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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珺，河北省唐山市人。现任广东省政协经

济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经济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学于南开大学经济系( 本科)、中

山大学经济系( 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

生)。曾赴英国莱斯特大学( 1988—1989)、美国哈佛大学费

正清研究中心( 1994—199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

院( 2005—2006) 做访问学者。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岭南学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校长助理、中山

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院长等职务。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

术研究集中于转型经济、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集群理

论等。曾三次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

获广东省第二届“青年科学家奖”、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

科学家奖、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全国宝钢优秀

教师奖等荣誉。

【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理解我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需要从体制改革释放的动力上去寻找原因。40 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在不

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中形成了一个开放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

以及两种竞争之间的一致性大于离心力的取向。开放竞争系统的形成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80 年代

以来的分权化改革是与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经济性分权同步推进的，这几个方面的协调推进推

动了开放竞争系统的形成。开放竞争系统也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竞争重点与方式

的。判断经济环境的变化，关键在于找出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变化导致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与新平衡

重建的节点。40 年来，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两次明显的节点性变化，这两次节点性变化把我国经济环

境分为三个阶段，即卖方市场阶段、买方市场阶段以及创新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开放竞争系统所

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随着阶段性变化，这些特点也发生着改变。
【关 键 词】经济改革 开放竞争系统 地方政府竞争 企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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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我国经

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1980—2017
年间，我国人均 GDP 从 308 美元提高到超过 9 000 美

元( 本文都以当年的官方汇率计算) ; 占世界人均生

产总值的份额，从 1980 年的 12．3%提升到了 2017 年

的 90．7%; 居民消费总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

( 恩格尔系数) 也从 80 年代初期的 59%降至30．1%。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分类，我

国已接近了富足水平。再把我国与工业化以来一些

国家和地区发展进程进行比较，会看得更清楚。有学

者用麦迪森指标统计了一些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

家和地区人均 GDP 从 2 500 国际元到 8 000 国际元

所需要的时间: 英国从 2 555 国际元提高到8 000国际

元以上用了 105 年的时间; 美国、德国、法国都用了

70 年以上的时间; 意大利用了 44 年的时间。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日本和香港分别用了 30 年和 24 年的时

间。① 我国大陆人均 GDP 跨入2 500美元的时间是在

2007 年，到 2016 年达到 8 000 美元以上。这就是说，

我国用 9 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发展进程。
为什么 40 年来我国取得了如此高速的发展业

绩? 梳理现有的文献，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基于后

发优势理论的解释。后发优势就是指后起国家存在，

而发达国家不存在的有利条件。这是美国经济史学

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Gerschenkren，1962) 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基于对 19 世纪德国、俄国与意大利等欧洲

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研究提出来的。他认为，后起国

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具有特有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

条件是与后起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在先进国

家不存在。比如说，可以激发后起国家奋力追赶的强

烈愿望; 可以在总结发达国家发展实践基础上，增加

发展模式的可选择性，少走弯路; 可以引进先进国家

的技术、设备与资本，进而节约研发费用，快速地培养

本国人才，等等。［1］从这个论述中可以看出，后发优

势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除了激发出强烈的发展

动机外，还必须要开放，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建立贸易、
投资与技术联系。否则，后发优势也难以转化为发展

能力。对于我国来说，开放首先要将经济体制转到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因为发达国家普遍采取

的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与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

能使更多的经济主体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获得更多的

国际资源。当然，仅以后发优势来解释我国的发展业

绩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后起国家赶超的

历史事实。法格博格和曼纽尔( Jan Fagerberg and

Manuel M． Godinho) 等人在对 19 世纪的美国、德国以

及 20 世纪的日本以及韩国等追赶国家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19 世纪初期以来的英国是以纺织工业为主导

产业走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 美国是以汽车、钢铁与

铁路等行业快速发展，并伴随着规模化生产、分销与

研究开发的规模经济效应等组织创新超越英国的; 德

国引入了新的生产组织模式，特别是在化学和工程工

业中首次展开研发工作，这对德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学习、借鉴

美国制造业体系过程基础上，进行了以看板管理为特

点的组织创新，使汽车、家用电器、精密仪器等产业更

具全球竞争力。② 麦肯锡咨询公司 2017 年 9 月发布

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这不是一种简单模仿，而是适应了时代与国情需要的

变革与创新。③

二是基于劳动力流动理论的解释。改革开放

初期，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随着农村经营方

式的改变，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力从低收益

的农业部门流向高收益的工业部门和地区。我国

农业劳动力占整个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从 1978 年的

70．5%降至 2016 年的 27．7%。每年平均有一个百

分点以上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这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学者把

我国经济增长看成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下刘易斯模

型作用的结果。④ 问题在于，80 年代以前没有出现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与工业部门的流动，那么，

80 年代后它是怎么发生的? 不考察这种流动背后

的体制机制，就难以完整地说清楚我国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在发展动力上的差异。此外，农村剩余劳动

力流动是推动增长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些研

究显示，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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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第 16 页，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
［挪威］法格博格、［葡］曼纽尔:《创新与追赶》，见［挪威］法

格博格、［美］莫利、［美］纳尔逊主编: 《牛津创新手册》( 中

文版) ，第 505—525 页，柳卸林、郑刚、蔺雷译，知识产权出版

社 2009 年版。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报告，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还不

到全球总额的 1%，如今占比已超过 40%，超过了美国、英
国、日本、法国与德国的总和。2016 年，中国与个人支付相

关的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 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1
倍，全球 262 家独角兽中，三分之一是中国公司，占其总估

值的 43%。见《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趋势》，2017－
09－07。
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

的首要作用》，载《经济研究》199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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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递减趋势。① 当进入 21 世纪

第二个 10 年后，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增长放缓，但

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 7%—8%的年均增长率。可

见，仅仅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来解释这 40 年来

的增长动力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认为，要理解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

从体制改革释放的动力上去寻找原因。比较优势

理论与劳动力流动学说都是在行动主体作为经济

人的假设前提下发挥作用的。缺少了这个前提，这

些经济理论所揭示的一般因果联系在实践中都会

走样。这个前提就是形成一个允许与鼓励行动主

体根据条件变化而自主决策的体制与政策体系。
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教授认为:

“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社会变

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 只有经济体制再造，才能激发人们有动力抓住

现实与未来中的各种发展机遇。只要这种经济机

制能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并

最终将这些国家推入持续而迅猛增长的轨道。”②

基于此，本文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开放竞争

系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这个系统

包括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以及两种竞

争之间的一致性大于离心力的取向; 随着我国市场

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这个系统运作的方式在不断变

化，但是，其动力机制没有改变。本文就这一观点

展开具体论述。

二、80 年代以来分权化改革特征

我国 80 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是从分权开始

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有的计划体制是以行政

性集权为基本特征的。分权就是为了更广泛地调

动地方与部门，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生产与创新积极

性。人的积极性来自于激励，缺少激励，就不可能

有积极性。没有积极性，一切经济发展都无从谈

起。同时，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分权也是一种容

易见效的改革路径。所以，分权是 80 年代初期体

制改革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

前，我国曾出现过两次分权化改革: 一次是我国召开

八大后的 1956 年的权力下放; 另一次是九大后的

1970 年推行的放权让利。这两次主要是中央政府的

一部分管理权向地方政府下放。但是，这两次改革都

是在行政管理框架内进行的，没有与经济体制环境的

变革协同推进，因而未取得预期的效果。80 年代以

来，在总结过去两次分权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我

国注重了与经济体制环境变革的协同推进。回顾 80

年代以来的分权改革进程，于三个方面的协同推进形

成了不同于前两次分权改革的特征。
( 一) 与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

一方面，这次行政性分权围绕着财政包干制开

展，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使地方政

府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更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

愿望; 另一方面，获得了自主权的地方政府要发展

本地经济，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资本、上马新项

目等，这些新项目与资本投入从哪里来? 体制内的资

源不能完全满足地方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只能从体制

外寻求解决。在省地市县镇等五级地方政府中，越是

基层政府，从上级部门获得投资等资源的可能性越有

限，就越依赖于通过体制外渠道来获得必要的资源。
如果没有体制外获得资源的可行渠道，那么这种分权

就走不下去。逐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恰恰提供了这

种可能性，诸如逐步放开价格、开放流通领域的管制、
允许不同所有制的经济主体按照市场方式进行经营，

等等。历史事实表明，80 年代以来的行政性分权之

所以没有重复前两次行政性改革所陷入的“放、乱、
收、死”的循环，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为

地方政府和非国有经济主体提供了从市场上获取

资源的激励与机会。③
( 二) 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同步推进

经济性分权是指政府对当时国营企业放权让

利，以增强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性。80 年代初

期，我国绝大多数的生产经营主体是国营企业与集

体企业，在我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

受到体制约束，这些生产主体缺乏活力，效率低下，

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搞活国营企业，扩大

企业自主经营权成为我国 8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

一项重要内容。获得了自主权的国营企业在接受

国家分配的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基础上，一方面遵照

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润，开

始在国家计划外进行操作。这种“双轨制”的运行

方式不仅使国营企业收益有了明显增长，客观上也

加速了计划指标不断减少，市场范围日益扩大的进

程。此外，实施了财政承包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

地区经济与财政收入增长，也千方百计地扶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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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伍山林:《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载《经济研

究》2016 年第 2 期。
［美］菲尔普斯( Edmund Phelps) : 《大繁荣: 大众创新如何

带来国家繁荣》，第 16 页，余江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
王珺:《政企关系演变的实证逻辑》，载《经济研究》1999 年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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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己控制的国有与集体企业发展。乡镇企业

就是在这个体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1987 年邓小

平同志将乡镇企业的崛起形容为“一个令人震惊的

惊喜”。① 在当时的体制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

它的发展。一是乡镇企业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在市

场上生存与发展的，具有灵活的发展机制。科斯认

为:“乡镇企业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转

型的强效催化剂。”②二是作为集体经济。它规避了

私营企业在初期遇到的政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限制。三是乡镇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学

者 Jean Oi 认为: “中国乡镇企业在 1978—1988 年

的爆炸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

企业家精神。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

收入具有产权，由此产生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

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许多大公司

的作用，官员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③
( 三) 与对外开放同步推进

对外开放是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鼓励境外资本

到内地投资设厂等途径，逐步拉近国内市场与全球

市场经济的距离，促使国内经济活动更多地融入全

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分权后的地方政府要促进本

地经济发展，就要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与技术。要

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来营造

体制与政策环境，这就倒逼了本地经济体制与政策

率先改革与调整。否则，大量的外部资本就进不

来，进来了也留不住。40 年来持续开放的事实表

明，境外企业与资本进入越多的地区，其经济改革

的推进也是越快的。境外企业的流入不仅带来了

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也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竞争

主体。它的经营运作对国内其他经济主体不仅发

挥了示范效应，也产生了鲶鱼效应，即激活本土企

业的变革与创新动机，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之所以能在 80 年代成为我

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驱动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海外华人资本及境外企业的更早、更大量的吸引。
随着引入境外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种示范效应

与鲶鱼效应也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地区及内地市场

迅速扩散。

三、开放竞争系统的内涵

上述三方面的同步推进逐步形成了我国在经

济转轨时期的开放竞争系统。所谓开放竞争系统

是指在不断扩大开放下，由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企业竞争以及这两种竞争机制之间的一致性大于

离心力取向等共同构成的竞争体系。

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2］这种竞争的

目标是本地经济增长与财政收益最大化。从这个

目标出发，各地方政府都远远超出了为本地提供公

共品的范围，比如，千方百计地在市场上帮助本土

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在本地上马价高利大的项

目，以更优惠的政策引导资本流入与产品流出等，

这种竞争的结果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

高速增长。张五常( 2009) 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归

结于各地地方政府的高度自由竞争。这种竞争也

被看成是重复建设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市场壁垒

等问题产生的根源。笔者以为，竞争就是针对重复

建设而展开的，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问题

的关键不在于重复建设，而是一些重复建设的项目

因缺乏竞争力而不能从市场上退出。所以，根治的

重点不是加强对重复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流程，而

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当然，深

化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以市场退出机制

的完善来逐步替代重复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
二是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改革开放初期，国

营企业、乡镇企业等不完全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与

逐步放开的市场环境是适应性互动的。对外开放

使得境外企业引入，则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虽然

许多早期进入的合资、合作企业与外资企业并没有

带进来更多的先进技术，比如，较早地选址于广东

珠三角地区的境外企业业务多集中于服装、鞋帽和

玩具等简单加工生产，但是，这些境外企业被看成

是“向内地企业展示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与运作机

制的先锋角色”④，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建立

与发展，另一方面刺激了不完全自负盈亏经济主体

加快改制的进程。这种影响力首先集中在境外企

业数量较多、占比较大的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随

着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些企业

也加快了向内地市场扩展的步伐，由此带来的影响

也越来越广阔。比如说，受到市场的激励，越来越

多的民营经济成长起来并进入市场，市场作为检验

经济主体竞争力的衡量机制日益重要，从而激励企

业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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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这是在 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同

志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 者 联 盟 中 央 主 席 团科罗舍茨

( Stefan Korosec) 时谈话的内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

卷，第 236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④ ［美］科斯、王宁:《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

文版) ，第 84，120 页，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
Jean C． Oi． Fiscal Ｒ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
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1992，45 ( 1) :

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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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两种竞争机制的一致性取向。随着财政

包干制的实施，特别是在以当地经济增长作为衡量

当地政府业绩基本指标的体制下，当地经济增长与

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激励作用。
创办与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就成为本地经济增长与

财政收入增长的有效实现方式。越是地方政府不

遗余力地帮助和扶持企业发展的地区，本地企业的

发展就越快。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把扶持本地企业

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所以，表面上看，市

场竞争是企业竞争，实际上这种竞争的背后在相当

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被看成是我国经济转轨初期的一个典型的体

制特征。
开放竞争系统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中不同于其

他经济体制的动力特征。比如说，在计划经济的分

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由

于缺乏市场环境以及以国营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为

主的经济主体预算软约束，这种竞争难以跳出“放、
乱、收、死”的循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虽然地方

政府在公共品供给质量与效率上也存在一定的竞

争，但是，由于自身利益并没有与本地经济增长与

财政收入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地方政府也没有如此

强烈的动机去帮助企业进行贷款或担保，甚至为本

地产品销售而保护本地市场。与我国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90 年代俄国的情况。由于俄国地方政府的

财税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不

仅没有增长与财政激励来发展本地经济，相反却不

断骚扰、掠夺企业。这被看成是阻碍俄国新兴私有

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①
当前，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动力

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理解。一是只看到

某一种竞争机制，无论是企业竞争还是地方政府竞

争，而看不到两种竞争机制同时并存等。比如说，

强调地方政府竞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或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计划

经济时期几乎不存在的企业竞争，等等。二是只看

到了两种竞争各自独立的领域或两者之间的离心

力，而看不到两种竞争机制的内在一致性。比如

说，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功能定位不同决定了两种

竞争领域不同等。不能说这种观点不正确，但是，

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从开放的竞争系统这个视角

观察与理解 40 年来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快速增

长的动力特征，就可以避免上述观点的片面性。

四、开放竞争系统的演变

开放竞争系统也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

断改变着竞争重点与方式的。判断经济环境的变

化，关键在于找出因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变化导致

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与新平衡重建的节点。40 年来，

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两次明显的节点性变化: 一次

是在 90 年代后期，我国大多数工业品从卖方市场

转向了买方市场，但是，我国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

力还没有完全转移出来，要素供给结构并没有发生

实质性变化; 另一次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世界生产增长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两年后世界经济逐步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而我国经济因要素供给结构的不可逆变化则使增

长持续走低。② 要素供给成本的不可逆变化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如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日渐减少导致了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 日益有限的

可开发的土地供给与城市化对土地的更大需求推动

了土地价格上升; 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加大增

加了企业处理废物的成本，等等。这两次节点性变化

可以把我国经济环境分为三个阶段，即卖方市场阶

段、买方市场阶段以及创新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

开放竞争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随着阶

段性变化，这些特点也在改变。
卖方市场就是买卖双方以卖方占主导地位的

市场结构，供不应求是这个市场结构的典型特征，

诸如排队、抢购、凭票、定量等。改革开放初期，我

国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与日用工业品等都是供不

应求的。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产品供给的

问题就成为发展的主要任务。那么，谁是主要的产

品供给者呢? 当时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因受到

体制与政策制约而不可能是主要供给者，实行了承

包制的国营企业充当了供给者的角色。一方面，国

营企业凭借自身的体制性信誉，可以从政府手里获

得项目以及银行获得与项目配套的贷款; 另一方

面，银行也从不用担心贷款偿还不了的问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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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体制比较》2002 年

第 2 期。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世界实际

GDP 增长率: 2008 年为 2．9%，2009 年为－2．2%，2010 年为

4．1%，2011 年为 2．7%．我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率: 2008 年

为 9．7%，2009 年 为 9． 4%，2010 年 为 10． 6%，2011 年 为

9．5%。随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率: 2012 年为 7．9%，2013 年

为 7．8%，2014 年为 7．3%，2015 年为 6．9%，2016 年为6．7%。
这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

均水平，但是，自 2010 年后逐步走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

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因为世界经济增长率

自 2010 年后逐步回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而

我国并没有回到之前的水平。而我国内部因素的变化主

要是指要素供给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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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卖方市场下，无论生产什么质量的产品，都能很

快地在市场上销售出去，从而很快地实现现金回

笼，如期偿还银行贷款。当然，仅靠国营企业的供

给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成

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它之所以能够在与国营

企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

乡镇政府的直接扶持，诸如帮助企业从上级部门与

市场上找项目、从银行获得贷款或给乡镇企业提供

资金担保等。乡镇政府之所以更愿意扶持乡镇企

业发展，是因为它的自身利益与乡镇经济繁荣是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扶

持也决定了乡镇政府领导作为乡镇发展总公司主

要负责人的体制安排。在卖方市场下，企业不担心

产品销售问题，哪个地区能获得更多的项目与投

资，哪个地区就能更快地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地

方政府竞争围绕着项目、投资以及贷款等投入资源

而展开竞争。乡镇企业竞争不过是乡镇政府竞争

的市场表现形式。
当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后，开放竞争系统也发生

了一些新变化。
一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从经营企业转向了

经营园区。在卖方市场环境下，村村搞项目、镇镇

办企业; 进入买方市场后，从省到各地市县镇，甚至

村，层层办园区。据国土资源部调查统计，到 20 世

纪末，我国各类园区与开发区达到了近 5 700 家，其

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 232 家，省级批准的有1 019
家，其余都是地市县镇等自己兴办的园区。① 之所

以园区建设遍地开花，一方面是因为在买方市场

下，随着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性增加，低质产品出

现了积压，企业还款遇到了问题。由于许多企业的

贷款是由地方政府担保或借出的，企业还款负担就

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

不仅要剥离与企业的产权关系，而且不得不终止从

银行直接贷款给自己兴办的企业或对企业贷款提

供的担保，推进以明晰政府与企业产权为重点的股

份化改造。比如说，90 年代后期，山东诸城与广东

佛山等地推进的股份化改革就是针对“厂长负盈、
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等不同行动主体在

资产收益与负债方面的不对称状况而展开的。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与财政增长最大化

的激励机制没有变，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的方式变化，即从直接创办企业变为以创办园区来

吸引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重点也转到了税收

返还、地价补贴等优惠政策上来。
二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随着买方市

场的来临，企业从注重生产到更多地关注产品销

售。产品质量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网络与品牌建

设日益重要。通过并购、重组与聚集性发展等方

式，促使企业规模不断做大，每个行业的集中度相

应提高。比如说，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许多耐用消

费品以及工业制品等行业的企业数量从全国上百

家整合为每个行业不到十家。与这种环境相适应

的产业集群也大量地成长起来。
三是地方政府从给予自己兴办企业的扶持转

变为对本地区内所有经济成分的企业的扶持。随

着政企关系的分离，“不求所有，只求所在”成为地

方政府扶持企业的新特点，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

经济成分的企业，只要在本地投资与生产经营，就

一概给予扶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一

( 2016) 认为，地方政府在本地产品外销中扮演了商

业组织者与推广者的角色。在外地产品本地化销

售中，又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3］

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开放竞争系统又呈现了一

些新特点。
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从创办园区转到

了改善营商环境上来。一方面，各地对产业园区的

优惠政策，在竞争性模仿的快速传递下②，很快从差

异化变为普惠性，难以形成持续的政策优势。另一

方面，创新活动需要的不是单一生产功能的园区，

而是一种类似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维克多·黄

和霍 洛 维 茨 ( Victor W． Hwang and Greg Horowitt，
2015) 在《硅谷生生态圈: 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

指出，创新是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人的创造力、商
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

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养萌发出新想法，并成

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③。与产业园区相比，城市

是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不仅有多样的产业结构，也

囊括了生产与生活及相互配套的功能等，特别是与

人们生活相匹配的相对完善的公共品供给体系，诸

如教育、医疗、基础性研究平台以及公共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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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珺:《增长取向的适应性调整: 对地方政府行为演变的一

种理论解释》，载《管理世界》2004 年第 8 期。
周雪光认为，竞争性模仿指的是一个领域中的组织模仿自

己的竞争对手，是在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模仿。一个公司

或地区采取一种新的做法与推出一种新产品，其他的竞争

对手也会推出类似的产品与服务以及做法等。参见周雪

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第 8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3
年版。
［美］维 克 多·黄、［美］霍 洛 维 茨 ( Victor W． Hwang and
Greg Horowitt) :《硅谷生态圈: 创新的雨林法则》，第 19 页，

诸葛越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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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适应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各地不再主要以

优惠政策作为吸引企业投资的主要激励，而是从系

统的视角、更大的范围来营造一个适于创新的、具

有公平、便利、透明与有序的营商环境。这里所说

的系统的视角是指相对于产业园区来说，城市的优

势不仅表现在地域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功能扩

展。更大的范围是指地方政府的竞争主体主要集

中在省市层面，而不是区县镇等基层的行政单位，

因为基层的行政单位不具有系统地提供多样化功

能的 能 力。早 在 60 多 年 前，经 济 学 家 梯 博 特

( Tiebout，1956) 就阐释了居民流动与地方公共品供

给之间的逻辑联系。他认为，在居民可自由流动的

机制下，地方公共品供给质量与效率决定着居民

“用脚投票”，从而促使地方政府为提高地方公共品

供给质量与效率而竞争。①

二是企业竞争也从主要依赖引进技术转到了

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上来。随着我国许多工业用品

的进口关税下调，国内企业面临的国际化竞争日益

激烈。特别是当多数行业技术从跟跑阶段进入并

跑阶段，技术引进的空间减少了，市场竞争对自主

创新的需求增大了。快速的技术进步提供了自主

创新的可能性，以创新为竞争力的新创企业的大量

涌现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原有的企业模式相比，新

创企业运作有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这些以新技

术为核心的新创企业成长比传统企业发展快得多。
它们借助于创新板等股票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就从

初创期的小企业成长为行业的龙头企业，比传统的

世界 500 强企业走完这个过程所需要几十年或上

百年的历程短得多。据 CB Insights 对历年全球独

角兽企业的形成时间测算显示，全球独角兽企业平

均形成时间大概为 6 年。我国大多数独角兽企业

成立年限均在 3—6 年。其次，股票期权已成为高

科技新创企业员工留下来或流出去的主要激励。
最后，新创公司的员工流动率明显高于传统企业。
这是因为一方面公司对员工的职业生涯缺乏承诺，

另一方面进入一家新创公司的员工一般也没有打

算为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跨企业流动可以为员

工带来许多好处，包括为一家较小的企业工作、选

择工作地区、显著增加薪水、获得面向员工的股票

期权和新的学习体验等。②

三是政府扶持具有创新含量的新创企业成长。
维克多·黄和霍洛维茨等人通过对硅谷创新生态

环境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凡是与创新有关

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公共机构承担了

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③各地

在推进创新发展中，设立政府专项基金、推进孵化

器建设、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

进行补贴或扣除用于研发所购置的设备后征税，确

定政府优先采购以及先试水、后规范等宽容创新活

动的政策等。此外，虽然各地在引进人才上从未停

止过竞争，但是，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争夺创

新人才而竞相提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诸如出台

落户新政、降低住房门槛以及提供各种优惠待遇等

等。各地抢夺创新人才的事实至少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各地区围绕着创新发展而展开的激烈竞争。
各省市每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就增长率以及

其增加值占当地 GDP 总量中的比重等已成为创新

发展阶段最有效显示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基本指标。

五、结 论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 4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市

场化改革中形成的开放竞争系统，这就是地方政府

之间的竞争与企业竞争以及两种竞争机制之间的

一致性大于离心力的倾向等构成的竞争体系。二

是开放竞争系统的形成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但

是，与以前的分权化改革相比，80 年代以来的分权

化改革是与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经济性分权

同步推进的，这几个方面的协调推进推动了开放竞

争系统的形成。三是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开放

竞争系统也不断地变换着其重点与方式，但是，它

所带来的动力机制并没有改变。
( 作者简介: 王珺，河北唐山人，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1］ A．GEＲSCHENKＲE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

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62．

［2］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9．
［3］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

原理批判纲要．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于尚艳; 责任校对: 于尚艳】

11

王 珺: 论我国经济改革动力学

①

②

③

Tiebout Charles．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 416—424．
［美］拉让尼克: 《创新魔咒: 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

第 5 页，黄一义、冀书鹏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年版。
［美］维 克 多·黄、［美］霍 洛 维 茨 ( Victor W． Hwang and
Greg Horowitt) :《硅谷生生态圈: 创新的雨林法则》，第 10
页。



书书书

2018 年第 4 期

No．4，2018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ＲNAL OF SOUTH CHINA NOＲMAL UNIVEＲ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年 7 月

Jul． 2018

ABSTＲACT

On the Dynamics of China's Economic Ｒeform ( by WANG Ju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attained remarkable historic achieve-

ments． To underst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we need to look for the impetus unleashed by the system reform．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Chi-
na h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by virtue of the formation of an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in the ongo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is system in-
cludes th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and the tendency tha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wo kinds of competi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centrifugal force． The formation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began with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pre-
vious attempts，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since the 1980s has been advancing synchronously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which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is also evolving with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To judge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environment，the key is to find out the node where the
original balance is broken and the new balance is rebuilt due to the change of either side with respect to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past 40 years，China's
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two significant nodal changes，which divide China's economic environment into three stages: seller's market stage，
buyer's market stage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ar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ages，as they change
with the changes in stages．

Key words: economic reform; an open competition system; th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Ｒesources Acqui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Triple Dimen-
sions of Understanding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 by DING Yi)
Abstract: The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cludes three parts，i． e． political legitimacy，legal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we can get an insight into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level of central government，political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and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o
govern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an ambiguous way based on the model of graduated control． In the level of intermediate government，administrative le-
gitimacy is as important as legal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and intermediate government has to adopt the fuzzy contract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in the spher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nnovate some institutions and put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the issu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legal legitimacy is absorbed by the issue of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mbedded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rassroots gov-
ernment． Generally speaking，if we put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to the analysi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we will get a novel approach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Chi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legitimacy resources;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mediate government; grassroots government

Free Market，or Government Domination? ———The Outlet of Charity Innovation in China ( by CHU Ying)
Abstract: In the West，charity innovation is activated by the market． Therefore，the charity innovation implies the value approved by the capital

elites． When President Ｒegan tried to promote the charity marketisation reform in the 1980s，this logic went up to the surface． After this reform，the chari-
ty in civil society kept going down，and then the social space so released was taken up by the charity capitalist． In this situation，the capital elites took the
power from the civilians，and began to broadcast their neo－liberalism． The capital elites' charity innovation inclines to the market，while the civilians'
charity innovation inclines to the society，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of value，status and action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Now，our local govern-
ments are trying to introduce the charity innovation which inherits the capital elites' characters． However，the question is，the capital elites taking the pow-
er of the society is not only contrary to the spirit put forward by Chairman Xi solving the tempor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but also disadvan-
tageous to keep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our society． So，we shall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charity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the most reasonable measure for us is government dominating in the process of charity innovation，through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 pass its love
to the people and increase the happiness degree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charity innovation; marketisation; capital elites; public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under the Pressure System———Ｒesearch Based on Community S in Guangzhou
( by ZENG Ling－fa，DENG Xiao－li，WEN Pei－xuan)

Abstract: Most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hilanthropy from a n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as well as an in-
teractive strateg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ar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sure system，this paper studies why the grassroots gov-
ernment has enough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pressure system，the govern-
ment faces the pressure of rigid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the stres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so it is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in so-
cial governance． However，community philanthrop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led by urban grassroots 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allevi-
ate this dilemma，thus the city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enough pow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Key words: pressure system; community philanthropy; resource constraints; social governance

Critique of Symbolic Logic: Baudrillard's Updat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Das Kapital ( by WANG Qing－feng，CAI Y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nsumer society，Baudrillard points out that the dominant principle of today's society has changed

from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 to the control of codes on people，and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cism that based on“production logic”has been una-
ble to explain this new change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Baudrillard thinks that Marx's commodity fetishism is only fetishism of exchange value，and fetish-
ism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is the“symbolic fetishism”that unifies use value and exchange value． Marx's critique of production mode is only to criticize
the content of production，but it should criticize the production form of the consumer society———“symbolic logic”． The revolutionary strategy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 longer the exploitation of surplus value，but the hegemony of symbol． The way of liberation is go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symbol-
ic exchange system． The essence of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s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while Baudrillard'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only focuses on
the superficial symbolic logic of capital logic．

Key words: fetishism; production log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as Kapital 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