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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与中东欧有意识设计的转轨模式不同 ,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动因源于如何

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这一动因也成为推动和评价转轨绩效的线索 ,并贯穿始终。迄今

的转轨实践证明 ,转轨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形成过程 ,转轨过程、绩效与预期目标之间

并不存在一元线性关系。因此 ,针对转轨过程的分析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

本文试图以中国转轨实践为研究对象 ,通过引入适应能力、路径选择、创新能力等指标 ,解

释中国成功实践中的某种合理逻辑。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总结可用于

分析的一般性方法 ,同时也作为对“北京共识”的一种系统阐述。希望这项研究能使“中国

模式”更具普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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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对传统分析方法的质疑与突破

大多数转轨国家实践的困惑源于经济实绩与预期的巨大背离 ,正是这种困惑引发了人们对于

一度尊崇的分析方法的质疑。关于经济转轨的传统分析方法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是将其与转轨速

度联系起来 ,用速度来进行分类和价值判断。其典型描述方式是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二分法。

萨克斯等大爆炸方式的支持者认为应当同时、迅速地推进所有改革 ,麦金农、罗兰、钱颖一等渐进主

义方式的支持者强调改革的循序渐进 ,也有科尔内等人强调在某些领域实施大爆炸、某些领域推行

渐进主义的重要性 (罗兰 ,2002) 。但是在经历了第一阶段转轨的实践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

制度建设 (institution building)是一个基于新的组织、法律建设和经济主体行为变化的渐进过程 ,转

轨只能是渐进的 ( Kolodko ,1998) 。虽然在局部领域可以有渐进与激进的划分 ,但无法再就全过程作

速度快慢的简单界定 ,并且速度也无助于说明转轨方面的本质差异。

第二种是将其与转轨过程中的成本 - 收益联系起来 ,以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来进行分类和价

值判断。中国学者关于转轨的过程研究具有代表性 ,其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转轨过程中的两种制

度安排除了对立的一面以外 ,还有可兼容的一面 (盛洪 ,1994) 。对立与兼容都是转轨可以利用的方

面 ,也是成本 - 收益分析方法的基础和实践路径的依赖。中国的实践使传统的成本 - 收益分析由

没有过程的时点概念转向针对转轨经济过程中累积效应的研究 ,从而证明至少在短期内适宜的路

径选择与次序优化是存在的。但是就转轨全过程来考察 ,是否存在长期的成本 - 收益分析和路径

优劣问题 ,一直存在争论。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初期的“转型性衰退”(transformarional recession)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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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的 ( Kornai ,1993) ,一旦新制度建立起来 ,效率就会得到体现 ;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认为断言中国

改革成功还为时尚早 (拉迪 ,1999) ,后面阶段的转轨任务还十分艰巨。

第三种是将其与预先设定的转轨目标联系起来 ,并将这种目标转化为一定的可观察的指标来

进行分类和判断。其主流思想是从新古典理论推导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以及

不断修正中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2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是针对市场机制已经建

立但市场关系扭曲的解决方案 ,其隐含逻辑是只要主要指标好转 ,市场机制的效率就能得到发挥。

这种转轨设计和评价方式在应用于前苏联转轨实践并遭遇失败后 ,其研究的背景调整为针对市场

体系缺失条件下的建设 ,着眼于描述市场制度的构成要素。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一是评价标准本

身十分教条 ,共识是否存在本身都受到质疑 (Stiglitz ,1998) ,二是即使有共识存在 ,也无法确保转轨

国家依据这样的共识就可以自动建立目标模式确定的制度。

第四种是将其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联系起来 ,以是否改变政治制度进行分类和价值判断。宪政

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Sachs and Pistor ,1997)被列为转轨的核心 ,经济转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Kornai

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的概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转轨决定经济转轨的研究模式。① 科勒德

克则将原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实践划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由“有限的

经济变化Π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为特征的市场改革 ;一类是由“经济Π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为特征

的向市场转轨。② 但是已经经历的实践过程并未证明政治制度改变在市场制度形成和经济绩效方

面的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已经向将宪政秩序转轨作为经济改革的根本的观点提出了挑

战 (Qian ,1999) 。

以上四种方法的共同问题是 ,都或多或少受到新古典理论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 ,关注

现象层面的变化、忽视内在转轨动因的影响 ,强调机制特征的形成、忽视效果的评价。按照上述价

值取向实施的政策 ,或者对该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或者无法随着变化的情况提供指导 ,因此越来

越难以作为一般性分析的工具使用。

基于转轨设计与实践绩效之间出现的巨大偏差 ,人们开始对各种分析方法进行比较与反思

(Stiglitz ,2002) 。2004 年 5 月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 的正面肯

定 (Ramo ,2004) ,似乎预示着这种反思所带来的分析方法上的某种重要突破。关于中国转轨的特殊

路径、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驾驭能力、转轨绩效产生的源泉等都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也因此出

现了各种尝试性的归纳。如强调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强调自由贸易等思想要通过极其慎

重的途径来达成 ;强调创新和实验 ;主张基于多边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平衡发展的模式 ;为第三世

界国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等。但是到目前为止 ,“北京共识”还只是作为一种理念提出 ,并未成为一

种完整、系统的分析方法 ,因此尚缺乏对实践的普遍指导意义。

按照笔者的理解 ,“北京共识”的核心是强调中国要按照自己的国情 ,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

其思想精髓是实践性。也就是说 ,成功实践的合理性本身即是“北京共识”的内核 ,如果能将这一内

核总结、升华并再次应用于指导实践 ,即可成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方法。因此 ,成功的转轨实践

过程 (即“内核”)正是其价值所在。基于此种认识 ,本文尝试以中国的实践为样本提出一种分析方

法 ,并以这种方法作为对“北京共识”合理逻辑的解释。本文认为 ,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始终以民生为

转轨的根本目的 ,以民意为转轨路径选择的基本导向 ,这两个原则决定了绩效是评价转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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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前一类被认为是有意设计 (有组织) 、渐进主义的 ,后一类被认为是合乎规范的、以偶然所为 (无序的) 实现自由化和宏观

经济稳定的 (科勒德克 ,2000 ,第 1 页) 。

这一概念由以“政治力量特征”为首的五要素组成。科尔内 ( Kornai ,2000) 认定只有政治转轨方面的“基础性特征”变革成

功了 ,属于经济机制变革方面的“非基础性特征”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绩效包括体制转轨绩效与经济发展绩效两个方面 ,其中转轨绩效的高低最终要由发展绩效来评价 ,

即发展绩效是最真实、最有意义的 ,并且应该直接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由这一思想决定的政府驾

驭过程表现为 :基于民生的改善而启动变革 ;通过个人对变革适应能力的差异 ,以及个人基础上形

成的集体或利益集团的一致行动倾向 ,选择可行而有效的转轨路径 ;一定的转轨路径决定了制度创

新的潜力以及政策推动的效果 ,从而影响到转轨的进展和民生改善的程度 ;民众的满意程度成为下

一轮政府驾驭转轨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 ,适应能力、路径选择、创新能力构成一个评价体系 ,也是

确保转轨过程成功的基本架构 ,其评价的核心是绩效。

二、适应能力与路径选择

“市场 - 自由化体制收益率 > 计划 - 集权化体制收益率”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转轨的基本判

断 ,也是忽略路径选择的出发点。实践的质疑在于“计划 - 集权化体制 →市场 - 自由化体制”的转

轨过程的收益率是否存在 ? 这种收益率是否必然大于变革初始阶段的计划 - 集权化体制收益率 ?

是否必然与预期中的市场 - 自由化体制收益率相一致 ?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些关系之间还表现出

很高的不确定性。

关于收益率的比较 ,我们不妨设 :

转轨所实现的收益率 = 转轨过程中新增收益Π转轨的初始收益。在转轨的初始收益可测定的

条件下 ,转轨过程中新增收益可进一步演化为 :

转轨过程中新增收益 (Q) = 转轨总收益 ( E) - 转轨的初始收益 (υ) (1)

这一等式意味着 ,转轨经济体总的收益评价 E 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转轨启动时原经济

体已经具有的收益水平υ,二是转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水平的变化 Q ,Q 和υ的比较决定了

转轨是否有必要进行。就路径选择而言 ,“转轨总收益”事实上仍很难在事前测定 ,因此需要进一步

分解为可观测指标。在事先确定“预期转轨总收益”后 ,引入“适应能力指数”r 对其进行调整 :

转轨总收益 ( E) = 预期转轨总收益 (�E) ×适应能力指数 (r) (2)

樊纲 (1993)曾探讨了我国转轨模式的路径问题 ,将改革成本划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他

认为 ,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 ,改革的速度越快 ,持续时间越短 ,改革过程中的信号扭曲

就越小 ,从而越有利于减少实施成本 ;而摩擦成本却刚好相反 ,认为摩擦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

函数 ,改革越是激进 ,招致反对的人就越多 ,改革的阻力就会越大 ,为克服阻力所要耗费的摩擦成本

就越昂贵。从这个角度看 ,在我国的转轨过程中 ,必然会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因

此 ,我们将适应能力指数分为“积极参与指数”和“消极参与指数”两个变量的合成 ,从而将 (2) 式进

一步推导为 :

适应能力指数 r = 1 + (积极参与指数 r
+

+ 消极参与指数 r
- ) (3)

积极参与指数取值为[0 , + ∞) ,反映改革方案得到支持的程度 ,转轨方案越是符合实际 ,变量

值越接近于 + ∞。消极参与指数取值为 ( - ∞,0 ] ,反映改革方案受到阻挠的程度 ,方案越是脱离实

际 ,变量值越接近于 - ∞。这两个变量 ,均可通过专门机构或媒介在不同群体和相关行业或地区进

行抽样调查 ,参考统计数据变化得出。合并后适应能力指数的实际取值范围为 ( - ∞, + ∞) ,可能

的结果如下 :

(1) r = 1 时 ,转轨经济实际收益等于改革方案设计收益 ;

(2)当 0 < r < 1 时 ,转轨经济实际收益小于改革方案设计收益 ,但收益仍然为正 ;

(3)当 - ∞< r < 0 时 ,转轨经济的实际收益为负 ,经济反而发生了倒退 ;

(4)当 1 < r < + ∞时 ,转轨经济实际收益大于改革方案设计收益。

E的结果可测定后 , (1)式 Q = E -υ的结果也就可以得到描述。当 E >υ时 ,转轨过程中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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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可以明显地感知 ,转轨绩效是正面的、不断增进的 ;当 E <υ时 ,转轨过程中新增收益是负的 ,转轨

带来了经济衰退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恶化 ,这种处境也是可以得到明显感知的。

上面的理论设定与渐进改革者的思路相似 ,都强调过程的重要性。社会的变迁只能是演进式

的 ,现存的各种经济组织以及经济主体总在不断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当发展受到较大的制约时 ,社

会就会“自发”进行制度或技术上的改善 ,当这种改善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便出现了改革的含

义 ,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新的更具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会逐步取代原有的制度模式。同时 ,初

始的改革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始的条件 ,也可以说是当前发展水平的制约 ,并且不太可能完

全适应以后的改革路径 , 我们用“适应能力指数”来描述这种适应的程度。因此 ,改革是一个渐进

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换句话说 ,也就是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由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适应能力指数的应用必然是动态的 ,在实践中可以进一步衍生出

两种分析方法。

一种是以横向展开为特征的空间序列的考察 ,即通过适应能力指数分段取值的情况 ,将民众对

转轨的感知抽象为不同的偏好 ,测定某一时点上不同群体的反应。比较粗略的分类是将这种反应

划分为前瞻性偏好、稳定性偏好和回顾性偏好三种。前瞻性偏好基于收入前景的乐观判断 ,倾向于

加快变革。这种取向对市场 - 自由化体制替代计划 - 集权化体制感到前途光明 ,对继续推进改革

抱有充分信心 ,通常只关注收入预期 ,对可能发生的损失往往忽略 ,这显示了某个群体或所有群体

处在特殊阶段 ,承受风险能力较强 ,变革遇到某些曲折时 ,往往也能自我慰藉 ,较有耐心等待走出低

谷。回顾性偏好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 ,属于该类型的变革对象 ,基于某些原因 ,非但对将要出台的

变革措施缺乏信心 ,即使对现状的满意度也不高。这种取向的整个视线都集中在损失预期上 ,对可

能发生的收入变动几乎不加关注。此种情况出现于大多数人群中时 ,任何劝说都将失去效力。耐

心等待客观条件积累成熟时 ,再相机考虑加快变革进度 ,是较为恰当的选择。① 与前两者相比 ,稳

定性偏好取居中态度 ,即反复地在收入与损失之间徘徊。变革进程处于胶着状态 ,以及变革进程处

于某些重要阶段交替时常常呈现这种状态。

转轨不同偏好的存在和动态关系 ,决定了转轨路径的选择 ,我们可以将这种选择与决定关系表

示为 :

R = F ( S1 , S2 , S3 ) (4)

　　其中 R 代表转轨的路径 , S1 、S2 、S3 分别代表三种偏好。由于每一种偏好还可以有区域、行业

等多种划分 ,因此每一种偏好都代表一个线性组合 ,即 S i = f i ( S i1 , S i2 , S i3 ⋯) ,其中 i = 1 ,2 ,3。我们

将简单分类的 S 和 R 对应起来 ,可以更好地描述 (4)式的意义 (见表 1) 。

表 1 民众的不同偏好与路径之间的适应性测度

路径举例 前瞻性偏好 S1 稳定性偏好 S2 回顾性偏好 S3

充分激进的 R1 积极适应 不适应 不适应

充分渐进的 R2 不适应 积极适应 基本适应

基于渐进 + 适当激进 R3 基本不适应 基本适应 基本不适应

基于激进 + 适当渐进 R4 基本适应 基本不适应 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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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8 年中国价格改革过程中“闯关”计划的流产 ,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偏好占主导地位后的影响。有意思的是 ,在“闯

关”受挫后的五年中 ,即到 1992 年时 ,当初大部分的价格改革计划实际上都得到了实施 ,1991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生产资料

出厂价、农民出售农产品中的国家定价部分分别只占 2019 %、2212 %、3610 % ,价格双轨的特征已不再明显。但这五年的价格改革

并没有引起过激的反应 (吕炜 ,2000) 。



　　第二种分析方法是以纵向展开为特征的时间序列的考察 ,即通过适应能力指数决定的转轨过

程中新增收益的分段情况 ,将转轨进程中的制度性变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考察制度变迁与经济绩

效之间的关系 ,即 :

转轨过程中新增收益 (Q) = 各转轨阶段新增收益之和 ( 6 Qn ) (5)

Qn = �En ×rn - vn (6)

　　其中 Qn 代表第 n 阶段新增转轨收益 ,�En 代表预期第 n 阶段总收益 ,rn 代表第 n 阶段适应能力

指数 ,vn 代表第 n 阶段的初始收益。

各阶段收益的提出是基于哲学的过程论的观点 ,将转轨经济理解为由各个分过程组成的“过程

中经济”的特殊经济形态。阶段性划分的理论性质 ,是通过确定转轨过程中从缓慢的渐变积累到显

示部分质变特征的转折点来划分的。这显然涉及相当复杂的讨论 ,笔者曾将经济转轨描述为一个

“(计划 ⋯) →(计划 > 市场 ⋯) →(市场 > 计划 ⋯) →(市场)”的过程 (吕炜 ,2003) ,这里我们对此展开

进一步的分析。

对各分过程所包含的内部系统变化加以忽略 ,可以得到关于两个大的阶段的逻辑线索 :

简单的两阶段式转轨过程中新增收益为 :ΣQ = Qp + Qm 。但退出旧体制或确立新体制都不

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前一阶段转轨的收益情况会影响到下一阶段 ,各阶段的情况会影响整个转轨的

总和效果。从阶段分析中可以明显感受到υ的重要性 ,初始条件和体制特征对将要进行的下一阶

段转轨具有深刻影响 ,也考验着民众对变革的承受力。

以适应能力指数考察转轨路径选择的意义在于 :第一 ,解释现实 ,即对转轨经济实践绩效与预

期差异甚大的原因进行解答 ;第二 ,完善理论 ,即推动转轨经济研究的深入 ,并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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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对转轨国家经济的认识和对现有理论前提的认识 ;第三 ,指导实践 ,即对至今

仍处在中途的所有转轨国家提供更切合实际的建议或思考问题的方法 ,以避免在未来的过程中付

出太大的代价。

三、创新能力与转轨进展

不同适应能力导致的转轨路径选择形成创新能力① 尤其是制度创新能力上的差异 ,并最终影

响到转轨绩效的实现。设生产函数为 :

Q = F ( L , K , ⋯, T) (7)

　　(7)式所表示的生产函数的基本含义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 ,任何一组特定投入所能生产的最大

产量 ,其中 Q 代表产量 ,L 代表劳动 , K代表资本 ,T代表技术水平。厂商生产某种产品的产量 ,取

决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技术水平。现在我们将生产函数置于转轨经济运行的背景

下来考察 ,引入制度的因素 ,并将条件设定为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不变。简化后的生产函数为 :

Qt = E (L t , Kt , ⋯, Tt , Pt ) (8)

　　(8)式表示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效率关系 ,是在一定的制度创新条件下 ,任何

一组特定的投入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其中 Qt 代表转轨过程中第 t 年的产量 ,Lt 代表转轨过程中

第 t 年的劳动 ,Kt 代表转轨过程中第 t 年的资本 ,Tt 代表转轨过程中第 t 年的技术水平 ,Pt 代表转轨

过程中第 t 年的制度创新参数。

在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Qt 的变动取决于 Pt ,特别是 Qt 在 Pt 的作用下从原来低

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某一点 ,向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移动 ,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得到改进。

实际转轨过程中创新参数的正效应可以借助已有的成果作进一步的分析② (见图 1) :

图 1 的模型是以效率增进即制度创新产生正效应为背景制作的。其中图 1 —1 描述了创新参

数 Tt 通过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产权约束的强化 ,推动曲线上的 A 点向 B 点移动 ,从而实现劳动

保障与效率之间替换的过程 ,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 ;图 1 —2 描述了创新参数 Tt 通过利率

市场化、强化资本使用的效率措施 ,推动曲线上的 E0 点向 E1 点移动 ,从而实现资本向消费品生产

领域流动 ,改变过度积累对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抑制 ;图 1 —3 描述了创新参数 Tt 通过价格市场

化措施推动 S1 向 S2 转动、补贴措施推动 D1 向 D2 移动的双向策略 ,以供给的迅速增长使短缺缺

口 Q2 —Q1 迅速缩小 ,在更高的产出水平 Q3 实现市场出清 ,单个产品生产的配置效率明显提高 ; ③

图 1 —4 将创新参数 Tt 的推动作用扩大到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 ,由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效率的

改善 ,国民产出能力也大大提高 ,由 B 点向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 A 点移动。据世界银行测算 ,从

1979 —1995 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 911 % ,其中 46 %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说明这种制度

创新的效果是存在的 (世界银行 ,1998) 。

实践中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市场化过程如何实现资本稀缺的改善 ,了解创新在其中的作用。转

轨经济中的资本稀缺具有二重性 ,资本因受制于发展水平而产生的稀缺是第一层含义 ,是我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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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1978 —1984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量部分中来自生产增长的收入占 5610 % ,来自农

产品收购价提高增加的收入占 2311 %。承包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推动作用都十分明显 (陆学艺、李培林 :《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报

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以下模型受到两个方面的启发 :一是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对“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时 ,用以说明前苏联效

率低下原因时的模型。(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中译本 ,下册 ,第 370、378、383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本文从转轨的角

度进行了反用和创新 ;二是胡汝银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分析 (载于盛洪主编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64 —87 页) 。

本节着重分析制度创新能力 ,即制度创新对经济绩效的贡献 ,以及制度创新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对经济绩效的贡献。



图 1 —1 　作用于劳动力市场 图 1 —2 　作用于资本市场

图 1 —3 　单个产品资源配置的改善 图 1 —4 　国民产出效率的增进

图 1 　制度创新参数改变生产效率的过程(效率增进型)

的一般意义上的稀缺 ,需要通过提高积累来解决。资本因受制于传统体制低效率配置所产生的稀

缺是第二层含义 ,是一种特殊的体制性稀缺 ,需要通过改革制度来解决。两种稀缺相互交织 ,第二

种稀缺的改善可以为第一种稀缺的改善创造条件。事实上传统体制经历数十年的高积累率后 ,资

本所反映的技术水平已处于一定的发展层次。利用剪刀差和降低消费率 ,以超常速度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发展战略 ,确实给原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 ,但在此畸形推进过程中 ,工业

化也确实加快了步伐 ,在一些方面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转轨经济资本稀缺的二重性 ,决定了利

用旧体制遗产对转轨提供收益的重要性 ,即只要有适宜的制度创新注入 ,就能大大填平短缺缺口

(小林实等 ,1995) 。而填补供给缺口所引起的曲线改变 ,对进一步将被计划扭曲的价格机制调整到

位 ,又具有缓和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 ,这对变革初期社会环境的稳定具有保障意义。

中国经济变革正是走的这样一条以制度创新缓和资本稀缺的道路。中国第一阶段制度创新过

程表现为 : (1)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摆脱国民经济徘徊局面时 ,家庭

部门的收入状况是 :197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316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 13316 元 ;

(2)按照 R·纳克斯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长期难以摆脱困境的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

的制约 ,解决的办法一是外部资本注入 ,二是内部强迫储蓄。中国实际的经济启动采取了财政收入

超分配 ———提高家庭企业部门收入水平的结构性调整 ,来垫高低收入形成的“瓶颈”,突破恶性循

环 ; (3)财政退让策略启动和支撑这一阶段改革的逻辑顺序为 :财政让利在分配领域的突破带来了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个人、企业的利益得到认可和增长 ,脱离计划控制的货币剩余增多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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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孕育了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出现 ,并自动创造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 →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导

致金融地位凸显 ,金融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储蓄 —投资的转化 ———由分配领域发动的这一系列改

革 ,还伴随着计划控制的必然削弱 ,流通环节的必然修补 ,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关

系得以建立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反作用于生产过程 ,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 ,经济运行的商品化、货币

化程度不断提高 ,货币资本化所带来的资本运动不断扩张 ,以市场配置资源、以资本再生产推动的

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逐步确立。

与中国不同的是 ,俄罗斯不仅存在旧体制遗产未被充分运用的问题 ,并且因经济失衡未能及时

消除 →通货膨胀引起社会不稳 →大量资本外逃 →资本相对稀缺状况恶化 ⋯⋯导致更深层次的负效

应。据梁赞诺夫 (2000)估计 ,俄罗斯经济在自由化改革年代 ,以资本外逃形式使其损失了至少是

1500 —2000 亿美元可运用资金。他认为如果当时政府政策不出那样的差错 ,其大部分 (500 —1000

美元)将被留在俄罗斯 ,能够补充到国家的外汇储备中。

四、小结与引申

事实上 ,在所有转轨国家都经历了第一阶段转轨实践的体验和对传统制度大规模的摧毁后 ,对

于下一阶段转轨的走向和整个转轨进程的评价应该由转轨本身及总和不确定的目标转向所要达到

的目的 ———经济社会有效率的发展和民众福利的增进 ,即转轨的动因上 ,更多地将转轨作为实现这

些目的的手段来看待 ,以手段的实用性而不是预期的先进性来评价转轨的绩效。目前“中国模式”

和“北京共识”试图概括的核心内容正是 :以经济绩效改善、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作为改革的目标和实

现改革的唯一途径 ;以大胆试验、慎重推广的方式把握民众对改革的反馈 ,摸索适宜的改革路径 ;以

创新 (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通过创新减小改革中

的磨擦和损耗。这三个方面与本文基于中国实践所建立的以绩效为中心 ,适应能力、路径选择、创

新能力三位一体的分析方法相对应 ,形成了相互解释。因此 ,“北京共识”的意义不在具体的结论和

教条 ,而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本文基于中国转轨实践的分析方法研究 ,正

是试图对这种方法或思想本身进行归纳。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

(1)与计划体制相比 ,市场仍然是导致资源配置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有效机制 ,但将

这种判断简单地应用于转轨设计容易导致三个误区 :一是转轨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倒置 ( Kolodko ,

1998) ,即认为只要建立了市场机制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会自动实现 ;二是不需要过程的

变革 ,即将旧体制的遗产都视为包袱 ,认为越迅速地完成转轨越有利于减小成本 ,过程是没有意义

的反复 ;三是以政治制度变革主导转轨进程 ,即以为私有制就是与市场机制最适合的效率组织形

式。传统分析方法的错误正在于此。

(2)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是转轨的假定前提 ,但这并不意味着转轨的目标是确定和唯

一的。转轨研究中隐含的目标确定的假设与实践过程中的总和不确定意味着以转轨本身作为目的

所潜存的巨大风险 ,如何完成转轨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什么价值取向的判断因此变得十分关

键。就经济学而言 ,研究的是不同物品、不同行为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均衡点 ,而不是价值的绝对判

断。就转轨而言 ,各国努力推动制度结构调整应旨在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均衡制度安排 ,

通过过程中不同均衡点上效率的改善来判断转轨的绩效才是应有的价值取向 ,而导致这一效率改

善的制度变迁又必然是置于转轨国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

(3)就经济转轨的动因而言 ,制度调整只是手段 ,通过制度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激励和行

为约束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才是根本目的。尽管引发经济转轨的基本原因和经济转轨的总体目标

趋向基本相同 ,各国的制度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轨迹却存在巨大差异 ,体制变革导致了经济增长

和经济衰退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意味着 ,即使在各国转轨目标唯一而确定的条件下 ,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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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组合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一元的线性关

系。而一旦放弃目标唯一而确定的假定后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组合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二者之

间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转轨过程的重要性就变得更为突出。选择的多元化导致各种条件相互契合

的重要性。

(4)转轨过程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契合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

性与转轨经济体具体情况的契合。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 ,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 (斯蒂格利

茨 ,1998) ,这可以视为市场制度建设的两要素简化模型。转轨经济体的情况则有着极强的特殊性 ,

二者的契合程度通过适应能力指数反映 ,并决定了路径选择 ;二是转轨动态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契

合 ,并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三是转轨目的与手段的契合 ,转轨和制度形成作为手

段 ,必须使转轨的动因 ———经济绩效的增进得到满足 ,这一点通过制度创新的贡献来考察。本文作

为对经济转轨研究一般性方法的探讨 ,也正是由以上三方面为主体构成。

(5)本文旨在进行转轨研究思维方法上的创新。已有的关于转轨的四种分析方法 ,都是以转轨

作为直接目的 ,就转轨评价转轨 (成本 - 收益法在某些时候会关注到收益) ,对转轨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作为手段的性质缺乏认识 ,也容易造成对转轨所带来的后果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忽视。

本文提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 ,研究转轨作为手段的意义 ,从而使手段的选择与调整更具针对

性和积极性 ,不再是简单地按图索骥。这样的道理十分浅显 ,但在实践中总是被忽视。本文的贡献

在于尝试建立以发展绩效为核心的分析方法 ,并用三个环节概括了其在中国转轨实践中的运转过

程。这种尝试正是对“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中国政府驾驭转轨的

智慧的一种归纳。

参考文献

樊纲 ,1993 :《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收录于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勒德克 ,2000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

拉迪 ,1999 :《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中译本 ,中国发展出版社。

梁赞诺夫 ,2000 :《中国市场经济转轨 :改革的战略选择》,载于程恩富等主编 :《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

社 ,第 35 页。

罗兰 ,2002 :《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炜 ,2000 :《资本挑战体制———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一种解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盛洪 ,1994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银行 ,1998 :《2020 年的中国经济》,中译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小林实等 ,1995 :《中国向高速经济增长挑战》,中国计划出版社。

Joshua Cooper Ramo , 2004 , The Beijing Concensus ,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Kolodko , Grzegorz W ,1998 , Ten Years of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 the Lessons for Policy Reforms ,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Group.

Kornai. Janos ,1993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n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ment , Economie

Appliquèe ,46 (2) :181 —227.

Kornai . Janos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4.

Number 1. Winter 2000. p . 22 —27.

Sachs J . ,and K. Pistor , 1997 ,Introduction :Progress ,Pitfalls ,Scenarios ,and Lost Opportunities ,In J . Sachs and K. Pistor (eds. )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Westview Press , 1997 ,p . 3 —5.

Stiglitz ,Koseph ,2002 ,Gol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Penguin Books ,2002.

Stiglitz ,Koseph ,1998 ,More Instrument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2Washington Consensus , 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 Helsinki , Finland) .

Yingyi , Qian , 1999 ,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

Washington , D. C. ,April28 —30. p. 3 —4 ,20 —21 ,45.

42

吕 　炜 :基于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分析方法研究



Analytical Method Research Based on China

Economic Transitional Practice
———With Explanation on Reasonable

Logic of“Beijing Consensus”

LüWei
(Academy of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 Compared with consciously2designed transitional pattern in Middle and East Europe countries , China economic

transitional practice stemmed from how to solve people’s living better. This reason became a clue to promote and appraise

transitional performance from beginning to end. As transitional practice proving so far , transition is a gradually forming process of

institution definitely , and there has no linear relationship among transitional process , performance , and anticipated object. Aiming

at China successful transitional practice , the thesis tries to explain certain reasonable logic through the index introduction , such as

performance principle , adaptive ability , creative competence , and etc. Significance of the action lies in that from China successful

practice concludes analytical general method , and a kind of systemic expatiation on“Beijing Consensus”as well.

Key Words :Transitional Process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Adaptive Ability ;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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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aving Rate , High Investment Rate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During Labour Transition

Li Yang and Yin Jianfeng
(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 CASS)

Abstract :Sustaining high saving rate and high investment rate may be the most two intricate phenomena in the course of high2spee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By constructing a growth model in which labour transition play pivotal role , and then testing it by a

vector auto2regression model (VAR) , we shows that the transition of actually unemployed labour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ury

(industrialization) , from rural area to city ( urbanization) , from state2owend enterprise to private sector (marketization) , has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Chinese growth. As to high saving rate and high investment rate , they are just the natural results of

labour transition and also the impetus by which the transition can be sustained. But if we consider inefficient domestic financial

sector ,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ving to investment and also labour transition may be terminated. Therefor ,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risk between demestic and foreign financial sectors , i . e. the former exporting safe capital by holding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hile importing risky capital through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 is the key to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abour Transiton ; High Saving Rate ; High Investment Rate ;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O110 ,O150 ,O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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