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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温铁军组织的关于致贫经济学 (亦称 穷人的经济学 ) 的研究成果之中篇。上篇题目是 致贫的制度经济学: 理论框

架与经验研究 。初稿是温铁军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年组织的学术论文之一, 原是为上海复旦大学与香港 开放时代 杂志联合于

2007年 10月 30日召开的研讨会准备的论文。后应印度友人之约, 于 2007年 11月改写于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阿玛达巴德, 香港岭南

大学刘健芝博士参与观点讨论并对修改予以协助; 再次修改是为了参加北京大学 2008年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 ; 此

为第三次全文修改。

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 温铁军在多次国际交流中认识到, 西方先后提出的 中国崩溃论 、 中国威胁论 和 中国责任论

等泛政治化炒作应由政治家应对, 中国学者的责任是应对西方从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出发讨论 中国模式 。本文之所以强调 中国经

验 , 是对包括所谓 中国模式 在内的任何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 模式 予以质疑。

中国特色之工业化与中国经验
*

董筱丹 杨 帅 薛 翠 温铁军

[摘要] 经典的发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 即 消费者的消费节余形成国民储蓄 S, 再转化为

生产者的投资 I (即 S= I) , 按照 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 的原则, 这一假设前提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

进程中难以得到证明, 因为任何工业化都不可能逾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之核心在

于: 中国在面临工业化启动期资本稀缺的制约而遭遇发展陷阱之际, 为化解外部投资稀缺程度为负值的危

困局面, 能以国家有效动员的高度组织化来打造以大规模集中劳动弥补资本稀缺的制度基础。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 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内生性地决定不同的制度类型, 并且导致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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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曾经指出: 如果没有中国对全球

的减贫贡献高达 67% , 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在

增加。无论外界怎样热炒 中国经验 , 本文作

者之一多年来始终坚持强调: 正是由于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之前的 国家工业化 中的资本原

始积累进程不同一般, 中国经验才堪称 中国

特色 。

温铁军在 1996年明确提出 资源禀赋 要

素结构 制度前提 路径依赖 的逻辑关系。
[ 1]

与之相关的是, 早在 1988 年就开始不断加深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的认识和描述。[ 2]

1993年, 温铁军指出: 资本原始积累是任何制

度条件下的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至于是由国家、抑或资本家来完成, 则属于派生

的问题 。[ 3] 由于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是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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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因, 本文延续 20 年来的研究, 进一步对中

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逻辑作出如下

判断:

关于历次经济萧条中城市向农村转嫁危机的情况, 参见温铁军: 危机论 从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危机的转化 , 载 经济

学周报 , 1988- 05- 15; 董筱丹、温铁军: 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 治理危机 1978年以来 三农 与 三治 问题的相关性分

析 , 载 管理世界 , 2008 ( 9)。有关 20世纪 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对于弱化中国转型期制度成本的论述, 参见南开大学课题

组: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 载 改革 , 2009 ( 7)。

第一, 在不可能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海

外殖民掠夺获取财富、转嫁矛盾的情况下, 中国

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完成内向型

自我 剥夺 : 一是以公社化为载体提取农业剩

余; 二是成规模地、准军事化建制地使用劳动力

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来替代稀缺程度趋于零的资

本。正是几乎覆盖全部经济领域的举国体制, 把

社会资源资本化对接产业资本经济并创造了对产

业资本的国家需求, 完成了维护独立主权条件下

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第二, 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内生地导致了不

同的制度安排, 并对其后的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

赖。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 举国体

制 等具有 中国特色 的政府公司主义经济基

础, 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

起, 共同构成了产业资本扩张和反映其扩张需求

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第三, 中国 20 世纪 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大办 开发区

所致。但实际上, 这是由于在国际产业资本全球

范围内重新布局、金融资本主导全球一体化的大

背景下, 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 国家产业

资本路径依赖地依托国家权力快速扩张并进行结

构升级, 逐渐集中于国家赋权的金融资本和石

油、电信等战略资源的垄断性行业, 而地方政府

复制 中央政府的 政府公司主义 制度经验

赶超推进地方工业化。 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的发展模式使地理区位成为影响区域竞争优势的

首要因素, 遂有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发展差距越

拉越大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 不同所有制的产

业资本都遭遇 条块分割 利益固化的体制内困

难, 却要靠所有产业资本都参与的体制外的 城

乡二元结构 转嫁制度成本来化解。这既是路径

依赖, 也是中国历次经济危机只要能向三农 转

嫁 就都 软着陆 , 从而保证中国整体工业化

进程不中断的核心经验。

因此, 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相统一的原

则, 研究中国近当代经济发展历程, 应该把中国

如何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作为分析的起点。由此

还引申出: 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 梳理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点, 不是中

国当代出现的资本扩张和升级, 而是前期的资本

原始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资本的 自主性 及

其极度稀缺时的替代机制。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

家在学习 中国经验 时最应该注意甄别和了

解的。

二、劳动力 比较优势 不是

中国经验 的核心

按照主流国际贸易理论, 中国发展的比较优

势似乎在于近乎无限供给而成本极低的劳动力资

源。但亚洲大多数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如印

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也都有

劳动力资源优势, 却没有形成结构完整的工业化

体系。原因在于, 拥有充足的劳动力固然可以降

低工业化起步时的劳动力成本, 但在资金极度稀

缺的情况下, 这显然无法对储蓄如何转化成投资

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又由于,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实际上是被

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所整合, 因此在国际贸易

中大多处于产业梯度结构的下端或维持着殖民地

时期遗留下来的单一经济结构。仅从实体经济来

看, 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不断推动产业

结构高度化, 致力于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高附

加值领域, 具有加工制造能力的发展中国家集中

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和环节, 还有一些国家的

国际贸易以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矿产品或

初级加工品为主。在这个按照所谓 比较优势

形成的贸易框架中,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质上是

通过一系列的过低定价, 将本国的能源、资源、

环境和劳工福利等各种 租 让渡给了发达国

家, 而换来的外汇储备却很难形成有效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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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积累, 这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封

锁, 另一方面是这些收益大多归于无意发展本国

工业的 工头 或 买办 阶层。

另有一说为 66亿旧卢布, 参见沈志华: 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真相 一文对于贷款数额和用途的讨论, ht tp: / / his-

tory. new s. 163. com / 0910319/ 08/ 540NL53700011247. html。

从经济发展史上看, 工业国家在从前工业化

向工业化跃迁的过程中, 实行的经济政策都强调

重商主义 , 而不是自由贸易与 比较优势 ,

无论是 18世纪的英国, 还是 19世纪的德国、法

国和其后的美国、日本, 都是在完成了工业化原

始积累、本国 幼稚产业 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之

后, 再借助国家军事干预的国际贸易进行资本扩

张的。正如中国自 20世纪 70年代建立了基本完

整的军事和重工业体系后, 于 70年代初期开始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资, 随着外资生产力形成对

生产关系改变的要求而推行改革开放, 逐渐加入

国际贸易市场。

综上所述, 除小国和特殊国家以外, 基于比较

优势的发展模式不能帮助前工业化国家形成储蓄转

化成投资的有效机制;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中国工业

化的原始积累及其后续的路径依赖缺乏解释力。

三、研究 中国经验 的

逻辑与历史起点

关于中国工业化经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

栋, 大多数聚焦于 1978 年改革以来的工业化进

程, 少数学者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作为研究始

点。很少有人注意到, 中国近 60 年的工业化进

程, 只是她百年来四次追求工业化的一个篇章,

从属于近半个世纪来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工业

化, 乃至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国家工业化的

大系图谱。因此, 当代中国 60 年的发展历程,

其实就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

中, 中国如何在一个农民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

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

段, 并向金融资本阶段跃迁的发展过程。[ 4]

中国前两次的工业化, 都在尚未来得及完成

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前, 就被相对于西欧呈后发崛

起之势的日本谋求在亚洲次区域的霸权而发起的

战争所打断: 第一次是 1894 1896年的中日甲

午海战, 宣告了清末地方军政势力主导的地方工

业化的失败; 第二次是 19世纪 30年代的日军全

面侵华战争, 中断了 20 年代起步的包括 民国

黄金 10年 在内的民营工业化进程。从世界系

统论的角度看, 这只是日本复制西方依靠国家暴

力掠夺海外财富的工业化模式而已。

中国 1949年以来的两次工业化, 同其他发

展中国家一样, 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发工业

化国家对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

移的国际大潮中, 也同样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的左右。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

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 而

70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开

放, 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美苏争霸导致中国在亚

太领域中的地缘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

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5] 一方面, 这与日、韩、

越等东亚国家在战后毫无例外地实现了以平均地

权为国民动员基础, 在短期内完成国家政治建设

之后的工业化起飞具有同质性; 另一方面, 当外

国投资于 50年代末中辍, 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

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中断乃至人道主义灾

难, 而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成了 惊险的

一跃 , 历史性地实现了 去依附 , 打破了第三

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 (或投资国) 的

经济和政治依附, 完全靠内向型积累, 边推进工

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是 中国经验 得以成

立的独特之处。

四、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

的过程与机制

(一) 从新民主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演变

事实上, 在 1949年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

战争胜利之后, 新中国最初曾试图通过新民主主

义道路来逐步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工业化; 中国

政府向苏联争取援助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朝

鲜战争的爆发, 客观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

的地缘战略发生重大改变, 中国同意出兵朝鲜才

促成了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 苏联对中国

工业化的援助才有了实质性进展。苏联在

1950 1956年向中国援助了合计达 54 亿美元的

设备和技术投资 。随着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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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引进, 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占据

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并且主要按该体

制的要求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 。1956 年,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 , 这意味着通过革命战争形成的单一政党

的集中体制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生

产要素的 政府所有制 : ( 1) 土地。1954 年 2

月, 中央对地方 以土地换取建设资金 的做法

作出批复: 凡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

占用市郊土地, 不必采取征收土地使用费或租金

的办法。 这意味着城市和工业占用的、能够产

生高收益的土地所有权变性收归政府 (农村土地

所有权 1956年以后归村集体) , 政府得以直接占

有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 ( 2) 劳动力。政府几

乎封闭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借此集中包括知识

分子在内的所有劳动力资源于国家基本建设, 得

以占有全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 ( 3) 资金。

政府绝对垄断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所有金融部门,

得以占有铸币税和经济货币化的增值收益。

参见 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另据财政部历史资料, 1956年 1月 15日, 北京市各界 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

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到当月底, 全国大城市及 50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

与土地资源无偿取得相关的则是 50年代中期的一轮 圈地热 。 据 1956年对武汉、长沙、北京、杭州、成都和河北等地的

不完全统计, 几年间这些地区共征用 10 1万亩土地, 浪费用地达 4 1万多亩, 占总数的 40%以上。其中长沙市征用了 2万多亩土地,

就有 1 6万多亩浪费。武汉市 33个建设单位征用 9 000多亩土地, 长期闲置不用的就有 2 600多亩。 参见周怀龙: 乘风破浪正当

时 新中国 60年土地市场发展回眸 , 载 中国国土资源报 , 2009- 11- 02。

之所以称其为类似 宗主国 , 依据的是毛泽东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的关于苏联 社会帝国主义 的论断。

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 李富春传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书中指出, 二五 计划实际上只有一些控制数据

而完全没有执行; 三五 计划则由于 三线 建设等情况难以列入计划而没有制定出来。

这样, 基本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

在了不到 7年, 就被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

需求改造为政府所有制为财产基础的中国特色的

政府公司主义 ( government corpo ratism ) 经

济。后来, 政府公司主义 在资本稀缺条件下

的作用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完成工业

化原始积累时间, 又有利于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

的制度类型。促成这种集中体制形成的, 正是苏

联提供的并非无偿的援华贷款由中央政府主导大

规模集用于工业化原始积累。

(二) 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和地方工业化的

兴起

西方经济学把要素的稀缺性作为市场经济发

挥 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的前提条件, 其中资本

处于组织要素配置的龙头地位, 但那是指要素的

相对 稀缺。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末苏联中辍

投资之际, 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本的 绝对

稀缺。

孤立地看, 20世纪 50年代末苏联突然中止

对华投资是在中国拒绝其继续对华实施军事控制

的要求后采取的应急行动。进一步分析, 50 年

代末苏联完成重工业体系建设之后, 客观上要求

加入西方贸易体系以提升本国产业结构, 中国战

略地位的重要性下降将是必然的。[ 6] 所谓国际社

会, 其实是一个大国强国唱主角的舞台, 边缘、

半边缘国家是 蝴蝶效应 的承受者。苏联表现

出类似 宗主国 地位 , 以中止所有援建资金

和技术的极端方式调整对华的外交政策, 这对

一边倒 地倚重其贷款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中国

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变故, 中国不仅经济上遭遇

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难以实施的困境 , 而

且政治上也面临两个方面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

出于 核保护伞 的需要而不能马上公开中苏之

间的矛盾, 同时还得整肃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国家

上层建筑; 另一方面, 要继续工业化原始积累,

但事实上又不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主

办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军重工业。对外, 还需提

前偿还苏联对华的军事和经济建设贷款。

投资中辍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 其对

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是残酷的, 有时甚至是灭顶之

灾。比如, 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赞比亚

的外资铜矿企业纷纷撤离, 导致赞比亚国内失业

率攀升,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有国家因外资

突然中止而爆发严重的国内冲突和大面积的人道

主义灾难! 在中国, 这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央领导集体都认同、并于 1958年推进 调动

地方积极性 的替代方针, 将财政、金融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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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的原因。 推进地

方投资为主的地方工业化, 发动人民公社办

五小工业 是这种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一些

省份 1958 1960年三年地方财政的基建开支和

上缴中央的企业收入之和, 是 1957年的 10 倍

以上。中央政府在依靠加强对地方的汲取, 勉

为其难地维持苏联援建项目的后续投资 3年之

后, 于 1960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际提出了 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的方

针, 工业化投资由外资主导转为完全的内向型

自我积累。1961年中央又提出了 休养生息

的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历史资料, 1958年 3月上旬至 26日, 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 讨论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物

价、商业、教育等方面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重点是实行地方分权, 把若干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4月 2日,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发

行地方公债的决定 。4月 5日,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 , 逐步实行 双轨 的计划体制, 以处理 条条 与

块块 之间的矛盾, 放松了对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查管理。4月 11日, 国务院发出 关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收入项目和分

成比例改为基本上固定五年不变的通知 , 取消了原定基本上 3年不变的规定。6月 2日,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

力量下放的规定 , 把工业、交通、商业、农垦各部门所管辖的企业, 全部或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8月 17日至 30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

80年代的地方分权改革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因财政巨额赤字难以正常运行而进行的以 甩包袱 为实质的制度变迁 (详

见董筱丹、温铁军: 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 治理危机 1978年以来 三农 与 三治 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 载 管理世界 ,

2008 ( 9) )。而 80年代一度举世瞩目的农村工业化, 其渊源正是 1958 1960年这轮地方 大办五小工业 。

在 劳动力资本化 中形成的职工民主 (如鞍钢宪法归纳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 ) , 与 70年代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 从欧、

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生产线管理, 是两种因本质不同而严重对立的企业治理模式, 二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治理

难、劳动者消极怠工等问题普遍发生, 在 1978 1979年因财政严重赤字的危机导致的 放权让利 指导思想之下, 催生了 80年代中

期起步的实质性的国有企业改革: 在微观方面以经理承包制、奖金制和宏观方面的 拨改贷 、 利改税 等方式, 承认资本的人格化

代表 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主导地位; 之后, 势所必然地出现 90年代以来宏观方面的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化、货币化进程加速, 也

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本人格化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者共同追求占有资本化收益的利益最大化取向所造成的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

新中国前 30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中, 总体上

以中央工业化为主, 但客观上存在着 1958年之后

中央放权于地方政府的地方工业化阶段。中央与

地方的权力分割在历史上就是幅员辽阔的中国政

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 20世纪 50年代末的地方

分权, 是中央政府在苏联投资中辍后由于难以维

持原有 集权 模式而被迫进行的制度变迁。

(三) 资本稀缺条件下地方工业化的资本积

累机制

一般而言, 产业资本运动需经历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 (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商品资本

(产成品) 三个阶段, 这是西方企业在产业资本

阶段的主要运行模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 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

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

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
[ 7] ( P44)

在资本主义文明

时代, 货币资本通常是二者之间的结合剂, 而中

国 20世纪 50 年代末的地方工业化, 在外资撤

出、内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是如何完成产业资本

的运动过程的? 换言之, 是什么替代了资金在生

产过程中的组织机制? 在不能如先发国家向海外

转嫁制度成本的情况下, 中国是如何化解工业化

进程中的负外部性的?

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应对上述问题的相对

有效的经验, 就是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

和民众参与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 主要用

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 (稀

缺程度接近于零) 的资金要素, 大规模投入政府

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

设, 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

需求。 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毕竟维持了

工业化进程不中断和新政权稳定。在此期间, 替

代资金要素在社会大生产中发挥龙头组织作用的

是 8年抗日战争、3 年解放战争和均分制的土地

改革形成的国民动员基础与传统村社的社会资源

再资本化形成的社会资本。这形成了具有 中国

特色 的 S= I。

人们普遍认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经

济高速增长, 但也有大量研究指出, 新中国从建

国到改革前 30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令人瞩目。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1952 1980 年中国

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 6 25%, 1979 2006 年中

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 9 69%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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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注: 之所以在 1958 1969 年之间经济波幅明显, 是因为这段时期中国除了在苏联中辍

投资之后仍然得以完成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 还几乎全部是用严重偏低定价的农副产品足额

偿付了朝鲜战争时期及 一五 期间苏联军重工业投资等方面沉重的外债。

(四) 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与路

径依赖

50年代末的中国地方工业化进程中, 没有

条件及时建立工业化学习机制的地方政府唯一能

参照的历史经验, 就是苏联大规模投资期间的高

增长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于是, 作为

制度路径依赖 的结果, 出现了几乎没有任何

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地方工业化 大干快上 遍地

开花, 这是 大跃进 造成极大损失的一种过于

单薄的解释, 或者也可轻描淡写地归因于地方工

业化支付的 学习成本 。

当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参加了 大炼钢铁 的工业化劳动, 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

桥在回忆录中记载: 1958年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了 9 000万人, 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 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

力超过一亿 。而离开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援, 地方干部根本不可能懂得如何发展工业, 这段时间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 高成本、高浪

费 的, 这不只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客观上也造成了后来的农业粮食减产。

虽然这种地方主导的二次工业化无论是在经

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的代价都比中央政府接受苏联

投资的工业化更大, 但这些代价基本上不可能由

成千上万个地方政府承担, 而是被转嫁给了社会

大众, 也由此导致了长期的低工资、低消费、低

福利 (及后来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这一成

本之所以能够相对温和地转嫁而不至于引发激烈

的社会动荡, 又恰是由于东亚社会传统小农家庭

不计成本的劳动力投入机制。此后, 关于中国

比较优势 的理论研究很少注意分析这种 非

典型 发展主义增长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在

不同群体之间的严重不对称, 也几乎没有把发展

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制度

成本的实质作为后续改革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据。

特别值得国际比较学者进一步研究的是: 除了

中国之外的任何经济体, 都不可能维持财政金融双

赤字 (见图 2) 长期化之下的稳定, 更不可能发展。

图 2 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财政

赤字及金融机构存贷差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

五、基本结论

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要求看西方

经济学理论, 可知大多数著述都强调投资和资本

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 并以此作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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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出发点, 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

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 多马模型、索罗模

型、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的大推进理

论等, 虽然学科派别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发展主义

的典型的 以资为本 。这些理论都假设投资 I来源

于国内的储蓄 S: 整个社会中有消费者和厂商两大

部类, 消费者的消费节余形成国民储蓄 S, S转化

为生产者的投资 I, 若 I在抵补设备折旧之后能使生

产增加, 全社会就会实现经济增长。这些理论关注

的都是如何使投资 I 实现最大的产出效率, 如对均

衡与不均衡型增长的研究,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

资与资本收益率变动的关系, 制度环境对于投资收

益的影响等。主要差别在于不同理论侧重的经济增

长机制不同, 越往后来的理论, 在资本 (包括物质

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 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本) 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上雕琢得越发 精致 。因此,

S= I是 理解所有增长理论的基石 。[8]

这些解释体系无疑有完整的理论逻辑, 但要

与真实的历史经验吻合, 达到 历史起点与逻辑

起点的统一 , 才能检验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

路径对于后来者的可复制性, 这就需要对模型中

的 S和 I 的内涵重新考察。

人们都知道, 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 S 并非初

始和主要来自于工业化国家内部的消费节约, 而

是来自于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韦伯语) , 即

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的海外拓殖、掠夺和国

家暴力干预的殖民地贸易。同样, 生产能力增加

(包括后来的人力资本投资) 也不是 I 的主要内

容, 相当多的投资用于军事领域 西方国家国

内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形成和扩张的每一步, 都

与其海外帝国主义密不可分。随着工业化国家之

间对资源、原料和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私人资

本主导的自由竞争上升为国家垄断竞争, I 甚至

由生产投资为主转变为战争、军事相关投资为

主, 二战后这些军事投资转向民用而成为当今发

达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 而冠

之以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名义。比如欧洲的

铁路建设之迅速壮大是因为欧洲战争, 美国的信

息产业发展最早也是缘于冷战时期的需求。[ 9]

上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共性 经验 , 在于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

掠夺弱国的历史, 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

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 10]。此类资本原始积累

一般都有公然使用国家机器反人类地暴力犯罪的

经验过程。因此, 这一过程中 S、I 的内涵应该

被完整地表述为 (见图 3) :

图 3 基于历史的真实经验的 S与 I

一般增长理论模型首先建立在 孤立国 的

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的假设上, 继而再纳入国际贸

易变量进行拓展讨论。但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

经验中, S= I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并非是可以在

个别国家实现的内部宏观经济均衡[ 11] , 在更大

程度上它是一种 跨国非均衡 , 即先发国家的

本土投资、生产和海外殖民地资源、市场组合在

一起, 才能在依托国家暴力的条件下形成完整的

经济循环。

这种殖民主义的发展方式在二战后发生了形

式上的变化, 但剩余流向依然如故。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虽然在名义主权上摆脱了殖民化统治, 但

实质上其经济和政治仍然难以挣脱 新殖民化

或 后殖民化 的发展陷阱。 在资本主义的原

始积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三个发展阶段,

强势国家为最大化获取收益而主导了三次大的制

度变迁 ; 根据制度歧视模型 [ 12] , 强势国家占有

较多的制度收益, 却只承担较少的制度成本; 弱

34

与人口增长或历史预期理论中所谈的 陷阱 不同, 这里的 发展陷阱 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冀图依靠工业化摆脱被殖民化,

却在追求工业化中陷入被先发工业化国家 后殖民化 、 新殖民化 的状况。参见房宁、王小东、宋强: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

路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参见温铁军、董筱丹、杨殿闯: 致贫的制度经济学: 理论框架与经验研究 , 工作论文, 2009。关于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

的矛盾转嫁, 王建、王小强等做了很精辟的分析。参见王建: 货币霸权战争 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王小强: 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 , 载 香港传真 , 2008- 12- 26。



势国家恰好相反, 要承担较多的制度成本却少有

制度收益, 每一次变迁都毫无例外地强化了以发

展中国家被剥夺为本质的国际秩序。

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过亿的有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 其中只有中国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非洲至今

还没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拉美国家中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人口过亿的只有巴西和墨西哥, 但其原住民占比很低。依靠国际地缘

战略中的特殊优势接受发达国家投资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普遍疆域狭小且地理位置特殊, 对于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其工业化路径

不可复制。

综上,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首先是不可能

复制先发工业化国家殖民扩张的历史经验的; 其

次是国内经济剩余持续外流, 使得可用于本国工

业积累和投资的资源少之又少; 其三, 工业化原

始积累只能从传统部门提取剩余, 要将有限的剩

余集中为成规模投资, 必须解决资源配置过程中

的交易成本问题, 总体剩余越少, 需要支付的交

易成本越高。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因缺少

足够的原始积累 S而普遍依赖外资, 然而, 发达

国家数百年的殖民化统治使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

新形成路径依赖, 有限的外资援助难以形成有利

于推进其工业化进程的投资 I。所以, 一般发展

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恶化了全球贫

困状况。

迄今, 原住民人口 1亿以上的大型发展中国

家, 只有中国形成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

系。 而中国之所以能用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的时

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 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 中国的原始积累与西方人之最大不

同, 在于这个资本化过程是大多数劳动者被国家

这个资本实际占有者以 继续革命 名义动员因

而大部分自觉、少数不自觉地参与其中的特殊形

态 。
[ 13]
以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为名的国家

资本属性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私人资本属

性, 在动员民众几乎无偿地 被集中 投入属于

自己的劳动的作用上, 确实不同。

若然, 则如果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原始积累阶

段没有建立 全民所有制 的资本属性, 就意味

着没有起码的制度条件来动员民众低偿或无偿地

集中投入成规模的劳动, 也就不可能在大众不得

不忍受低工资、低消费和低福利的时候, 以劳动

力的规模使用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 也就没有

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可能。

同理, 这种 中国特色的基本制度 的形成

过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很可能是那些同

样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作为 比较优势 的一般

发展中国家 (例如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 大部

分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 如果从制度文化层面看, 在近代殖民

主义全球化中相对处于非主流的、几乎被边缘化

或自我边缘化了的东方文明, 由于早年地处相对

于欧洲而言的 远东 , 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

且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 中国人不仅没有在殖民

化时代由于西方列强几近灭绝而被殖民者及其后

裔所替代, 而且在两个方面的近现代国家政治建

设 通过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国内革命

战争, 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

争 得到加强的集中体制建设中, 得以在维护

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

时, 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

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 一是群体理性, 借助漫

长农业文明历史遗产中的核心 群体文化, 能

够 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外部性问

题 ; 二是农户理性, 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

具有的 不计代价的劳动力组合投入 的机制来

缓解突然出现的资本极度稀缺问题。在这两个机

制的作用下, 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

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

构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

易于形成以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为国民动员工

具、更快地进入工业化的条件。

在阿瑞吉看来, 东亚的模式之所以诱人,

是因为它并不像西方的发展模式那样, 和殖民主

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有如此根本的关联。对于全球

南方来说, 这一模式有可能提供一种可供模仿的

典范, 而西方模式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14] 笔者

认为, 以上从与历史文化传承相关的宏观政治经

济体制到微观经济主体内在机制的中国特色, 正

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

的 比较经验 之所在。但愿这些 中国经验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

值, 使中国不再是 原教旨主义 的 S = I 模型

的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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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a s Experience

DONG Xiao-dan, YANG Shuai, Sit T sui, WEN T ie- jun

( Institute of A dvanced Studies for Sustainability , Renmin U niver sity o 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ll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 mic theories share a com mon assum pt ion that co uld be for-

m ulated as S= I , w hich presumes that co nsum er surplus i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sav ing s ( S) and

that w hen S is turned into pro ducer inv estment ( I) , nat ional eco nom y g row s. H ow ev er, in the histor-i

cal process the primit ive capital accumulat io n of developed co untries w asn t acco mplished just thro ug h

dom est ic amassment . It means that the assum pt ion of S= I doesn t apply w ith the scient if ic pr inciple of

the or ig in of histo ry as the orig in of lo gic . Because any industrializat ion cannot be accom plished

w ithout the pr im itive accum ulat ion of capital, how to carry out the capital accumulat ion is a g reat cha-l

lenge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 ies. What is peculiar in China s primit 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that

w hen encountered a sudden scarcity of capital, she m anaged to mobilize a hig hly organized society ef-

fect ively and to build up an inst itut ion based o n the intensive labor subst itut ion of capital. Therefor e,

China w as able to get out of the crisis, and f inally succeeded in accom plishing the primit ive accumula-

t ion of capital. It is the specif ic nature o f China s ex perience. We thus argue fo r an inst itut ional der iv a-

t ion that dif ferent inst itut ions come from different pr im itive accum ulat ion of capital, and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w ill pr ovide path dependence for the inst itut ional change afterw ards.

Key words: China s experience; primitive accumulat ion; labor substitut ion; institut ional comparat 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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