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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轨迹与政策绩效·主持人
语】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和深刻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具有极其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即社会主义市
场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深 入 剖 析 。 为 此 ， 我 特 邀 这 一 领 域 的 专 家 学 者 ， 分 别 聚 焦 1949–1978年 早 期 探 索 、
1978–1992年自觉探索、1992–2012年全面探索、2012年至今深化探索四个时期，围绕思想轨迹、政策践
行、现实绩效三个维度，撰写了四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从这四篇文
章中可以得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我国在遵
循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尤其是唯物史观基础上积极进行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前30年与后
40年整体发展和持续建设的结果，更是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的结果。这些认识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总结，对未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也有诸多参考价值。

——马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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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带来经济快速
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制度僵化、计划无法与实际需求匹配等问题。针对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国围
绕如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若干次尝试性的探索，
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不
仅帮助我国从实践的挫折中快速恢复，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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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参照苏联
①

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建立了最初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时期的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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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提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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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是围绕着计划经济的建立、调整和完善逐渐展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实施
基础，从而消除了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在分配方式方面以按需分配为目标，以按劳分
配为基础；在经济调节方式方面，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以有计划按比例为基本
的运行规律。
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帮助我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并在“一五”计划后
初步建立起工业基础，对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深
入，计划经济的僵化问题也显现出来，社会生产中出现了供需不匹配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
面，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构想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前提之下的，
与处于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国情并不适应；另一方面，苏联经济模式将国民经济活动完全纳入
统一的计划之中，基本不存在自动调节的机制，既不利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正常运行，又使得企
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发展缺乏内在的创新激励。为了调整经济实践的方向，厘清社会主义发展
的经济逻辑，以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全国上下围绕着计划经济的调整和转型等问题
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主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对如何调整计划经济体制，如何解
决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进行了探讨。这些思想整体上以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论证
和说明为主，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分配原则、经济调节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在肯
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克服盲目生产、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的优势的同时，学界也注意到了计划
经济体制的弊端，对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管理体制改革等的关系进行
①

了分析，这些“用计划经济指挥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补充计划经济” 的讨论已经包含了一些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的思想。
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探索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党的领导人在考察
了现有经济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学界的理论思想，对经济建设的细节作出阶段性调整。毛泽东
在1956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各地区的
平衡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随后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
提出在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允许以个体经济、自由市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进行补充。“二五”计划确定后，周恩来也提出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一些地区有计划地建立
自由市场，毛泽东也提出可以适当允许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开设私营工厂。这些包含市场和商
②

品特征的尝试性探索，成为我国后来“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思想的早期萌芽，其中
不乏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端倪。
本文聚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探索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和政策实践进
行系统分析，剖析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和市场思想的积极作用，及其对后来市场经济发展的早
期贡献。这一研究对于更加系统地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早期市场经济探索的思想轨迹
我国早期的经济建设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
以计划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这一时期的思想研究主要沿着计划经济的轨迹进行，但面
对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现实，计划经济的具体实施方式也在不断摸索，其中包括对
市场因素的探索。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讨论以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起点，在肯定以计
①顾纪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6期。
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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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提出了发挥商品生产的优势，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
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一）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探索
我国早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探讨主要从经典文献出发，关注点为其基本内容、作
用以及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等。这一研究中也包含了一些如何在计
划经济的框架下，利用市场因素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思想。
首先，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表达的研究。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联系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内容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社会
生产的目的是否应该包含在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中的问题，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应该包含生
产目的，其原因在于生产目的是客观经济范畴，它反映了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问题（惲希良，
1959；蒋明，1962）。另一方面，对于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主要手段，有学者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为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漆琪生，1961；江诗永，1962；刘国光，1961）。
其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对于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是否在过渡时期发生作用，经济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规律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命脉
的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将最终代替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狄
超白，1955；池元吉和解学诗，1955；姜君辰，195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渡时期有它独特的基
本经济规律。只有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让位
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叶子欣，1955；黄振奇等，1979）。
最后，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相关问题的讨论。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分析中，
有部分学者基于工商业水平较低、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现状，提出应在现有条件下适度引导商品
经济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一方面，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秩序，是一个持续而长久
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承认并利用
这些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许涤新，1957；
蒋学模，1959；朱剑农，1955；刘诗白，1959）。另一方面，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时候，也有
学者指出，凡是满足基本经济规律中社会生产目的的经济活动都可以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规律的范畴。无论是价值规律还是市场供需，只要我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就可以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姜君辰，1955；骆耕漠，1955；杨坚白，1959；王惟中，1959）。

（二）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这一
阶段，我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探索主要集中体现在商品经济的存在性、存在原因和
商品范畴这几方面。首先，关于商品经济的存在性。这一讨论形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观点。一
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经济。有学者甚至提出了“商品消亡论”，完全否认社
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已经全面消亡的观点（骆耕漠，
1964；顾准，1957）。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着商品经济，指出“商品消亡论”的错误，认为
商品经济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商品经济的发
展对现阶段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樊弘，1957；谷书堂，1959；孙冶方，1959b；王守海，1959；
于光远，1959；卓炯，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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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从生产力层面来说，学术界认为我国现
阶段生产力仍然低下，商品生产必然存在，而且这种商品经济的存在，可以促进现阶段生产力
的发展，有效积累物质财富（王守海，1959；卫兴华，1959）。从生产关系层面来说，学术界主要从
不同侧重点来探讨，认为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和实行按劳分配制
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的主要原因（孙冶方，1959a；王守海，1959；于光远，1959；汪
旭庄和章时鸣，1964；卓炯，1981）。从其他因素层面来说，学术界主要从不同制度的商品经济矛
盾对比、社会生产多样性等方面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樊弘，1957；王守
海，1959）。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提倡每一个人民公社生产有交换价值的农作物和工业品，不
①

然生活不能丰富” ， 从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和人们生活需要的多样性方面阐述了商品经济存在
的原因。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存在的范畴，主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产品和个人消
费品两大类别进行分析。从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产品来说，学术界对这一产品是否属于商品
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支持“商品外壳论”，认为内部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仅仅保留商
品的形式（姜铎，1959）。二是认为内部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是因为商品是买卖的产品，生产
资料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上通过买卖方式进行交换，那么内部交换的产品必然是商品（王守海，
1959；徐日清，1959；宋福僧等，1960）。从个人消费品来说，则形成了统一的论断，认为个人消费
品不是商品（孙冶方，1959b；于光远，1959）。

（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探索
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存在性及其作用问题也是早期探索阶段探讨的重点，主要集
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存在的探讨；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
存在价值规律，对其作用领域和作用双重性问题的探讨；三是对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
比例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首先，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存在的讨论。中央第一次讨论是在中共八大前
后，中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同时要灵活运用价值规律法则。第二次讨论是针对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出现的经济问题，中共先后召开数次会议，毛泽东明确地说：“价值法
②

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而肯定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价值规律。学术界在斯大林提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
③

没有价值规律的” 后，展开了激烈讨论。学者们主要是从产品经济价值规律（孙冶方，1956）、经
济核算（薛暮桥，1959；顾准，1957）、商品经济（谷书堂，1959）等角度承认价值规律的存在。
其次，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分析。学者们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讨论：首先讨论
了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是否具有调节作用。针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没有调节作用，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骆耕漠，1957）；第二种观点
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有调节作用（孙冶方，1956；南冰和索真，1957）；第三种观点介于两者
之间，认为价值规律仅在农业生产领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冯玉忠，1957）。其次讨论了人民
公社建立后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受到限制。部分学者认为在人民公社建立后价值规律的作用
受到限制（薛暮桥，1959；关梦觉，1959）；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没有受到限制（郑
经青，1959）。最后讨论了价值规律的双重性问题。有学者指出要遏制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关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部分论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③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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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觉，1959）；也有学者强调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王亚南，1959）。
最后，对价值规律与其他规律之间关系的分析。在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就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下存在着商品
经济的生产，因此价值规律也会发生作用。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管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
域 都 不 是 相 互 排 斥 的 ， 价 值 规 律 处 于 从 属 地 位 （ 朱 剑 农 ， 1955； 仲 津 ， 1958； 谢 伯 龄 和 关 其 学 ，
1959）；第二种看法认为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
依存的关系（王惟中，1959）；第三种看法则强调价值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之
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周瑞清，1963）。

（四）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探索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早期探索阶段，国内对按劳分配的认识几经反复。总的来说，在这一阶
段，我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劳”的内涵、劳动尺度和劳动报酬形式
三方面。首先，我国主要从三种劳动形态、劳动数量计量与其他角度三方面深入分析了“劳”的
内涵，即如何界定按劳分配中“劳”的问题。从三种劳动形态层面分析，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
点。一是认为按劳分配的“劳”就是凝结形态的劳动，认为只有凝结形态的劳动才能衡量个别劳
动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或价值的大小，经过必要的扣除之后，才能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依据（张
友仁，1962；刘克鉴，1979）。二是认为按劳分配的“劳”就是流动形态的劳动（蒋学模，1964；李靖
华，1979）。三是将三种形态劳动综合来看，提出按劳分配的“劳”是两种或三种劳动形态的综合
体现（洪远朋，1979；王书相，1979）。从劳动数量计量层面分析，学界集中认为按劳分配的“劳”
所指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刘克鉴，1979；洪远朋，1979）。从
其他角度层面分析，学者分别从当前社会劳动、直接社会性劳动等方面分析按劳分配的“劳”（蒋
学模，1964；王书相，1979）。其次，在探讨了“劳”的内涵后，学术界主要从报酬量与劳动量完全
相等、报酬量略小于劳动量以及报酬量大于劳动量三方面分析了按劳分配的劳动尺度问题。在
劳动量与报酬量是否完全相等的探讨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学者在反对完全相等上基
本达成了共识（张朝尊等，1979；吴鼎成，1979）。在报酬量是否应该略小于劳动量的探讨上，有
学者对此持赞同意见（吴鼎成，1979），也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张朝尊等，1979）。在报酬量是否
应当大于劳动量的探讨上，即高薪制问题，学者们基本持反对意见，认为这违背了按劳分配的
原则（张朝尊等，1979；吴鼎成，1979）。最后，学术界从计时或计件工资与奖金两个层面探讨了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应该采取何种劳动报酬形式的问题。从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层面来看，早在
计件工资实施的初期，针对计件工资的弊端，有学者提出应当废除计价工资制度（金若弼，
1959）。之后学术界基本认为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骆焉
名，1978；蒋绍进和杨炳昆，1978）。从奖金层面来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绝大多数学者认
为奖金制度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骆焉名，1978；孙克亮，1979；林宝清，1979）。

（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展开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这次探讨主要包
括三方面，分别是集权与分权的探讨、计划与市场的探讨以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
首先，关于如何处理好集权与分权这一关系问题的探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高
度集权的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
①

动权也没有”。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又针对“文革”中过度分权的问题提出应该适度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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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想法，他主张在一些领域例如铁路、钢铁等行业要保证中央的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
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为此学界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
应在不破坏集权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分权，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薛暮桥，1977），处理好国
家同市场、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应当向有利于生产的方向发展（刘国
光，1979）。其次，在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中，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
补充”的思想，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即计划生产是主体，市场是计划生产的
①

补充。刘少奇也指出“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之后学术界也对这一问题展
开了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要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单独强调某一方面的重要性而忽略另一
方面的想法是片面的（孙尚清等，1979）。他们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定义出发论证了将二者
进行结合的科学性（骆耕漠，1979），认为只有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才能既顾全大局又
处理好细节（刘国光，1979）。最后，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进行
了探讨。在宏观上，有学者提出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导致了财政的浪费和不平衡，因此应
当进行改革（李民立，1958）。改革的重心应是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职责，增强地方财政的灵
活度（朱福林和项怀诚，1979）。在微观上，应该对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给予企业更多的自
主权。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阻碍企业和整个产业的发展（陈
大伦，1958）。因此企业管理体制的目标应是在国家计划调节下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的主动性，
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保障生产满足社会要求（周叔莲，1979）。

三、 早期探索的理论分析
早期探索阶段，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下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发展目标和建设
路径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的理论逻辑和理论贡献，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早期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市场因素。

（一）理论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是根据经典作家关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
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
②

代” 的逻辑构建的。
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计划经济的过度僵化的
弊端逐渐显现，经济建设屡遭挫折，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引发了政府和学者对现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为此，才有了围绕商
品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理论探讨。虽然这些探
索是在计划经济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但是经过激烈的理论交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思想也就有了雏形。在此理论背景下，党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缓和了
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但是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党内对现有形势的估计和具体措施的实施细节
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党中央错误地看待了这种分歧，认为现有的一些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
典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是阶级斗争又成为了工作重心，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再次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此期间，由于过分夸大上
层建筑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反而遭到严重
破坏，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为此，才有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高度集权经济体制
①《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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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彻底反思与改革的决心。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思想是在反复的矛盾斗争中形成
的。由于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框架，经济转型思想缺乏完整的逻辑链条，没有形成系
统的理论框架。但是从一系列理论探讨和争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关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端倪，这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埋下了伏笔。

（二）理论贡献
整个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探索阶段，经济转型的思想是在学界的理论学习和党的理论与
政策实践的交错中发展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诸多思考和实践，为我国日后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积累，超越了同时代现有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框架和逻
辑体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探讨都是对传统经典理论
的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已经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的核心内容。
其一，这一时期形成了早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商品经济，为
后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也可以有市场、计划与市场只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等理论的提出
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价值规律的探讨，是一种超越经典理论的体现。毛泽东从
顶层设计上肯定了价值规律存在的作用，并且对其作用范围进行了分析，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使通过价值规律来推动价格机制转换、实现价格由政府决定转换为由市场
决定成为可能，即价格由市场形成，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为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按劳分配的探讨，也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按劳分配的设想。在
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期，为了提高生产水平和人民劳动的积极性，需要按劳分配，进而也
需要在生产资料的交换中存在一定的商品生产关系。通过市场来实行的按劳分配为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动力，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肯定了要素市场的作用，注重了对效率和公
平的权衡，为日后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指明了方向。
其二，这一时期也对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权和集权的探索。这一探索实践，不仅保证了我国
经济在经历了几次波折后依然能持续保持较稳定的发展，更为改革开放以后各项经济转型思
想的确立和实施奠定了基础。对集权和分权思想的探索，尤其是持续的分权和适度的收权，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造导致了中国与东欧及苏联
经济结构的差异：与东欧和苏联以职能划分的专业化但单一的形式不同，中国的层级制是一种
以区域地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这种组织结构的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改革战略和
绩效（钱颖一，2003）。另外，这种对于计划经济改革的探索，提高了经济效率，克服了中央集权
的弊端，并通过多次改革尝试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改革思路，也为中国的市场化
经济转型创造了有利的初始条件，从而大大降低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难度。对管理体制的改
革，可以看作是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在微观上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改进，不仅提
升了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且增加了整个经济的活力。

四、 政策践行与现实绩效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思想总体是朝着计划经济方
向发展的，但在理论探索中也不乏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市场因素的争论和探
讨。这些关于市场因素的早期探索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实践带来影响，其中两个相对较为集中
的 反 映 市 场 因 素 的 实 践 阶 段 ， 分 别 为 1954–1957年 第 一 届 全 国 人 大 和 中 共 “ 八 大 ” 时 期 以 及
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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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54–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以及中共“八大”期间，我国提出和制定了关于所有制结
构、权力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的政策举措。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在1954年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仍隐含着对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一定程度的接纳和保护，主要体现在《宪法》第五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
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以及第九条即“国
家依法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其后，1956年召开的中
共“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即发展社会生产力。
作为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之一，市场规律被纳入讨论和实践范围。为此，中共“八
大”以后我国围绕所有制结构、权力结构、市场结构等内容制定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一
是所有制结构方面，在保持以国家和集体经营为工商经营的主体的同时，允许个体经济存在，
对工商业的发展进行补充，在保持计划生产在工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允许自
由生产，其后推动的“新经济政策”则进一步允许私营工厂的开设，这实际上是允许了多种所有
制的存在和发展；二是权力结构方面，1957年中央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
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
业，以便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市场结构方面，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市场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作用。
然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革思想本身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尚不充
足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改革思想和举措尚未得到充分贯彻和进一步完善，就
被“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时期大规模消灭商品和市场的“左”倾错误所打断。
其次，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修正前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左”倾错误，
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我国进行了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践，其中也蕴
含着价值规律、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我国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
针，即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以少量的投资充实一些
部门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我国进一步制定
了一系列调整政策，主要包括农业、工业以及财政金融三方面。
在农业调整方面，核心目标为大力恢复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为此，我国一方面调整
了所有制形式，即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并开放自由市场等；另
一方面则推动了按劳分配，即纠正在农村大办食堂的平均主义，清理“一平二调”，对于违背等
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抽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行为进行清算退赔等。
在工商业调整方面，主要以调整工业生产速度、增加商品流通渠道为主要目标。为此，我国
一方面降低了工业生产计划中不切实际的指标，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不断充实轻工业，
与此同时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专业协作；另一方面则恢复了农村供销合作
社，形成了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等多种流通渠道，缓解了市场供应的短缺
问题。
在财政金融调整方面，节减财政支出、稳定市场物价是重点内容。为此，我国政府在国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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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层面对国家财政开支采取紧缩政策，降低财政赤字程度；在市场调节层面对一些商品实行高
价政策，进而实现货币回笼，最终达到稳定市场物价的目的。
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工商
业效益得到了提升，国家对经济的管控能力也得以增强。但是，受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思想和方针同样没有得到较为充分和持续的贯彻和发展。
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主要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经济发
展的需要，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政府也不断尝试将市场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中，并对其融入方式进行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受到历史条件的约束，这一时期两次较为集中
的与市场因素相关的探索实践均未能真正得到贯彻和实施。
尽管如此，这些与市场因素相关的改革实践仍然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的绩效影响。
这一影响在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总体变化情况中有所体现，即在两次相对集中的商品和市场思
想探索实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表现都是相对更好的（如图1所示）。第一次市场经济思想的
探索和实践发生在1954–1957年这一时间段，这一时期理论界针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发
展社会生产力的系列讨论，以及中共“八大”引入市场经济作为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对我
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民经济明显有了一个稍有滞后但随即快速上升的时期；第二次
市场经济思想的探索和实践是在1961–1965年这一时间段，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于
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实践中对市场活动的放宽和调整，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从图1中可以
看出，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调整时期的政策成功将经济增
速拉回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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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总之，新中国成立早期我国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
质和体系基础，而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经济体制改革等
市场因素的思想探讨，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
基础。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前30年与后40年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后40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以
前30年为起点的，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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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arly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 Yan, Liu Zeli, Song Xinyang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From 1949 to 1978，China was explored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uring this
period，Chinese economic construction was influenced by Marx-Lenin classics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building socialism，mainly around the planned economy. However，with the
constant exploration and adjustment in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market factors have
also begun to appear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lthough they are not the main par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they also play a certain role i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limitations，the ideology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roduced in this stag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which is mostly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factors such as currency and
commodity economy in socialism. Therefore，this paper defines this period as the early
exploratory stag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mainly studies
the ideological track，theoretical contribution，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this stage. Firstly，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from 1949
to 1978. In this period，no matter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or the discussion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although 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there have
been preliminary attempt on how to make use of market factors，and discussion on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socialist economic law，commodity production，value law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he discussion even contains the germin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ought. By sorting out the thought of the early market economy，we can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ought in this period. Secondl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ought formed in the early
exploratory period. Although the though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is stag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has not formed a scientific ideological system，nor has it completely avoided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they still correctly analyze our
country at the 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cove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ubsequent proposal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Finally，this paper studi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arl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ought. In this period，although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to build a planned economic system，some attempts on the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restrai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have also been carried out，and these
attempts have also brought some result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this
period. In a word，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re have been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market economy in ou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Key words: early exploration; basic economic law; commodity production; valu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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