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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

———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

简新华 余 江

内容提要: 市场经济需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

企业通过转机改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公有制能够与市

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并不是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

制基础上的看法推导出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的结论不能成立。中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社会分工和多种不同的

所有制。此条件下，即使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不同的企业或者经济单位的产出和资源利用

效率不一样，为了鼓励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允许企业拥有

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社会不能无偿占用或者调拨企业的产出，企业之间也必须实行等价

交换，否则会挫伤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公有制企业的生

产和交换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公有制经济也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

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基本原理，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高度成熟发达的高

级阶段、所有制演进到单一公有制的时候，将不再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长远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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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 20 世纪 20—30 年代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哈耶克提出，继承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也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的自由放任传统，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出现“滞涨并发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破产困境后，成为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的，主张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反

对国家干预，否定公有制、经济计划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只有经济私

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达繁荣; 公有制、计划经济则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参见吴易风，2006:《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何秉孟，2004:《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1994:《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1997: 《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米尔顿·弗里德曼，2013:《自由选择》，机械工业出版社; 米尔顿·弗里德曼，2004:《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

自从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

有机结合的理解，一直存在重大分歧、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其中有一种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①的观点就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公有制不能适应市

场经济的要求，所以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化。国内外都有人认为“只有私有化、市
场化、自由化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经济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经济持续有效发展”，“市

场经济只能以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强调这是“经济学的常识”、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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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强调“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① 与此同

时，即使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世界的经济学说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的学者，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全面系统深入

的科学论证和说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三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一是长期建立在私有制

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与公有制相结合、能否结合、怎样结合; 二是存在社会分工和产品属

于不同所有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 即

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如何相容内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计划经济的基本原

理; 三是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是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计划经济的基本原

理、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突破性的、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和回答。对于上

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也一直缺乏有力的反驳。
《经济研究》2016 年第 6 期发表了张宇的题为《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以下简称

《论结合》) 的文章。这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之作。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是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的经济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最大创

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是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

举世瞩目惊人成就的基本理论。《论结合》不回避难题、敢于面对、迎难而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全

面深入地分析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和如何结合，在相当

程度上明确回答了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两条主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

干预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等许多精彩论述，都有独到

的见解，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的论述，更是突破了近些年来“社会主义经济不应该是计划

经济”、②“计划性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流行观点，读来尤其令人深受启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完全解决的，《论结合》主要是从社

会主义经济的时代特点、本质特征和目的要求出发，正面论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关

系、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解

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形成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加强针对

性，更能说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主张实行私有

化的学者，本文本着“理论不彻底，就难以服人”③的精神，从资源优化配置和产出合理分配的经济

学核心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针对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进一步研究和论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

性和途径，努力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经典思想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的相容内洽。

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制度?

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公有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必须

实行私有化，是自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国内外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观点。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呢? 这种观点的实践依据，是迄今所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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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简新华，2013:《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1 期。
本文理解的“计划经济”，是指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并不等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习近平，201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7 月 2 日。



经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现在也不能例外，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因

此必须实行私有化、把公有制改革为私有制;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

求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而这种要求只有私有制企业才能够做到，公有制企业特

别是国有企业则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把公有制企业改变为私有制

企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个: 一是进行市场和价格改革，建立规

范完善的市场体系，把政府定价改革为市场定价; 二是进行所有制改革或者产权改革，把公有制变

成私有制，彻底的改革就是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
这种立论是否成立? 笔者认为不能。首先是实践依据不科学，不能依据迄今所有市场经济都

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就认为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这种逻

辑推理是有缺陷的，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肯定不能与公有制相结合、完全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

上。以前没有的事物不等于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事物，新生事物都是以前没有的事物，结果都出现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确是以前未曾有的新生事物，不能因为与以前

的市场经济不一样，就完全否定其产生的可能性。
为了正确判断这种立论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正确，我们这里首先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理

这个本源入手，分析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对企业的要求，回顾市场经济中企业制度的演进历程，然后

再分析公有制企业是否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以此为基础的任何立论，可能都不彻底，都不一

定立得住，都难以服人。
( 一) 市场经济需要自主企业制度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制度与之相适应，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制度应该具有什

么样的特征呢?①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明确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指市场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形式。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市场机制即市场上供

求、价格和竞争关系的变化而自动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引起资源的流动。具体来说，社会资源在

各个经济部门和单位的配置一般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资源配置恰当，在市场上表现为产品供求平

衡，资源不需增加，也不应减少; 二是资源配置不足，在市场上表现为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

者收益上升，追求收益最大化和竞争的压力，必然引起资源流入、生产增加; 三是资源配置过多，在

市场上表现为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生产者收益下降，追求收益最大化和竞争的压力，必然引起

资源流出、生产减少。市场就是这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推动资源在各

个经济部门和单位之间流进和流出，逐步趋向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使得供求关系趋向平衡。
市场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首先要求企业必须面向市场、参与竞争、自主经营。在市场经

济中，企业通过市场取得生产要素、销售产品或劳务，面临着相关各方的竞争，因此企业必须根据市

场行情( 包括市场供求变化、价格波动和竞争态势等) 自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参与竞争，优胜劣

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市场机制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否则，企业不

成其为企业，市场也调节不了生产经营活动。
市场经济还要求企业必须权、责、利明确，拥有自主经营、独立决策的经营自主权，自己承担经

营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自己负责盈利或亏损。因为，企业如果没有经营自主权( 主要是自行决定企

业供产销、人财物的权力) ，就无法根据经常变化的市场行情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价格

涨了，企业无权无力增加资源投入、扩大生产，价格跌了，企业也无权无力减少资源投入、缩小生产，

无论价格涨跌企业都无力应对、无动于衷、没有反应，市场对企业的行为就起不了调节作用，调而不

动。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市场行情错综复杂、起伏波动、变幻无穷，甚至瞬息万变，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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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再加上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生产经营能力有限，企业经营

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企业如果不负盈亏责任，不能享受成功的收益，不承担失败的损失，就不

能保证企业不断努力提高生产经营能力、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和认真合理的经营管理，可能滥用经

营自主权，随意拍板决策，不负责任地经营，导致企业决策失误、经营失败，市场竞争就不能形成推

动企业提高能力、改进技术、加强管理、发展生产的外在压力，就会使企业丧失按市场经济规律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内在动力，也就不可能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无法实现市场合理有效

配置资源的作用。
企业要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必须产权明晰。所谓产权明晰就是说企业的所有权、

经营权和收益权要明确，并且落实到人，其实质是企业要有人的利益因企业的盈亏而增进或受损、
有人关心和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微观基础。如

果产权不明晰，企业的生产经营无人负责、无人关心，就无法真正做到认真负责经营和自负盈亏，市

场经济也就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制度是自主企业制度。所谓自主企业制度就是面向市场、参与

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
( 二) 公司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

不断演进的。虽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的基本特征不会也不能改变，但是，企业制度的具

体形式和特点却在不断地变化、更新。主要从企业的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来看，企业制度大致上经

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发展，出现了三种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 第一个阶段也是最早的企业制度是个

人业主制，第二个阶段是由个人业主制发展到合伙制，第三个阶段则是由合伙制发展到公司制即所

谓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制度的这种演进，并不是后一种制度完全取代前一种制度的过程，只是新企

业制度出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发生更替的过程，而且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在企业总量中不

一定是多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种企业制度并存，以公司制为主体，大中型企业一般都是

实行公司制，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在企业数量上仍然占多数。
1. 个人业主制

个人业主制是由个人投资建立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制度，其主要特征是: 所有者单

一、是独资企业、两权合一、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也就是说，个人业主制企业一般是只有单个人或

家庭投资建立的独资企业; 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投资者就是所有者即企业主，同时掌握所

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如何生产经营完全由企业主决定，享有收入分配权和利润获得权，承担无限责任，

盈利归企业主所有，亏损用企业和企业主及其家庭的财产抵债。其优点是: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

明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有利于及时决策、灵活经营，比较容易经营管理; 缺点是: 规模小，管

理能力有限，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要求。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缺陷，个人业主制发展到合伙制。
2. 合伙制

合伙制是由多个合伙人投资建立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制度，其主要特征是: 所有者有

所增加、是合资企业、两权合一、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共负盈亏、承担无限责任。也就是说，合伙制

企业有多个所有者，一般是多个亲朋好友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 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

一，投资者就是所有者即合伙人，共同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如何生产经营由合伙人共同决定，

共同享有收入分配权和利润获得权，承担无限责任，盈利归合伙人所有，亏损用企业和合伙人及其

家庭的财产抵债。其优点是: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经营规模

扩大，有助于达到规模经济，几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会超过一个人，管理水平有所提高; 缺点是: 规模

仍然有限，也不十分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要求，管理一般也达不到专业化水平，更重要的是经营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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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往往在创业阶段能够同甘苦、共患难、团结奋斗，成功后却难以同享乐，容易争权夺利、分裂散

伙。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缺陷，合伙制进一步发展到公司制。
3. 公司制( 现代企业制度)

公司制是通过发行股票由众多投资者入股建立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制度，其主要特

征是: 所有者众多、是合资企业、实行两权分离、企业法人制、有限责任制、委托代理制。也就是说，

公司制企业是有众多投资入股者即所有者( 股东) 的合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投资入

股者拥有终极所有权、经营监督权和收益分配权，专业化的经营管理者( 企业家) 掌握经营权，企业

成为法人，拥有企业法人所有权，自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企业资产承担盈亏责任，投资入股者只

承担以出资为限的有限责任，企业委托专业化的经营管理者代所有者进行经营管理。公司制是在

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
公司制的优点是: 能够分散风险，鼓励投资，大量和迅速筹集资金，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带

来规模经济效益、分工和专业化管理效益。虽然其所有者众多( 大公司的股东可以高达数以百万

计) ，产权不只是属于少数个别人所有，但是其产权是明晰的，不是模糊的。因为，不仅公司的资产

量化到个人和团体，属于股东所有，盈亏的责任最终由股东承担，而且其不少职工也是本企业的股

东，企业经营状况与股东的资产保值增值、职工就业和报酬有关，更与企业高管的职位、丰厚的收益

( 年收入最高可达数千万美元) 和社会名誉地位紧密相连。尽管大量中小股东和大多数普通职工

可能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在关心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方面会存在自己不管、让别人去管的“搭

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大股东、高管会非常关心、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公司制企业

不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能做到产权明晰，基本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此看来，公司制不

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基本克服了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的缺陷，那是不是就完美无缺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企业制度，即使是曾经被人们大肆推崇的美日的企业制度，

也概莫能外。公司制也存在不足，其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委托代理风险。①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制度的演变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化大生产

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规模的生产经营需要大量的投资，只能采取把分散的个人资本集中起来的方

法筹集巨额资本。公司制、股份制正是这种组织形式，通过发行股票和投资入股，使个人资本变成

社会资本，资本走向社会化。社会化资本属于较多的甚至众多的所有者，由于决策人太多不仅难以

迅速有效地决策，而且会极大地增加经营成本( 包括交易成本) ，使得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的代价

超过因此得到的收益，得不偿失，所以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都去直接经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必

然发生分离。市场行情起伏波动、变幻难测，这种不确定性决定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高投资必然

伴随高风险，任何个人无法承受这种高风险，因而需要分散风险，保护投资者; 而且个人投资者只是

企业许多投资者中的一员，不能承担无限责任，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否则投资者得不到保护，也就不

会有人愿意投资。因此，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制度必须转变为所有者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

制度，只能以在企业投资入股的数额来承担盈亏责任。两权分离和有限责任制又决定企业成为法

人，拥有企业法人所有权，以企业资产承担盈亏责任。在上述情况发生的同时，生产经营日益多样

化、专业化、复杂化，使得经营管理更复杂、更科学，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具有各种经营管理才能的

人员才能胜任企业的经营管理，经营管理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形成以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的专门

从事经营管理的企业家阶层，企业由企业家经营管理。但是，拥有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不一定具有企

业家才能，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不一定拥有企业资产; 也就是说，所有者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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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所有者。这种情况也决定，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可能合一，必须发生分离。正是在资本社会

化、风险分散化、责任有限化、企业法人化、两权分离化和管理专业化的多重作用下，公司制应运而

生，委托代理制成为必然。所有者众多或较多的企业，必然是由拥有资产所有权的所有者委托具有

企业家才能的代理人经营管理，掌握企业资产的经营权。

二、市场经济不一定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也能够与公有制相结合

( 一)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结合的可能性，搞市场经济不一定要私有化

前面的分析说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求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似乎市场

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的观点正是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提

出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只有私有制企业才能够做到，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则根本不可能达

到。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私有制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实现高效经营，因为

只有企业资产量化到个人，由个人所有者承担盈亏责任，个人所有者才有动力去关心企业资产的保

值增值，才会认真负责地进行经营管理，不会产生无人负责和“搭便车”的现象，如何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也才能完全由企业主自主决定。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虽然私有制企业天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不能由此

断言只有私有制企业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企业绝对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

为，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只有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而

公司制企业虽然可以自主经营、以企业法人资产自负盈亏，但是难以做到产权明晰，因为公司制企

业的资产并不都量化到个人，比如现代西方国家的养老基金的投资就是不量化到个人的，其掌握的

公司制企业的股票自然也不量化到个人，而且众多的中小股东也会存在“搭便车”的不负责任的现

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司制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因为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建立规范完善的

公司治理结构，大股东和大多数企业高管会关心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认真负责进行经营管理，大

多数公司制企业经营有效的事实就是证明。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公有制的所有者更多、资产也不量

化到个人，公有制企业自然也就更不可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必然是产权模糊、无
人负责、效率低下。实际情况也不是完全如此，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通过转机改制、实行现代

企业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企业的民主管理，是能够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

的( 这一点本文将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途径中再专门论述) ，从而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

求，因此公有制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并不是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市场经济只

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看法推导出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的结论也不能成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流行着一种“私有产权神话”，认为资产越是少数个别人私有，所有权与

经营权越是合一，产权就越明晰、效率就越高，从上述市场经济中企业制度由个人业主制向合伙制、
公司制的演进过程来看，存在单个企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所有者越来越多、所有权与经营管理

权越来越分离、经营管理越来越专业化的变动趋势，企业的所有制不是朝着少数人私有的方向变

化，而是向着多数人共同所有、越来越具有公有制特征的方向演进。大规模经营、所有者众多、实行

两权分离也是公有制企业的特征。这种变化趋势是否表明私有化不是世界潮流，公有化才是大趋

势呢? 的确发人深思!

( 二)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

以上只是说明公有制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那么中国现在为什么要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

合起来呢? 这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公

有制经济; 由于是初级阶段，还做不到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还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单一

的公有制，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国民经济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而且迄今的实践也证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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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比传统计划经济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当然也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因此，中国现阶段自然就需要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两者的结合是有条件的，不是必然自动实现的，存在三种可能性: 一是不

能结合; 二是结合好; 三是结合不好。如果两者结合得好，就能够既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又实现市

场经济的有效性; 假若两者结合得不好，也有可能是既不能发挥公有制优越性，又实现不了市场经

济的有效性，甚至是扬短避长。中国现在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必须努力创造结合的条件，探索合理

有效的结合方式。
( 三)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途径

公有制企业如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是公有制

能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核心问题。
的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因为，在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中，由政府采用行政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直接管理，政企不分、政
资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都由国家计划规定，供产

销、人财物的权力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由国家统负盈亏，既不要也不

能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不参与市场竞争，优不胜，劣不汰。但是，绝不能

以此断言公有制企业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根本不可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国有经济原来的管理体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变国家所有国家直接

经营的企业制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发挥企业

职工主人翁的作用，是能够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的。具体来说，就是在国有企业普遍

实行公司制，建立专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经营公司代表国家掌握和经营国有资产，向国有企业派

出国有资产代表履行所有者职权，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明确企业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三者之

间的责权利关系，让国有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即经营得好，除了给国家上缴更多利税之

外，企业管理者和职工也可以增加收入和福利; 反之，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利益应该合理下降) ，让

国有企业掌握经营自主权，以企业占用的法人资产承担盈亏责任，面向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参

与竞争，切实做到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党委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民主监督的

作用，既建立合理的激励监督约束机制，让国有资产代表和企业高管关心企业经营状况、认真负责

经营管理企业，又有效监督约束国有资产代表和企业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防范委托代理风险，承

担经营不善甚至失误失败的相应责任，以保障国有企业的持续高效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中国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已经在管理体制、企业制

度和经营机制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上都是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的，大部分也初步做到了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不再由国家统负盈亏，转变为以国有企业自身占有的资产承担盈亏责任，

不再有生无死、优不胜劣不汰，而是有生有死、优胜劣汰，也有人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承担相

应的责任。一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经营成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用事实证明了国有企业能

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任

务还没有完成，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① 现在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国有经济的管理

体制还不健全，初步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成熟和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不规范，尤其是缺乏

合理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高管权利过大、收入过高，离谱的高薪、过度的职务消费、贪污受贿、奢侈

腐化、转移瓜分国有资产、掏空国企的情况层出不穷，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依然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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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三公”开支过大，挥霍浪费现象比较突出，行政垄断的特征比较明显，缺乏必要的监管，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与价格不协调，存在依靠垄断地位取得高额利润的现象，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上缴不

多，应有的职责没有得到有效的履行，国家或全民的所有者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体现，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变成企业所有、高管所有，国有企业高管与职工、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国家

投入过多，股票上市和银行信贷都向国有企业倾斜，投资决策存在严重失误，投资效率不高，经济效

益相对较低，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主导作用特别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发挥不够。这一切都有

待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更好

地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容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经典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是否相容内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

计划性的基本原理?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以后，一直面临的一个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

难题，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不仅私有化的主张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而且认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的观点也是以这个问题为重要依据的。如前所述，私有化的主张提出市

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公有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

实行私有化; 私有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提出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社
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

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缺乏市

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合理发展私有制经济的理论，中国要实行的是在坚持公有

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私有制经济、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适应这种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已经过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

展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只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应该用凯恩斯的《通

论》(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用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相容内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过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依然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不是强词

夺理、教条迷信，也不是不符合逻辑、不能自圆其说的牵强附会! 道理何在呢?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

要正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也是

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明确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内涵、外延、相互关系及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再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假若具备，就必然是市场经济; 如果不具备，就不

可能是市场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

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①“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

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

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个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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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①列宁也说过，“社会分工是

商品经济的基础。”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提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

就将被消除”，③斯大林强调必须按照《反杜林论》全文的意思理解，恩格斯这里所讲的社会占有的

生产资料应该是“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生产资料”。④ 根据这些经典论述及相关论著，我们理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含义及其存在的原因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和区别。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的概念，是以生产的直

接目的的不同为标准划分的社会经济形式。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经济形式，

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者及其所在经济单位的生活消费需要，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自然

经济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落后、社会分工不

发达、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小生产相适应的低级经济形式。商品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

本特征的经济形式，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交换，追求的是价值。商品经济总的来说是与比较高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比较发达的社会分工相适应的高级经济形式。商品经济由来已久，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萌芽，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成熟的或发达的商品经济两大发展

阶段。简单商品经济是以手工技术、个体劳动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以

前的社会形态里，在社会经济中不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的最初形式。由于简单商品经济中的生

产仍是小生产，所以又称之为小商品经济。小商品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还很不发达，还

没有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简单商品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发

展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在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商品

经济的高级形式。由于市场已经很发达，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中已经发挥着基础性或者决定性

作用，所以发达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级形式的商

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回事，都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本特征的

经济形式，只是依据发展程度的差别特别是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来界定的同一种经

济形式。只要有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市场，但商品经济并不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只是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商品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由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的时

候，商品经济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
二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商品经济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社

会分工; 二是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为交换而生产、必须实行等价交换，

因为不为交换而生产就不是商品经济，不实行等价交换，商品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存在。社会分工决

定单个生产者只能生产一种或者几种产品，而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生活的需

要，生产者必须互通有无、交换产品，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交换。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没有

交换就没有商品生产，但是仅有社会分工还不够，还必须要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交换是有偿等价

的，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如果产品是大家共同占有的，或者不实行等价交换、能够无偿拿走

或者无代价分配享有占用别人的产品，那就不是商品经济。这里的不同所有者不一定必须是私有

者，因为公有者( 公有企业) 与私有者之间、不同的公有者之间也存在利益差别、也需要等价交换，

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社会生产才能成为商品生产，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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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成为商品交换，社会经济也才能成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所以商品经济存

在的这两个前提条件自然也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不是小商品经济，而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因此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除了商品经济

存在的一般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这就是商品生产必须在社会生产中占统治地

位，必须基本形成完整统一的市场体系，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够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引下在全社会范

围内自由流动。只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市场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

市场经济也才能存在。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否也可能是市场经济呢? 笔者认为只要存在上述这些条件，社会主义经济也

可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具备这些条件呢? 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60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相当长远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社会都将存在社

会分工和多种所有制形式，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即使是在公有制

经济( 包括国有经济) 内部，除了具有不同公有制形式( 比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和多种不同

公有制实现形式( 比如国营制、集体经营制、公司制、股份制、合作制、承包制、租赁制、委托经营制

等) 、产品也属于不完全相同的所有者、必须实行等价交换、也是商品经济之外，即使是同类公有制

经济( 比如国有经济) 内部的单个公有制企业( 比如国有企业) 或单位也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产品也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同公有制企业或单位生产和占有，也不能无偿调拨，必须实行等价

交换，因此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必然也是商品生产，公有制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

中处于统治地位。而且，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建立完整统一的市场体系，让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社

会范围内自由流动，市场也可以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所以社会主义经济

完全可以是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段的经济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社会分工和多

种不同的所有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即使在

公有制经济内部，虽然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产品或收益应该由全民共同享有，集体经济的产品或收益

应该由集体成员共同享有，但是由于不同的公有制企业或者经济单位占用的资源数量、质量、品种

不同，特别是职工努力的情况也有差别，所以产出和资源利用的效率不一样，为了鼓励企业提供更

多更好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允许公有制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即生产经营得越

好获得的收益越多) ，社会不能无偿占用或者调拨拿走公有制企业的产出( 产品和劳务) ，公有制企

业相互之间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否则就会挫伤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

费，所以公有制企业的生产和交换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公有制经济也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

的必要条件的基本原理。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的基本原理，而是发

展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理论

以上分析说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中，得不出市场经济必须建

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结论，但是以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

品经济而是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 即计划经济)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的经济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呢? 《论结合》已经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这里不

再过多重复，只想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

的基本原理，而且发展、充实、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基本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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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理论的发展，主要

是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经济自觉地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协调

发展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极其

复杂的根本变革的性质决定，从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开始到迄今的现代社会主义 200 多年的

发展实践也表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基本

制度和运行特征都不是短期就能够完全形成和成熟完善的，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必然要

经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若干成熟程度

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特征也必然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经典理论只是论证了成熟规范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共产主义经济应该是计划

经济，并没有说明在这之前的若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中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理论则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初级阶

段、中级阶段，能够而且需要搞市场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性的重大发展。
的确，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

的产品; 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①恩格斯也说:“一旦社会占有了

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

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

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②笔者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商品生产消除、实
行社会生产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的经济，是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高度成熟的社会主义

经济或者共产主义经济，并不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甚至

中级阶段的经济运行特征，因为这些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可能还是中级阶段(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和达到共

产主义之前的漫长时期) 的经济形态。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熟的高级阶段，当公有制经济发展

到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以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将走向消亡，社会经济将发展成为自

觉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高度

成熟发达的高级阶段、所有制演进到单一公有制( 即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的时候，将不

再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长远趋势。
市场配置资源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即使是考虑市场需要也要服从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的

基本原则，存在自发性、盲目性、事后性和市场失灵，是事后的纠错性的调节，不能事先直接按照

社会需要来组织安排生产。市场调节在公共品的提供和自然垄断行业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市场

竞争优胜劣汰容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计划经济正是针对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从生产社会化

的要求出发的一种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的设想、社会经济自觉地有计划

按比例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运行最理想的状态。社会化大生产是实行高度分工协作的大规模的

生产、是要满足全社会需要的生产，如果由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事先根据社会需要在全

社会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配置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安排生产活动，就能减少甚至消除生产过

剩、积压、闲置、浪费和短缺不足，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成熟完善的社

会主义经济将不是传统计划经济那样的“短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过剩经

济”，而是供求基本平衡协调的经济。计划经济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和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进行重大建设，自觉地调整经济结构和总量比例，消除“市场失灵”，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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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济的发展，调节社会收入的分配，促进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但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进行市场化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呢? 从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要求来看，这主要是由于迄今的计划经济存在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

性，现阶段还不具备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①

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实际上存在两个隐含的前提条件: 一是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真正

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包括良好的愿望出发，这就需要及时、对称地掌握完全、充分、准确的

信息，否则计划就会不符合实际、出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形，结果可能造成积压和短缺并存、经济

效益低下，甚至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二是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出以公心”、从全社会的

需要和总体利益出发，不能只考虑个人、家庭和所在团体的需要和利益，反之计划就有片面性、局限

性，就不能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实施和落实，计划目标也难以实现。但是，在实际的计划工作中，由

于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的存在，使得这两个前提条件难以具备。
所谓信息局限性是指国民经济中有众多的部门和企业、众多的商品和劳务、众多的消费者，特

别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产品层出不穷、经济结构错综复杂、人们的需求也是极其纷繁

多样、千变万化，由此会产生巨量信息。在今天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国家计划机构要全面、详
细、准确、及时地收集和掌握广泛分散在各个方面的所有信息，即使是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

科学技术手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能够做到，巨量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的成本太高，代价

过大; 即使国家计划机构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也难以在短期内编制出符合实际的计划及时下达到

基层单位执行，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信息局限性使得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及时、对称地掌

握完全、充分、准确的信息的要求至少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无法达到。所谓利益局限性是指无论是

计划制定者还是执行者，自身都处于特定的物质利益关系之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与社会

整体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加之掌握的信息很难完整、准确，也就有可能只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利益

和目标，看不清长远的、宏观的利益和目标，不能很好地考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经济规律

的全面要求; 就有可能只顾追求自身的局部的利益，忽视甚至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利益局限性使

得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从全社会的需要和总体利益出发的要求至少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难

以做到。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的存在，而且迄今这两个局限性很难克服，使得计划难以具有科

学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往往引起计划决策失误，造成产需脱节、供销脱节、积压与短缺并存，导致经

济增长大起大落、资源配置不当、经济效益低下，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实事求是地说，马克

思、恩格斯在提出计划经济设想的时候，没有看到和探讨这两个局限性，更没有找到克服这两个局

限性的途径，他们提出的计划经济的设想的确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普遍实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原因。
其实，市场经济也存在信息不充分、不完全、不精确、不对称、事后性、盲目性的信息局限性和追

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发性和利益局限性，这也是造成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而且是市场经济自身

无法克服的。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缺陷，中国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计划经济的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是否永远都无法克服，计划经济是否只是一种美好的空

想，是否不可能有效? 笔者认为，在长远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繁荣，特别是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订单生产、按需生产、以需定产趋势的出现，物质财富越来

越丰裕、按需分配条件的逐步具备，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越来越全面的发展，工农、城乡、地区、
体脑差别的不断缩小，民主监督制度越来越完善，思想境界和道德价值观的提高，人类处理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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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将极大地提高，人们将突破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狭隘眼界，计划经济的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

性也会逐步减弱，虽然现在不敢肯定会完全消除，但至少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从而提高计划

经济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论结合》正确地指出:“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公有制经济的

本质属性之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发市场的基础上，而必须依靠集体理性

或社会的计划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对社会生产共同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性的本质

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以这种计划性为基础的，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

国家干预存在着本质区别。”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不是计划经济，但既然也是社会主义

经济，也应该具有计划性，按照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要求进行计划管理和调控。
计划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区别

在于，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经济运

行和发展还要按照计划性要求实行政府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而

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所有制和收入分配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特

征，而且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方式上还具有“计划性”。这一点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

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原理，两者是相容内洽的。

四、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没有违背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理论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重要理论问题，即计划经济是高度成熟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经

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和方式，与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矛盾，邓小平的

论述是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原理。邓小平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

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①“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

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笔者认为，邓小平的论述并没有否定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

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
第一，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这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来没有的符合实际的新看法。但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计划不等于计划经

济，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或者资源配置的方式，都

是在一定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存在或者实行的，有计划并不必然就是计划经济( 比如资本

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一开始就有微观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宏观经济计划，

但都不是计划经济) ，有市场也并不必然是市场经济( 比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就有市场，但不是

市场经济) 。邓小平只是讲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并没有说资本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因为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计划经济必须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

可能做到整个国民经济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不可能是计划经济。即使有些资本主义国

家比如日本、法国等也制定过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且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没有避免经济危机

不断发生。
第二，邓小平所说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笔者理解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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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重含义: 一是肯定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并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经济

是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还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等，所以社会主义不能与计划经

济划等号，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同时，肯定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

特征，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还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
雇佣劳动剥削等，所以资本主义不能与市场经济划等号，不能认为只要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

义。二是邓小平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实行

单一公有制，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整个国民经济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还要搞市场经

济，社会经济运行在合理坚持实行计划调节( 政府宏观调控) 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

用。只有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行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并非只能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并不就是搞资

本主义，这没有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理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理论的发展。

Should Market Economy Be Only Built on Private Ownership?
——— On the Judicious Link between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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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ket economy requires an enterprise to be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management decisions，profits and losses
and clearly establish its ownership． Public 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SOEs have transformed their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established their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arket economy． Therefore public ownership is
able to be combined with market economy． Market economy is not established only on private ownership so it is false to say
that China needs private ownership in market economy． The precondition for China's primary socialism stage economy to be
commodity economy or market economy is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different kinds of ownership． Against
the background，different public owned enterprises or units occupy resource different in quantity，quality and type and
employ staff different in effort． So it is natural that different public owned enterprises are different in output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order to encourage higher outputs and resource use efficiency，public owned enterprise own
relatively independent economic revenue must be permitted ( i． e． higher revenue for higher outputs) ，society occupy or
transfer the outputs of the public owned enterprise without pay must be prohibited，the system of exchange with equal values
between different public owned enterprises must be established． Otherwi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aff would be dampened
and resource would be use inefficiently or even be wasted． So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public owned enterprises are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commodity，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s commodity economy or market economy．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doesn't violate the theory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ism
economy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doesn't go against the trend that when socialism economy develop to an advance stage
and the ownership evolve to pure public ownership，the socialism economy will not be commodity economy or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Public Ownership; Socialism; Enterprise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P21，P31

( 责任编辑: 荆 岩) ( 校对: 晓 鸥)

71

2016 年第 1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