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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濟制度與改革開放 

    經濟制度乃是為達到經濟發展的既定經濟目標與解決當時經濟問

題的一種有系統的基本方略。亦即是為求解決經濟問題，所採取的各

種手段和方針，使人類經濟生活得以改善，也可說人類社會的一部歷

史就是各個時代解決人類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濟政策史。經濟制度雖為

解決經濟問題的策略，但仍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蓋因經濟事象是無

時不在變動之中，經過的時間愈長，經濟事象的變動愈大，同一問題

在對不同時期有其不同的性質，因之亦須採取不同的經濟政策以對付

之（李吉，1994：19）。是以，經濟制度須具有時空性與應變性，才能

與時推進，跟所處的時代環境相配合、順應時勢、結合民意。 

    經濟的發展與進步，乃是社會的源動力。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

步、人民生活要安康，無不和經濟制度習習相關。經濟史便是以時序

的形式考察和描述經濟發展與經濟體制變遷為論述、探討的基礎點。

考察經濟史，吾人可以明確的知悉指導經濟發展思想和戰略的確立、

轉變、調整、改革與創新的過程，亦能觀察經濟週期性的特點和經濟

體制、結構的變化。 

    將近 30 年的改革與開放，中國大陸在經濟制度上已有大步的創新

與格局。同時，為了順應經濟全球化，並和世界經濟接軌，中國大陸

的經濟結構亦不斷進行調整。為尋其脈絡，吾人先從民生主義的經濟

制度出發，探討民生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原則、方法及欲達成的目標。

再者，透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兩種面向的討論，來探詢中國大

陸在經濟制度上的變遷和現況。最後，以分析和檢討的方式，論述改

革開放的舉措為中國大陸經濟制度帶來的生機及其與民生主義的經濟

制度相融合之處，並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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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民生主義之經濟制度 

中山先生為改變中國經濟落後狀態，在蘊釀經濟發展構想之時，

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中國現代化勢在必行。然而他看到中國農業社會

的貧窮、落後，列強對中國一連串的經濟壓迫，在在都是中國現代化

的阻力。他認為中國要擺脫貧窮困境，邁上富強之道，必須加速促進

經濟的開發，要以迎頭趕上的方式謀求民生主義的經濟發展。所以不

但要工業化以求富，更要社會化以求均。而民生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

是著重於對發展作整體性的規劃，是要調配有限的生產資源運用於最

有效的途徑，以迅速達成經濟發展的目的。同時更要發揮政府的功能，

推展計劃性的自由經濟，為中國的經濟開發走向現代化提示了大方向

與原則（李吉，1994：1-2），並替中國的物質與精神文明建構了詳細

的規劃和藍圖。 

    民生主義的目的，是希望以理性為原則而提出最佳的經濟制度，

以建設一個安定、繁榮、均富、和諧的福利社會。我國憲法中亦明定：

「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

謀國計民生之均足」，雖然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具有時空上的彈性，但

是仍有萬變不離其宗的成份存在，這個不變的因素就是政策的最高指

導原則。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生主義內容，是原則性的指導重於細部

的作業。是故，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必有其目標與和原則，方法與

手段。茲分述如下：  

壹、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目標與原則 

一、改善民生 

    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的，其最終的目的，特別著重在改善人民生

活，也就是要提昇人民的生活水準。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一再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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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社會之均足，均就是對財富作合理的分配，大家有福共享。足就

是由改良生活，從事經濟發展，使財富大量增加，不虞匱乏，也就是

人人都能豐衣足食。而改善人民生活的途徑，主要須從經濟發展入手，

要增加生產，才能增進人民所得，提高人民生活水準（李吉，1994：

20-22）。同時，亦要兼顧到所得之社會分配的平均。因此，民生主義

一切經濟制度與措施，皆以民生為本，故改善人民生活可謂是民生主

義經濟制度的最高目標。 

二、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係指一個國家的經濟在一定期間能獲得更多的生產資

源，更好的生產方法，製成更多更好的產品，使得社會上各階層人民

消費享受，得到更大的滿足，生產水準也因之提高，亦稱為經濟發展。

民生主義乃以開發富源及研習西方科技文明，欲使近代之工業化及現

代化實現於中國，俾促進社會的經濟成長。 

三、經濟穩定 

    現代各國經濟制度中，所追求的經濟安定就是要使經濟社會達成

充分就業而又能避免通貨膨脹發生之平衡局面。一般經濟學者總認為

經濟穩定與經濟成長是互相衝突的，過分的穩定將有礙於經濟的成

長；反之，高度的發展亦將導致經濟的不穩定。而民生主義的經濟發

展制度，是要促使經濟穩定與經濟成長兩者相輔相成。易言之，民生

主義的經濟制度，從長期看要求經濟最大的成長率，但從短期看也得

求最適度的成長，不能只為爭短期的經濟成長而犧牲長期的經濟健

全、穩定的發展目標。 

四、經濟平等 

    經濟平等本質上是求人民經濟生活公平和諧的至公之道，亦即求

分配公平之意。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就是要把社會財富弄得平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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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計上、經濟上的平等。因此，反對大資本家、大地主壟斷獨佔，

造成不勞而獲。誠如中山先生所云：「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非反

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數人佔經濟之勢力，壟斷社會之富源

耳」。避免大資本家以其財富壟斷社會資源，操縱國計民生，造成不公

平的現象。等到經濟平等之後，還要分配社會化，求社會之均富，促

進社會地位之平等，使貧富懸殊現象，能消弭於無形。 

五、經濟福利 

    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提高了國民的生活所得與素質，另一方面也

伴隨著環境污染、交通壅塞及都市罪惡等問題的相繼發生。為了將這

些問題的嚴重性降到最低，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遂融合了中國固有的

仁愛道統思想和歐美近代福利之經濟思想、制度的精華，追求整體性

的利益，也揉合了個人利益與社會利益。一方面積極發達生產以求富，

使國民所得提高，基本生活不虞匱乏。另一方面圖謀分配社會化以求

均，以邁向一個自由安全的大同福利社會。 

    進一步言之，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目標與原則，乃在於（李玉彬，

1974：268）： 

（一） 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兼籌並顧，力謀國民經濟之平衡發

展。 

（二） 促進國家經濟現代化，力求生產機械化、合理化。 

（三） 獎勵民族工業，振興民族經濟，以強化國家經濟建設。 

（四） 合理扶植民營企業，加強發展公營事業，以維護國計民生。 

（五） 加強合作事業之獎勵與扶植，並促進其發展。 

（六） 建立「實業民主制」，促使實業成員分工協力，互助合作。 

（七） 累進課征直接稅，實現「分配社會化」，以達「均富」思想。 

（八） 勵行社會福利政策，普遍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以期「享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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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化」。 

（九） 計劃與自由並重，公營與私營兼顧，以採行「計劃經濟」與

「自由經濟」相互調和之經濟體制。 

（十） 提倡科學與技術研究，獎勵發明創造，以促進經濟發展。 

（十一）配合經濟建設，培養經濟人才，並推廣建教合作。 

（十二）本於「平等互惠」之原則，交換國際經濟智識、經驗與技

術，並策進經濟合作。 

    換言之，民生主義經濟制度，是以民族為出發點，以民族為依歸，

具有民族原則。民生主義經濟制度，非在保障個人或少數人的經濟利

益，是以社會群體經濟利益為出發點，具有社會原則。民生主義經濟

制度，非以賺錢為目標，是以養民為依歸，具有養民原則。民生主義

經濟制度，是讓人民在適度的經濟自由下，以政府的干涉力量，來保

護大多數人的經濟利益。不但要把食、衣、住、行四種需要弄到很便

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都能享受。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工業，

不為外國侵奪，便先要有政治力量，自己能夠來保護工業。故民生主

義經濟制度亦具有保護原則（李玉彬，1974：269-270）。同時，民生

主義之經濟制度，其立論基礎是「理性」的哲學，是一種將「個人主

義」與「利他主義」相調和的制度而兼具「利己」與「利他」的雙重

本質（魏萼，1981：415），含有兼容並蓄與共存調和的色彩。 

貳、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方法與手段 

    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方法及手段，乃是一種策略的運用。透過該

種策略的運用，以達成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目標與原則。換言之，它

是一種具體呈現的步驟，以實現目標與原則等抽象性的概念。民生主

義經濟制度的方法與手段大約分述如下：  

一、以全民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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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資本主義以利己心為出發點，以個人為本位。但是人類生存

最大的保障，乃是全體的共存，而非部份或個體的獨存。是以，民生

主義所謂的民生，包括人民生活、社會生存、國民生計和群眾生命四

者，而所指的人民、社會、國民與群眾，皆含有全體的意義在內（李

吉，1994：22-24）。中山先生認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

人民之食、衣、住、行等四大需要，要求政府當與人民協力共謀農業、

織造之發展，建築房屋、條築道路運河，以足民食、裕民衣、樂民居、

利民行」。引申其意，得知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出發點是以全民利益為

基礎，透過全民的協力與努力，達成全民共享、其樂融融的鵠的。 

二、以調和為方法 

    社會上大多數的經濟利益相調和，社會就有進化。民生主義的經

濟制度是以先後緩急的調和方法，一步步的向前邁進（李吉，1994：

22-24）。這種調和性，具體地表現在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上為： 

（一）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調和。 

（二）工業與農業發展的調和。 

（三）公營與民營企業的調和。 

（四）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的調和。 

    這種深具儒家中庸之道的調和性經濟制度，以大眾的需要和利益

為前提，不偏不倚，除較能符合大多數人的利益之外。同時，對於經

濟政策的付諸實踐，也較易推動，阻礙較小。 

三、以政府為主導 

    早期的古典學派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認為政府不必干預私人經

濟活動，故有最少為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之說法。迨至 1930 年代世

界性經濟大恐慌以後，凱因斯學派應運而起，倡導投資，推行赤字預

算，提高消費傾向及資本邊際效率，創造有效需求性，主張政府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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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干預，以促進充分就業，藉以刺激經濟繁榮（李吉，1994：22-24）。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益重要，創造黎民百姓的福利與幸福，非

政府主導不為功。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亦主張以國家的力量，負起

養民的責任，使人民衣食無缺、免於匱乏之虞。 

四、以計劃為必要 

    經濟計劃的運用，乃是在使有限的資源發揮到更多效益，尤其是

日趨複雜的經濟環境裡，要克服經濟上的不景氣，就必須積極的刺激

各種事業與生產，促進充分就業，縮短貧富差距，以帶動經濟的穩定

與成長。在民生主義計劃性自由經濟制度下，其計劃乃是「一隻看得

見的手」的政府經濟。一國之自由經濟也惟有在政府經濟正確輔導下，

才能使經濟不致陷入盲目生產，形成無政府狀態、紊亂現象的放任經

濟「自由病」。同時，計劃與政策也必須配合時代和環境，才不致於走

上僵化的死胡同（李吉，1994：22-24）。故經濟計劃與政策要配合時

空需求，對經濟發展才能收其宏效，對社會發展才能收其俾益。 

    西洋名經濟學者庫茲奈氏（Kuznets）證明，一國在經濟發展過程

中，其所得分配將趨於不平均；又菲律浦氏也斷言，在追求快速經濟

成長中，物價必趨於不穩定。而現階段我國發展中經濟，不僅經濟快

速成長，所得分配平均，而且物價也極其穩定。因此，西洋經濟學者

盛讚我國經濟發展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我國經濟發展的實況，

之所以有別於他國，應歸功於民生主義經濟下的「一隻看得見的手」

所配合的經濟自由，絕非舶來的資本主義經濟理論下的「一隻看不見

的手」（魏萼，1981：序言）之經濟政策所能做到與完成的。 

    民生主義經濟的基礎是自由、平等、民主。民生主義的經濟自由

不是移植的，而是要培養的，民生主義的經濟民主亦然。民生主義立

足點的經濟平等更與共產主義的假平等不同。因之，民生主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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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自由、真民主、真平等，亦即自由化、民主化、中國化的政治經

濟哲學（魏萼，1981：序言）。換言之，民生主義是綜合中外經濟思想

的精萃而成的一個思想體系，它是經濟理論與經濟政策的結合，具有

很高的學術性。經濟理論是隨著經濟學術發展而發展的，經濟政策則

是依據經濟理論而訂定。因此，經濟學術不斷發展，經濟理論乃益趨

正確，從而所下的民生主義經濟社會便愈能解決時代經濟問題。非但

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實證的科學，其政策均能與時代的經濟社會情況

相配合。它也是動態的，隨時空而調整的，它是同時達到短期與長期

目標的。所以，民生主義精神下所擬定的經濟政策是永遠正確、放諸

四海而皆準（魏萼，1981：40）。因之，吾人肯認：民生主義是絕對正

確的，其正確性不容質疑，我們必須堅定我們的信仰與理念。而民生

主義更是與我國的經建方針相配合。我們必須實行它、完成它，以建

立一個安和樂利、全民共榮的經濟社會。 

 

 

第二節   改革開放前之經濟制度 

    中國大陸自 1949 年建政以來，以經濟發展的角度而言，基本上可

以分為兩個主要時期，一是 1949 年至 1978 年：共產革命實踐時期，

一是 1979 年至今：改革開放時期（趙建民主編，馬祥祐撰，2005：41）。

易言之，1978 年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最大的轉捩點也是分水嶺。在

此之前，中國大陸所實施的經濟制度若說是一種計劃經濟，倒不如說

是統制經濟更為恰當。在這段期間，中共採取的所有經濟構成要素都

控制在國家政黨的手中（渡邊利夫、白砂堤津耶合著，1993：序）。在

這段高度集中統一管理、集權的社會主義時代裡，以毛澤東為主政者，

基於對馬克斯、列寧主義的信仰，其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實現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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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消除剝削、創造社會公平。因此，消滅私有產權、推動公有制、

建立國有經濟，在中國大陸被廣為推行，而社會公平基本上以「均貧」

的方式被實踐著（趙建民主編，馬祥祐撰，2005：41）。本節係以改革

開放前的經濟制度為討論焦點，並加以論述改革開放前中國大陸所面

臨的經濟困境。希冀能對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制度有一初步

的認識和了解。 

 

壹、經濟制度的模式 

一、中國式的傳統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代稱。它包括兩個

根本要素：一是國有制在非農產業領域的絕對統治地位和集體所有制

在農業領域的絕對優勢。二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實行等級式的行政管理

及指令性計劃調節。而「所有制結構的公有化改造」和「調節方式的

行政化、計劃化」則決定了計劃經濟制度的內涵。茲分述如下：  

（一）所有制結構的公有化改造： 

     中國大陸經濟體制的「一大二公」特徵完全符合傳統計劃經濟的

共同標準。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在 1956 年的國民收入中，公有制

經濟比重超過了百分之九十，個體經濟下降為百分之七點一，私營經

濟更降到了百分之○點一以下。在公有制經濟中，全民所有制的積累

基金是以全國為統一分配範圍，但其消費基金分配又僅限於國有企業

的職工。因此，它並非完全的全民所有制，嚴格來說應是一種國家所

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單位要執行國家下達的指令性的農產品統購計

劃及某些相應的生產計劃，因國家行使了部分的所有權，故也不是完

全的、嚴格的集體所有制（劉美珣主編，2004：3-4）。國有企業實行

黨委領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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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都在在顯現了政社合一的特點與特性。 

（二） 調節方式的行政化、計劃化： 

    中國大陸的計劃經濟是典型的政策經濟，黨和政府依靠機構文

件、領導批示及口頭指示來管理經濟，長官的意志就是經濟政策的走

向，法律的作用可以忽略。在計劃經濟的年代裡，經濟決策權力高度

集中在中央和省兩級黨政系統的領導機構，而企業、民眾個人、立法

與司法機構及黨政機構下層沒有多少權力。 

二、確立國營經濟的領導地位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之前，在其社會主義的經濟型態中，一方面是

國營經濟、集體所有的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

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份並存。另一方面則要求國營經濟在其中

占據領導地位，以保障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共同綱領》第 28 條明文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

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事，均應由國家統一經

營。凡屬國有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領導力量」。中

共當局在建國之後，為了確立國營經濟的領導地位，進行了如下的兩

種處理方式：（董輔礽主編，1999：29-37） 

（一）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力： 

     帝國主義侵華勢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居統治地位。長期

以來，它們一直控制著舊中國的經濟命脈。中共建國後，中央人民政

府立即著手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勢力這項工作主要包括三個層

面：收回海關、統一管理對外貿易、處理外國在華企業。 

1.收回海關： 

    海關被喻為主權國家的大門，有著保護本國民族經濟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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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舊中國，海關長期被帝國主義把持，成為他們對中國進行經濟

侵略，進而插手干預中國內政外交的工具。中共建立政權後，設立海

關總署，由政務院直接領導，統一管理全國海關。同時，將全國原有

的 172 個海關調整為 70 個，廢止維護帝國主義利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性質的舊海關業務制度與規章。亦將巡衛國境海岸、管理燈塔浮標和

監督一般沿海運輸船舶、港口修浚管理等與海關無關之事務，分別移

交邊防、公安、交通等部門。 

2.統一管理對外貿易： 

    1949 年 9 月 29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領》明定

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切特權，並於 1950 年 2 月 25 日發布《關於

全國貿易統一實施辦法的決定》規定由中央來統一管理貿易業務，並

實行進出口許可證制度、外匯管制、保護關稅政策，對私營進出口企

業，外商企業實行登記管理辦法、對於輸出輸入商品的品質實行檢驗

制度等。 

3.處理外國在華企業： 

    外國資本在華企業，大都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略和

依靠各種特權發展起來。它們攫取了高額利潤，控制了舊中國的經濟

命脈，其中又以美、英兩國最甚。中共建立政權之後，先後發布了《關

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令》、《關於處理美國在

華財產的指示》，規定對美國企業財產的處理原則是對有關我國主權或

與國民生計關係較大者，可予徵用。關係較小者，或性質未便徵用者，

可以代管。政府認為有需要者，可予徵購。對一般企業，可加強管理，

促其自行清理結束。許多外資企業，就在中共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

以後，紛紛陷入困境。直至 1952 年底，外國資本的企業從 1192 個減

少到 563 個，職工由 12.6 萬人減少到 2.3 萬人，資產由 12.1 億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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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減少到 4.5 億元。經處理的外資企業則轉為中共所有的國營企業。 

（二）沒收官僚資本： 

    中共建立政權後，將工廠、商店、銀行、倉庫、船舶、碼頭、鐵

路、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來水和農場、牧場等均收歸政府管

理。同時，充分發動和緊密依靠工人群眾，貫徹自上而下按系統接收

和自下而上工人職員的審查和檢舉相結合的方法，對工人宣導政府的

有關政策，以協和支持政府對該企業的接收。 

三、「核心—邊緣」的經濟發展體制（劉美珣主編：2004：4-5） 

    改革開放前，中共的計劃經濟雖然引導了整個國民經濟，但不同

部位的體制強度也有重要差別，由此而形成了計劃經濟中「核心—邊

緣」多層次的體制結構。核心部分體制強度大，行政管理嚴格，計劃

性強，資源分配優先保證，利益分配相對優越。反之，邊緣部分體制

強度小，行政管理鬆散，計劃性弱，資源分配落後，利益分配也相對

薄弱。核心部分與邊緣部分地位不同，利益交換不平等，在資源與利

益分配上存在著種種矛盾。同時，中國大陸在計劃經濟年代，因為實

行嚴格的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流動之城鄉隔離的戶籍制度和一系列相

關城鄉分治且城市偏向的待遇制度，把統一的社會和國民經濟制度化

地分為相互隔離的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兩大部

分，形成特有的城鄉隔離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結構（如表 3-1 所示）。 

表 3-1：計劃經濟體制「核心--邊緣」體制結構中的相對關係 

核心 城市 國有制 工業 重工業 大企業 中央企

業 

……

邊緣 鄉村 非國有制 農業 輕工業 小企業 地方企

業 

……

資料來源：劉美珣主編（2004），《中國與俄羅斯兩種改革道路》，北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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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之間的重大分配差距和城鄉各自內部實質有別的平均主義分

配制度 

在計劃經濟年代，城市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分配實行全國統一的

平均主義之八級工資制，具體工資標準依不同地區、行業而略有差別。

因實行企業辦社會的制度，企業職工普遍享有依行政級別而有所不同

的福利待遇和不同被解雇的就業權利。它帶有平均主義的供給成份，

也具有某種社會保障性質。企業之間的利益分配也是平均主義，國有

企業無經營自主權也不能自負盈虧，是一種國家統收統支、統負盈虧

的制度（劉美珣主編：2004：7），而這一制度，正是保障全國統一的

八級工資制和職工穩定就業的「鐵飯碗」制度。 

另外，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收入分配也實行平均主義的九級工分

制，在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中也實行過人勞分成的半工分制半供

給制的分配制度。人民公社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

生產隊必須自負盈虧。 

根據世界銀行的考察報告，1979 年中國全國的基尼系數
1
為 0.33，

農村為 0.31，1980 年城市為 0.16。這些數字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

差距很大且城鄉各自內部的分配情況很不相同。雖然城鄉經濟內部都

實行了平均主義的分配制度，但城市是全國大範圍的平均主義，而農

村僅是生產隊小範圍的平均主義，二者具有實質的重大區別。 

五、經濟生活的全面政治化傾向和以階級鬥爭為綱 

    由於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是一種經濟與政治合一的體制，依靠的是

政治動員和意識型態宣傳教育來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使得經濟 

 

 

1 基尼系數為一種「貧富差距」的量化表現，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一樣；1 表示絕對不平等，財富

集中一人身上。現實中，基尼系數以在 0.3 至 0.4 間為社會公平的基本合理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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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呈現過度的政治化（劉美珣主編，2004：9）。其經濟生活呈現過

度政治化的主要表現如表 3-2 所示。 

 

表 3-2：經濟生活過度政治化的主要表現 

涉及方面 主要原則和代表口號 

經濟活動目的和標準的政治化傾向 

1.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

命 

2.不僅要算經濟帳，首先要算政治

帳 

3.業務標準服從政治標準 

4.生產建設服從政治運動 

經濟決策管理過程的政治化傾向 

1.以階級鬥爭為綱 

2.工作意見分歧是國內外階級鬥

爭的反映 

3.堅持開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兩條道路的鬥爭 

經濟管理方法手段的政治化傾向 

1.階級鬥爭，一抓就滅 

2.抓革命，促生產 

3.什麼事情都要搞群眾運動 

4.精神鼓勵重於物質鼓勵 

5.突出政治 

經濟組織的政治化傾向 
1.工廠首先是政治組織 

2.農村是階級鬥爭的大學校 

資料來源：劉美珣主編（2004），《中國與俄羅斯兩種改革道路》，北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頁 9。 

 

六、強勢積蓄的結構—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建國方針 

    中國大陸從第一次五年計劃（1953-1957）起，便竭盡所能地群策

群力，致力建設國營（「全民所有制」）的重工業。計劃以透過重工業

化來擺脫貧困的農業國階段以實現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重工業化是

中共在嚴厲的「國際封鎖」情勢下，不得不強勢進行的建國大業（渡

邊利夫、白砂堤津耶，1993：2）。重工業是產生生產原料的工業部門，

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重工業提供足夠的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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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能源和技術、裝備。優先發展重工業，建立強大的重工業基礎，

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高經濟建設的自力更生能力，對於甫建

立政權的中共而言，具有決定性的歷史意義。更由於中國發展重工業

的資源比較豐富，鎢、鋅、鋰、稀土、鈦、釩、汞、錫等天然礦產資

源儲量居世界首位，有計劃地開發和利用這些資源，不僅是發展重工

業的客觀要求，亦是發展重工業的有利條件（董輔礽主編，1999：267）。 

 

 

貳、改革開放前所面臨的經濟困境 

    誠如以上所述，中國大陸在 1979 年之前，是實行所謂集中式的計

劃性經濟制度。該種經濟體制的推行，使得民眾的生活陷入困頓，中

國大陸的經濟狀況也嚴重惡化（趙建民主編，馬祥祐撰，2005：42-47），

因而面臨了下列的經濟困境：  

一、產業結構嚴重的失調 

    在 1979 年之前，毛澤東主政下，由於急於超英趕美，因此推動工

業化是經濟建設的重要目標。然而，在當年採行「一面倒」向蘇聯的

外交政策，以及東西方對立、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必然發生戰爭

的假想下，迫使中國大陸當年只能走「一國社會主義」，期望靠自身的

努力來完成工業化。但是由於嚴重缺乏資金與技術，因此，在工業化

的過程中，便比有外來技術與資金支援的其他國家，要投入更多的成

本。所以，為了能加速資金積累，以便於繼續向工業發展，對工業進

行大量投資，中國大陸只能擴大壓縮其他產業部門的投入，以便增加

對工業的投入。經過 30 年的惡性發展，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陸的

產業已經嚴重扭曲，工業部門異常龐大，而其他產業部門則是非常落

後，投資比重也過低（見表 3-3）。若從工農產值的比重來看，二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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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五年計劃（一五時期）後，終在 1.5 倍以上，到改革開放前，

則接近 2.5 倍（見表 3-4）。以中國大陸的發展水平、農業及農村人口

之比重，這樣的發展是高度扭曲。 

    除了工業部門過度投資外，中國大陸在各省產業結構上也出現同

化的危機。由於毛澤東時期預期第三次世界大戰早晚爆發，因此在經

濟建設的同時，也為預期中的世界大戰作準備，因而提出大三線建設。

毛澤東強調把中國大陸分成「前、中、後」三線，三線必須同時建設，

還要能獨立運作與生存。期望透過大三線建設，中國大陸在第三次世

界大戰時，能夠保留實力進行重建乃至於反擊。然而這種全面性的發

展概念，卻導致各省之間產業結構嚴重同化，不僅產業規模受限、無

法高效率運作，資源配置也無法優化，嚴重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表 3-3：1953 年-1978 年大陸各部門投資佔總投資之比率（單位：％） 

時期 

部門 

一五時期 二五時期 1963- 

1965 

三五時

期 

四五時

期 

1976- 

1978 

農業 7.8 12.3 18.8 11.8 11.3 12.1 

輕工業 5.9 5.2 3.9 4.0 5.4 6.6 

重工業 46.5 56.1 49.8 57.4 54.8 54.7 

工業 52.4 61.3 53.7 61.4 60.2 61.3 

運輸郵電 17.3 15.0 15.0 18.1 19.6 15.2 

商業 3.6 2.7 2.2 2.5 3.1 3.3 

科學文教

衛生 
5.6 5.6 3.2 1.9 2.3 2.8 

城市建設

公用事業 
2.5 2.0 2.4 1.5 1.4 2.5 

資料來源：馬洪、孫尚清（1981），<調整基本建設投資方向促進國民經濟結構合

理化>，《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湖北：人民出版社，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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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953 年-1978 年大陸各時期工農業總產值的比值 

時期/部門 工業總產值：農業總產值 

一五時期 1.01：1 

大躍進時期 2.69：1 

調整時期 1.65：1 

文革時期 1.94：1 

洋躍進時期 2.49：1 

資料來源：魯凡之（1988），<調整「重輕農」為「農輕重」>，《中國經濟發展論》，

台北：南方叢書出版社，頁 50。 

 

二、產業結構扭曲引發生產誘因扭曲 

    中國大陸除了一開始的刻意誘導，扭曲了經濟發展與資源配置

外，長期的向工業發展，以加速積累為目標，藉由統一購買、統一銷

售的統購統銷方式，來剝削與汲取農業、農民的剩餘，以維持低廉的

工資與原物料供應，實現「以農養工」的作法。最後，不僅導致農民

在政府剝削之下生活貧困，更因此出現結構性的生產誘因扭曲，乃致

農民生產意願喪失，農業生產力嚴重下降。 

    農業生產力的低落連帶也對工業生產造成影響，加上在工業方

面，施行統購統銷、統一計劃，統一市場下，企業經營、利潤、產品

好壞都與企業、勞工沒有關係，形成企業不擔心倒閉，員工不擔心失

業，多做多錯、不做不錯的心態。在這樣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

業遂產生嚴重的 X無效率現象
2
。生產效率非常低迷。在工農都缺乏生

產誘因下，從而形成整體性社會生產力的嚴重下滑，出現社會主義國

家特有的怠惰與消極。 

三、生產效率低迷造成生活水平的持續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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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工農的生產誘因降低，生產力不足，同時，在全面計劃控制

下，一般大眾的所得僅能餬口，因此數十來大陸的生活水平始終低落。

從統計中可以發現，中共建政後至改革開放前，職工平均工資雖有增

長，但是若以 1952 年為基準，將平均工資換算成實際工資指數後，卻

可以發現實際工資指數並無太大的起伏變化，而貨幣工資指數亦是如

此（見表 3-5）。換句話說，30 年的共產革命實踐，並沒有實際改善中

國大陸民眾的生活水平，解放前與解放後，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水平

並無太大的變化。 

 

表 3-5：1979 年前大陸歷年人均收入與平均工資 

年份 人均國民收

入（元） 

全部職工平

均工資 

貨幣工資指

數（以 1952

年為 100） 

實際工資指

數（以 1952

年為 100） 

1952 104 445 100 100 

1953 122 495 111.2 105.8 

1954 126 517 116.2 109.0 

1955 129 527 118.4 110.8 

1956 142 601 135.1 126.5 

1957 142 624 140.2 127.9 

1958 171 536 120.4 111.0 

1959 183 512 115.1 105.8 

1960 183 511 114.8 102.9 

1961 151 510 114.6 88.5 

1962 139 551 123.8 92.1 

1963 147 576 129.4 102.2 

1964 167 586 131.7 108.1 

1965 194 590 132.6 110.1 

1966 216 583 131.0 110.1 

1967 197 587 131.9 111.7 

1968 183 577 129.7 109.7 

1969 203 575 129.2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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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979 年前大陸歷年人均收入與平均工資（續） 

1970 235 561 126.1 105.6 

1971 247 560 125.8 105.6 

1972 248 588 132.1 110.5 

1973 263 587 131.9 110.3 

1974 261 584 131.2 109.0 

1975 273 580 130.3 107.9 

1976 261 575 129.2 106.7 

1977 280 576 129.4 104.0 

1978 315 615 138.2 110.3 

1979 346 668 150.1 117.8 

資料來源：國家統計局編（1990），<國民收入>，《中國統計年鑒 1990》，北京：中

國統計出版社，頁 34，及<綜合>，頁 140。 

 

 

四、生活水平低落進一步引發消費率與積累率失調 

    在生活水平持續低落下，民生困苦，一般民眾沒有能力消費。而

由於長久以來對工業的傾斜發展，多年來中國大陸的經濟成長都集中

在生產資料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循環，工業產品是經濟的主要表現，其

中軍工產品更是大宗。因此民生用品的產量與種類非常有限，有能力

的消費者也面臨沒有東西可以消費的窘境。加上政治運動頻繁，對未

來充滿不確定性，人民不知道未來還會有什麼政治運動發生。在充滿

不確定感下形成的消費期待、消費緊縮，導致中國大陸的消費率偏低、

積累率過高（見表 3-6），亦即民眾不願意消費。而消費率低落，又反 

 

2「X 無效率」是相對於「X 效率」概念而言。X 效率是 Harvey Leibenstein 在 1966 年提出的，他認

為企業如果同時具備「有效率地配置資源」和「選擇具有技術效率的生產計劃」的能力，便容易

在競爭中勝出，而不具備這兩種能力的則是 X 無效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由

於一切公有，經營成效、虧損、營利均與企業無關，企業面對生產時強調的是「政治正確高於經

濟正確」，因此，不考慮資源的有效率地配置，在選擇生產計劃時也不重視技術效率，因此出現嚴

重的 X 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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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來影響生產，無法以消費來刺激生產，從而又限制了經濟的發展。 

 

表 3-6：1979 年前大陸各時期積累率和消費率的比值 

時期/部門 積累率：消費率 

一五時期 24.1：75.9 

大躍進時期 39.1：60.9 

調整時期 17.3：82.7 

文革時期 29.5：70.5 

洋躍進時期 34.5：65.5 

資料來源：魯凡之（1988），<調整「重輕農」為「農輕重」>，《中國經濟發展論》，

台北：南方叢書出版社。 

 

第三節  改革開放後之經濟制度及其變遷 

    中國大陸自實行計劃經濟體制以降，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步拉

大。除與世界經濟脫軌外，也表明了傳統計劃經濟與實現中國現代化

之間有著強烈的矛盾。由於計劃經濟制度悖離了世界經濟的現代化與

市場的主流，最終必然因日益落後於市場經濟而走向衰落。加之以傳

統計劃經濟的片面發展重工業和粗放增長方式，是不能適合中國大陸

人口眾多和人均資源貧乏的特殊國情，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是不可能

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是故，市場取向的改革是無

法改變與避免的趨勢。 

    社會主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20世紀人類歷史上最重要

的事件之一。中國大陸經濟的改革與開放，迄今已將屆 30 年光景，它

的一舉一動，更是吸引著全世界眾多學者和人們的關注。1978 年的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大陸的經濟體制邁出了三大步。第一步是

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第二年，即從 1979 年開始的農村體制改

革。第二步是在 1984 年 10 月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

決定開始，把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改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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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從 1992 年 10 月中共十四大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策開

始，是根據鄧小平關於建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要保

持基本的政治方向和準則，又要吸納和用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還要

根據中國國情有所取捨，創新和突破」的指示。同時並採用鄧小平提

出的「計劃經濟不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不等

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觀點，把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渡邊利夫、白砂堤津耶合著，

1993：序）。此後，1997 年中共十五大、2002 年中共十六大，以及 2003

年中共第十六屆三中全會等三次會議中，都是建立在「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的結構下，並逐步開展，且加入了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

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人文精神（見表 3-7：劉美珣主編，2004：23）。

在這段期間，歷經了鄧小平的大膽革新、江澤民的蕭規曹隨以及胡錦

濤的承先啟後。本節的內容，即以該三位領導人為分界點，討論中國

大陸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經濟制度上所呈現的具體內容。 

 

表 3-7：中國大陸自 1979 年改革開放後歷年重要會議及主要經濟制度內容 

 會議名稱 主要經濟制度內容 

1 1978 年中共第十一

屆三中全會 

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向地方和企業下

放經營管理自主權（行政分權式計劃經

濟）。 

2 1982 年中共十二大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以指令性

計劃為主體，輔以指導性計劃。 

3 1984 年中共第十二

屆三中全會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

濟。適當縮小指令性計劃，適當擴大指導

性計劃。 

4 1987 年中共十三大 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有計劃商品經

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國家

對企業的計劃管理以指導性的間接管理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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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中國大陸自 1979 年改革開放後歷年重要會議及主要經濟制度內容（續）

5 1989 年 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 

6 1992 年中共十四大 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國家

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發生基礎作用，在

堅持獨立自主的前提下實行全面全方位

的對外開放。 

7 1993 年中共第十四

屆三中全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涉及

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制度、市場體系、

政府調控體系、分配制度及社會保障制度

和對外開放等環節。 

8 1997 年中共十五大 建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

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

濟制度。 

9 2002 年中共十六大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的基本經濟制度。 

10 2003 年中共第十六

屆三中全會 

按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

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

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五個統籌」原

則的要求，更大程度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

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11 2005 年中共第十六

屆五中全會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落實科學發展、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

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設資源節約

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深入實施科教興國

戰略和人才強國戰略、推進社會主義和諧

社會建設。 

資料來源：劉美珣主編（2004），《中國與俄羅斯兩種改革道路》，北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頁 23。作者自繪。 

 

壹、改革開放後之經濟制度 

    1979 年開始的中國大陸經濟制度改革，就長遠方向和最終結果來

看，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有本質區別的社會主義現代市場經濟

體制。它不是對原有體制枝微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制度的根本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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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言之，中國大陸的經濟制度改革，是保持計劃經濟基本原則的

改良式開始，逐步轉向否定計劃經濟以建立市場經濟體制的革命式改

革。對計劃經濟的改良式改革是試圖通過適當減少指令性計劃作用，

局部引入市場機制以及實施行政性分權改革來改進改良計劃經濟，這

在一定程度上弱化了傳統計劃經濟。而改良式改革儘管與革命式改革

有本質區別，但只要逐漸擴展深化市場機制的作用範圍，就可以由改

良式改革比較平穩地逐步轉向革命式改革（劉美珣主編：2004：27）。

茲將中國大陸在經濟制度上改良式改革和革命式改革作一簡單之比較

（見表 3-8），並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三位領導人為時間區隔

點，論述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制度。 

表 3-8：改良式改革與革命式改革之簡單對照 

 改良式改革 革命式改革 

總體經濟目標模

式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

節為輔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國有部門改革 擴權讓利，企業承包經

營責任制，轉換經營機

制等 

實行國有資產戰略重

組，建立現代企業制度 

發展非公有制經

濟的地位 

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

濟的有益補充 

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重要組成部分，實行公

平競爭、一視同仁的方針

農業體制和農產

品購銷體制改革 

定額包乾的不聯產責任

制和承包到組的聯產責

任制，縮減農產品統購

統銷的品種、數量和範

圍 

實行家庭經營，取消人民

公社制度，取消統購統銷

制度。 

價格體制改革 以行政手段調整價格 放開絕大部分價格由市

場調節 

計劃體制改革 堅持以指令性計劃為主

體，適當縮減其品種、

數量、指標和作用範

圍，改進計劃方法 

注重宏觀總供求調控管

理，實施必要的產業政策

和指導性計劃，建立國家

定貨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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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改良式改革與革命式改革之簡單對照（續） 

財稅體制改革 利稅分流，對不同所有

制、不同地區、不同企

業和內外資實施不同稅

制 

全面統一的公平規範稅

制 

個人收入分配體

制改革 

依據按勞分配原則拉開

收入檔次，打破平均主

義 

實行以按勞分配為主體

的按要素分配制度，同時

建立社會保障制度 

城鄉關係體制改

革 

允許農民進城打工，離

土不離鄉，允許農民在

小城鎮落戶 

取消城鄉分隔的戶籍制

度，建設城鄉統一的勞動

力市場 

中央與地方關係

體制改革 

地方財政包乾體制，按

行政區劃設置銀行 

統一規範的分稅制，跨省

區設置銀行分行 

對外關係體制改

革 

擴大外貿，增大引進國

外技術管理和資金的規

模 

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

系，與國際慣例全面接

軌，加入 WTO 

資源來源：劉美珣主編（2004），《中國與俄羅斯兩種改革道路》，北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頁 27-28。 

 

 

貳、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 

    千瘡百孔的經濟爛攤子，讓當時的主政者鄧小平思考在經濟上求

變、求創新。在 1978 年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經濟制度的調整作出

五項決定：（鄧辛未，1985：29） 

（一）從 1979 年起，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來。 

（二）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以保障經濟的穩定發展。 

（三）按照客觀經濟法辦事。 

（四）恢復過去行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 

（五）採取新的重大經濟措施。主要包括下列八點： 

    1.同外國進行經濟合作。 

    2.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設備。 

    3.加強四個現代化所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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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改革經濟管理體制和經營管理方法。 

    5.政治思想和經濟手段結合。 

    6.集中主要精力搞好農業。 

    7.糾正黨、政、企不分的弊病。 

    8.關心農民物質利益。 

有了決定之後，便要付諸行動。其具體做法如下：（王誠、楊開煌，

1998：208-221） 

一、解放思想 

    社會發展遭遇的一大障礙，就是舊觀念的干葛，它使人們不自覺

地迷惑，甚至維護著失去合理性的事物和傳統。黑格爾說過，思想的

王國一旦發生革命，現實就維持不住了。體制改革要創造社會發展的

歷史，它在呼喚著觀念更新（石亞軍，1992：159-160）。而思想解放

運動恢復了實踐標準的權威，以作為改革的先尋，使人們在意識中樹

立起關於真理問題的科學觀念與價值。 

    解放思想是糾正被歪曲的思想路線，確立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路線的前提。解放思想是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和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先

導。只有思想解放，腦筋才能開動，也才能客觀並全面地看待和認識

事物，才能揭示和發現事物的規律，正確、迅速和有效地解決歷史遺

留的問題（董輔礽主編，1999：11）。因此，鄧小平把解放思想作為改

革開放的前提與先導。 

    1978 年，中國大陸在「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的呼聲中，

全國掀起了關於真理標準的討論與著述。在文章的討論中，抨擊了華

國鋒「兩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都堅決維護，凡是

毛主席的指示，我們都始終不渝地遵循」的思想，沖破了對撥亂反正

設置的各種障礙和禁區，論述了檢驗真理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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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而參加討論的，除了哲學界、理論界和各

方面的群眾、幹部外，還有許多省、市、自治區及大陸軍區領導機關

的負責人，他們紛紛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和談話，堅持實踐是檢驗真理

的唯一標準。這場討論對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有助益，也讓中共

政權真正在經濟建設上，回歸於經濟規律層面上，並讓中國大陸經濟

順利成長。 

二、重新釐訂國民經濟發展方針 

    1979 年 4 月 5日至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北京召開各省、市、自

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關主要負責同志參加工作會議，會中主要討論了

當時的經濟形勢，和黨的對策。經過這次會議，中共中央確定了對國

民經濟實行「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 

1.「調整」：是八字方針的中心，主要是指調整國民經濟的比例關係。

要集中力量把農業搞上去，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加快煤

炭、石油、電力、運輸的生產建設。同時，根據燃料、動

力和原材料供應的可能，調整現有企業的生產規模，對那

些產品沒有銷路和質量差、消耗高的企業，實行關、併、

停、轉，使那些產品為社會所急需、質量好、消耗低的企

業，能夠開足馬力生產。 

2.「改革」：指的是改革不合理的經濟管理體制。現行的經濟管理體制

弊端很多，主要是集中過多，管得過死，財政上統收統支，

物資上統購包銷，外貿上統進統出，吃「大鍋飯」，不講

求經濟效果。這種經濟體制使得中央各部門、地方、企業

和工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受到很大束縛，

必須逐步改革。 

3.「整頓」：指的是整頓現有企業。各省、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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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要負責同志參加工作會議中確定，已整頓好的企業，

要著重整頓企業管理。尚未整頓好的企業，則要抓緊整

頓。要求企業的各級領導建立嚴格的責任制，正確貫徹執

行黨委領導下的廠長負責，建立、健全黨委領導下的職工

代表大會制。 

4.「提高」：指的是提高企業的管理水準和科學技術水準。要通過各種

形式，對企業一級以上的領導幹部普遍進行幹訓，把職工

的文化學習和技術培訓工作切實開展起來。 

三、經濟特區之設置 

    1980 年 8 月 26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

准國務院提的決定在廣東省的深圳、珠海、汕頭和福建省的廈門建立

經濟特區。鼓勵外商投資設廠、與我方合資設廠、興辦企業和其他工

業，並在稅收、金融、土地和勞動工資等方面予以適當的優惠條件。

這四個特區的總面積為 526.26 平方公里，實行不同於中國大陸內地的

管理體制和以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為主，多種經

濟並存的綜合體制。經濟特區的設立，不僅成為大陸經濟建設中技術、

知識、管理和對外政策的「窗口」，也促進了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 

四、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 

    1984 年 2 月鄧小平在視察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等經濟特區後，

認為「今後要把經濟特區辦得更快些、更好些」（季崇威，1985：189），

提出中國必須進一步開放的思想。三月中旬，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胡耀邦宣佈中央決定擴大廈門特區的範圍，並在沿海一線，北自遼寧

的大連，南到廣西的北海，選擇若干城市採取某些特殊政策作為開放

城市。決定開放由北至南的大連、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連雲

港、南通、上海、寧波、溫州、福州、廣州、湛江、北海等 14 個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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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城市。在政策上擴大這些城市在對外經濟活動方面的自主權及對

來這些城市投資的外國人士、華僑、港澳台同胞及其公司、企業予以

優惠待遇。這是一項新的里程碑，因為這些港口城市基礎較好，科技

力量較強。開放這些城市，有利於充分發揮其優勢，加強經濟發展。

它們與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及海南島聯成由北到南

一線而成為大陸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 

五、各種涉外經濟法規的設立並改革外貿體制 

    中國大陸自 1978 年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來，為了吸引外資，引進

先進技術和開展各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合作，便著手制定各項法規和

條例，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

業合營期限暫行規定》等，以利與外商的合作。另外亦將負責外貿管

理的行政機關逐步與實際經營管理業務的企業分開，將對外貿易行政

管理權集中於對外經濟貿易部，貿易實務則歸由地方貿易機構負責，

並賦予相當的自主權，使之成為積極有活力的外貿經營實體。 

    整體而言，在鄧小平的領導下，中國大陸不僅邁開了改革開放的

步伐，同時更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索態度中，逐步提升了中國大

陸各界的生產積極性，讓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更重要的是，在鄧小

平的領導下，中國大陸不僅展開產權體制的重建，同時也在意識型態

上為改革開放提出了新的合理化論述。亦即鄧小平在經濟體制改革的

硬體及軟體上，同時打下了改革與發展的基礎，為後續的中國大陸經

濟發展開啟了全新的發展路徑，也為全球漸進經濟體制轉軌樹立典範

（趙建民主編，馬祥佑撰，2005：58）。 

    綜合上述，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可以歸納如下：
3
 

（一）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

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發起基礎性作用。國家計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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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為基礎，總體上是指導性的計劃。 

（二）轉變政府管理經濟的職能，建立按勞分配為主體，效率

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度，改善與加強對市場的

管理及監督，建立正常的市場交易秩序。 

（三）轉變計劃經濟的傳統觀念，借鑑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

發達國家一切反映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的經驗。 

（四）國有大中型企業是國家經濟的支柱，得實行公司制，但

生產某些特殊產品和軍工企業應由國家獨資經營，支柱

產業和基礎產業中的骨幹企業，國家要控股或吸收非國

有資金入股，以擴大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五）一般小型國有企業，可以實行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改

組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或個人。 

（六）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經濟、社會

福利、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累積保障。 

（七）農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要完善承包經營責任制、

發展股份合作制、進行產權制度和經營方式的創新。 

（八）積極引來基金與技術，人才和管理的經驗，擴大引進規

模，拓寬投資領域，開放國內市場、使國內經濟與國際

經濟現實互揭互補。 

 

 

 

 

3 此係鄧小平於 1992 年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談話，即所謂的「南

巡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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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的經濟改革 

    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契機，始於鄧小平在 1992 年深圳、珠海、上

海等地時提倡改革、開放的南巡講話。江澤民和胡錦濤則是更進一步

地讓改革開放展現成果，吸引海外資金湧向中國大陸。在這個時期，

有一位將中國年經濟成長率提升到百分之 8，並在擔任中央銀行總裁期

間大幅壓低通貨膨脹的知名人物，他就是朱鎔基。論及江澤民與胡錦

濤時代的經濟改革，不得不談到這一號人物。在朱鎔基就任總理幾個

月後，聲明為了實現有活力、自立的經濟，他提出三個承諾，將大刀

闊斧地展開三項改革政策：（大前研一，2002：21-27）（見圖 3-1） 

一、國有企業的改革： 

（一）因為管理問題出現赤字的企業負責人，第一年警告，第二年 

解雇。 

（二）國有企業的管理權限移轉給地方政府。 

（三）給與破產的自由、實際上民營化的自由、購併的自由、上市

的自由。 

二、金融改革： 

（一） 呆帳資產的三分之二移轉給資產管理公司。 

（二） 資產管理公司花十年推動債務企業的改革、拍賣資產。 

三、行政機構改革： 

（一） 國務院組織改革，從 40 個部門減少到 29 個部門。 

（二） 國務院裁員一半，到 1 萬 7千人。 

（三） 地方政府亦訂定裁員計劃。 

 

    整體來說，朱鎔基所推動的經濟改革，促升了中國爆發性的成長。

在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時期，除承繼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政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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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另在其他方面加以突破： 

（一）實現與深化沿海開放政策—確立浦東開發計劃 

    為了實現沿海開放政策，並讓沿海開放政策更為具體，同時建構

沿海經濟發展火車頭，江澤民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 1990 年 6 月正式

宣佈了浦東開發計劃，將沿海開放政策主要力量集中到浦東開發上。

至此，確立了中共 90 年代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總體戰略。是「以上海

為中心，南北兩翼齊飛；以沿海地區為軸心，內外市場聯動」（趙建民

主編，馬祥祐撰，2005：64-66）。而所謂南北兩翼乃指：南部為珠江

三角洲五個特區所構成的區域，北部則是指以大連、天津為主要環渤

海地區，上海浦東恰為這兩區的輻射中心。 

（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 

    透過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外資獨資經營、合作開發等四種外商

直接投資的方式，以增進經濟繁榮的推動力。90 年代後出現了外商對

大陸的投資高潮。中國大陸引進外資的數量與比例，百分之 80 多來自

於東亞地區。外商投資部門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其中七成是勞動密

集型和一般加工組裝型企業、電子及電力機械器材業、塑膠製品類、

非金屬礦物製品業和製鞋等行業。與此同時，跨國公司也開始在中國

大陸大規模且系統化的投資（程曉農，2002：12-56）。在外貿體制中，

為了推行進口政策與稅率的改革，也透過連續大幅度地主動降低關

稅、縮小進口計劃管理範圍，增加進口管理體制的透明度與進一步放

寬出口經營權來鼓勵外商投資。同時，取消外貿指令性計劃、調整出

口退稅政策，以建立新的外貿調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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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中國經濟問題 

1.國有企業即使業績惡化，負責監督的行政機關也裝聾作啞。 

2.為了確保退休後的就業機會，共產黨幹部關說國有商業銀行提供救

命資金。 

3.虧損的國有企業與日俱增、國有商業銀行呆帳龐大。 

 

 

朱鎔基承諾的三大改革 

改革項目 國有企業改革 金融改革 行政機構改革 

目標 

三年內重建虧損的

國有企業 

打消因融資虧損的

國有企業而產生的

呆帳 

根除行政的腐敗 

進行行政改革 

對策 

1.因為管理問題出

現赤字的企業負

責人，第一年警

告，第二年解雇

2. 國有企業的管

理權限移轉給

地方政府 

3. 給與破產的自

由、實際上民營

化的自由、購併

的自由、上市的

自由 

1. 呆帳資產的三

分之二移轉給

資產管理公司 

2. 資產管理公司

花十年推動債

務企業的改

革、拍賣資產 

1. 國務院組織改

革，從 40 個部

門減少到 29 個

部門 

2. 國務院裁員一

半，到 1萬 7千

人 

3. 地方政府亦訂

定裁員計劃 

結果 

大致消弭國有企業

的虧損狀況 

雖然還有不確定的

因素，但改善速度

提高 

中央政府的改革大

致達成 

圖 3-1：朱鎔基主導的三大改革 

資料來源：大前研一（2000），《中國，出租中》，台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頁 21-27。 

 

 

（三）進一步明確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 

      2004 年 3 月 14 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 11 條第 2款明文規定：「國家保護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利和利益。國家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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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行監督和

管理」。將非公有制經濟體制的合法性提昇到憲法階段，而獲得更深入

的保障。 

 

 

第四節  分析與檢討 

    鄧小平曾說：「別以為我們擁有市場經濟的特質，就代表我們要走

資本主義的道路，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都屬必要」。其亦云：「過去搞

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道路。

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的情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路」（人

民出版社，1983：149）。這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路，被統稱為「具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是中國大陸改革開放的精神指標與原則，也

為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帶來了絕大的生機。 

 

壹、中國大陸因改革開放在經濟制度層面所帶來的生機 

一、創造財富、活絡經濟： 

    國家和財富的關係，除了財富的分配之外，就是「財富的創造」

體系。就中國大陸整體而言，「財富的創造力」在短短十數年間呈現飛

躍性地提升。截至西元 2000 年止，中國人口規模排名是世界第一。國

內生產毛額（GDP）規模，也僅次於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排名世界

第七（表 3-9）。到了 2005 年，中國人口規模更達到 130756 萬人，仍

是世界第一位（表 3-10）。而依據中國大陸經濟普查結果發現，2004

年 GDP 比原估大百分之十六點八，使得大陸 2005 年可望躍為世界第 4

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表 3-11）。換言之，中國大陸在

經濟上已經具備與大國平起平坐的資格（大前研一，2002：11）。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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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已經在特定產品類別，鞏固世界第一的佔有率。例如：冷氣

機的產量約為全球產量的一半，摩托車的市場佔有率為百分之四十八

點九，也達全球市場佔有率的一半。其他在電視機、洗衣機和冰箱方

面，也都有亮眼的表現（表 3-12）。再從進出口總額方面來看，中國大

陸從 1979 年出口總額的 136.6 億美元、進口總額的 156.7 億美元，躍

升至 2005 年的 7450.0 億美元和 6550.0 億美元。年增長率多在百分之

廿之間（表 3-13）。在許多方面，中國大陸已經成為「大國」之際，在

可預見的將來，中國大陸在經濟方面比美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都

站在優勢位置（大前研一，2002：11）。 

 

表 3-9：2000 年人口規模及 GDP 規模排名 

世界排

名 

國家 人口規模（百萬人） 國家 GDP 規模（10 億美

金） 

1 中國 1278 美國 9996 

2 印度 1014 日本 4620 

3 美國 278 德國 1922 

4 印尼 212 英國 1435 

5 巴西 170 法國 1317 

6 巴基斯坦 156 義大利 1081 

7 蘇俄 147 中國 1071 

8 孟加拉 129 加拿大 699 

9 日本 127 巴西 642 

10 奈及利亞 112 西班牙 565 

11 墨西哥 99 墨西哥 564 

12 德國 82 韓國 491 

13 越南 80 印度 475 

14 菲律賓 76 澳洲 385 

15 埃及 68 荷蘭 371 

16 伊朗 68 台灣 321 

17 土耳其 67 阿根廷 289 

18 衣索比亞 63 瑞士 242 

19 泰國 61 蘇俄 236 

20 法國 59 瑞典 235 

引自大前研一（2002），《中國，出租中》，頁 12。資料來源：聯合國、國際貨幣基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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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2005 年中國人口規模（單位：萬人） 

類別 人口數 比重 

男性              67375 51.5 
性別 

女性              63381 48.5 

城鎮              56212 43.0 
地域 

鄉村              74544 57.0 

0-14 歲            26504 20.3 

15-64 歲           94197 72.0 年齡 

65 歲（含）以上    10055 7.7 

全國總人口數：130756，總比重 100％ 

資料來源：中國人口信息網，<2005 年全國主要人口數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5

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網址：<http://www.cpirc.org.cn/>。作者自

繪。 

 

 

 

表 3-11：2005 年-2006 年中國經濟增長率預測 

預測機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銀行 國際貨幣基金會 

2005 年增長率 9.4％ 9.3％ 9.0％ 

2006 年增長率 8.9％ 8.7％ 8.5％ 

資料來源：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2005 年秋季報告

>，《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新華社，網址：<http：//www3.xinhuanet.com/>。

世界銀行駐中國代表處，《中國經濟季報》，2005 年 11 月，頁 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2005 Article IV 

Consultation＂，IMF Country Report，No.05/411，Novenber 2005，p.38。  

 

 

 

表 3-12：中國大陸在全球市場佔有率第一位的產品之全球市場佔有率及生產數量 

 中國大陸產量

（萬台） 

全球產量 

（萬台） 

中國大陸產量在全球市場的佔有

率 

（％） 

冷氣機 1388 2670 50.1 

摩托車 978 2000 48.9 

電視機 4262 11787 36.2 

洗衣機 1342 5717 23.5 

冰箱 1210 5376 21.1 

資料來源：大前研一（2002），《中國，出租中》，頁 16。《日經商業週刊》2000 年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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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979 年-2005 年中國進出口總額（單位：億美元） 

年代 出口總額 

（億美元） 

比上年增長 

（％） 

進口總額 

（億美元） 

比上年增長 

（％） 

1979 136.6 40.1 156.7 43.89 

1980 181.2 32.65 200.2 27.76 

1981 220.07 21.45 220.15 1.1 

1982 223.21 1.43 192.85 -12.4 

1983 222.26 -0.4 213.9 10.92 

1984 261.39 17.61 274.1 28.14 

1985 273.5 4.63 422.5 54.14 

1986 309.4 13.13 429.1 1.56 

1987 394.4 27.47 432.1 0.7 

1988 475.16 20.49 552.75 27.9 

1989 525.38 10.57 591.4 6.99 

1990 620.91 18.18 533.45 9.8 

1991 718.43 15.71 637.91 19.58 

1992 849.4 18.23 805.85 26.33 

1993 917.44 8.01 1039.59 29.01 

1994 1210.06 31.9 1156.14 11.26 

1995 1487.8 22.95 1320.84 14.25 

1996 1510.48 1.52 1388.33 5.11 

1997 1826.97 20.95 1423.61 2.54 

1998 1937.6 0.5 1401.7 -1.5 

1999 1949 6.1 1658 18.2 

2000 2400 23.1 2150 29.7 

2001 2661.55 6.8 2436.13 8.2 

2002 3255.16 22.3 2952.16 21.7 

2003 4383.7 34.6 4128.4 39.9 

2004 5933.7 35.4 5614.2 36.0 

2005（1-9） 5464.2 31.3 4780.8 16.0 

2005（預計值） 7450.0 26.0 6550.0 18.0 

總計 47698.97  43662.86  

引自黃宗良、林勛健主編（2005），《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頁 216。

資料來源：中央財經領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年大事記》（1999），

人民出版社。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綱站/統計資料/進出口統計快報。中華人民共

和國商務部規劃財務司（2005），<2006 年中國對外貿易形式展望>，網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200510/200510006737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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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邦制帶動經濟成長： 

中國大陸自朱鎔基就任總理後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經濟方面的

權限已下放地方，統治結構實質上已成為「聯邦制」。所謂聯邦制，乃

係指各地區都致力發展對自己有利的經濟活動，國家整體運作反而不

是那麼重要。而在其中，特別發展起來，經濟上達成自立的是「東北

三省」、「北京、天津迴廊」、「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福建省」、

「珠江三角洲」等沿岸六個地區。這些地區各有特色，一路發展起來，

獨立性很高。從面積、人口或經濟力來看，與其說是中國大陸的一部

分，不如各自視為一個國家，更能正確掌握全貌。在這六大區域中，

各有以文化、歷史、語言關係結合的多個都市形成的文化圈，各大區

域像國家般運作，各有不同的特色。中國大陸一方面也讓該六大區域

彼此競爭，另一方面則引進外資企業，借重外力發展經濟，也就是靠

著讓世界各國分食中國各個經濟發展重點區域，搶租地盤，搶佔商機，

中國汲取各國的資金、技術成長茁壯的「租位子經濟」（大前研一，

2002：3-4、34），使自己的經濟成長、茁壯起來。 

三、融合「4C」、增加經濟活力：  

在無國界經濟中，某地區的經濟要發展起來，一定要有 4 個 C 跨

越國界、湧入國內。這 4個 C 就是資金（capital）、企業（corporation）、

顧客（consumer）、資訊（communication）（大前研一，2002：38-41）。 

（一）資金（capital）： 

    擁有資金，是為了追求獲利更高的投資機會，竄流世界各地。而

竄流世界各地的資金大部分是民間資本，幾乎不受政府的干涉，自由

追求投資機會，在國際之間流動。政府必須引進資金，或完善規劃讓

進來的資金不會再逃出國外，才能期待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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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corporation）： 

    為了擊敗競爭對手，推展跨國事業，企業有自由，只要市場、顧

客、資源有魅力，哪裡都可以投資。而且，伴隨著企業的移動，技術

和管理的知識也移轉到當地。 

(三)顧客（consumer）： 

    全球化經濟時代，消費者可從全世界自由購買想要的東西。透過

網路，即使是個人也不需要太繁雜的手續，就能從全球買東西。品質

更好、更便宜的商口資訊，也因為媒體的發達隨手可得。追求價廉物

美的消費者，根本不在乎商品是哪個國家的企業製造的。 

(四)資訊（communication） 

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資金、企業移動的自由度大幅提高，在

推展海外業務時，不需要成立大規模的業務推展組織，只要使用電話、

綱路就能從遠地加以遙控，並且只需派遣幾名負責技術指導的熟練工

人，就能讓工廠開工運轉。通訊科技的大幅進展，使得跨國資訊往來

變得非常容易。 

    中國大陸透過中央銀行與金融監管體系、期貨市場的建立、商業

銀行及股市的重建等金融體制的策劃，以便於利用外資並引進資金。

同時，亦透過解除對外國銀行設置的限制，一方面增加對內地銀行的

壓力，迫使改革，一方面也發揮引進經營管理技術的效用（趙建民主

編，馬祥祐撰，2005：69）。著實融合資金、企業、顧客、資訊等 4C

來增強經濟的生命力。 

 

貳、中國大陸建構的經濟理論與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特色相符合 

中國大陸自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經濟學界，面對經濟改革

和發展的實踐，探討了多方面新的經濟理論。其向來重視理論對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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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運動的指導作用，他們認為惟有具備堅實的理論基礎，對各方面錯

綜複雜的關鍵和問題，有一個總體的把握，才能克服在實踐中的盲目

性，使得改革方能有系統、有步驟地進行。總體而言，中國大陸自改

革開放以來，其在經濟制度層面共建構了三大經濟理論，與民生主義

經濟制度相比較，幾都不謀而合。茲分析如下：（朱言明，1996：27-31。

侯山林，1994：81-82） 

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探索階段 

   （一）時間：1979 年-1984 年。 

   （二）改革重點：在農村，實施多種型式的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

農家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在城市，主要是企業改革，

擴大企業自主權。同時，開始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 14

個港口城市。 

   （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內涵： 

         根據中共「社會科學院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前所長

蘇紹智的刻劃與描述，其內涵為： 

         1.生產資料公有，實行多種經營形式。 

         2.所有權同經營權適當分開，經營者成為一個具有一定權利

義務的法人。 

         3.突破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對立的概念，是在

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四）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民生主義經濟制度主張不謀而合： 

          依據前述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內涵，其作為乃在於發

展生產力，與民生主義經濟制度之主張不謀而合。原因在

於： 

          1.在共產主義的國有國營與地方公營經濟體制（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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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上資本主義的外人獨資經營，中外合資經營，中

外合作經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等。此即民生主義所

主張國營（公營）企業與民營（私營）並行的混合經濟

體制。自然也就允許人民保有私產，從而公有財產與私

有財產並存。 

          2.土地國有（公有）而民用，國有而民享，如實施包產到

戶、包乾到戶，土地所有權屬國家，由農民承包經營，

收穫除繳稅及提留外，餘均歸屬農戶所有。再如國有企

業實行公司化、股份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不少國

有之商場，也採承包制，由個體戶承租經營，本身自負

盈虧之責。 

          3.此即計劃性的自由經濟，含有既干涉、又自由之意。所

謂計劃性，是指非如資本主義一味地採取自由與放任；

所謂商品經濟，即如自由經濟，商品可在市場上自由交

易，物價的高低則由供給與需求的增減、互動情況來決

定。亦即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並重。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階段 

    （一）時間：1985 年-1991 年。 

    （二）改革重點：轉移到城市，以增強企業活力為中心，推動多

項配套改革措施，如價格改革、宏觀體制改革，城市、農

村、科技、教育及政治體制改革。並且進一步擴大對外開

放，建立海南經濟特區，開放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

閩南三角地帶及渤海灣地區，更於沿海開放城市中籌設經

濟技術開發區，使大陸對外開放地區，北起大連，南至海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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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 

           它是位於馬克思的人類歷史進化階段之「資本主義社會與

社會主義社會」中間。既有社會主義因素，又有非社會主

義因素。換言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資本主義因素

的社會主義，而以社會主義因素佔主導地位。其改變了所

有制結構，除了全民和集體兩種公有制經濟成份外，還發

展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的國

家資本主義企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私有經濟是公有經

濟的補充，二者不再是水火不容。從時間上而言，從 20

世紀 50 年代中期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下個

世紀中葉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完成，一百年左右的時

間，都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標是在 90 年代，實現

國民生產總值比 1980 年翻一番，年均國民所得為 500 美

元，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到 20 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

最少增長一倍，年均國民所得為 800 美元至 1000 美元，

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而到 21 世紀中葉（2050 年），

年均國民所得為 4000 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人民過著比較富裕的生活。 

      （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民生主義經濟制度理念相符合： 

            誠如中山先生所言：「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即是共產

主義」。2050 年時，中國大陸方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

會。至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將是人類奮鬥目標，締

造一個如禮運大同篇所描繪的共產大同世界。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 

    （一）時間：1992 年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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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革重點：由過去側重於突破舊體制轉向側重於建立新體

制；由政策調整轉向制度創新；由單項改革轉向綜合配套

改革；由重點突破轉向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 

1.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在共同發展

的生產資料所有制結構的基礎上來發展經濟。 

2.必須是國家（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而不是完全自由

的市場經濟，應是可調控的有計劃的市場。 

3.以健全而完善的金融市場為核心，實現各類生產要素市

場的一體化。 

4.以按勞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 

5.市場應有一定的秩序，交易活動要公開化、貨幣化、票

據化、規則化、法律化。 

6.應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和健全的制度保障。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民生主義之「計劃性的自由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乃以公有制為主體或基礎，即土地國有

或公有，大企業國有或公有，但可民用或承租給民營。亦

即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允許使用資本主義的經營

方式。既有干涉又自由之意，並且反對極端的個人主義與

放任式的自由經濟。 

    從上述之分析來看，中國大陸在經濟層面的改革，正是向民生主

義的經濟制度看齊與回歸。這正也恰恰說明了民生主義是有價值的選

擇，更是中國大陸在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最是明智抉擇的第三

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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