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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些学者对本文初稿提出了批评和修改建议 ,在此表示感谢。本文修改时考虑了一部分批评和建议 ,因此 ,本文的

一切错误由笔者负责。

一、导言

在本文中 ,经济发展被理解成一个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被逐渐消除的过程。消

除剩余劳动力的方式 ,不是马尔萨斯 —李嘉图的劳动供给减少型 ,而是刘易斯型的 ,即通过高

生产率部门的扩张来吸收剩余劳动。已经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的历史表明 ,这一过程至少需

要几十年。所以 ,经济发展过程具有长期性。所谓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指的是通过经济增长 ,

把目前中国经济中严重存在的剩余劳动全部吸纳入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的经济过程。因此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 ,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基本作用、显现为主要趋势、带有较

强规律性的经济发展方式 ,是一种长期起作用的机制。这一机制与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

断出现又不断消失、在短期和中期里发挥作用的特殊趋势、特殊现象不同 ,与短期经济周期亦

缺乏明确的联系。或者说 ,本文对经济机制的讨论 ,不以解释常见的经济周期为目标 ,而企图

说明超越周期波动的、有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方式、条件 ,即机制或在某种意义上如马

克思所说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 ,1975 ,第 11 页) 。

在经济学历史上 ,出现和流行过若干重要理论 ,解释在以剩余劳动为特征的低生产率的经

济体系中 ,通过何种方式或机制 ,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消除剩余劳动。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 ,在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机制的学说中 ,刘易斯的模型成了标准理论。这个理

论把经济体系分成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本文把它简化成农业和现代部门。刘易斯认为 ,在

农业部门内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由于人多地少 ,农业工资将是制度决定的不变生存工资。

如果现代部门在劳动市场上的开价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 ,大量农业劳动力就会涌向现代

部门的劳动市场 ,这就是他所谓的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在这种形势下 ,现代部门的工资也将

降低到生存水平。现代部门的资本家把获得的利润用来投资 ,并继续在生存工资水平上雇佣

工人 ,吸收剩余劳动 ,然后再把利润投资于生产并增雇工人。通过这样的机制 ,剩余劳动将逐

渐减少并最终消除 ,经济发展将最终实现 (刘易斯 ,1984) 。

刘易斯模型曾经被视为解释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的唯一理论 (赫

尔斯曼 ,1982) 。胡景北 (1994)发现 ,刘易斯模型的有效性 ,建立在他对农业部门社会结构的特

殊假定上 ,即农业部门存在着占有全部耕地的地主和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两个阶级 ,因此 ,刘

易斯模型对研究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转移并不具有一般的效力。胡景北假定了一个一阶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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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的农业部门 ,农民既是土地耕种者 ,又是土地所有者。在一阶级模型内 ,即使存在剩余

劳动 ,农业从而现代部门的工资也可能高于生存水平 ,并且工资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上升。而

工资高于生存水平并呈现上升趋势 ,表明了工资储蓄的可能性 (胡景北 ,1994、1997) 。这样 ,从

康替龙到刘易斯 200 多年来流行的古典的不变工资和工资无储蓄的命题受到动摇。对本文来

说 ,新模型意味着 ,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型将只适用于它所赖以成立的特殊情形 ,而不具有普

遍性。因此 ,人们有可能根据所考察的某一具体经济体系的特点 ,选择相应的模型 ,对该体系

经济发展的机制作出特定的解释。

对于以吸收剩余劳动为特征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在中国大陆的表现形式及其运动规律 ,

在中文文献中有若干重要的研究成果 (例如 ,邓宏海 ,1989 ;蔡窻 ,1990 ;李克强 ,1991 ;李蟩 ,

1993 ;王光伟 ,1993 ;周天勇 ,1994 ;袁志刚 ,1995 ;张守一、葛新权 ,1995 ;郭熙保 ,1995 ;王建 ,

1996 ;李实 ,1997 ;徐庆 ,1997) 。这些研究大量地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从不同侧面揭示

了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其中一部分研究 ,以刘易斯理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李克强 ,

1991 ;李蟩 ,1993 ;袁志刚 ,1995) 。另一部分研究 ,否定了刘易斯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周天勇 ,

1994 ;单少杰 ,1995 ;徐庆 ,1997) 。不过 ,这些研究没有同时提出能够替代刘易斯理论的模型。

此外 ,上述这些研究 ,几乎都没有以价格机制为中心 ,考察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 ,迄今为止 ,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机制 ,中文文献中似乎还没有系统的讨论。

中国农业的现行社会结构 ,似乎不象刘易斯假设的那种二阶级类型 ,而比较类似于胡景北

假设的一阶级类型。因此 ,在考察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时 ,首先应当选择的理论模型 ,似乎是一

阶级的 ,而不是二阶级的。本文将在一阶级模型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并讨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的一种可能的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本文将不直接从中国经济表象出发 ,而是在比较抽象

的层次上着手 ,从中国经济的一种“纯粹状态”(马克思 ,1975 ,第 8 页) 出发来考察中国经济。

因此 ,本文不但假定在中国经济中 ,既不存在政府 ,也不存在与外国的经济关系 ,而且假定中国

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是说 ,本文将在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

架内 ,研究本文所理解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可能具有的某一种特定的运行机制。所以 ,与具体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问题 ,超越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中国经济发展机制的简要概括

本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 ,能够简要地概括为 :中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农业

部门和包括工业与第三产业的现代部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在农业和现代部门的相互

联系。中国农业的两大特点是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与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在完全不考虑国

家作用的前提下 ,前一个特点保证了 ,在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 ,中国普通农民仍然能够获得高

于生存水准的生活 ,并且可能随着生产的增长提高自己的收入。后一个特点则突出了农民在

农业内部改善自己收入的困难 ,和农民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必然性。然而 ,如果一个农民要完全

离开农业 ,现代部门给他的工资 ,就不能低于他在农业内取得的收入。由于这个农民的农业收

入高于生存水平 ,所以现代部门付出的工资 ,也将高于所谓的生存工资。由于农民的收入会随

着农民数量的减少而增加 ,一个农民只有在现代部门提出的工资 ,不低于因为他离开农业而上

升了的农业工资的情况下 ,才会完全脱离农业 ,所以 ,现代部门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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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随着农民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而不断上升。由此推论 ,第一 ,工资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呈

现上升趋势 ;第二 ,劳动者高于生存水准并不断上升的工资表明 ,他们能够储蓄。因此 ,中国的

资本积累过程 ,将不再仅仅是“利润资本化”的过程。中国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收入也将资本

化。在此基础上 ,中国可能利用资本市场和利息工具来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利润和工资的

储蓄将被用来扩大生产 ,进一步吸收剩余劳动。所以 ,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 ,将是一个不断积

累 ,不断在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投资 ,不断扩大就业 ,吸收剩余劳动力 ,提高工资和利润 ,从而

进一步积累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延续到全部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和

农业部门也转变成现代部门为止。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 ,由于工资的上升趋势 ,现代部门必

须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部门对更高劳动生产率的追求 ,将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 ,同

时成为技术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 ,由于工资的上升趋势 ,劳动者能够直接参与资本积累并取

得资本收益。劳动者参与资本积累和他们劳动与非劳动收入的不断提高 ,将使中国经济发展

的过程 ,同时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受益的过程 ,从而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比较和谐的过程。

三、农业用地的集体所有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农业用地制度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其具体形式是土地由农民组成的一

个个集体组织所有 ,而组成集体的农民则以家庭的形式 ,个别地使用或者耕种土地。在完全不

考虑政府的情况下 ,土地产品将在使用这一土地的农民和其所属的集体之间分配。分配的程

序大体是 :集体的提留是固定的数量或者比率 ,其余归农民。

在这一生产关系下 ,中国农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1 农民进入生产过程 ,不需要经由

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这个特点的基础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当然 ,在中国农村 ,所谓的集

体 ,不是个体的总和 ,而是另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总体。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而不是全部个别成

员所有的总和。简单地说 ,土地是属于集体“公有的”,而不是集体成员“共有的”。集体成员的

身份 ,与农民居住的地域相联系 ,因此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可以被视为农村社区居民

集体所有的制度。所以 ,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第

一 ,集体只能或者首先必须让其成员使用土地。第二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以外 ,集体在出让

土地使用权时的权利 ,取决于它的所有成员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取决于土地使用权获得者的

决议。第三 ,农民生来就有权利使用本集体组织的土地。这样 ,当一个农民希望进入生产过

程 ,也就是说希望和土地相结合来获得土地产品时 ,他不需要经过劳动市场 ,不需要先经过对

他的劳动生产率和他提出的工资要求之间关系的审查 ;他也不需要经过土地市场 ,不需要先经

过对他的劳动生产率和他人提出的土地产品要求之间关系的审查。

21 农民使用土地 ,不需要缴纳地租。农民使用土地所得的土地产品中 ,有一部分要交给

其所属的集体。但这些向集体的付费 ,与经济学上通常理解的地租不同。第一 ,这样的费用不

是通过劳动市场或者土地市场决定的。它们是集体成员即土地使用者协议的结果 ,或者是法

律在承认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规定的费用。第二 ,集体获得的这些土地产品 ,只能用于集体

成员共同使用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 ,集体掌握的产品 ,来自于其

成员 ,又用之于其成员。可以想象的是 ,即使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私有制 ,这样一类集体的公

共产品 ,也会通过税、公共产品付费、农户出资等方式来支持。所以 ,它们不能视为地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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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说 ,由于农民的集体组织规模很小 ,农民向其集体的付费 ,直接为自己带来了公共产品 ,所

以 ,农民经营土地是无偿的。这里 ,无偿不但指农民无须为使用土地缴纳地租 ,而且土地在农

民之间的配置 ,不是一个市场过程。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分配土地使用权 ,分配的标准

就是土地需求者提出的租金。谁出的租金高 ,土地将归谁使用。此时 ,不管这笔租金以后如何

由集体开支 ,开支的结果是否也会给土地租用者带来好处 ,对土地租用者来说 ,他使用土地显

然都是“有偿”的。无偿则表明 ,市场过程没有成为中国农村土地配置的基础。

在具有上述两个特点的土地制度里 ,农民的个人收入 ,或者说他们的“工资”,显然是他们

从自己使用的土地上取得的全部产品。如果把全体农民视为一个整体 ,每个农民的工资 ,便可

以看作这一整体的平均收入。从这个意义上 ,农民的收入是由他们的平均生产率决定的。

如果我们设想 ,在这样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内 ,农民的平均生产率已经超过了其生存所

必须的水平。就是说 ,在给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 ,中国农业能够生产出超过社会所有成员生

存所需要的农产品。所以 ,中国农业的生产能力 ,不但能够支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而且也能

够支持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在后一种情形下 ,地主可以雇佣农民耕种土地 ,或者把土地租给农

民耕种。这里我们仅仅考虑租佃制。假设在一个完全的租佃制下 ,只有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 ,

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此时 ,土地的收入在保证农民生存之后 ,还有一部分作为剩余上交给地

主。在土地租佃制下 ,土地产品的分配可用下式表示 :

土地产品 = 农民生存收入 + 地租

显然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 ,同一数量的土地产品 ,将全部归农民所有 ,分配公式是

土地产品 = 农民收入 > 农民生存收入

这样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 ,农民的收入不再等于生存收入 ,而是高于生存收入 ,高出的部

分便是土地租佃制下将出现的地租。同时 ,根据第二个公式 ,如果生产发展了 ,农民的收入便

将上升。而在两阶级的租佃制里 ,由于劳动力过剩 ,地主将把农民收入压低到生存水平。生产

发展的一切好处 ,将为地主所得。所以 ,在集体所有、个人长期使用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下 ,农民

收入或工资不变这个刘易斯根据两阶级社会结构所提出的著名命题 ,将不再适用。可能适用

的 ,将是根据一阶级社会结构提出的工资上升的命题。

但是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吗 ? 或者说 ,它会在中国经

济发展的长过程里稳定地存在吗 ? 本文对此的回答是 :土地集体所有制也许不会存在于中国

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 ,但是 ,中国农业的工资上升趋势并不依赖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它能够

成立的前提是农业的一阶级结构 ,而不是这一结构的某种特定形式如集体所有制。实际上 ,只

要中国农业不实行导致农业部门两阶级或者多阶级社会结构的地主所有制或者其它所有制 ,

只要不实行排除了市场的计划经济制度 ,本文在上面得出的工资上升结论就可能在中国经济

发展的全过程生效。即使中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将会改变 ,但只要中国保持着

市场经济 ,只要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基本保持着一阶级类型 ,本文第二节概括的经济发展机制

对中国就可能是有效的。我们设想这两个条件在中国是存在的。

四、剩余劳动和现代部门

剩余劳动是一个难以确切定义的概念。我们规定 ,如果一个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 ,产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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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或者产量的增加 ,不能大于该劳动力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产品 ,这个劳动力就是过剩的。

一个劳动力为从事生产而要求的工资 ,至少是其生存工资。但对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现代部

门的企业来说 ,它因增加一个劳动力而增加的产量 ,至少不能小于它付给这个劳动力的最低限

度的工资 ,否则 ,该企业就会为增加这个劳动力而蒙受利润损失 ,企业就不会让这个劳动力进

入生产过程。所以 ,剩余劳动也可以定义成这样的劳动者 :他们愿意在生存工资水平上接受工

作 ,但是 ,由于资本或者技术等等的限制 ,以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不愿意向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 ,剩余劳动是个历史的概念 ,是和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特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

中国农村或者说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剩余劳动 ;如果存在 ,它的规模有多大 ;它对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影响有多大 ,是几个更加难以取得确定答案的问题。本文在这里

只是假设 ,第一 ,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 ;第二 ,中国剩余劳动的规模在目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里还很大 ,它对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将发挥着基

本的影响 ,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上了转移和利用剩余劳动的烙印。

中国的剩余劳动主要出现在农业部门。它是中国农业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外的又一重

要特点。中国农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或者说农业的一阶级社会结构 ,虽然使农民取得了较

“高”的收入 ,使得农民的收入能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但是 ,剩余劳动的特点 ,又突出

地表明了农民在农业内部发展生产、提高工资的困难。如果设想农业技术没有重大突破 ,农用

土地不能显著增加 ,那么 ,农民工资的提高 ,便几乎只能依赖于农业人口的减少 ,亦即一部分劳

动力转移出农业。否则 ,农民工资就很难提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使用资本和技术的现代部门。这个部门的劳动生

产率很高 ,它的产品有着日益扩大的市场 ,因此 ,它是一个正在扩张的部门。现代部门的扩张

需要增加劳动力。它所需要的劳动力将来自于农业。所以 ,剩余劳动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

生产率的现代部门的转移 ,不但对于转出方有必要性 ,对于转入方也有必要性 ,这就使得现代

部门的扩张过程 ,同时成为剩余劳动被消化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也许可能在非市场经济的其它经济形式下展开。如果这样的话 ,本文第二

节提出的发展机制将失效。但是 ,如果这样一个过程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展开 ,这个过程就将是

一个由价格机制调节和引导的过程。离开价格机制 ,我们也许无法从经济学上理解这个过程。

由于我们从劳动力转移角度研究经济发展 ,那么 ,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及其作用机制 ,就可能

成为经济发展机制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 ,就象没有价格理论就没有经济学一样 ,没有

劳动力价格或者工资理论 ,也就没有研究剩余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因此 ,为了理

解中国剩余劳动转移的机制 ,我们必须先理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

本文第三节曾经指出 ,在中国现行和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一阶级农业社会结构里 ,农民的

工资由其平均生产率决定 ,因此高于生存水平 ,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提高。在剩余劳动存在

的前提下 ,实现农业工资提高的条件是劳动力不断离开农业。因为 ,如果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剩

余的 ,那么 ,他离开农业 ,农业产量虽然可能降低 ,但降低的幅度会很小 ,从而仍然留在农业中

的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即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如果一个劳动力离开农业的目的是纯经济性的 ,

即仅仅为了更高的工资 ,那么 ,在他完全离开农业、进入现代部门劳动市场的时候 ,他虽然可能

提出高低不一的许多供给价格 ,但他的最低开价 ,至少不会低于因为他离开了农业 ,而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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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工资 ,否则的话 ,他将宁愿滞留在农业。另一方面 ,追求利润的企业虽然需要增加劳动

力 ,但它在劳动市场上开出的需求价格 ,将会尽可能地低 ,最高也不会超过农业部门的工资。

劳动市场的价格机制 ,将使供求双方最后达成的现代部门工资 ,正好等于因为现代部门又吸收

了一批农业劳动力而改变了的农业工资 (胡景北 ,1994) 。这样 ,经由价格机制 ,现代部门取得

了自身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 ,而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劳动者和仍然滞留在农业的劳动者 ,则实现

了增加工资的目的。

对企业来说 ,它需要劳动力 ,是因为它的资本增加了 ,希望扩大生产。它用农业工资取得

一个追加劳动力 ,这个劳动力为他增加的产量 ,至少不能低于他为这个劳动力付出的工资。而

总产量超过总工资的部分 ,就将成为企业的利润。企业将把利润再一次投资 ,扩大生产 ,从而

产生了新的劳动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它又一次来到劳动市场 ,并仍然希望以最低的出价

获得劳动力。但对农业来说 ,如果又一位劳动力离开农业 ,留下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又将上

升 ,从而农业工资将高于上一期的水平。所以 ,企业不再能以原有的工资来取得劳动力。为了

扩大生产 ,增加劳动投入 ,现代部门工资必须相应上升 ,以便和上升了的农业工资保持一致。

因此 ,在中国 ,由于农业工资特定的决定方式 ,现代部门工资不可能保持不变 ,所以 ,中国资本

积累和现代部门扩张的过程 ,将同时是工资上升的过程。它意味着 ,在中国 ,不但农业工资将

超过生存水准 ,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提高 ,而且现代部门从而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水平 ,超过生

存水准 ,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提高。这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工资上升趋势。

五、技术进步

在市场经济下 ,技术进步在广义上指的是发明新产品、新工艺 ,开辟新市场、新需求。就本

文所说的现代部门而言 ,技术进步的动力 ,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和保持优势 ,取得更多

的利润。狭义的技术进步 ,指的则是在生产过程中 ,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比率 ,向着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方向变化。一般而言 ,与劳动投入量相比 ,资本的投入量愈大 ,劳动的生产率便愈高。

所以 ,如果把经济发展视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部门的过程 ,那么 ,至少

就整个经济体系而言 ,资本劳动比将逐渐上升。

但是 ,在市场经济内 ,资本对劳动投入比的变化 ,是经由价格机制调节和引导的。没有价

格机制 ,技术进步也就很难从经济学上得到理解。如果从价格角度考察技术进步 ,就必须研究

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一般来说 ,资本价格在经济史上

的长期变化比较小 ,而劳动价格的变化比较大。因此我们这里只进一步考虑劳动价格。企业

实现技术进步的目的是利润 ,为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企业所付出的劳动价格 ,将与新增劳动创

造的产量或新增劳动的生产率相一致 ,而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又与特定的资本劳动比有关。如

果象刘易斯理论表明的那样 ,工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稳定不变 ,那么 ,企业对新增劳动力所要

求的生产率也将稳定不变。这表明 ,尽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现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将大大增

加 ,但它们之间的比率将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 ,现代部门里将不会出现因价格变化而导致的技

术进步。但是 ,在中国 ,由于工资呈现上升趋势 ,企业要从农业中增雇一个工人 ,就得将工资开

价提高一点。为此 ,企业将要求这个工人相应地提高生产率。但在纯粹的状态下 ,从企业的角

度看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只能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只有当劳动力在生产中平均使用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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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时 ,劳动生产率才可能提高。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 ,意味着技术进步。因此 ,在中国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工资的上升趋势 ,企业必然不断地提高资本劳动比 ,提高劳动的生产率。

所以 ,通过价格机制 ,通过与利息相比较 ,工资不断地提高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将同时是一

个技术进步的过程 ,是一个生产趋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过程。

六、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本密集型趋势 ,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剩余劳动转移的困

难。这是因为 ,同一数量的新增资本所能吸收的劳动力 ,将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而不断减

少。因此 ,中国为完成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 ,需要比在其他情况下积累更多的资本。如果我们

再考虑到中国人口增长的因素 ,那么 ,中国的资本积累任务将更重。同时 ,与工资不变的模型

相比 ,中国的工资上升趋势 ,又减缓了企业利润增长的势头。如果把利润当成是资本积累的唯

一来源 ,那么 ,中国的工资上升趋势 ,减缓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

但是 ,中国工资高于生存水平和其上升趋势表明 ,中国的工资可能有储蓄。实际上 ,工资

一旦高于生存水平 ,就没有理由继续假设工资收入没有储蓄。而工资一旦能够储蓄 ,经济发展

理论中原有的资本积累模式 ,即工资消费、利润储蓄的两分法 ,就被突破了。收入分配和资本

积累也被分离开来。单靠收入分配 ,就不再能解释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现在不但依赖于收入

分配 ,而且也依赖于影响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储蓄行为的其他因素。这里的原因是 ,即使我们仍

然假定利润全部用于储蓄 ,我们也必须考虑工资储蓄的作用。所以 ,工资一旦超过生存水平 ,

一旦能够有储蓄 ,资本积累过程 ,就不再仅仅是利润再投资或者利润资本化的过程 ,它同时也

将是一部分工资收入资本化的过程。

在刘易斯的发展理论范围内 ,利润所得者是企业家。如果不考虑麦金农 (1988) 所提出的

利润储蓄分散等问题 ,吸引利润收入成为投资基金的资本市场可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追求

利润的企业家将自动地再把所有利润投资于生产过程。因此 ,使用“动物血气”概念 ,可以大致

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但是 ,工资一旦可能储蓄 ,由于工资所得者很可能不是投资者 ,由于经

济学上不可能假定他们也普遍具有“动物血气”,至少“动物血气”概念不再够用 ,因此 ,必须引

入经济学概念来调节工资的储蓄 ,来联系社会的总储蓄和总投资。这个概念就是通常所说的

资本市场。因此 ,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通过资本市场 ,中国是否就

能动员起相当于不变生存工资情况下的储蓄量 ,是一个现实意义不大的问题。对讨论中国经

济发展的长期机制来说 ,中国的经济现实在这里所显示出来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性是 ,第一 ,中

国资本积累已经不可能依赖不变生存工资 ;第二 ,资本市场对于调节储蓄已经具有必要性 ;第

三 ,利用资本市场 ,中国将能动员起更多的储蓄 ,而不必仅仅依赖于上升工资条件下的企业利

润收入。

在资本市场上起作用的是利率机制。在收入分配给定的情况下 ,利率的变动 ,将能够影响

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的储蓄愿望 ,尤其是影响他们进行金融储蓄的愿望和数量。同时 ,利

率的变动 ,还将影响企业的投资意向 ,并把投资分配到经济效率较高的企业去。因此 ,中国的

资本积累过程 ,将是一个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资本市场和利率机制不但影响到现代部门的参与者的储蓄和投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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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也将直接影响到农业部门的行为。农民不但可能从自己超过生存水平的工资部分里取出

一些去储蓄 ,而且由于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特点 ,他们还完全可能直接利用自己的储

蓄来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的投资领域将包括了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他们在农业

部门的投资 ,将直接提高农业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从而奠定了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基

础。他们在现代部门的投资和利用这些投资而取得在现代部门的就业 ,则直接意味着剩余劳

动的转移和利用。所以 ,在中国 ,农民的收入一旦超过生存水平 ,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或者说农

民的积累 ,就可能成为中国整个积累过程中的显著现象。这样 ,经由资本市场 ,通过利润收入

者和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和投资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将成为一个不断积累 ,不断扩大生产和

就业 ,吸收剩余劳动力 ,提高工资和利润 ,从而进一步积累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过程。

七、经济公平

在本文里 ,经济公平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内 ,每个市场参与者依靠自己正常的努力 ,能够满

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 ,并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这里 ,本文侧重

于从绝对量的角度理解经济公平。在中国 ,以一阶级的农业社会结构为基础 ,在完全的市场经

济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 ,将伴随着工资的上升。工资的上升趋势说明 ,中国的劳动者不但能够

获得基本的和高于基本需求的生活 ,而且也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

平。这样 ,中国的劳动者将能够从经济的发展中获益。由于利润收入者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

增加自己的收入 ,所以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将可能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受益的过程。从

这个意义上说 ,一阶级模型也许证明了 ,一个同时实现经济公平的市场经济 ,在中国的经济发

展过程内 ,理论上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的。

另一方面 ,在中国 ,由于工资的上升趋势和工资的储蓄可能 ,劳动者在经济发展和资本积

累过程中 ,将不再扮演被动的角色。他们将直接参与资本积累过程 ,并通过这一参与 ,成为社

会总资本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 ,劳动者参与经济过程 ,不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为利

润生产的人力要素对企业是不可缺乏的 ,而且也是因为他们能够作为资本的供给者。所以 ,劳

动者也将成为推动和影响资本积累的活跃因素。进一步说 ,他们还将分享资本的收入。这样 ,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可能使劳动者从两个方面得益。一方面 ,他们的工资将随着经济发展而

提高 ;另一方面 ,他们的储蓄和非工资收入也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

的经济发展过程 ,也许不再是一个给社会和公众造成巨大痛苦的过程。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

差距也许会拉得很大 ,但本文理解的经济公平仍然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主导趋势。

因此 ,中国劳动者对资本积累的参与和其工资的提高 ,将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一个

经济社会学意义上比较和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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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研究结果 ,我们特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

11 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行政干预只会阻碍我国粮食市场朝一体化方向发展的速度。目前

初步形成的全国粮食大市场对稳定国内粮食市场已产生一定的效果 ,政府的职能应尽快由过

去的计划控制向促进市场发育和市场建设的方向转化 ,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和宏观调控应

该只限制在有限的粮食安全储备上。

21 深化我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 ,继续放开粮食市场 ,加速全国粮食市场一体化 ,尽快形成

全国统一的粮食大市场。这对稳定粮食市场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31 确保“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本项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米袋子”省

长负责制对我国粮食市场一体化的建设影响不大 ,但应该注意的是 1994 年以后 ,我国粮食一

直是丰收的。一旦将来国内粮食供需出现短期的较大缺口 ,也许会出现另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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