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卷 第 5 期
2018年10月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20 No. 5

Oct. 2018

DOI: 10.16538/j.cnki.jsufe.2018.05.00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私有消费品的改革吗？
——基于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视角下公共产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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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前学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大多沿着传统经济学分析思路，忽视了社会丰裕

情况，就产品生产谈改革，尤其是只重视私有消费品的生产升级，忽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公共产品
的提高。文章从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视角下来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个创新性观点：一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摆脱过去“暴利生产”的思路调整到“丰裕生产”的思路；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社会大生产的提高，公共产品是重要一环；三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有预前性，但是要厘清多种关系。由
于供给侧改革战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巨大的重要性，所以文章最后呼吁学界能从社会大生产
的角度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一个全面的思考和研究，不仅要深度研究贫乏式生产，也研究丰裕式生产；不
仅研究私有消费品的生产，也要研究公共产品的生产，从而保证供给侧改革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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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学界各路学者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看法。例如就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背景来说，吴敬琏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是我国正经历的经济增长换档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以在分析长期趋势的思路下，应该从供给侧出
发。他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
①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白重恩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的主要问题是
低效率的部门拥有过多生产要素，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就形成了低效率部门对高
②

效率部门的挤出效应，而成本过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因。 李稻葵认为我国经济当前的
核心问题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目前既存在着大量没有
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还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而这些问题当中最基础的就是生产侧不能提供
③

百姓已经变化了需要的产品。 而国外学者例如Michael Pettis早在21世纪初，通过对中国经济的
收稿日期：2018-01-02
基金项目：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第一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15ZDA006）。
作者简介：贾微晓（1985－），男，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日制博士后。
①吴敬琏：《以供给侧改革应对“四降一升”挑战》，《中国经济导刊》2016年第3期。
②白重恩、张琼：《用“已知”倒推“未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展望》，《新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
③李稻葵：《关于供给侧改革》，《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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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研究发现中国大量的投资没有得到有效分配，这其中并不是个体因素导致的，而是整个
系统错误运作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整个供给系统都在激励人们不考虑任何回报地大规模投
①

资 ， 而 这 些 投 资 导 致 了 大 面 积 的 浪 费 ， 形 成 过 剩 ” 。 除 此 以 外 Minxin Pei曾 在 2006年 《 Foreign
Policy》中发过一篇名为“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的文章，文章预测了未来的中国经济
②

将会出现增长的低效和严重的供给过剩问题。 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也验证了他们的说
法。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现实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产生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方面，央行经济学家姚余栋认为供给经济学的老祖宗是马克
思，他指出：“供给侧的本质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供
给端的老祖宗是马克思，马克思是最重视供给侧最重视生产力的，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才是对
整个经济体最大的挑战，这是基础。”贾康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供给侧
③

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方面，厉以宁认为相比需求方面调控，供给侧主要在于产业政策、资源配
置的经济结构调整，更注重中期。他提出定向调控、鼓励高新企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国企
混改等六方面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
④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 张维迎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
看，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强调企业从套利模式转向创新模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
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的问题方面，林毅夫认为供给侧的结构
性改革长期来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会抑制
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要审时度势，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⑤

李佐军则是从未来改革可能产生的错误来分析，他指出改革可能产生的错误，一是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理解为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二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政府计划思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
五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六是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
提高决定因素简单平行地放在一起。

⑥

综合以上学者的分析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和换挡期间进行
有效生产再提高的战略。无论是满足新需求、减少成本、减少过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最终的
落脚点就是如何合理有效地生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生
产而进行的。尽管目前学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已经明确就是生产的变革，也提出了
各种关于提高生产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对于生产的阶段性背景并未深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发
展阶段有效生产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就像李佐军所说我们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
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和“种类”
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将不同时期的“生产”内涵理解清楚，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当代我
①Pettis M，Will China’s New “Supply Side” Reforms Help China? [EB/OL].http://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financialmarkets/
62601，January 25，2016.
②裴敏欣：《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财经文摘》，2006年第6期。
③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9期。
④刘世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质量报》2015年第34期。
⑤谭翊飞、林毅夫：《供给侧和需求侧应统一考虑》，《企业界》 2016年第2期。
⑥李佐军：《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走出六大误区》，《中国产业经济动态》 201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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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如何组织生产。生产本身虽然是客观事物，但是生产也是分阶段的，在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生产的目的和饥渴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学界进行深刻分析的
成果并不多见。对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情况做深刻分析的要数加尔布雷斯了，加尔布雷斯在
其《丰裕社会》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生产分为“贫乏生产”和“丰裕生产”，在不同的社会
“丰裕”程度下生产的目的并不相同。诚然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
是资本主义私有消费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提出的理论，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
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生产也经历着由“贫乏生产”向“丰裕
生产”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对于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进行选择性的
借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其实是在宣告过去暴利的生产时代已经远去，何为暴利生产时
代？就是那个产品短缺、信息不畅、需求粗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产品贫乏的时代。
产品贫乏的时代，对于产品的渴望，使得生产的目标和获得利润的方式变得简单，就是尽可能
地去扩大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逐渐丰裕的时代到来，整个生产的目标和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在产品丰裕的时代，如何调整生产的目标和方式再次提高生产
的能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分清楚“物质贫乏”和“物质丰裕”的理念，找到我国经济发展
的现状，即在何种物质条件下我国是丰裕的，何种物质条件下我国是贫乏的，贫乏的经济改革
道路是追求生产迫切的“量”的生产，丰裕的经济改革道路是围绕已存“量”的升级生产，做好这
两点才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之所在。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生产
的改革，但是生产又是分类的，既有私有消费品的生产也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而这两种生产在
社会大生产的系统中也需要配合和平衡，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放在私有产品的生产上，忽视了
公共产品的生产同样会出现问题。从目前学界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关注点都落在私有消费品的
方面，没有提到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当一个社会私有消费品“丰裕”时，往往公共产品会显
得“贫乏”，因为私有消费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中最为关注的，一般生产和发展都比公共产品
来得及时和快速；公共产品由于被关注的程度较弱，提供者一般是政府而非市场，加之其弹性
不足，对比私有消费品来说往往显得稀缺。而目前学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产品的生产
研究并不多见，公共产品是社会大生产中重要的一环，如果公共产品由于被忽视没有跟上发
展，同样会造成资源稀缺，进而引发争抢和耗夺。目前我国公共资源的问题已非常严重，争抢
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运动健身场地资源等屡见不鲜。如果公共产品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会大
大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首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出发，揭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欲望逻辑下”的生产改革，接着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
应遵循“丰裕社会”的思路，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考虑如何更进一步提高生产，进而分析在“丰
裕社会”的背景下，公共产品生产的重要性和时机选择，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
在于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学界只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私有消
费品生产改革的研究，对公共产品生产研究的不足，为学界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绵薄的
理论参考。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欲望逻辑下”的生产改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社会变革的一般条件，那就是“不是人们的
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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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详细解释
了当时代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候，社会必然存在变革的趋势。加尔布雷斯也论述了
相似的观点，他阐释了生产本身生产出欲望的思想，他说到“如果生产创造它企图满足的欲望，
或者如果欲望随生产而并行的产生，那么欲望的迫切性不再能够用来为生产的迫切性辩护，生
产只是填补了它本身所创造的空隙”。 所以加尔布雷斯认为欲望是生产的产物，生产在生产的
同时，就在创造着欲望，并且随着生产的产品增加这种欲望并不会消失，这种不会消失的欲望
正是生产要继续变革的基础。虽然加尔布雷斯没有像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样更宏大
的视角去思考，但是其生产创造欲望继而影响生产的思路很值得我们借鉴。根据马克思和加尔
布雷斯的观点，生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如果认为随着基于需求的产品产量的增
加就会解决需求欲望的想法，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如加尔布雷斯说的“谈论生产而不讨论有关
的消费，显然是像估量一个盛水能力时只考虑桶的大小而忽视了它是否早已盛满了水的细节
一样”。 加尔布雷斯巧妙地描述了生产所带来的需求变化的比喻，生产的增加就是桶的尺寸增
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会增加需求，这个需求就像桶中的水一样随着桶的加大而增加，所以
加尔布雷斯认为生产是创造需求的原因，生产无论怎么发展都不会完全满足需求，因为生产的
本身就在不停的创造着需求。随后加尔布雷斯又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生产对产量本身的需要，
他说：“如果在增加经济产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增加对那种产量的需要，事情不可能是别样的。
②

如果允许再用一个比喻的话，那么一个气球不能大于打进去的气体。”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生产
不停地增加而人们的需要也不停地变化，所带来的需求增加的同时也会对原有的产品需求产
生极限，这种需求就类似于打进气球的气，生产产量的增加就是充气的过程，生产不停地进行
着，这个气体就不断的充进着，这样看来生产最后的终结者就是自己，生产创造着对自己产量
的极限，也创造着消费者对需求逼近极限的过程，所以当生产到达丰裕的时候，这种生产的气
球就会支撑不住了，生产自己解决了自己。这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生产方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
产品过剩，而生产方的解决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改变生产效率，在尽量缩减生产投入的方法
上寻求相对低成本优势来延续生命；二是生产升级，创造新的需求来重新塑造这个生产的气
球，要么是加大气球的容量，要么是创造一个新的气球，而这两者本质就是通过生产产品的改
变来创造新的需求的方式。除此之外，生产方别无他法，当然现实世界中生产方亦会寻找另一
种死皮赖脸的苟延残喘的方式就是利用资金的获得去延续这种无法为继的没有需求利润的生
命。以上的情况其实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任务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
质上说的就是生产，一种满足由于自身发展而产生新的欲望的生产，这种生产有两层含义：一
是针对已经变化的欲望，重新改变生产的方式或者是提高效率；二是升级生产，创造出一种新
的生产，来重新唤起新的欲望，创造新的效用。这两者的含义并不一样，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这两种生产的改革，那我们可以总结为“供给侧的需求改革”和“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供给侧的需求改革”是就供给端本身来说的，因为供给端本身也有需求，生产方在生产产
品时本身就消耗各种“需要”，例如生产资料的成本、管理效率、人力资源的优劣、外部税费的
高低等。而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据消费端的需求变化来说的，例如需求档次提升要
求产品质量提升，需求的速度提升要求供给端的效率提升，需求的个性化提高要求供给端的弹
性变大。而这两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和手段是不一样的，一种是针对供给端本身，另一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②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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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针对需求端，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加尔布雷斯的生产哲学，才能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两种不同意涵。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丰裕社会”的生产思路
传统社会和丰裕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欲望逻辑”，加尔布雷斯在他的《丰裕社会》中的前三
章，用冗长的篇幅形容了传统智慧的顽固。他认为传统智慧是人们爱听的和乐于接受的，但往
往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而颠覆传统智慧的情况是自然而然的，是世界自然发展的结果，“传统智
慧的敌人不是观念而是事件的进展，正如我所提醒过的，传统智慧不适应它所要解释的世界，
①

而是适应听众的世界。由于后者安于适应的和熟悉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却在前进”。 在抨击传
统智慧的探讨中加尔布雷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所立论的条件已经变了，人们之所以还在不断重
复着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只是因为所有的传统智慧都有顽固的一面。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经
济学立论的条件是物质条件的贫乏，经济学的任务是探索如何扩大生产能力。而现在，物质生
活已不再贫乏，生产的紧迫性已发生变化。所以现代社会生产的东西已远远不是满足生存的需
求，而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贫乏条件下的生产观和经济发展观已不适
应，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因为生产的目的和方式都已变化。这一思想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是我国生产端的问题，生产端生产
的产品一部分严重过剩而另一部分却不足。换句话说，就是我国的生产面临着丰裕性生产和贫
乏式生产两种问题，而这两种问题是基于不同的生产理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升级
和创新，本质上就是要改变过去暴利生产的理念，转而向重“质”发展，而重“质”发展的核心就
是“丰裕社会”的思路，因为人们的需求已经从饥渴贫乏的简单产品需求脱离出来，转而向满足
更高欲望的产品需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本
质上也就是生产和欲望之间平衡的矛盾，而这个欲望不仅仅是私有消费品还包括公共产品。由
于私有消费品具有排他性等特点，其价格和质量是我们最为敏感和重视的，所以人们的目光自
然会放在这类产品上。而公共产品一般来说是由政府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价格等方
面的因素并不明显，往往会引起我们的忽视。但是其实公共产品的“质”和“量”同样对社会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也存在着“贫乏”和“丰裕”的概念，当我们看到“生产和欲望之间平衡的矛盾”
时，切不可忽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

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私有消费品的改革也是公共产品的改革
丰裕社会的生产思路不是就私有消费品而谈生产，而是融合了公共产品的讨论，例如加尔
布雷斯所说的，“人们把太多的投资放在财物上而没有把足够的投资放在人们身上。一方面电
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充斥于市场上和家庭内，另一方面公共教育、卫生、公路等设施
则远远落后于私人消费财物的生产，造成丰裕社会中的不道德和罪恶，而且也是美国科学技术
②

进展缓慢的原因”。 所以丰裕社会的改革是整个生产系统的改革，不仅仅针对产品的生产，而
是围绕着产品的生产，去提高服务于产品生产的诸如公共服务和教育的生产，因为当一个社会
进入丰裕的时代，产品开始极大丰富，人人都不缺乏基本消费品，继而会去抢能让自己再次收
益的公共产品。如果这种公共服务的产品贫乏的话，会带来众多影响。一是如果教育跟不上产
①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第12页。
②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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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丰裕，价值观缺失，道德沦丧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在丰裕的时代，人们不再会把大量的
精力放在追求基本消费品上面，转而会寻求如何把这种基本消费品如何叠加借以显示自己的
地位了。正如凯恩斯观察到人类需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管与我们同处的
别人的情况怎样，这种需求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类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这种需求满足，
会是我们感到凌驾于同处的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这两种需求是
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满足基本需求时，人们才会开始转而寻求凌驾别人之上的需求，这
种凌驾别人之上的需求并不是贬义词，相反倒是褒义词。因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脱离基
本消费品的表现，更是丰裕社会的表现，这种需求如何处理，是考验一个社会在丰裕时代如何
提高公共服务的艺术。二是公共服务的贫乏，带来的是对原有丰裕社会的阻碍，“个人得到的供
应越多而欲望的迫切程度并不变得愈减，大体上说来是和常识相矛盾的……谁能够说饥饿能
①

使人蒙受的损害，要比嫉妒他的邻居有一辆车更痛苦？” 加尔布雷斯的这段论述就表达了，丰
裕社会人们的欲望并不会比纯饥饿的欲望要小，人与人之间的嫉妒甚至会在各自物质丰裕的
情况下变得更加可怕，因为饥饿的时代，大家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生存，生产也只是围绕着简单
扩量的扩张，这种情况目的反而简单了。而丰裕社会的生产不仅仅是量的扩张，因为丰裕社会
已经达到产品的丰裕了，那么生产的目的转向人与人之间显示地位的目的了。一旦转向这个目
的，生产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人与人显示地位是多元话的，财富、权利、才华知识、相貌等都是
可以比较的东西，而生产如何朝着这些需求去发展，是丰裕社会的复杂性之所在。例如权利、
知识、相貌等都是在竞争公共产品的范畴之列，权利的体现是公共物品排他性的表现，知识则
是公共教育资源的抢占，美貌和健康则是对公共医疗的豪取强夺，而这些除了提高公共产品的
方法外别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无论怎么去合理分配做到公平都不能解决资源稀少的问题，
任何资源的稀少都会引发抢夺，公共产品也不例外。而传统智慧只认为对于私有产品的生产才
是理智和科学的，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无效和寻租的想法，这种不能根植
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阻碍社会再一次进步的源泉。

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公共产品的生产必须有预前性
公共产品的生产也遵循着供给和需求的规律，但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必须具有预前性。“正
如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东西应有平衡一样，这个社会的消费也必须予以平衡。一种产品使用上的
增加难免引起对于其他产品的需要。假使我们消费更多的汽车，我们也得要更多的汽油。有更
多而更好的食品意味着也需要更多的医药服务” 。加尔布雷斯先是论述了私有产品的平衡性，
他认为当生产的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多时，这个社会的生产系统也开始了变化，这种变化从消费
端延伸至供给端，例如当汽车增加时，汽油的使用量就会增加，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供给方调整
供给量时所引起的另一个供给方的变化，而供给方的变化就是由于某个相关供给方的供给量
调整造成的需求量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在私人消费品生产中较为常见，公共服务品却不容易
被发觉。“但在公共服务不能与私人消费并驾齐驱的社会中，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这在私人丰裕
而公共卑劣的气氛中，私人货物得以畅销。学校不能与电视和电影竞争，电影中可疑的英雄不
是学习中的琼斯女士，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一个朴素的社会是不受诱惑的。它可能在公共劳
②

务方面也很朴素，但在富裕社会中就不能如此。” 加尔布雷斯认为公共服务要比私有产品的平
衡更难把握，因为公共服务虽然是由于产品增加而造成的需求变化，但是这种需求并不会比私
有产品的需求来得明显和受欢迎，所以丰裕社会往往会出现的问题就是，私有产品极大丰富，
①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9页。
②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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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催生了对公共产品的极大需求，但是公共服务迟迟不能提高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丰裕社会
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企业管理和竞争的作用是为私人生产效劳的，公共劳务将有天生
落后的倾向。不惜花费用人工制造出来的汽车需求，不可避免地要比没有这种影响作用着的公
①

园、公共卫生甚至公路，在收入中占有大得多的要求。” 所以在经济发展中，私有消费品的变
化在市场中是敏感的和快速的，其调整的频率和速度也较快，但是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变
化是隐晦和漫长的。又由于公共产品提供的缓慢性和长期性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所以从这点
上来说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要有预前性，不能等到人们开始觉得公共产品缺少时或者急需时
才开始提供。
公共教育的预前性是最至关重要的，马克思曾说过“在考察生产变革时，我们必须时刻把
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
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
②

艺术的或者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那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考虑生产的变革时务必要
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意识上的。当物质上的生产提高时，必须给予相应的
“人”的意识上的进步。加尔布雷斯也秉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丰裕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产品本
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创造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必须依托人的提高，这种人的提高也得依赖
于投资，加尔布雷斯说到“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改进——技术进步——目前几乎全靠对于个人
的教育、训练和科学机会上的投资”。 但是加尔布雷斯也论述了对人的投资的困难性，“对人的
投资是在公共领域以内；随着科学和技术学的进步，这种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对物的投
③

资和对人的投资之间并无自动分配资源的机构” 。正如经济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手段来
看，短期莫过于强刺激的政策，而中期是建立良好的市场自动运行的价格体制，而长期所能展
现的就是人的素质和创造力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最终的提供者就是“人”，归根
到底“人”的因素是生产的最本质的因素，试问如果没有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人”怎能相信他
会提供出良好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呢？但是长期最重要的人的素质和创造力，在私人生产的世界
力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并不是教育本身出现的问题，而是对于公共服务的忽视。人的素质提
高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端的创造力，也是需求端的升级，这点上有时又是决定生产端的主要因
素。在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目前的情况要进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道只是供给上的原因吗？难道只是产品上的原因吗？难道只是生产效率
和升级的问题吗？其实产生这样的问题根源也来自于人的因素，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够会造
成需求档次低，从而造成无法实现高端生产的利润回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再怎么想升级都
不会有土壤。即使暂时的强制性使生产升级也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局面。除此之外，要想提高“有
效需求”，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当人们还未实现具体的消费和投资时，他们往往首
先考虑的就是消费环境和投资环境，如果公共环境不理想，会对消费者和投资者产生巨大影
响。因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有充足的选择弹性，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是消费者和投资者重点考虑
的因素。而落后地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要的低下很大程度上就是提供的“文化”和“教育”的
不足，这些公共产品的不足，会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潜在成本，试问谁愿意到一个不讲诚
信、没有效率、无知自大、脏乱差的地区去消费和投资呢？所以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升级刻不容缓。
美国经济统计局在1996年曾经做过一份关于公共产品影响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份报告提
①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85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③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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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去十年中让经济学家十分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究竟是经济高增长对公共产品
和服务提升的影响大，还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答案是后者。报告分
析美国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共产品和文化的发展，比如越来越多受过高等
教育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加入服务业，使得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另外，是公共产品长期的选
择与演变，比如公共教育的提高，使得参与科技与知识产业的劳动力不断扩张，除此之外良好
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和就业，这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
①

展。 所以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并不能按照私有产品的那种思考方式，不能被传统智慧所
绑架，现实需要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公共物品的提高必须要有提前性，没有人会认为当汽车已
经开始拥堵时才开始建造停车场是及时的和聪明的，公共物品往往是提前于私人物品的提供，
这又使得公共物品的受欢迎度大大下降，当人们没有亲眼看到汽车拥堵时，想去苦口婆心地劝
说他们花钱建停车场是多么愚蠢啊。以上两点就注定了公共物品的艰难性，这里还没有提到人
们去怀疑政治租金的内容，但是公共物品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私人市场的发展，这点凯恩斯主义
者有着鲜明的洞察力和坚定的态度，政府这只手需要合理和强硬地伸出来。

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产品生产要注意的问题
公共产品影响经济的发展不仅是间接的，有时还是直接的，“凯恩斯主义”对于解决就业问
题天然就是一剂良药。“经济萧条的威胁并不是牺牲了生产，而是失去了职业和收入——一句
②

话是对经济安全的威胁。” 加尔布雷斯这段话也是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警钟，当我
们把关注点只放在生产端时，千万不能忽视就业的变化，事实上就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③

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一定时间内，总供给主要是由社会总就业水平决定的。 生产端的效率
和生产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削减是随时会发生的，当旧的岗位
减少而新的岗位还未增加的时候，人们的耐性能不能等到新的生产重新创造活力这是个大问
题。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丰裕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增加产品而是为了就业。所以当我们考虑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时，就业是如何跟随着改变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说过，
“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是在满足消费者。不过从生产者付出成本开销，一直到最后消费者购
买此产品，期间要经过一段时间——往往是很长一段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等到生产者已
经可以供给消费者时，那时消费者所愿付出的代价为何，生产者（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无从
④

确知，只能尽其能力做若干预期而已”。 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就业率，因为
这些都是生产者的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我们说起来容易就是“三去一补一降”，但是
对于企业来说升级换代或者是降成本，降库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企业并未有明确的
预期保证，这个过程会切实地影响就业率。即便是这些任务都已完成，创新的产业也已成形，
那么熊彼特的“创新”破坏也会发生，一个产业实现了升级和换代势必会带来旧的产业淘汰，被
淘汰的产业失业率也是我们要关注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曾经通过
扩大公共投资和政府消费带动投资与消费的扩张性政策。日本的这种方法其本质就是通过提
供公共产品来稳定就业，从而稳定消费和投资。
①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Servic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B/OL]. 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serviceindustries_0.pdf. March，1，1996.
②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8页。
③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④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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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的生产会缓和经济下行，但是也会让政府有了进一步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由，所
以如果不对政府干预经济进行限制，很可能会形成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对政府的支持。其中一个
例子可能就是政府为了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大规模举债将大量无效投入继续滞留在公共基
础行业，这种结构失衡还将继续维持。这种利用扩大财政支出来阻止经济下滑的方式，将会造
成极大的负面效果，一是经济发展的活力降低，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日趋
明显；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将减少，人民的公共福利水平将会降低。这两方面的影响，会使
政府财政陷入绝境。因为当政府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依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时，经济体的活力
会变得更低，政府的负担也会变得更重，当达到经济增长开始低于债务的增长时，就会形成所
谓的“凯恩斯死结”的困境。这个死结在公共部门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会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庞
大的公共部门会演变出自我繁殖的能力，也就是会自己派生出新的职能和新的需要，公共部门
一 旦 形 成 气 候 和 势 力 ， 要 想 减 少 它 就 会 非 常 困 难 。 不 仅 如 此 ， 这 个 庞 大 的 部 门 还 会“ 绑 架 ” 经
济，同样也会“绑架”政府决策，使经济体背上一个不断增加重量的包袱，甩都甩不掉。这就像
人长了脓包一般，当脓包达到人体重量的三分之一时，切掉和保留都会危及生命。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不预先规划好公共产品，但同时也要预防公共产品喧宾夺主
的问题，这又是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另一大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议题，公共产品问题的思考，一方面要从效率和利润的角度，另一方面要从民众需求的角度，
这里的需求不仅仅是简单的例如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生理需求和温饱需求，还要考虑民众更
大的社交和安全的需求。如果从产品层面来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厘清边
界、顺序及有效性三大问题。边界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任何一个有效的改革其开端都是
要从确定问题的边界开始，公共产品领域也是这样，首先要把公共产品中的这个“产品”的概念
和种类分清楚，不同的产品种类，供给可选的模式也不一样。顺序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手
段的合理性问题，是事前管理、事中管理，还是事后管理，其中的动力和实现的效果大不一样。
处理不好，改革的任务就不会一帆风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只有把顺序问题理顺了，
改革的步伐才能顺畅。有效性问题，以上所说的边界和顺序是方法，最终的检验结果还是有效
性，正如公共医疗改革，引进私人医院，却有莆田系的兴风作浪，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损
害，这样的效果是不理想的。最终的目标还是以老百姓的需要为原则，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文化
传统、行事风格能不能适应改革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不同国家的
不同文化和经济体制，其供给的途径并不相同，这需要政府和市场进行切实有力的配合。

七、 结

语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是如
同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高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改革的必要。而每一次经济发展的改革对
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转得好下一阶段就会迎来稳定和健康的增长，转得
不好不仅会打破原有的、传统的、习惯性的增长方式，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在2016年年初举办
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详细阐释，同年5月，
总书记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重大部
署。2018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依旧未变，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在转型阶段持续健康
发展指明正确路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是目前新的经济发展思路的提法，无论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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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还是实践派都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借鉴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的视角，从思想根源上重新梳理改革的思路，目的就是
想唤醒学界同仁理论分析的物质基础已发生改变。而本文没有从主流的私人消费品的思路来
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而向公共产品的角度来思考，也是希望学界能从社会大生产的角度
来全面思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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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Merely a Reform of
Private Consump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lbraith’s The Affluent Society
Jia Weixiao

1,2

( 1. CPC ’s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Gannan Normal University，Jiangxi
Ganzhou 341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Studies 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current academia mostly follow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overlooking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affluence. These studies
discuss the reform based on production，emphasizing especially on the production upgrading of
personal consumptions，neglecting the rise in the public product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paper sets off from current study situations and elaborates that the essence of supply-side
reform is a reform of produc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executing effective production. Even though
current studies on supply-side reform have touched upon problems such as background，essence，
access，and notification，they have failed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production includes many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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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at the production significant in each stage is different，which is a matter academia has not
ye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refore，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essence of supply-side
reform，that is，production reform comes from the desire to produce，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roduction logic.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such production logic，the meaning of produ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an affluent society is not the same. Next，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production meaning of an affluent society induces the strong demand of public products，
elaborating that during private consumption reform，the provision of public products should be
done in advance. Last，this paper analyzes that，even though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products
beforehand is important，it often misleads the government in wrongly interfering with the
economy. Therefore，all relationships and priorities of public products should be clarified. This
paper explore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hn Kennedy Galbraith’s

The Affluent Society，proposing three innovative viewpoints：First，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get rid of the concept of “profit production” and change it into the concept of “affluent
production”. Second，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greater production.
Public product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an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called for. Third，the
provision of public products should be done in advance，but the many relationships should first be
clarified，with the prevention of outrageous situations of public products listed as most important.
This paper places emphasis on how the strategies of supply-side refor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therefore，this paper calls for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and research on supply-side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oduction. Indepths studies should not only be on poor production，but also on affluent production；not only
on the production of private consumptions，but also o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products. By
doing so，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es of supply-side reform can then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affluent societ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ublic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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