。相反，

关于俄罗斯和国际标准的文献的搜索查询得到的结果最多，分别为

１６８１种和１７９０种出版物 （约占总数的１４％），这显然表明业界对这
一主题的高度重视。

　表１ 俄罗斯科学文献索引中关键词为 “审计发展因素”的文献内容

分析结果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１日）

检索词
俄罗斯学术文献

索引中的文献数量
审计发展因素 因素的类型学

审计立法 ４６２ 审计领域立法的质变 主动

审计标准 １６８１ 改进审计活动标准化的实践 主动

审计道德 １００ 审计师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引入 主动

国际审计标准 １７９０ 俄罗斯审计融入国际体系 主动

６３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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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索词
俄罗斯学术文献

索引中的文献数量
审计发展因素 因素的类型学

审计理论 ６３５ 审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演化 主动

审计技术 １００ 行为审计技术的改变 被动

审计独立性 １０１ 独立性原则的演变 被动

审计报告 ７２９ 审计报告类型的变化 被动

审计市场 ７５６ 俄罗斯审计市场状况 被动

审计类型 １２０６ 审计活动类型的发展 被动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ｕ／

每一个标准都有自己的时间发展顺序。审计活动发展中质的飞

跃表现为审计的发展阶段，构成其逻辑结构。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矩

阵，在横向上反映了影响因素，在纵向上反映了该因素功能的时间

序列。

同时需要指出，上述因素在审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通

常可以把它们划分为 “主动”和 “被动”两类。“主动”的因素会引

起其他因素的改变和完善，而 “被动”的因素是其他因素影响的结

果。因此，采用新的审计法 （“主动”因素）的可能导致市场和审计

技术 （“被动”因素）产生重大改变。

俄罗斯审计发展的分期

上述因素时间序列的逻辑加法是俄罗斯审计发展历史的分期。该

方法和补充结果由作者于２０１６年在欧洲会计师大会和国际会计历史

学家大会上公布，并发表在期刊 《审计金融 （Ａｕｄｉ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ｒ）》（罗马

尼亚）上。

１前史阶段 （俄罗斯审计的产生——— “原始”审计）：１９８７—

１９９３年。这里界定了俄罗斯独立审计历史开始的边界日期：从第一

７３２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　



个审计公司成立到第一部审计法案的通过。我们称这一时期是俄罗斯

审计发展的原始时期，因为当时审计师在规则和标准之外从业，仅依

赖于国际律师协会或苏联国家管控法则。立法和审计标准的制定可以

被认为是俄罗斯审计从这一阶段演变到下一阶段的既重要又必要的

因素。

２俄罗斯审计形成阶段：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这一阶段从第一部标
准法案———审计暂行法规的引入持续到审计法第一次修订生效。当时

实行了审计国家许可证制度。

３国家调节和许可证制度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审计
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介于审计法两个版本通过的日期。在这一阶段

国际合作得到积极发展，根据国际审计标准和审计师道德准则改

编的第一版俄罗斯审计标准最终获得通过，明确了审计师的资格

要求。

４审计自我监管阶段：２００９年至今。俄罗斯审计发展史的最后
一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监管中心逐渐向职业协会转移。尽管监管功

能仍由国家负责，标准通过的权力仅从政府转移到财政部，然而职业

的自我监管组织也获得了部分权力。审计的国家许可证制度取消，审

计师业务能力鉴定职能和授予他们开展审计活动的权力已转移到审计

师协会。

俄罗斯审计的现代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审计市场不景气、

审计人员数量迅速缩减、审计创新在信息和文献上落后、审计质量监

控体系加强的情况下自我监管制度的发展，向国际审计标准和风险导

向技术的转变。

让我们看一下决定了俄罗斯审计发展分期的各种因素的时间顺序

和发展特点。

１审计领域立法的质变。俄罗斯审计发展的 “主动”因素。这

一因素出现的时间顺序与苏联部长会议于 １９８７年 ９月 ８日通过的
《关于建立苏联审计组织》的决议有关，与之相适应的是在苏联财政

部货币经济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提供审计服务的股份公司。审计的

８３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标准监管由此开始并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研究了 《审计法》草案。事实

上，这是俄罗斯联邦审计 “原始”倡议的时期，从国家监管规则到国

际审计标准，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２２９６号令，第一部审
计规范性条例以 《开展审计活动的暂行规定》的形式作为企业的独立

活动得以实施。该规定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后续颁布的决议一起形成了

审计认证制度和审计许可证制度。一共引入了四种类型的审计证书和

许可证：“一般审计”“银行审计”“保险审计”和 “交易所审计，预

算外资金审计和投资审计”。审计暂行规定成为俄罗斯审计的第一个

总体准则，对审计及其类型进行了界定，指明了审计原则、审计师和

客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审计报告的形式。在强制审计的基础上，审

计师和审计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出现了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审计委员

会批准的第一代审计标准。

２００１年７月３日颁布的第１１９－ФЗ号联邦法令 《审计法》巩固

了审计认证制度和许可证制度的规范基础。引入了联邦审计法 （标

准）（ФПСАД）的新形式，这促进了审计市场的迅速发展。
审计领域监管机制的变化表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０日颁布的第３０７－

ФЗ号关于审计的新法令得到采纳。在俄罗斯开始实行审计的自我监管
制度和审计人员的统一资格认证制度。６家审计人员的自我监管组织
（СРО）成立并开始运作，其中有５家直到现在仍在发挥职能：“俄罗
斯审计局”“专业审计师协会”“莫斯科审计委员会”“俄罗斯审计师

委员会”“审计协会联合会”。

强制审计数量要求的变化，审计师新资格证书的补考以及审计质

量监管制度的加强，都导致审计市场的停滞以及审计师和审计公司数

量的急剧减少。对该法律的重新修正意味着将作为俄罗斯审计规范基

础的国际审计准则合法化。

２审计标准化实践的完善。可见，我们定为 “主动”的第一个

因素，表明了立法对俄罗斯审计发展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专门的

审计法并非典型，在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实行强制审计

９３２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　



的要求和独立审计师 （公共会计师）制定的专业标准决定了专门审计

法的地位。俄罗斯走上了专门审计法的道路，而审计标准最初由政府

确立 （后来这一职能转移到财政部）。索科洛夫认为，最初 “选择了

一条相当危险的道路，因为借助于法律很难规范实践，它更适合设置

指导实践的矢量”①。

直到１９９６年，俄罗斯联邦的审计活动是在内部审计标准的基础
上进行的。俄罗斯的审计制定并应用了三代俄罗斯的审计标准，目前

宣布正在向国际审计标准过渡。第一代俄罗斯审计标准共计 ３９项，
是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制定的，并经俄罗斯联邦总统审计委员会批准。
就其内容而言，它符合系统导向审计。

俄罗斯第二代审计标准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间创建。俄罗斯联邦政
府一共批准了３４项标准。它是在分析国际标准基础上建立的，并包

含了风险导向审计技术要素的内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制定和批准了包括１１项审计

联邦标准 （ФСАД）在内的第三代审计标准，其内容很大程度上接
近国际注册审计师 （ＩＣＡ）的要求。这些标准计划于 ２０１４年实施，
但实际上是在２０１６年进行的，可以被视为向国际审计标准过渡的最

后阶段。目前，俄罗斯审计是在国际审计标准的规范基础上进行

的。

３审计技术的变化——— “被动”因素。俄罗斯审计的诞生是在

监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们与实证审核更为一致，即实行核算的

检查标准，直观地确定或忽略重要性水平、风险程度和抽样水平。

确定主导的审计技术应用时间序列的复杂性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

释：审计公司的层次各异，可以分为大、中、小几个层次；缺乏审计

师对内部标准使用的客观数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型国际审计公司 （首先是 “四大会计

０４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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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公司”）立即在俄罗斯开始使用风险导向技术。此外，这些公司员

工的培训还要求额外掌握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ＡＣＣＡ）和注册会计
师 （ＣＰＡ）要点，其中一个被认为是这些公司合作的必不可少的
条件。

２００１年制定的塔希斯项目 （ТАСИС）《俄罗斯审计 －１》促使俄
罗斯大型审计公司掌握风险导向技术。审计期间使用的工作文件的技

术和技术包已公开。俄罗斯大型审计公司发展这些技术的间接证据是

它们进入国际审计网络，以及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签订审计合同时所取

得的胜利。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期间，俄罗斯的中小型审计公司在审计标准的基础
上掌握了审计系统导向技术。中小型审计公司向风险导向技术的过渡

才刚刚开始，因为审计外部质量监管揭示了这些公司的典型错误：低

水平的审计计划，在形成审计意见之前没有进行总体审查，缺乏样本

描述和风险评估。

４独立原则的演化——— “被动”因素。在 “原始”审计期间无

法遵循独立性原则，也并未予以核实。这一原则的规范性引入可以追

溯到１９９３年，而独立性原则的公布始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在
财政部所属的审计专业协会通过联邦审计法 《审计组织服务质量监

控》以及审查审计服务质量的临时方法建议和纲要之后，才开始实际

核查这一原则。

２０１２年制定了审计师和审计组织的独立法，其中包括遵守和运用
独立性的概念方法，以及包括使用和推广独立性原则的限制的审计报

告。该法规对审计师独立的概念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５审计师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引入——— “主动”因素。俄罗

斯审计委员会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独立制定审计师道德行为规范。
２００３年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第一部 《审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２００７
年修订）。

２００８年新的 《审计法》引入了 《审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强制执

行的规范。目前实行的是２０１２年通过的 《审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其

１４２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　



中包括规定了在具体情况下适用的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６俄罗斯审计纳入国际体系——— “主动”因素。俄罗斯审计融

入国际体系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这一阶段俄罗斯审计获得了国际组织的技术支持 （塔西斯项目 《俄

罗斯审计１和２》、翻译国际审计标准以提高联邦审计标准）。正如

Я索科洛夫预测的那样①，翻译以及基于标准的概念对于俄罗斯审
计师来说并不总是清晰和有价值的。特别是，俄罗斯不习惯把审计

师的工作与绝对命令联系在一起。许多审计师不喜欢标准，因为遵

循标准会增加工作量并限制了其行为自由，使他们的行为易于被

审查。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俄罗斯的审计在国际审计标准基础上运作。这在
实践中可以提高审计申请的数量 （审查，商定程序，尽职调

查等）。

７审计报告类型的变化——— “被动”因素。１９９６年俄罗斯第

一个审计标准 《审计报告》的筹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的游说，其内容构成以国际审计标准为基础，具有以下几种

类型：无条件正面的、有条件正面的和负面的审计报告，以及拒绝

发布的审计报告。２００２年，出现了有保留意见的无条件正面的审计
报告。２０１０年标准引入了未经修改和修改的审计报告。考虑到重大

的非综合性和综合性影响，还确定了审计意见修改类型的决策

矩阵。

２０１６年引入的国际审计标准和新的审计报告格式旨在通过采用对
于未经修改的意见至关重要的审计问题来克服 “审计师的沉默”，并

通过新的审计意见结构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公开信息。审计关键问题是

审计报告新形式的主要创新部分。这种陈述形式有助于加强审计师和

评级机构、审计师和公司管理负责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改善投资者的

２４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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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基础，以正确理解客户的状况。

８俄罗斯审计市场状况。根据一些评估意见，“原始”审计时期

存在８００—９００家审计公司，有不到５０００名审计师为其工作①。

对俄罗斯审计市场的统计观察始于２００６年。专家的意见结果显

示，２００５年有４５００—５０００家审计组织在从事审计活动。为了分析审

计服务市场，根据现有可靠和准确的信息，在专家确定的时间段内获

知，２００５年审计组织的数量大约为４７００家。②

表２是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审计市场发展的数据。在这一时期

审计市场发展的特点是审计收入、审计师的数量、审计公司的顾客

数量迅速上涨。同时修改审计报告的发布水平大致处于 ４０％—

５０％。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审计市场

年份
审计组织收

入 （十亿卢布）

审计组织

数量 （千）

审计师数量

（千）

客户数量

（千）

修改审计报告的

发布水平 （％）

２００４ ２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８９ ４７ ６０６ ４８９

２００６ ３４３ ６１ ３６７ ８０３ ４３１

２００７ ４１７ ７１ ３７９ ８４９ ４４９

２００８ ５０１ ６４ ３８８ ９３０ ４５１

　　数据来源：ｍｉｎｆｉｎｒｕ［３３］

表３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俄罗斯审计市场发展的主要数据。在这一

时期俄罗斯审计市场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审计公司收入水平停滞。在审

计公司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随着审计自我监管和新的统一资格证

书的引入，审计人员数量也急剧缩减。这种情况下修改审计报告的发

３４２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　

①

②

ＴｅｒｅｋｈｏｖＡＡ（１９９８）‘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Ｍｏｓｃｏｗ：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ТереховАААудит
ｈｔｔｐｓ：／／ｍｉｎｆｉｎｒｕ



布水平迅速降低。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俄罗斯的审计市场

年份
审计组织的收入

（十亿卢布）

审计组织的

数量 （千）

审计师的

数量 （千）

客户数量

（千）

修改审计报告

发布水平 （％）

２００９ ４９６ ６９ ３８８ ９２７ ４４２

２０１０ ４９１ ６３ ２６３ ６０６ ４１４

２０１１ ５００ ６２ ２６８（１１） ７５６ ３３８

２０１２ ５１０ ５７ ２４１（３２） ７００ ２９０

２０１３ ５２２ ５５ ２３０（３２） ６８４ ２５９

２０１４ ５３６ ５３ ２２２（３４） ６７９ ２３５

２０１５ ５６１ ５１ ２１５（３５） ７１８ ２２７

２０１６ ５７１ ５０ １９６（３６） ７４５ ２３３

２０１７ ５５４ ４８ １９６（４０） ７８１ ２１１

　　数据来源：ｍｉｎｆｉｎｒｕ［３３］

审计公司收入停滞的趋势和审计师数量的减少近期还将持续

下去。

９审计类型的发展——— “被动”因素。在审计实践发展的同

时，咨询和外包会计服务技术也正在形成。如果说在 ２００５年，非
审计活动产生的收入占审计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为 ３５％，那么在
２００８年，这一比重为 ４０％—５５％，２０１３年———４６％—６３％，２０１７
年———４４％—５２％。① 换言之，目前莫斯科地方审计公司的主要收
入来源是提供咨询服务和会计服务。这间接证明了审计市场垄断的

加强。

１０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文献阐释的演化——— “主动”因素。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对国外审计文献的翻译经ЯВ索科洛夫教授的校订得以

４４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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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① Ｒ亚当斯 （ＡｄａｍｓＲ），Ａ阿伦斯 （ＡｒｅｎｓＡ），ＪＫ洛贝
克 （ＬｏｅｂｂｅｃｋｅＪＫ）的著作②及 《蒙哥马利审计学》标准教科书也

翻译了过来③。作为塔西斯 《俄罗斯审计１》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出
版物为审计风险导向技术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作为该项目的成果，

出版了СА列米佐夫、НА塔巴琳娜的专题著作 《审计：现代方

法———依据国际审计标准和联邦审计法所作报告篇章的审查》④，第一

次对俄罗斯的审计风险导向计划作出了阐释。

ВВ斯科巴拉在审计文件运转领域⑤、СМ贝奇科娃在审计计
划、风险评估和审计证据领域⑥，АА捷列霍夫、ИИ叶利谢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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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计取样领域①出版了重要的研究专著。本文作者同样参加了审计

风险导向技术方面的研究②。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２０年中大量出版的审计教科书通常采用确
认审计技术，实行会计标准核查监管。这导致中小型审计公司的员工

缺乏对审计风险导向技术的理解，并对审计标准的创新过于敏感。

俄罗斯审计杂志的选题通常侧重于对审计标准的调整和审计计划

实施的评论，不进行审计领域的独立学术研究。毫不奇怪，俄罗斯的

代表实际上并不出席欧洲会计师大会。

总体上，这一状况表明，大量俄罗斯审计公司在现代审计风险导

向技术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和创新滞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成为审计硕士学位被特许公认
会计师公会认证的学校之一。这一实践开始在国内一流大学中传播，

有助于审计风险导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结　论

俄罗斯审计的发展前景将取决于以下 “主动”因素：审计立法的

６４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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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审计标准化实践的完善、俄罗斯审计向国际体系的融合，以及

“被动”因素审计报告类型的变化。这些因素对于未来５到１０年的俄
罗斯审计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基础是向国际审计标准的过渡，从

２０２２年开始在欧盟框架内建立统一的审计服务市场，以及采用新型
审计报告。新的 《审计法》的通过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实行审计监管

功能将对俄罗斯审计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７４２俄罗斯审计：发展阶段与发展因素　／　



俄罗斯经济金融化的特征及其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俄］ВВ伊万诺夫

康晏如　译

金融化：先决条件与实质

　　相对而言，“经济金融化”的概念是不久前才出现在学术文献中
的。美国经济学家哈·马格多夫和保·斯威齐①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概

念进行了描述，他们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在他们的研究中，金融化不

仅体现为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增长的作用，而且还表现在

国家权力机构针对金融领域业务的开展而强行制定的特权规则。

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２０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前，金融资本的主要功能是为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创造条

件，然而随着金融部门收益率的增长，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包括国际

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高收益金融工具的出现和货币

经济向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的转向都证明了这一改变。

实证研究表明，直到２１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化进程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此外，金融部门主要为高科技企业的



①

ВВ伊万诺夫，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信贷与金融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经济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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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作贡献，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长期的外部融资①。２０世纪
末，发达国家中的金融资本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进程伴随着包括

各种基金公司在内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金融控股公司、新的金融工具

的出现以及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金融危机

的爆发。

借助于商品衍生物，金融化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为原料市场的金融

化。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这类资源的价格开始由金融衍生工具 （期货

市场）市场决定。与此同时，这些市场的价格波动常常由开采或消费

这类资源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政治关系所决定。这些国家本身成为金融

化进程的重要催化剂，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借贷。

作为经济范畴，金融化开始被真正视为 “金融和金融工程日益增

长的系统力量”②。金融权力的最高表现是金融业代表在国家权力机

构中占据主导作用。

这样，“金融化”不仅被视为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统治过程，

还应被视为金融资本代表的 “系统性权力”的增长过程，既制定商业

规则也制定整个社会经济规则，与实体经济的投资收入相比，金融资

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金融化、金融市场及其基础建设，与各种类型的金融金字塔 （金

融传销公司）的建立直接相关。金融化把各国的资本市场整合到一个

单一的投资空间，其框架内的金融资源竞争具有全球性质。

根据一系列统计数据可以确定金融化对各国经济发展影响的性

质，如金融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投

资比例、金融市场交易规模、企业债务和国家债务指标等数据。

９４２俄罗斯经济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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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化的特点

美国的金融化进程更加活跃。毫无疑问，１９４５年布雷顿森林协议

所确立的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加快了这一进程，当时美元与黄金紧密挂

钩，４４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一些国家经济的美元化导致美元

在美国的发行不受监管。黄金对美元发行的保障程度受到质疑 （３５

美元１常衡盎司黄金①）。向不与黄金挂钩、自由兑换货币的牙买加货

币体系的过渡 （１９７１—１９７８年）巩固了美元作为更稳定和更安全的

货币地位，加速了资本自由流动，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美国通过了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格雷姆—里奇—

比利雷法）。该法案开启了金融控股、放松监管金融市场的道路。金

融控股公司不仅可以进行存款、投资和保险业务，还可以进行一系列

非金融业务。

金融控股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新的高风险的金融工具、金融操作的

快速增长，而这些操作通常不会反映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金

融操作的非透明性加速了金融领域影子业务的增长，并最终导致２００８

年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与２００７年相比，２００８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下降了０３％，而２００９年相比上一年则下降了３５％②。为了克服

深重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当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通过了 《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旨在解决以下问题：

恢复抵押贷款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刺激经营主体和居民的经济活跃

度；保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财政资源）。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采取了各种政府干预方法，旨在 “改善”经济

的金融和实体部门。其中，学术界最关注的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０５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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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Ｓ）购买商业银行的非流动性债券和抵押证券的政策。这一反危
机措施第一次被日本中央银行使用，在文献中它被称为 “量化宽松方

法”。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该方法的使用持续到２０１４年。美联储向商

业银行购买了大量临时非流动性证券，其中向 “房地美”和 “房利

美”购买了５万亿美元的类似证券① （相当于２００８年美国国家预算收
入的一半）。

国内文献较少关注美国政府为支持实体经济所采取的措施，同样

就难以估计到这些措施对于克服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金融经济危机的意义。

２００９年２月，美国总统签署了 《美国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案》，该法

案规定要加大政府对以下领域的支出：

投资基础建设 （建筑，以及修复公路、铁路、机场、海港、供水

和下水道系统、污水处理和水力设施）；

创造就业岗位；

发展公共交通；

对小型商业公司实行优惠税收政策；

更新教育机构的技术设备；

扩大对创新产品制造和服务领域的科研资助；

提高失业救济金；

扩大对困难群体 （３０００多万人）的食品援助。
该法案优先考虑了美国实体经济以及美国人口中最困难群体的

利益。

２０１０年７月通过的 《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整顿金融体系

的关键一步。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进行多项证券交易；限制了商业银

行在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总比重；明确规定了清算大型银行

的程序，拒绝牺牲预算资金来拯救这些银行；确立了归还被清算银行

资产的程序，这些资产是在宣布破产之前 “衍生”出来的。

１５２俄罗斯经济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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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目的是抑制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

中的扩张，通过采取更严格的国家措施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运作。该法

案开启了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代表之间公开的夺权斗争。目前，民主

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利

益之间的权力斗争。

金融化进程的国际监管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对世界资本市

场进行国际 （超国家）监管，正如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在华盛顿

举行的Ｇ２０峰会宣言所反映的那样。宣言中写道：“我们致力于加强

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全球增长，实施全球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①。

宣言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对金融市场所具有的风险缺乏

防范意识，风险管理措施薄弱，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过度

杠杆操作，金融机构追逐持久的超额利润。

２００９年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上设立了金融稳定委员

会 （ＦＳＢ），其任务是筹备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和调控的国际法案，

以及监督峰会所通过的决议。金融稳定委员会在为２０１７年汉堡峰会

筹备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影子银行业务大幅减少，但全球１３％的财政

资源仍集中在该领域。与此同时，专家不排除新形式的影子银行服务

的出现和快速发展。

俄罗斯联邦的金融化特征

俄罗斯联邦经济金融化进程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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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转变直接联系在一起。市场改革的主要工具是国有企业和市政

企业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公民获得的私有化证券可以用来购买私有

化企业的股份。根据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７日俄罗斯联邦第１１８６号总统令
《关于在国有和市政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建立证券市场的措施》，国内设

立了６６２个支票投资基金，累积并随后投入约４５００万张私有化证券
（约占国内签发的私有化证券总数的３２％）①。支票投资基金从居民手
中购买私有化证券来交换它们发行的股票，然后用这些私有化证券来

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票。

在国家对支票投资基金缺乏影响的情况下，后者的活动实际上不

受任何监管。大部分的支票投资基金在２００８年年中前已被清算，它
们的资产预先转到了其他金融机构和组织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转入离

岸区域②。可见，通过私有化证券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显然具有半犯

罪性质。一小撮人通过欺骗近三分之一的私有化证券所有者而变得

富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俄罗斯联邦金融市场的发展整体上没有受到国
家有力的监控，这让各种金融金字塔 （金融传销公司）有机会出现。

它们的创始人向投资者 （基金存款人）承诺高收益率，这一收益率即

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向投资者支付收入是通过吸引新

投资者的资金来实现的。俄罗斯最有名的金融传销公司③有以下几个：

股份公司 “俄罗斯之家塞林格”，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约２００万人与
该公司签订合同；

ＭＭＭ股份公司，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５年内发行了２７００万张股票和
７２００张证券，向投资者支付的月收益率达到２００％，涉及投资者人数
为１０００万—１５００万人。

“哈别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对 “投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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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总额约为８０亿卢布；
“统治者”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的活动致使

１６０００人损失５３６７亿卢布和２６０万美元。
国家短期债券 （ГКО）也是一种金融金字塔。为了偿还债务，俄

罗斯联邦财政部通过发行国家短期债券提高了借款额和借款利率。

１９９８年第二季度的借款利率达到４９２％。１９９８年８月国家宣部无力
支付内债。

俄罗斯联邦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在 “转型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特点是经济实体部门的衰退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恶化。除１９９７年外，
直到１９９９年，随着金融机构资本的增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逐年
递减。其中，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俄罗斯银行的
资本总额从２４２４亿美元增加到３３４亿美元。①

　表１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 （％）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

１９９１ －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７８

１９９２ －１４５ ２００１ ５１ ２０１０ ４５

１９９３ －８７ ２００２ ４７ ２０１１ ４３

１９９４ －１２７ ２００３ ７３ ２０１２ ３７

１９９５ －４１ ２００４ ７３ ２０１３ １８

１９９６ －３６ ２００５ ６４ ２０１４ ０７

１９９７ １４ ２００６ ８２ ２０１５ －２８

１９９８ －５３ ２００７ ８５ ２０１６ －０２

１９９９ ６４ ２００８ ５２ ２０１７ １５

２０１８年前９个月 １５

　　数据来源：俄罗斯年度国内生产总值：１９９１－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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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周期性危机相关。其中最严重的几

次金融危机是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危机

伴随着卢布的贬值。１９９８年 ８月卢布从 １美元兑 ９３３卢布贬值到

１５９１卢布；从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在 “可控”贬值的背景

下，卢布从１美元兑２４５５卢布贬值到３５３７卢布；从２０１４年９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月，卢布从１美元兑３９４２卢布贬值到６９６２卢布①。

如果说金融经济危机发生时，在实体经济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下降的话，那么这期间的银行体系则通过货币操作改善了自己的财务

状况。例如，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仅在 ２００８年期间，

商业银行通过货币操作就获得了２２０６亿卢布②。

俄罗斯金融化进程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很

低，无论是在流通的金融资源总量上，还是在高风险的可利用的金融

工具上来说都是如此。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在宏观经济调节方面具有

特殊权力。当前俄罗斯银行和俄罗斯财政部的政策与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

的经济政策之间区别不大，仍旧使用一套有限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无视其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的负面作用。总体上，这些措施的宗

旨是通过调节货币来削弱或抑制通货膨胀，并绝对优先于刺激实体经

济投资活动的措施。

金融市场调节监管的功能由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承担。当前，俄

罗斯银行利用这些权力优先抑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俄罗斯银行的基

本立场依旧是 “为货币市场利率接近俄罗斯银行的关键利率创造条

件”③。俄罗斯银行关键利率的大小首先与卢布的稳定性和强弱相关，

即首先与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运行的外部因素相关。

俄罗斯中央银行严格的货币信贷政策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率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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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４％的水平，较少考虑俄罗斯国内市场的需求，阻碍了实体经济部

门获得必要的金融资源，来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国民经济的结构改

革，以及实施刺激需求的措施。

毫无疑问，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国家货币的稳定是国民经济稳固

发展、资本积累及后续投资的初始条件。俄罗斯中央银行努力仅仅通

过货币政策的方法解决这些任务，同时将 “通货膨胀率控制在４％的

水平”，然而正如世界惯例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不现实的。此外，也

不可能通过抑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解决这一问题。

对近１５年俄罗斯货币供应量和投资增长速度的分析表明，这两

个数据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为了让投资增长５％，货币供应量

的实际增长率 （即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必须至少为２０％①。

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５年中，投资额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在１９５％—２１４％之间。这一水平无法让国内生产总值

实现比每年２％—２５％更高的增长率。为了把投资额的增长率稳定地

维持在每年４％—５％的水平，其比重需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８％。

为了实现财政加力，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像中国那样，达到

４５％—４６％。

企业融资投资的主要来源仍是自有资金。在绝大部分俄罗斯企业

中，自有资金的比重超过５０％。而在发达国家的公司中，自有资金在

投资组合中的比重约为２０％，８０％的投资资金是借用的②。

表２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数据。近几年来，公司融资投资

的主要来源是自有资金，２０１６年其比重为５１％，剩余４９％为募集投

资。募集资金中的１６％来源于预算资金，而借贷资金只占１０％。在

保持目前投资融资的做法的情况下，想要确保高经济增长率即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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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

　表２ 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资金来源 （％）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总投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４７５ ４１０ ４５７ ５０２ ５０９

募集资金 ５２５ ５９０ ５４３ ４９８ ４９１

其中：

银行贷款 ２９ ９０ １０６ ８１ １０４

其他机构借款 ７２ ６１ ６４ ６７ ６０

预算资金 ２２０ １９５ １７０ １８３ １６５

预算外国家资金 ４８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２

组织和居民的共建资金 ２２ ３５ ３２ ３０

其中来自居民的 １２ ２７ ２４ ２３

其他来源 １５６ ２１９ １５７ １２１ １２２

　　数据来源：俄罗斯统计数据：《２００７年度俄罗斯投资》。

表３列出了受访企业领导人认为限制投资的相关因素。其中，
２０１６年最重要的因素是自有资金不足和国内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
（６１％的受访者）；过高的商业贷款利率 （５６％的受访者）和高投资
风险 （５０％的受访者）；复杂的借贷机制 （４６％的受访者）。

　表３ 限制投资活动的因素 （％，受访者百分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产品需求不足 １０ １９ ２３ ２８ ２７

自有资金不足 ４１ ６７ ６０ ６１ ６１

高商业贷款利率 ４７ ３１ ２９ ５６ ５６

复杂的借贷机制 ３９ １５ １６ ４２ ４６

投资风险 ３５ ２３ ３０ ６０ ５０

技术基础薄弱 １８ ５ ７ １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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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固定资产投资营利性低 ８ １１ １３ ２２ ２０

国内经济状况不确定性 ４９ ３２ ３４ ６６ ６１

制度规则不完善 ３６ １０ １１ ２７ ２７

　　数据来源：俄罗斯统计数据：《２００７年度俄罗斯投资》。

表４的数据说明，考虑到通货膨胀，最近几年经济主体的贷款总
额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４ 向经济主体发放的银行贷款额

日期
向非金融机构和企业主提供的

贷款额 （百万卢布）

向个人提供的贷款额

（百万卢布）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３１５８２８３６ ８７７８１６３

截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３３２４１３６２ ８６２９７２２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 ２９９９５６７１ ５８６１３５１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 ３２３９５５８９ ７２１０２８２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 ３４８１８０７５ ９２３３７２６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 ２８４３６４９９ ８７６２２８８

　　数据来源：俄罗斯中央银行统计数据。

享受政府支持的经济部门的贷款得到增加。特别是农业经济、采

矿业以及抵押贷款这类经济活动。最近几年，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得

到预算补贴。抵押贷款主要集中在平均工资最高的地区，主要是莫斯

科、莫斯科州、圣彼得堡、秋明等地的居民，即经济上富裕的个人得

到补贴。然而这种政策不太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

抵押贷款制度的发展与抵押贷款银行的建立有关，抵押贷款银行

免征大部分税费，抵押贷款利率由国家监管。在俄罗斯联邦，资源基

础的建立可以依靠俄罗斯银行的贷款，贷款利率相当于通货膨胀。在

这种情况下住房抵押贷款可以由通货膨胀水平和确保这些银行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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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利息幅度确定。

在俄罗斯遭受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增加国内消费的重要性急速上

升。为此有必要提高工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行各业就业

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根据俄罗斯审计院院长 А库德林于２０１８年９
月２７日在国家杜马报告中给出的数据，俄罗斯有１３２０万人处于贫困
线下①。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平均工资差异在３—４倍之间。２０１８年４
月莫斯科的平均工资为８９３１８卢布，圣彼得堡———５９５７６卢布，秋明
州———７０３３４卢布，卡拉恰伊 －切尔克斯共和国———２４８５６卢布，伊
万诺沃州———２４３５３卢布，坦波夫州———２４８０７卢布②。

在１０％的工资最高和１０％的工资最低的工人之间，平均工资差
异更大，他们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可达１７—１９倍③。

俄罗斯联邦劳动报酬在各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表明，与其说这是

经济问题，不如说这是社会问题，而且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解决这些

问题比保持４％的通货膨胀率要重要得多。
目前传统的 “长期”资源，不足以使国民经济过渡到集约发展道

路。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在货币—工业政策实施

的框架内，采用了具体的方法在经济中形成长期资金。其本质是发行

货币以资助具体的投资计划④。

这种投资活动资助机制的基础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回购目标政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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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这些证券不再涉及金融市场的流通，不影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俄罗斯联邦货币当局很清楚这一点。必须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适

应俄罗斯的商业环境。

在经济受到制裁的情况下，许多刺激投资积极性的金融工具在俄

罗斯受到限制。所有金融措施都应以促进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为出发

点。这完全适用于税收政策。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在最近几年注意到，

无论是对于纳税人还是纳税机构，必须保障规则明确的税收制度的稳

定性。事实上谈论现行税收制度的稳定性是不合理的。例如，从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起计划提高柴油和汽油的消费税，每吨分别提高２７００卢
布和３７００卢布，增值税率从１８％提高到２０％。继续 “财政演习”降

低关税的同时提高矿业开采税率。根据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和俄罗斯

联邦审计院的估算，所有这些措施会共同导致２０１９年价格上升，通
货膨胀水平将达到５％—５５％①。俄罗斯联邦政府在税收领域的新举
措首先会导致俄罗斯人家庭支出的上升。毫无疑问，对此最为敏感的

是低收入家庭。

税收新政基本上回避了俄罗斯富裕家庭。这不仅涉及个税，还涉

及遗产税和赠与税②，该遗产税和赠与税在２００６年被废除。遗产税和
赠与税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存在。不同国家的这种税收之间的本质区

别主要在于税率，取决于继承人与遗嘱人的关系。例如，在意大利税

率处于４％—８％之间，德国———７％—５０％，法国———５％—６０％③。
俄罗斯联邦恢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收制度不仅会补充国家和市

政预算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个税公平，这同样重要。

为了刺激投资活动，俄罗斯联邦实施了减税和税收特惠政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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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这些税收优惠额度约为３万亿卢布，获得税收优惠的公司的
投资额却非常小。目前，很大一部分投资性的税收优惠用于消费，而

非企业的发展。似乎应该采用其他更加有效的促进投资的税收机制。

例如，企业和组织只有对实体经济部门进行投资时才能申请投资税

减免。

近年来，在俄罗斯联邦的税收制度中，税收管理得到显著改善。

首先是增值税。联邦预算中此项税收的收入大大超过计划数字。企业

所得税的管理较为复杂。现在，许多公司的财务报表的可信度受到严

重质疑，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将各种成本包括在生产成本 （服务，工

程）以及其他费用组合的合理程度。尽管俄罗斯银行针对通过 “皮包

公司”向企业 （组织）兑现资金的银行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但

该领域的影子业务规模仍然非常庞大，这反映在执行 “兑现”的公司

的利润数据方面。

在这方面应密切关注爱沙尼亚的经验，该国将企业所得税排除在

税收体制外①。该税收取消后爱沙尼亚的亏损公司数量明显减少。我

们认为，在俄罗斯联邦用包括产品成本 （工程、服务）和其他开支在

内的物质资源税取代企业所得税是合理的。税率应根据经济活动的类

型加以区分。

结　论

金融化是有规律的经济金融发展的过程，其中资产在金融市场上

以可自由流通的形式出现。经济金融化的最初先决条件是：

使经济陷入资金饱和状态的固有的通货膨胀 （２０世纪美元的购

买力下降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价格和汇率不固定，这与向牙买加货币体系过渡有关，该体系以

１６２俄罗斯经济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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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金无任何挂钩的货币交易为基础 （避免黄金平价）；

国民经济的波动性。

金融化的发展，毫无疑问具有国别特点。在俄罗斯联邦，这一进

程的调控在法律和事实上都由俄罗斯银行和俄罗斯财政部实施。同

时，俄罗斯国家权力执行机构的政策完全自相矛盾。俄罗斯中央银行

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首先是为了抑制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结果导致

大多数经营主体无法获得贷款，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同时，俄罗斯

财政部借助于预算资金对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个别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

进行直接资助。财政部通过增加预算收入、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

负担来消除预算赤字，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的增长。此外，

财政部定期购买外汇以补充各种基金。这种定期的大规模的外汇购买

将导致这些货币汇率的上升并加剧通货膨胀。可见，当一个部门努力

降低通货膨胀时，另一个部门则采取了加剧通货膨胀的措施，形成

“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俄罗斯联邦有必要改变现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以恢复国内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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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新工业化和新工业革命

［俄］МА鲁缅采夫

李晓华　译

　　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俄罗斯经济去工业化几乎涵盖了所有实体
经济领域，它导致工业生产总量及工业生产质量的下降。在去工业化

的条件下，大量不同领域的科研机构和联结科学与生产的试验设计机

构消失。这些科研机构的竞争力不但没有得到提高，还破产了；它们

曾在新技术应用到工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体部门的企业在技

术上依赖外国公司，特别在遭受制裁的情况下，这种依赖程度更高。

机床工业的进口份额超过９０％、机械工业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份额超过
８０％，这足以说明问题。俄罗斯企业对技术和工业设备进口的严重依
赖要求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成为建立在新工业化基础之上的

经济发展模式，即根据新工业革命的原则，系统性地改变经济关系。

本文将指出，新工业革命在其规模和影响上可与重塑世界的农业和工

业革命浪潮相提并论。以经济数字化为基础的新技术原理 （自然过程

建模）的应用将使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全

球不稳定性加剧。在考虑到新工业革命和俄罗斯欧亚 （大陆）经济固

有的经济转型规律特点的情况下，本文尝试发掘新工业化的逻辑和驱

动力。

 МА鲁缅采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理论教研室教授、经济学博士。



一　新工业革命是全球不稳定因素

新工业革命的研究者把其看作几乎所有生产部门的技术工艺基础

发生的深刻变革。① 这些变化最终将推动生产和消费领域进行不可逆

转的改进，将重新建构社会生活的所有体系及其调节方式。新工业革

命初期的本质是独立技术集群的发展。

第一，这是信息技术，其构成了将异构技术集群联合到一个统一

平台的基础。由于共同的信息算法，这一平台包括了研究—生产—销

售整个链条。这成为对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社会数字化举措极

大关注的原因，也使一体化的ＮＢＩＣ聚合技术运用到生产中。
新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构成可划分为三个领域：１大数据。收

集、存储、处理在线模式下全球任何地方的完整信息数据，并按使

用者的需要予以提供。今天，大数据是一个国家和企业的核心资源，

它保障其所有者在智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２认知计算
和专家系统。其基础是能够改进和顾及已犯错误的智力模拟程序，

最终在一系列行业创建具有大规模智力潜力、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

专家系统。３云计算和分布式计算———创建可供数百万普通用户同
时使用的信息平台。这些平台稍微限制了大数据领域大企业的垄断

权利。

第二，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开启生产小型化和本地化进程，其同

直接的，而不是间接市场、生产者—消费者之间个性化的关系以及网

络物流联系在一起。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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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大数据和软件产品供应商的依赖性将增强，这些供应商仍将是

ＩＢＭ、谷歌、亚马逊这些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和其他数字巨头。①

第三，新工业革命的主要方向是生产和人们整个生活的自动化和

机器人化。最近出现了新的软件和微电子开发，它们可以在降低其生

产成本的同时，成倍地提高机器人的效率。例如，传送带上美国机器

人的成本在一两年内可以收回。诚然，大规模机器人化带来的社会后

果，首先是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第四，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是３Ｄ打印和增材制造技术，即

分层和分阶段构造物体。这种趋势正在向社交网络和实体经济部门发

展。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马尔钦·雅库博夫斯基创建了一个

社交网络，其中工程师、设计师和３Ｄ打印爱好者共同开发了地球村

建设项目———我们将在 “地球村”中为您提供所需的一切。与此同

时，最大的公司正在寻求３Ｄ打印的工业应用，如：波音、三星、开

能、通用电气和其他知名公司。我们还将在材料科学和基本新材料生

产方面取得突破，包括生产具有预定性能的材料、复合材料和纳米

技术。

第五，这当然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物技术。在这里，我们重点介

绍个性化药物的工业、各种类型的再生医学、３Ｄ打印用于生产供体

器官的行业。旨在创造人工生命的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工程学引起争

议。今天在计算机技术和 ＤＮＡ研究的基础上已能够制造出人造细菌

和微生物，将来可能会出现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疫苗。

至于新工业革命将来所依赖的能源，“绿色”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已经在媒体、众多专家和社会活动家那里得到广泛普及。未来属于新

型核能、提取天然气和含油元素的先进技术，这一观点似乎更现实一

点。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期待在热核聚变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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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工业革命与以往工业转型之间的根本区别。第

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起技术工艺的改变，通过机械加工天然材料

（原材料、金属、木材等）改变物质形状。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在煤

和蒸汽能源使用的基础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在石油和电力的基础

上。但工业技术的本质———大量使用机器来改变天然物质的形式并没

有改变。新工业革命的原则完全不同。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纳米

和生物技术、３Ｄ打印、增材制造技术和认知计算之间有什么共同之

处呢？一些在原子—分子层面影响物质内部结构，另外一些模拟人类

智力，并创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控制系统。这样，新工业革命的本质可

以定义为逐渐涵盖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自然和智力过程的建模和再

生。就变革的规模和深度而言，新工业革命能够与改变人类文明类型

和历史进程的农业、工业化浪潮相比较。

历史学家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和工业浪潮的

早期阶段伴随着人们生活恶化、经济发展停滞、危机趋势增强并充满

不确定性。例如，农民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比第一代工人阶级富裕。

此外，与工人相比，农民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能够控制劳动条件。同

样，第一批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低于原始采集者。从历史发展

的角度来看，农业和工业化浪潮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

展，但农业和工业化时代的早期阶段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１００年到
２００年。①

从一种经济类型向另一种经济类型的任何过渡伴随着倒退的过

程，不稳定的增加和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２０世纪工业成就的史前

史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丹麦历史学家罗曼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基础创

新风暴、“福特制”和消费社会的出现是５０年灾难的结果，这场灾难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几次革命、帝国的崩溃以及欧洲旧资产阶级贵族

秩序的破坏。两次世界大战的外部刺激作用对在经济中大规模引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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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至关重要。因此，罗曼提出 “进步中断准则”，根据该准则，

先前发展模式的潜力耗尽之后就会出现分水岭时代或发展中断阶段，①

在此期间，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就会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出现新的历史

主体，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区。

显然，在全球不稳定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也将出现新的工业革命。

在当代世界，不稳定性加剧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总需求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性降

低。实际上也不可能扩大市场，这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宏观经济失衡和财政赤字正在雪崩式增长并接近极限，主要

再生产比例和金融部门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历史的这种不平衡显然并不

为人所知。

———在财政赤字的背景下，技术突破所需要的资源明显缺乏。

新工业革命最新 “转型技术”的本质是其大规模应用需要现代社会

无法提供的大规模投资。最新技术的发展是飞速发展，这导致世界

经济主要行为体之间确保新工业未来取得突破所必需的资源竞争

加剧。

———企业家创新精神消失。对企业界来说，有组织的网络创

新以及改进革新的合理化比建立在基础性发明基础上的极端创新

更具吸引力。学术界和政界普遍存在着创建有效的旨在弥补企业

家动机不足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想法就是间接证明。这里提出关于

用优化创新过程的制度取代创造性的人类自发力量的问题本身就

是明证。

———全球市场的增长已达到极限，这引发不稳定 （贸易战、制

裁）的不断增长，并导致在宏观区域间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世界经济新

结构。强大区域联盟的出现将加剧全球竞争，并可能导致战争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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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此外，不稳定加剧导致就业人员中缺乏保障和缺乏社会认同度

的无产者的比例增加。

在不稳定性加剧的条件下，当代或 “晚期资本主义”通过人为地

建立巨型市场来消耗金融部门和家庭消费领域的过剩资本，并通过人

为操纵和再分配性优化来确保资本的增长。主要公司和国家对金融市

场的操纵、在投资市场和原料商品市场定价，以及实施制裁和贸易战

的升级，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关系退化为唯意志论经营方式

的例子。

在新工业革命伊始的背景下，当代转型危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风险，预测和经济管理战略的有效性下

降。国家标准宏观经济战略的有效性由于不连续的转型过程特征，即

脱离了通常的逻辑而下降。奇点的概念对于理解转型过程的本质十分

重要。奇点是经济体系 “转型的垂直阶段”①，在经济发展线性方法

基础上预测其变化是徒劳的。从习惯了的经济逻辑的视角预见未来，

这在较长时间内是不可能的。由于经济的可预测性和未来确定性的丧

失，经济主体的目标不匹配，它们的计划变得难以相容，经济上的信

任程度下降。在奇点光学中，减少不确定性必须先要管理经济体系中

长期再生产的基本过程。受不确定性风险影响较小的是实物地租的来

源，这使得国家和公司为控制自然资源和领土以及获得实物地租的权

利而进行的斗争激化。但当代地缘政治导致经济更趋简单化，而不是

发展。我们在哪里可以发现新的高质量的经济参数产生？在持续转型

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参数的管理能够激发俄罗斯新工业化的动力，并

扩大规划视野。如何将新工业革命的新的高质量参数有机地融入具有

自身特色和历史节奏的俄罗斯社会发展中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将试图在不稳定条件下、面临新工业化的挑战背景下揭示俄罗斯历

史发展的特点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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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俄罗斯大空间
开发中的作用

乔万尼·阿里吉把 “资本主义”和 “地域主义”划分成对立的

执政方式或权力逻辑。这一点对研究俄罗斯—北部欧亚大空间的经济

非常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领土统治者把他们统治的疆域大

小和人口数量多少等同于他们的权力大小，并将财富 （资本）视为实

现地域扩张欲望的手段或副产品”①。俄罗斯的经营管理通常是在大

空间未充分开发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需要权力的集中、再

分配 （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和劳动力资源的动员。

延续这一思想，可以合理地推测：从经济的视角出发，通过资源

再分配的形式来实现地域发展的逻辑形成一种特殊的价值或利益———

地域发展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工体系，并将不同种

类的欧亚地域和经济结构结合在一个社会—国家体系中。在这方面，

迈克尔·曼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概念令人感兴趣。他认为，国家基础

性权力渗透社会关系结构，并为实现自己的权力创造必要的逻辑联

系。“基础性权力是中央集权国家在其统治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

策的能力，不管其是专制权力或是非专制权力，这是集体的、渗透社

会的权力，它通过国家基础设施来协调社会生活。”② 于是，区域经济

条件各异的大空间的整合与配套建设以及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对大空间

的开发，决定了俄罗斯国家和经济演变的历史节奏。

当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模式寿终正寝，在俄罗斯就会产生权力

中心的更迭和发展方向的变化。新中心实施长期战略———大型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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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其中新土地的经济建设成为目标，而国家对货币和资本流动

的控制使经济服务于经营管理这一超级任务。短期内此类项目的受益

者是新精英，他们剥夺以前精英的资产并挪用其剩余产品，部分是生

活必需品。但在长时期内俄罗斯人民则是主要的受益者。

К佩雷斯、СЮ格拉济耶夫、М广冈研究了基础设施在经济

技术创新发展中的作用。К佩雷斯将技术革命定义为一批有崭新且

动态的技术、产品和部门的强大集群；它们能振兴经济并能延长长足

发展趋势。每项技术突破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远远超出其源起的经济

领域。因为每次技术革命都包含一套广泛应用的相互关联的技术，所

以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提升其

效率水平。根据佩雷斯的说法，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依赖主导的交

通基础设施类型；佩雷斯因此特别强调出现在几次技术浪潮中的铁路

的意义。铁路出现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期间，并组成了新的基础设施。

此外，铁路通过改进其技术特性和使用每个后续技术革命中的新技术

而得以改善。①

在格拉济耶夫的理论中，技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技术范式不断更

迭的过程。技术范式的生命周期大约是一百年，但它的主导地位持续

４０—６０年。作者将技术范式的更替定义为 “连续替换技术相关产业

大型综合体的过程”②。根据格拉济耶夫的说法，今天正在形成一个

新的第六代技术范式，它的形成和发展将决定未来二三十年的世界经

济发展，其关键因素是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

铁路是第二代技术范式的核心。随着第四代技术范式和更高效的

公路运输的出现，蒸汽机车和铁路似乎将成为历史，但电动牵引和自

动化的应用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当电力出现时，铁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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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电力技术生产投资的最初方向之一。在第六代技术范式中，铁路

可以成为纳米技术应用的 “火车头领域”之一。①

因此，在К佩雷斯和 СЮ格拉济耶夫的理论中，交通基础设

施发挥着双重作用：它作为领先的创新部门之一，通过与其他部门的

系统性关联确保创新的推广，同时它接受来自新的、开拓性经济部门

的创新和投资。

创新发展通常与工业生产领域和新技术的出现有关。日本研究人员

广冈提出了一种包括基础设施因素在内的更广泛的方法，他引入了

ｔｒｕｎｋ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主干创新的概念，把能源、资源、发动机、运输、

信息技术和通信归入 “主干创新”的概念中，主干创新塑造了基础设

施并引发了制度变革。“主干创新是一种对经济具有深刻影响的创新，

它有助于新的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出现，它们以能源、驱动力、资源、交

通工具、通信手段等某种形式自主产生，这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和网络

由于其协同影响，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大大扩展了市场，并

刺激了引发整个经济 ‘升级’的各种后续创新。”广冈指出，由主干创

新引发的创新的积极推广是长期的，其持续时间可达７０—１００年。②

因此，根据广冈的观点，包括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在内的主干创新

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促进经济领域的基础创新和协同效应。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权力中心、社会经济

制度以及发展地域发生周期性变化的历史。③ 与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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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康德拉季耶夫波或库兹涅茨周期不同，国内经济的节奏与俄罗

斯大空间组织的基本因素———新的空间通信有关。我们可以把俄罗斯

经济转型的长期发展动态和特征界定为发展中心和政治经济精英的

周期性更迭；这种更迭是以周边空间加速发展、实行新的社会经济

机构和技术为基础的；这得益于那些把地域经济条件不同的国家联

成一体并为创新型经济增长提供条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

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扩大贸易额或俄罗斯与周边欧亚国家在考虑经济

的自然地理条件进行 “大陆内交换”的重要性已由 ПН萨维茨基
研究过。①

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如何成为俄罗斯工业化

的决定因素的。

三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俄罗斯工业化：
历史与当代

对当前转型危机挑战的回应是在经济和社会中系统性的、有针对

性的政治经济变化，其在物质层面是新工业化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

充分论证了俄罗斯新工业化的必要性。② 与技术范式变化理论或经济

技术范式的理论相比，这种方法侧重于主体因素的关键作用，特别是

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经济发展动力，它

催生和推动俄罗斯—欧亚大空间的工业改进和发展。

将俄罗斯空间连接在一起的交通项目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

尔—阿穆尔干线，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以及苏联和俄罗斯的能源管

道。大型开发项目只能由国家启动和推广 （对私营部门来说风险过

大，投资回收期过长）。当然，私营部门、科学界及社会人士成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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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项目的参与者，例如，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机构进行合作。这些项目

创造了工业突破的动力。挪威经济学家赖纳把因生产规模而得到的不

断增长的回报、人力资源的改善、生产能力的提高，作为经济技术高

效发展的标准，纳入宏大的项目中。① 俄罗斯新工业化作为具有客观

前提以及依赖过去发展的系统性大型项目，其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为因

素———对经济增长动力和地区的确定和支持。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经济一直建立在财富再分配或集中再分配基础

上。在这些项目中，所谓 “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堤坝和灌溉渠道建

设、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水管和道路建设、中国长城的建造、成吉思

汗欧亚帝国独特的邮政和运输系统、“中亚奇迹”———帖木儿帝国的

建筑和城市文明的发展都具有世界意义。大型项目是为获得未来发展

收益而进行的现有资源交换。依靠从外围到中央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

居民税收资助经济发展优先部门，开发具有长期社会经济再生产潜力

的新地域。

结果是经济体系产生一种特殊的效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效

益。把经济效益划分为市场效益和国家经济部门提供的效益的标准几

乎不适用于它。大型项目给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长期外部影响：新的

生产资源和原材料的使用、新的销售市场的创造、地域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以及相关行业相互订单的增长带来的就业和资本投资的稳定增

长。特别重要的是将各类经济范式合并为单一经济综合体，规模效力

促使总体结果的增加和总生产成本的降低。对于欧亚大空间的经济而

言，连接当地市场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输通信系统至关重要。因

此，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具有直接的，而且还具有长期的间接效力，它

受制于以下因素：规模效应、企业链条的增长、创新向其他部门的推

广、投资的增长、贸易周转的加速以及新地域的社会效益、定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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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发展情况。

俄罗斯帝国的大型铁路项目。我们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
大型铁路项目的历史经济分析表明，在大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建成了

一条运输大动脉，它成为俄罗斯工业和社会发展的动力。① 我们特别

注意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意义，该铁路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乌拉

尔、西伯利亚和远东连接起来。在西伯利亚建设铁路的决定为农业和

工业发展创造了机会。在国家缺少不冻海域的情况下，交通运输领域

大型运输项目的增效作用对俄罗斯帝国大陆经济的工业化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另外，大型项目无法消除的 “影子伙伴”是社会再分配冲突的激

化。将资源重新分配到优先产业部门是通过从其他行业和地区转移资

源来实现的，其结果会导致物质和资金流动的不平衡：一些经济行为

体受益，而其他经济行为体的状况急剧恶化。大项目的受益者和赞助

者之间的再分配冲突已具规模，给社会带来危害。

俄罗斯帝国铁路大型项目的实施导致获得国家资源的资本主义企

业和银行与其他增加了公共债务的行为体之间的不平衡。大资本家和

权力精英———铁路项目的受益者和国家居民之间的再分配冲突愈演愈

烈。帝国当局利用国家再分配机构的力量来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工业的

增长，但结果是传统企业家的道德被暴利和投机思想所践踏；这种思

想在大资本家和帝国行政精英之间蔓延，俄罗斯的社会矛盾大大

增加。

所有这些毋庸置疑，但也有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

逝，整个社会、所有阶层和阶级都会从铁路中获益。今天，当我们

乘火车旅行时，我们使用了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初的帝国再分配
结果，它为俄罗斯铁路网奠定了基础。因此，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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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再分配冲突，它需要协调社会矛盾的努力。在短期内，权力精

英和与之相关的经济行为者成为受益者；从长远来看，将当代人和

后代人统一在一起的整个社会是受益者。要想解决当代新型工业化

面临的任务必须考虑通过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现俄罗斯工业化

的历史经验，俄罗斯的北极项目是俄罗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方向

之一。

俄罗斯的北极项目。众所周知，北极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

气和矿产资源。随着数字技术和太空地质勘探的发展，物流效率提

高，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带来北纬地区航行条件的改善，北极地区自然

资源的开采变得非常有利。将俄罗斯在北冰洋的北海航线变为永久跨

大陆的线路对俄罗斯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将减少从

东南亚到欧洲运输货物的时间、距离和成本。

俄罗斯拥有北冰洋最长的海岸线，拥有北极极地地区最大的

领土。俄罗斯 （苏联）创建了高纬度地区最强大的多元化工业，

建立了北极圈以北地球最北边最大的城市，这就是俄罗斯对巩固

和加强其在北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感兴趣的原因。俄罗斯

北极项目建立在一系列具有战略性质文件的基础之上，这些文件

决定了项目的运行机制和实施目标。这些文件包括：《２０２０年前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未来前景》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２０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２０１３年）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方案 《２０２０年前俄罗斯联邦北
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国家纲要》 （２０１４）。为了
协调北极项目参与者的活动，设立了北极发展问题国家委员会。

关于北极战略发展的文件即将到期，在制裁和资源限制增强的背

景下，文件规定的许多内容很明显将无法按时完成。因此，在

２０１７年制定了新版的北极发展国家纲要，并将其实施期限延长 ５
年。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北极项目是包括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计

划，以及在联邦和地区层面保障这些计划实施的管理机构在内的

５７２俄罗斯经济新工业化和新工业革命　／　



大规模项目。① 在北极项目的任务中，我们将重点介绍与新工业

化直接相关的方向。

１社会经济发展支柱区。ВА什特罗夫认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的市场改革之后，许多北极地区处于低迷状态，部分原因在于北极

地区的骨干企业在苏联时期的创建不是以市场效率为标准，而是以提

供各种资源保障国家自给自足为目标。② 北极是当代俄罗斯为数不多

的战略规划对象之一，这决定了该地区对经济的重要性。因缺乏恢复

和发展整个北极大区域的资源而决定在俄罗斯联邦主体地区建立支柱

开发区；它们将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中心，并成为促进俄罗斯北部高

纬度地区新投资项目的基地。每个支柱区都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

物流和社会项目在内的综合性长期项目，例如，计划在沃尔库塔支柱

区的煤炭开采中用新的生产设施代替落后生产，建立北乌拉尔最新的

运输物流中心。楚科奇支柱区的重点是海上、航空和公路运输领域的

项目，以及采用新技术标准的采矿业。显然，最近几年石油和天然气

综合体将在北极地区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已开启的在地质勘探中

利用信息平台、大数据和太空卫星开采石油天然气大陆架，以及未来

采矿使用的最新生产技术都具有创新性。这些项目的积极参与者是俄

罗斯最大的国有企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

２北海航路。北海航线以前多半是一条航行非常艰难的沿海航

线，尤其是东部航线。随着亚马尔油气田的开发以及两个新的液化天

然气和原油运输港口———萨贝塔港和诺维港的建设，情况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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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果再加上由于大陆架开发和支柱区的建设而增长的传统货物流

量，那么我们可以说北方路线正在成为北极沿海地区的永久通道。东

西横跨大陆的北极海上航线将来对亚洲和欧洲托运人具有吸引力，类

似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在北极地区国家发展规划的框架内正

在建造三艘核破冰船，设计生产更具创新性的系列破冰船。计划利用

大数据调试冰上信息系统 “北方”，并配备现代研究设备和自动运行

平台机器人 “北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因迪加地区建设多功能深

水港，正在重建迪克森、提克西等港口。① 北海航线的发展形成石油

天然气开采、造船、核能、信息技术、港口建设、物流、太空领域相

互关联的企业集群，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反过来，这些企业形成乌

拉尔、西伯利亚、圣彼得堡的相关产品供应商的企业链，促进 “经济

的提升”———基础设施和生产创新的协同作用。

３铁路建设。建设从摩尔曼斯克到阿纳德尔横跨北极的中转铁路

干线问题已提上日程。该干线将成为计划建设的白海—科米—乌拉尔

干线、因迪加—索斯诺戈尔斯克、沃尔库塔—乌斯季卡拉等铁路线的

支点。横跨北极的铁路应该与北部铁路相连。因此，北极所有地区都

将被铁路覆盖。北部铁路众多路段的现代化以及未来横跨北极并由国

家伙伴和大型公司 （俄罗斯铁路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以特许权的形式参与建设的未来横跨北极铁路干线的新路段已经动

工。② 可以预测，未来将在基础设施和资源基地建成俄罗斯新工业综

合体横跨北极铁路干线。

我们列出以下几个阻碍北极项目实施的因素：１小型飞机和当地

航空线路的危机状态。应该将居民点连接起来，并确保在北极地区人

烟稀少地区的内部通信。２北极地区的社会和人口问题。为北方居

民建立新的福利和保障制度，有必要采用定期轮换的方法吸引来自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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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劳动力。３进口替代问题未解决。
如果在俄罗斯建造原子破冰船，那么柴油电动破冰船、冰级油轮和散

货船则主要在韩国、德国和芬兰订购。４与美国制裁相关的金融和

信贷限制。

结　论

或许，俄罗斯新工业化的产生是在新技术基础上回归到俄罗斯固

有的空间发展周期中，因此关注的焦点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战略。这

种战略的实施将需要国家、社会人士和一些大公司目标明确的、具有

超市场特征的坚忍不拔的行动。

对新工业化主体来说，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保障应有的信任水平和

可管理性，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其中的经济联系贯穿在许多社会实

践和基于相互义务的经济交流中。可见通过规模经济、创建具有协同

效应的企业链以及引入根本性创新的新区域，大型项目创造了稳定的

增长源。最终形成了俄罗斯新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和驱动力。大型基础

设施项目在全球性不确定的背景下成为一种 “秩序参数”；它确保全

球经济混乱条件下的稳定，同时也是创新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可以预测生产力和发展中心将向国家东北部转移。这符合俄罗斯

历史发展的节奏和当代世界经济趋势 （资本积累中心向东南亚过渡，

沿东西和南北线路建设横贯大陆的高速公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

年代的俄罗斯欧亚学者已经证明过把俄国主要工业综合体迁至乌拉尔

和西伯利亚的必要性，这是很有意义的。当代文献为在东部地区部署

新型工业化管理中心的合理性提出了论据，并指出了俄罗斯北极项目

的特殊作用。①

俄罗斯工业化的正反经验表明，国家和社会在实施大型项目时面

８７２ 　／　中俄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

① РязановВТ（Не）Реальныйкапитализм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кризисаиегопоследствий
длямировогохозяйстваиРоссииМ：Экономика，２０１６６９５с



临着最大限度地降低部门和地区不平衡风险，以及协调再分配冲突的

任务。面对不确定性，在制定长期新工业化战略时不可能不考虑经济

的简单化，社会监控的严格化以及将居民转变为承担适应变革转变成

本的 “输血者”的风险。

显然，当代世界经济和技术的进展、社会发展模式更迭的必然性

将导致世界发展类型的变化。乔万尼·阿里吉发现的资本主义体系积

累周期被新欧亚，首先是俄罗斯与中国的空间权力积累周期所取代。

所有这一切导致经济发展中的领土主义逻辑脱颖而出。以前许多经济

学家认为，领土主义逻辑在阿里吉的创造性遗产中处于边缘地位。通

过基础设施大型项目和世界及国家技术领先中心的更换，重组大欧亚

空间的时代刚刚开始。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至１３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上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大

区———拥有自身贸易和投资程序以及地区各国的共同项目 “东北亚经

济圈”。在这方面，中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一带一路”引起了人们

的兴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准备成为从白令海峡到南太平洋

地区经济空间的一体化组织者，将太平洋西北部变成世界中转区，与

俄罗斯共同在千岛群岛建立物流枢纽。跨韩铁路建设前景，以及与之

相关的东北亚地区技术转让和资本、商品、服务流动的变化也让人关

注。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俄罗斯需要从推动本国国家利益的任务

出发，与该地区的主要国家制定多领域合作战略，首先是利用大型基

础设施项目作为新技术标准基础上新工业化的推动力。

９７２俄罗斯经济新工业化和新工业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