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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90 年代以来, 在东、西德统一、尤其是在东欧原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变更的背景下, 联邦德国原先在其西部实行的社会市场

经济模式受到了广泛的注意, 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 这个模式

对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也在联邦德国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冷战

结束后, 不但东欧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 而且第三世界的许多

发展中国家同样转向了市场经济。他们也面临着在市场经济的范

围内, 选择和建立某种新秩序新制度的问题。在德国关于德国模式

对他国意义的讨论中, 很多讨论者认为, 德国模式不但适用于东欧

国家, 而且也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FasbenderöHo lthu s,

1990; Bo rrm ann 等, 1990)。

　　不过, 本文试图表明的是,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很

低, 德国市场经济模式应用到这些国家, 对它们可能没有很大好

处。其实, 生产力水平本身便是区别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一个重要标志。在某种意义上, 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

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 象俄国、捷克等国家或地区, 工业

化程度甚至相当高。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可

是, 这一客观事实在德国模式适用性的讨论里,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实际上, 在有关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文献中, 生产力与经济模

式的关系很少被触及。因此, 本文同时试图表明, 特定的生产力水

平也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前提条件之一。

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定义

　　为了具体地讨论本文提出的问题, 我们首先应当对德国社会

市场经济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但是, 这里我们立即遇到了困难。

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德语文献内有各种各样的定义, 但似乎还

没有一种被大部分学者公认的定义。假设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

介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形式, 那么, 把自由的市

场经济和集权的计划经济作为一柄标尺的两端, 德国经济制度显

然将落于靠近市场经济一侧的区间内。根据这个理由, 比较适合本

　　3 本文的写作获得了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基金会 (L udw ig2E rhard2

Stiftung)的资助。该基金会学者Kulbach,L am bert, Sch irm er 和W uensche 于

1997 年 8 月在德国波恩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诸学者于 1997 年 9

月在北京、出席“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50 年与中国经济改革—’97 中德经济研

讨会”的诸学者于 1997 年 10 月在武汉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本文仍然存在的一切错误, 由作者负责。如果本文的结论与艾

哈德基金会的目标不直接相应的话, 作者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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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问题的定义, 可能是温舍 (w uen sche) 在研究艾哈德 (E rhard) 经济思想时提出来的一个自由

市场经济指向的概念。温舍认为,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被社会内每个成员所接受的市场经

济形式 (W uen sche, 1986)。在他的定义里, 作为市场经济限定词的所谓“社会”, 指的是“为了使

市场经济设想为社会内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而需要的所有额外的因素”(W uen sche, 1986)。显

然, 在这里, 他对“社会”的理解比通常所说的“社会政策”要宽, 也远远超越了经济的领域。假如

我们把它局限在经济领域, 那么, 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能够得到社会每个成员承认的市场经

济。为此, 社会市场经济就需要具备一些额外因素。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来说, 它所需要的

最起码的额外的经济因素是什么, 这些因素最起码要达到的限度在哪里? 对这些问题, 也许可

以从否定的意义上来回答: 它至少必须在中期里使每个人都能避免经济上的坏处; 或者从肯定

的意义上说, 它应当使每个人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也就是艾哈德所宣称的“全体人民的富裕”

(E rhard, 1957)。不过, 这些说法都欠精确, 不能用来分析问题。

　　当然, 关于一种经济形式的可接受性, 人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准则。本文把问题局限于社

会市场经济对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上, 在这个范围内, 似乎可以把可接受

性准则定为:

　　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国家保证每个个人在暂时性困难状态下仍然能够实现其基本生活

需求的市场经济。

　　这个定义有四个要点:

　　1)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属于市场经济制度, 所以, 纯粹的市场经济范围所包含的一切

概念, 除了在定义中所限制的, 也适用于社会市场经济。

　　2)国家保证。它意味着在这个经济制度下, 将出现一定的国家机构, 即通过正式的制度安

排来实现定义的要求。

　　3)国家保证的个人生活水平, 是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用德国学者通常的语言来说, 是符

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水平。

　　4)暂时性困难状态。它的含义是,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人凭自己的努力, 不再能够满足自己

的基本生活需求。而暂时性则表示, 第一, 这种状态不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第二, 它不是个体希

望出现的状态。

　　依据上述定义, 社会市场经济虽然很难被每个社会成员接受, 但有可能被社会内绝大部分

成员所接受。首先, 那些在自由竞争中丧失了全部收入、财产、遗产和工作的人, 有希望也有权

利从国家那里得到继续生活所需要的帮助, 他们反对这个制度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其次, 那

些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市场竞争的人, 例如残疾人等, 能够从国家那里获得虽然简朴、但是

有保障的生活, 经济制度也很可能为他们接受。再次, 由于国家保障的个人生活水平较低, 由于

国家保障仅仅是个人在耗尽了自身所有力量, 但仍然不能经济自立之后所选择的最后一种生

存可能, 所以, 市场竞争中的赢者以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能够改善自身生活的人, 也很有

可能接受这个制度。

　　这里, 我们实际上假定了一种市场经济的纯粹模式, 并用它来比较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

纯粹的市场经济里, 起作用的将仅仅是能力原则。谁的能力强, 谁就将获得一切; 谁的能力弱,

谁就将失去一切。而判断能力强弱的唯一场所, 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在市场竞争中连最后一块

银元都失去的人, 如果不能迅速地重新回到市场, 那就等于在经济上被判了死刑。物竞天择这

一中文用语, 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那种“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哲学思想, 考虑了能力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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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但不管哪个方面的作用更重要,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 胜者对败者都不负有道义责

任。这一模式, 就是通常所说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 是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鼓吹的经济制度。

而在社会市场经济里, 胜者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对负者的某种道义责任, 即保证负者在丧失

经济上重起 (短期或长期)的所有可能性时, 仍然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在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

本主义内, 这样的保证将通过国家的正式制度来实现。

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11 从历史角度论证的观点。

　　在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中, 有一种看法直接从生产力水平出

发, 通过比较二战刚刚结束时的德国与现时的发展中国家, 来论证德国模式的普遍意义。不可

否认,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 德国处于一个今天难以想象的经济灾难内。正如迪尔 (D uerr)在论

证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它国适用性时所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生

活水平, 完全能够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相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前的饥饿和日常用品的短缺,

还没有当时的德国那样严重。德国的有形资本, 大部分被战争摧毁或者被盟军撤除了。当然,

德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拥有的经济经历, 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要强得多”(D uerr,

1991)。

　　迪尔的这种比较,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但作为他在此处的论据, 是不恰当的。40 年

代后半期, 德国经历的饥饿、日用品短缺和资本短缺, 可能确实与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形

类似, 甚至于更严重。但我们应当注意, 德国当时的形势, 是执行了一种灾难性的国家政策的结

果, 所以只具有短期性质。在近、现代史上, 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灾难, 都可能把一个社会

的生产能力几乎完全毁灭。但是, 历史表明, 再大的灾难, 其后果都会很快被克服, 社会很快就

能恢复到灾难前的生产水平, 并可能发展得更好。艾哈德本人谈到德国的复兴时就曾经使用过

“火灰中飞出金凤凰”来表示这一点 (E rhard, 1957)。显然, 经济灾难的后果及其消除, 与经济的

落后及其发展, 是两回事。所以, 我们不应当把短期经济灾难的后果一般化, 以便和长期的经济

落后相比较。可以说, 没有任何经济制度, 不管它是纯粹的还是社会的市场经济, 可能在 5 年或

10 年内, 把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贫困和短缺中解救出来。这是因为, 发展中国家的 (相对)贫困和

短缺, 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并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现象。这个阶段的

时间维度, 要以年代甚至世纪计算的。根据马克思的看法, 这一阶段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 人们

也许可以加快这一阶段的发展, 但绝对不能跳跃它 (马克思, 1867ö1975)。而战后德国的经济困

境, 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短期现象。消除这一困境所应用的方法以至于经济制度, 与发展中国

家为消除自己的长期贫困所需要的方法以至于经济制度,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1 从理论角度论证的观点。

　　德国学者在最近几年里提出的论证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适用性的理论性观点, 几乎都可以

回溯到路德维希·艾哈德和阿尔弗雷德·米勒- 阿马克 1972 年的著作中去。后两人在德国被

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父。他们于 1972 年共同研究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它国的适用性

问题, 并得出结论:“社会市场经济概念能够用于发展中国家”(E rhardöM ueller2A rm ack,

1972)。他们的论证可以总结如下:

　　1)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开始现代化之前, 其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较为类似, 而与计划

经济相差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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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经济的原则与一个经济体系的成熟程度无关。

　　3)市场经济消除了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 为每个人的发展开辟了天地。

　　4)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四个关于市场经济的论点, 无疑都是成立的。但对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市场经济来说, 他

们的论点却不十分切合。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他们的论点, 就会发现, 这些论点, 比较适合于说

明一般的市场经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而不太适合于说明市场经济的某一特殊形式

的适用性。对一个经济不发达、政治上还带有封建烙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艾哈德和米勒- 阿

马克对市场经济 (而非社会市场经济)的论证, 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尤其是他们的第二个论点,

强调市场经济制度与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关, 穷国同样能够建立这一制度。但这个

论点, 似乎不能直接用于社会市场经济。从历史上看, 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出现, 大大地迟于一

般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出现的时间。这在所有工业国里都不例外。这一事实至少意味着, 社

会市场经济可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比较成熟时的表现形式。因此, 从理论上看, 对社会市

场经济的论证, 显然应当有比上述四个论点更多的、直接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相联系的理由。

　　事实上, 在两位作者的著作里, 除了在章节的题目中出现“社会市场经济”一词外, 他们几

乎没用这个词汇。社会政策或者市场经济的社会方面, 他们也几乎一字未提。这两位德国社会

市场经济之父, 在他们的其他著作里, 为了说明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曾大量抨击了纯粹的

市场经济在社会方面的无效和由此产生的经济丑恶面。可是, 在他们讨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

发展中国家适用性时, 对此却几乎没有提及。这一作法令人惊讶。它也许只能解释为, 两位作

者对发展中国家所谈的, 其实不是社会市场经济, 而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应当指出的是, 在艾哈

德和米勒- 阿马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西方国家的时代潮流, 正好是反对市场经济, 倡导计

划经济的。那时, 艾哈德在社会上的形象, 是反面形象。人们相信, 他的思想早已过时 (W alter,

1986)。而艾哈德等自由主义者则很可能是顶着这股思潮, 用当时的潮流尚可接受的社会市场

经济的名义, 来宣传一般的市场经济原理和其广泛的适用性。至于从自由主义角度, 明确地从

理论上论证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在德语文献中似乎还不存在。

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

　　如同对社会市场经济一样, 我们也使用经济模式来抽象地考察发展中国家。有关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模型虽然很多, 但在与我们定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模型中, 最有影响的, 大

约可数刘易斯的劳动市场模型。这个模型假定, 在发展中国家里, 相对于资本来说, 劳动力资源

十分丰富。因此,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 简单劳动的工资不会很高。按照边际生产率的工

资理论, 工资应当等同于工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当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时, 企业将降低自

己的工资开价, 也降低预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如果劳动者足够多, 工资将会降低到简单劳动

者的生存水平。这一生存工资, 过去在研究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斯密和李嘉图那里, 被称为“自

然工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被研究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刘易斯称作“制度工资”(刘易斯, 1954ö
1984)。这个工资可以用下图描绘。

　　在图内, 企业根据劳动供给 (S)和需求 (D )两条线的交点, 来决定所雇佣的工人量。企业把

这一期的利润再投入到下一期生产中。这样, 企业将在下一期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但由于劳动

供给过大, 企业不需要提高工资开价, 就能雇到足够的工人。这一点显然适用于有着剩余劳动

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O P。因此, 尽管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少剩余劳动, 但工资在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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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供给、劳动需求

工资、劳动边际生产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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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始终保持在生存水平 E 上。只有从 P 点向右, 劳动变成了短缺商品, 一个企业要增雇工人,

只有用高于原先水平的工资开价, 把其他企业的工人吸引过来才行, 工资才会上升。不过, 它意

味着, 此时的经济, 已经不再是发展中的经济, 而是一个工业化的经济了 (刘易斯, 1954ö1984)。

　　上图清楚地表明了工资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首先, 它的量是生存水平。因为劳动供给过

大, 工资不可能高于这个水平; 因为工人要用工资维持正常的生活, 它又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其

次, 工资不是纯粹用经济因素即边际生产率决定的。边际生产率尽管也有作用, 但生存要求扮

演了关键的角色。而生存要求之所以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又是因为经济以外的或者历史地给定

的条件, 例如历史决定的劳动和资本之间对劳动不利的技术比例。从这两个特征中我们又可以

引申出第三个特征, 即工资在整个发展过程的稳定性 (胡景北, 1994ö1995)。

　　应当说, 发展中国家工资的这三大特征, 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相吻合的。实际上, 只有

在市场经济中, 通过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 这些特征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分析一下这些

特征。就第一个特征而言, 它意味着达不到某个最低价格, 劳动所有者就不会出卖自己的商品。

这一点, 乍看上去和市场经济的供求均衡原理有冲突。在市场上, 不应当出现最低的出价, 双方

都应该接受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正好能够出清市场的价格。但是, 第一, 在刘易斯模式里, 不存

在任何意义上的有组织的行动, 不违反竞争市场的规则。第二, 劳动市场的买方, 也有一个最高

出价, 这就是预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若供给价格高于这一点, 企业就不会购买商品, 市场也就

不能出清。但显然, 几乎没有人认为, 买方的最高出价, 违背了市场原则。第三, 几乎所有经济

学家都承认, 在资本市场上, 若资本的价格达不到某个最低水平, 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把资本贷

出。那么, 按照一致性原则, 人们就很难否定, 劳动市场的供给方也持有同样的要求。第四, 在

我们所考虑的具有最高或最低出价的市场内, 供求双方实现自己最低要求的方式, 是选择进入

还是退出市场。我们知道, 市场退出的自由, 和市场进入的自由一样, 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

则。用市场退出的方式使市场价格保持在某种“较高”的水平上, 和用市场进入的方式使市场价

格保持在某种“较高”水平上的做法一样, 是市场和价格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它与在市场内用

非自由竞争的手法实现某种价格的方式, 具有本质的差别: 前者与市场经济原则是一致的, 后

者则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发展中国家工资的第二个特征, 也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首先, 工资尽管不是依据边际原

理决定的, 但它同样是竞争或市场机制的结果。第二,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把现代意义上的市

场经济理解为历史现象, 我们就不能否定正好在市场经济出现的那个时点上, 历史所具有的特

殊性。这种特殊性, 不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出现而消失, 反而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重大的影

响。例如, 在几乎所有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 现代市场经济都出现于资本、劳动比例恰巧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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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后者的时点上。而在新开发的国家里, 现代市场经济的起点上的要素比例却比较有利于劳

动。由于现有要素比例对要素价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人们便不能不从这样的比例出发来研

究价格和市场。所以, 除非我们否认在现有要素比例的初始条件下能够出现市场经济, 否则, 我

们就很难把初始条件对竞争的影响, 看成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损害。

　　工资的第三个特征是从前两个特征中推导出来的, 因此, 它也不违反市场原则。如果初始

条件给定, 供给方退出劳动市场的人不是足够多, 工资就不会升到生存水平之上; 如果退出的

人不是足够少, 工资也不能降到生存水平之下。这样, 在这一初始条件消失之前, 工资就可能稳

定在生存水平点。

四、市场机制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现在我们考察, 在一个实行纯粹市场经济、工资按照生存水平决定的发展中国家里, 如果

引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会产生什么结果。

　　11 国家保证基本生活水平。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义, 国家将保证个人在暂时性的困难状态下仍然能维持基本的生

活水准。什么是基本生活水准呢?它可以定义为“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水准 (Zacher, 1997)。但

至少它不能低于维持人口或者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水准。在后一个水准上, 劳动力

在数量上将不增加也不减少, 在质量即人力资本上将不提高亦不下降。如果把简单劳动力的人

力资本看成劳动力的最低质量, 那么, 简单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准就是其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

生活水准。这样的水准, 也能够称之为生存水准, 因为按照定义, 在这个水准之下, 简单劳动力

就会由于贫困造成的过早死亡或者过少生育而减少。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把社会市场经济概念

中的基本生活水准, 和发展经济学里的生存水平联系起来。

　　对发展中国家, 我们考虑下述几种情况:

　　a)劳动市场的供求形势, 正好使得供给方的所有人都能在生存工资上得到就业。此时, 每

个人至少都得到了基本生活水准。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没有人会陷入困难状态, 国家的保

证失去了必要性。市场自身已经能够做到的东西, 国家便没有必要去保证, 所以, 新的社会市场

经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没有明显的意义。

　　b) 一部分劳动者不能为市场吸收, 或者说退出市场。应当说,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状

况。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 这些得不到就业的社会成员将不能正常地实现自身的简单再生

产, 也就是说, 他们将较早地死亡, 较少地生育后代。在李嘉图理论里, 经过一个周期, 劳动供给

就将少于劳动需求。在康替龙和马尔萨斯的学说内, 长期中人口会减少, 长期劳动供给将接近

于劳动需求。所以, 这些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将逐渐消失。

　　与古典经济学相反, 现代发展经济学没有明确说明, 退出劳动市场的人, 去哪里了。但是现

代发展经济学把一个经济体系区别为两个部门, 即现代部门和传统或者农业部门。没有得到现

代部门就业机会的人, 可能全部集中在农业部门。如果他们在农业部门再得不到就业机会的

话, 他们便完全退出了市场。显然, 这些退出市场的社会成员, 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持基本的

生活水准。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再能保证每个人依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基本生活需求,

国家出面担保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便有了必要性。基本生活需求或者生存水准属于每个公民

的基本人权, 是他发挥自己能力和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经过努力, 还不能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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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存, 国家就有责任来帮助他。在我们的例子里, 如果一个社会成员愿意接受生存工资, 但

仍然不能获得就业, 国家对他的支持, 也就成了他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最后可能。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里存在着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必要性, 可是, 如果国家为这些退出

市场的人提供或补充至相当于生存工资的基本生活, 那么, 那些通过就业才仅仅取得生存工资

的人, 将不再愿意就业。他们可能宁愿失业, 以便领取国家发放的相当于生存工资的补助。因

此, 经济体系中会有更多的人退出劳动市场。这样, 一方面工资会由于进入劳动市场的卖者的

减少而不适当地上升, 另一方面失业也会不适当地上升, 两者将严重干扰市场机制。发展到极

端, 每个社会成员都愿意成为失业者, 经济活动就完全停顿下来。所以, 在发展中国家, 即使经

济体系里的劳动供给, 不是恰好等于劳动需求, 而是大于劳动需求, 一部分劳动者需要从外部

或者国家取得生活补助,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却不能够实行。否则的话, 市场机制就会扭曲, 甚至

会被排除。而一个扭曲或者排除了市场机制的经济模式, 亦不再能够成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21 低于生存水平的国家补助。

　　为了保证市场机制的作用, 同时又减少失业者的痛苦, 国家当然可以向失业者提供若干生

活补助。通过国家补助, 失业者的状态有所好转, 但与生存水准仍然有一段明显的差距。这就

使得社会成员仍然希望获得就业机会, 以得到生存水准以上的生活。

　　现代的市场经济观念, 并不排除上述的国家救济政策。它完全能够承认这项政策。对本文

来说, 问题仅仅在于, 一个经济体系实行这样的救济政策, 不能表明它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社

会市场经济有自己的标准。经济体系内每个个体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是社会市场经济不

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英国则早在 200 年前, 就开始实施给极端

贫困者若干补助的政策。但在经济学研究中, 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那时已成为“社会市场经

济”或者“福利国家”。同样, 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实行不能使救济接受者达到基本生活水准的

救济政策, 它也不能自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或者“福利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 德国的社会市

场经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 至少不存在现实的适用性。

　　31 国家保证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

　　发展中国家里常见的情况是, 当劳动市场的供给明显大于需求时, 国家并不保证所有失业

者的基本生活, 也不对所有失业者发放少量补助, 而是保证一部分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这部分

得到保证的人, 一般是城市居民。不管城市居民在各国是如何确定的,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

城市居民在取得国家补助、享受国家福利方面, 似乎总是有着天经地义的优先权。由于经济学

家和政府官员也跻身于城市人之列, 所以, 他们在考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问题时, 往往主要考

虑在城市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考虑的是对一部分人先实行新的制度。

　　但是, 国家对一部分人提供的生活保障, 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完全是两回事。社会市场经

济的前提是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市场参与者平等。这里的平等, 也许首先是参与者

的人身平等和权利平等。只有如此, 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才会平等, 竞争产生的市场价格才能

正确地反映出资源的价值, 把参与者从人身和权利上区别为两个等级, 一个等级可以获得国家

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准, 另一个等级不能够, 这种作法, 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它与平等

原则根本对立, 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实现了市场经济制度, 它也是不完全

的; 而社会市场经济更是无从谈起。所以, 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解决的问题还不是建立社

会市场经济, 而是消除等级差别, 完善市场经济。因此,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使用非经济的制度

方法, 保障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而对另一部分人置之不顾, 或者只给予明显低于前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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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水平的保障, 这个国家是谈不上社会市场经济的。

五、结语

　　只要大量劳动力和少量资本并存这个条件还存在, 刘易斯模型还适用, 或者说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发展中国家, 还没有成长为发达国家, 以保障社会内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为

基本内容之一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就很难应用到发展中国家, 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这个模

式, 它就可能付出劳动市场扭曲的代价。纯粹从经济角度观察, 这样的代价可能过大; 同时, 付

出这一代价所建立的模式, 亦很难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希望的社会市场经济。因此, 从根本

上说,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 本文的论证隐含了一个命题, 生产力是建立某种经济模式的前提。具体地说, 现

代市场经济产生以后, 生产力是建立某一特定市场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由于德国学者讨论德

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时, 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 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与民主, 是

经济增长和大众参与, 是消除专制和战争的根源。德国的生产力是否允许德国建立某种经济制

度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是不存在的。当讨论的议题局限在德国国内时, 忽视生产力因素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但是, 如果把议题扩大到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对建立特定经济

制度的意义, 以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需要比一般市场经济形式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命题,

就突出地显示出来, 我们也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社会市场经济可能是一种同时被市场竞争的胜者和败者都接受的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家

如果不能建立这种制度, 它可能建立的其他市场经济制度, 也许不能被很多社会成员所接受。

例如, 愿意接受生存工资, 但仍然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 将生活在不能维持自身简单再生产的

贫困状态里。这些人显然不会接受市场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中国家即使建立了市

场经济制度, 这个制度也不是很稳定的。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成员中的可接受性, 是实行市场制度的发展中国

家政府的重要任务。直接使贫困阶层受惠的建设项目和减贫援助, 便是履行这一任务的重要措

施。在这方面, 还有许多措施和可能性值得探讨。另一方面,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 建立在

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说, 我们也许可以设想, 刘易斯模型可能不一定是解释发展中

国家经济的唯一模型。即使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 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没有可能, 建立起不同

于刘易斯模型描述的市场结构, 从而建立起一种通过市场经济, 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在生存工

资甚至更高工资上得到就业的经济制度。这样的制度, 显然符合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显然

能够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不过, 对这一设想的探讨, 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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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内容的《基础会计》一书问世

　　上海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管一民教授主编、徐伟胜副主编的《基础会计》

一书, 最近已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

版。此书共分十章, 计 2812 万字, 分别论述了

会计对象、会计职能、会计方法、会计要素和会

计核算形式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和一整套方法

问题。特别是对于会计的基本涵义、会计的产

生和发展, 以及会计工作的组织等深层次理

论, 有新的探索。本书是上海财经大学成人教

育会计专业系列教材编写委员会主编的新书

之一, 该编写委员会主任是财大校长汤云为教

授, 副主任是孙铮教授和管一民教授。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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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 ts from the M ain A rt icle in T h is Issue

1. T he Choice of M and a te of B ig S ta te2ow ned E n terp rise and M od el D esig n

(Z hao X iaolei)

　M ain Po in ts: a) T he m echan ism of comm itm en t2agen t and its co st; b) T he Cho ice of m an2

date under the rest ra in t of agen t co st; c) T he design of m andate m odel fo r b ig sta te2ow ned en2

terp rises.

21O n the V iew s T ha t Germ an’s S ocia l M a rket E conom y M od el N ot

A pp licable f or D evelop ing Coun try (H u J ing bei)

　M ain Po in ts: a)D efin it ion of socia l m arket econom y m odel; b) T he view s tha t socia l m arket

econom y m odel is app licab le to develop ing coun tries; c) T he econom ic m odel of develop ing

coun try; d) T he con trad ict ion betw een m arket econom y and socia l m arket econom ic m odel in

develop ing coun try.

3. D ecision f or the B elievability of M oneta ry P olicy and A n A na ly sis on I ts Ef f ects

(Chen X uebin)

　　M ain Po in ts: a) T he p rob lem s abou t believab ility of po licy under the condit ion of fu ll in2

fo rm at ion; b) T he quality, determ ina t ion and effects of po licy believab ility under the condi2

t ion s of un symm etic info rm at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