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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必然会引起社会中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

刻变革，导致社会成员对待改革态度的巨大差异，所以改革极其复杂而又十分

艰巨。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成功案例可以参照，难度之大实属空前。中国共产

党人凭借其超凡的毅力、胆识和智慧领导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

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党发扬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探索改革规律，加

强顶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举措：一是明确目标以

降低改革选择成本；二是把握方向以化解改革制度风险；三是协同推进以增强

改革整体效果；四是突出重点以提高改革运作效率。这些改革理论和举措，不

仅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且极大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改革思

想，是人类改革历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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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已被４０年来的实践所

证实，并已成为国人之共识，这为进一步推进改

革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

古今中外改革的成功案例寥若晨星，面对怎样

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必

须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实践

探索。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

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艰辛探索改革路径，积

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改革的

任务更为艰巨，面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环境，面对国内化解

重大风险、脱贫攻坚、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面

对全国人民对改革的更高期盼，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魄力和远见卓

识，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将改革向前推进，

凭借高超智慧和科学方法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

中的诸多问题，治国理政的各方面都取得了重

大进展，带来了中国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

历史性变革。中共十九大正是基于我国所取得

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１］的

正确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定改革

成败的因素逐渐增多，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不

断提升。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各

个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完全得益于党中

央在对新时代特点进行科学研判基础上的全面

深化改革之战略谋划。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改

革的新经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明确目标，有的放矢，降低改革

选择成本

　　改革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做到有的放矢、

目标明确。面对改革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人

在改革目标问题上始终都持慎重态度，注重目

标明确，避免改革走弯路和出现反复，以最大程

度降低改革的选择成本。

从时序上看，我国改革经历了初步探索、框

架构建、体制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从空间

上看，我国改革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渐

次展开过程，是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推进的过程。

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是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

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任何成功模式作为参照

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初也没有取得

改革成功的十足把握，“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改

革需要探索的心理映射。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

贫乏的发展中大国，只有改革才能赢得优势，而

如果改革走了弯路甚至徘徊，那么其所带来的

要素流失和机遇丧失等选择成本将是极其高

昂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民族、国家和人

民高度负责的政治站位，谋篇布局，明确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

革开放以来继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四

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又一次

全面部署改革的重要会议。与前三次会议不同

的是，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２］。

当前，制约我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够现代化。发挥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

赖于这两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外在标志和根本保障，这一制度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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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显示出了其强大的政治威力和优越性，但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须依托完善的制度，二者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

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水平日渐提高，但在国

家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博

弈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可见，如何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

会主义国家，兼有国家、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

国家等特质于一体，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治理

的先进经验，又需要立足实际另辟蹊径。习近

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

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

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３］９１马克思恩格斯生活

的时代，世界上尚未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他们

对社会主义的论述都是预见性的。列宁领导社

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过短，来不及对这个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苏联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上作过有益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

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在近７０年

的执政过程中，高度重视国家治理问题，创新

了国家治理理论，丰富了国家治理经验，形成

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但应清醒地认

识到，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

与全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与应对

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相比，我国的治理

体系还很不完善，治理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过精辟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

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

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

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

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

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这项工作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

和推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

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３］１０４－１０５

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规

律认识的深化，不仅理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

本思路，而且为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提供

了科学的理念支撑。

　　二、把握方向，谋之长远，化解改革

制度风险

　　方向问题是决定改革性质和成败的根本性

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在改革过程中出

现颠覆性错误，不能在方向上有任何制度风险。

只有坚持正确方向，才能确保改革的持续性，使

新时代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固

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深层次的

原因是偏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以至于这些国

家的执政党在政治民主化的喧嚣中权力失控，

使社会财富在经济私有化的浪潮中中饱了投机

者的私囊。失去了公有制经济、政治根基的国

家政权如大厦之倾覆，人民在完全没有心理准

备的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中茫然不知所措，郁

闷彷徨而苦不堪言。中国近代以来改革的屡次

失败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沉痛教训都证

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掌

控和化解改革风险，历史悲剧就会重演，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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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一切最严重的后果都不可

幸免。鉴于此，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非常重

视把握正确方向，这正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大

法宝。

对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

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

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３］６７在关于《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

说明中，他进一步指出：“说到底，就是要回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

问题。”［３］７２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需要弄清楚谁在改

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这三个基本问题，只有

围绕这三个问题探讨改革方向才能保持改革定

力。“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

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

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

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

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

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

定的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

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

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

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

础。”［３］６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

我国改革的主体、目的和性质，为坚持改革的正

确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在

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改革的

倡导者、推动者、领导者，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

都需要党在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加

强顶层设计，推进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的发

展中大国，完成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性壮举

和伟业，保持全国一盘棋，做到令行禁止，促进

改革利益最大化，使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需要发

挥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方向前进。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强调，改革

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改革只能是

死路一条，而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是

死路一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若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将劳而无功，若偏

离社会主义方向将南辕北辙。历史和实践证

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僵化的社会主

义老路在中国同样走不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

选择，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改革方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选择并确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

成果，改革开放又是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得以顺利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方向因此而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主

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因而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朝着

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方

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有

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

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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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

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

获得感。”［４］１０３人民的期盼是我们改革的根本出

发点，满足这种期盼是改革的根本落脚点，这是

由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如果改革的成果变成了

少数人的红利，那就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心，即

是失败的改革。

坚持朝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

人民福祉方向前进，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并不

是搞平均主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正确理解

公平的含义，在实践中既要重视结果公平，更要

重视过程公平，而过程公平有赖于规则公平。

过程和规则不公平，必然导致结果不公平。当

然，即使过程和规则公平，但由于人们存在个体

差异，如禀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等，最终也会

出现结果不公平。所以，应从大局出发，在激发

社会活力和体现社会公平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结

合点和最大公约数，解决好人民最根本、最现

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让每个人都能以不同方

式参与到改革中来，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改

革增加获得感。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保障

和改善民生，正是坚持这一改革方向的具体

体现。

最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制

度优势、方法科学、运行高效相得益彰的典范，

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

实际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最有力的诠释。

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涉及对

两种经济体制的评价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

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没有优劣之分，只

有把二者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才

能比较其利弊。在我国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经

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一般情况下，计划经

济在非常时期，如在战争和经济恢复时期是高

效的，而市场经济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

是高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

济急待恢复，需要动用行政力量整合全社会资

源，计划经济满足了这种需要。当时的国际环

境也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

家对我国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

立，试图扼杀新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独立，中国

不能选择西方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

方面，苏联在１９３０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增长，短

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用１００多年才走完的现

代化历程，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成

功，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

立了标杆，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些国家在体制选

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由于我国缺乏经济建设

经验，更没有能力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

展模式，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了当时

最现实的选择。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基础

上，中国用较短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再一

次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威力。但是随着国民经济

恢复任务的完成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计划经济

抑制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和生产要素活力的弊端

日益显现，由此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在

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劣势日益明显。１９６０年代

后期，虽然我们党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

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党的领导人在对马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上存在偏差，致使我国长

时期缺乏改革的动力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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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并于１９９２年在南方谈

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

论断，拉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导向的改

革大幕。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看，这４０年来，每

隔１０年中共中央都会对改革作出重大战略部

署。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蓝

图；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入新

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

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愿景，使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更加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

特征，但又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与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中国道路”内涵的最好说明。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要把这一要求始终体现

在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同时还要贯穿到其他

领域的改革中，使各方面的改革相互促进，形成

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体系。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

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经

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

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

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

新要求。”［３］９５

　　三、协同推进，统筹全盘，增强改革

的整体效果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

变革过程，必须确立“全局一盘棋”的整体思维

和宏观视野。

４０年来，中国的改革按照从局部到全局的

空间顺序渐次展开，中共十八大前，各领域改革

虽都创造了不凡业绩，但体制机制弊端仍然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困扰，治国理政仍然存在

瓶颈约束。具体说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

其一，经济体制问题还有很多。粗放式发

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地区、各部门发展

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某些领域产

能过剩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存；创新能力不

足，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偏低，以牺牲资源和环

境为代价提高产值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冲击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秩序还

没有完全形成，经济活动主体的隐性壁垒还没

有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根

本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

顺，政府对市场存在越位或缺位现象，仍然习惯

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信

号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更不能满足稀

缺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财税体制对优化产业

结构的导向作用不够明显，难以形成对经济活

动主体行为的激励；金融体系制度还不够健全，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不大。

其二，政治体制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职能

交叉、重叠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决策、民主管

理、依法行政的效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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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府还没有形成，政治体制机制不合理和运

作不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仅制约

了科学发展，而且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

出的新要求和人民对民主法治的高期待还很不

适应。

其三，文化管理体制有待完善。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欠账较多，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还

不健全，文化产业经营还不够规范，城乡文化共

享机制亟待建立。

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社会治理

成本还相当高昂，社会治理效果还不能令人民

满意，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太完善，各种社会组织

活力还没有充分激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和公

共安全体系还不健全。近年来，一些影响社会

稳定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

织，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互联网以超乎想

象的速度发展，使社会治理遇到许多始料不及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征

地拆迁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徙，加大了社会治

理的压力。社会领域面临的这些新问题，靠原

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只

有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

治理模式，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和

谐的第一要务，从制度安排上最大限度地激发

社会活力，才能确保大局稳定，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五，生态文明体制尚未形成。系统完整

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有待建立，特别是要针对

地区生态问题，建立地方和领导干部的科学考

核评价体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把保护

生态环境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

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３］７４改革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这始终是中国改革的正向思维。改

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领域的

一般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涉及面广、

配套性强的难啃的“硬骨头”。新旧问题交织、

社会结构多元、利益格局复杂，是困扰当前我国

改革的现实问题。改革越向纵深发展，各个领

域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就越明显，

深层次的体制弊端问题暴露得就越多，每一个

领域的改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领

域，而每一个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

的积极回应。因此，深化改革不能执于一隅，必

须统筹全盘，只有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相互配

合，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增强改革的整体效果。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

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

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

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

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３］６８

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我国更加注重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逐步深化新时

代的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商事制度改

革、金融体制和财税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

镇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的环

境保护制度，等等。我国的改革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最大范围地凝

聚了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使

人民增强了获得感和幸福感，极大提振了改革

信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

方法。”［４］１０９

　　四、突出重点，大处落墨，提高改革

的运作效率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同推进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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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改革，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中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即紧

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

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

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体制改革。这

“‘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

线图”［３］９３。

然而，协同推进不等于齐头并进，全面改革

更不能一哄而起。改革任务越是艰巨越是需要

突破重点领域，使改革重点发挥“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作用；改革形势越复杂越需要激活关

键环节，以收到“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效果。

从“六个紧紧围绕”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对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作出了具体部

署，选择了各自的突破口，可谓抓住了改革的

“牛鼻子”。在六大领域的改革中，重中之重的

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环

节就是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经济体

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

用。”［３］９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

进。”［３］９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

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３］７６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

在稀缺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并

不是要否定政府的职能，恰恰相反，乃是为了更

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

践证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要求，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基本形式，也有

利于构建政府生态系统。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界

争论的焦点问题。古典经济学从自由市场经济

原则出发，认为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地使资

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体系越完善，

政府的作用越衰微。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渐扩

大，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市场自身的弊端

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弥补。自凯恩斯之后，现

代经济学提倡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但

往往把其作用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在讨论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时，我们必须应

对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失灵现象的不可避免性

这两个问题，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可能是

一个自然过程，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介入；其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战略规划和

顶层设计，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最后，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要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

基础，而且要以健全的政府职能为前提。对我

国来说，政府与市场的正确关系是：市场对资源

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为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在政策上提供最大可能性。

为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应

当进一步科学地定位政府职能：一是推动放任

型政府向自律型政府转变，树立作风务实、组织

精干、运行高效、决策民主的政府形象；二是推

动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确立通过制

度安排和法律化形式来规范、引导市场的职能

身份；三是推动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

明确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

不足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职能权限；四

是推动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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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宏观调控、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等协调服务

职能的充分激励和控制性管理职能的极严约束

的职能方式。政府职能的精确定位，有利于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利于增强社会自

主管理能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

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

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

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

和监管不到位问题”［２］。中共十九大报告也要

求，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

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１］。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推

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

其效益和效率最大化，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

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

要求。

总之，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共

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全面深

化改革的战略安排，使新时代的改革之路真正

成为一条光明之路、长远之路、宽广之路、通畅

之路，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明晰

的政策，是当代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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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
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具体实践与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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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大的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开启的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经由改革开放所赋予的开放性、公有制基础所赋予的自主

性和社会主义取向所赋予的人民性，完成了其发展逻辑上的三重转折，生成了

一条完全区别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等既有选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

而在实践层面初步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东方跨越。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不

仅验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还必将在其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为世界

提供新的道路参考和重要的价值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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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０

年代针对俄国现实作出的具体结论———俄国有

可能以农村公社为支点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但是，这只是马克思东方社会

理论的一般逻辑和原则在当时俄国的具体表

现，其相关结论则是在当时革命与战争的时代

背景下得出的。与此不同，改革开放开启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则是马克思

东方社会理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的具

体实践。改革开放４０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道路不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验证了马克思

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还必将在其持续的发

展过程中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参考和价值

启示。

　　一、一分为二地理解马克思东方社

会理论的一般意蕴和具体意蕴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是以印度、中

国和俄国为蓝本，研究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社

会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

问题的。东方社会并非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重点

研究的对象。１８７０年代之前马克思主要是以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中心来分析人类社会的一

般规律和整体发展趋势，直至马克思深度了解

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具体情况后，其研究人类社

会的视角才开始转向东方社会，开始对落后东

方社会的跨越问题展开系统思考。１８７７年，马

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

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可能未来作了分析：“如

果俄国继续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

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

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

灾难性的波折。”［１］７２８１８８１年，马克思在给维·

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指出：“我根据自己找

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

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

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个方

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

然发展的正常条件。”［１］８４０当问到俄国公社的未

来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瓦解于资本主义的问

题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

言中给出的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

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

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

义发展的起点。”［２］３７９总的说来，当马克思将研

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不断向俄国农村公社聚

焦时，他一方面不断强调东方俄国以农村公社

为支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

基于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把握，并结合

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俄国的跨越条件作了合

理的设定。梳理马克思对俄国如何实现制度跨

越的思想，我们看到，他结合当时俄国所处的历

史环境给出的跨越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

需保证俄国农村公社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二

是俄国社会的发展需利用世界市场建立起来的

普遍交往，以摆脱发展的隔绝和孤立状态；三是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革命需要相互补充，

并需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做出榜样和积

极支持；四是需由无产阶级革命支配资产阶级

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

无疑，马克思基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国际

国内形势对其跨越道路的思考极其深刻，并具

有鲜明的俄国特色和时代印记。但一些学者却

陷入了关于东方道路生命力的困惑和误解：马

克思基于俄国现实所做的道路设计越具体，其

普遍化、世界化的希望就越渺茫，特别是当俄国

并未按照马克思的期望迎来自然发展的正常条

件时，这种感觉和认识变得更加强烈。但是，当

我们将考察东方道路的时间跨度加以延伸和拓

展，并努力探寻马克思研究东方道路问题的理

论逻辑时，便不难理解东方社会理论在中国道

路的成功实践中所闪现的真理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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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研究人类社会的视角主要是以

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对其所处的

资本主义世界细致、长期的考察，马克思对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和总体性方向有了基本

的把握。这些为其后期从事东方社会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其实，在马克思早期针对西方资本

主义世界的研究中，已然蕴含着关于东方社会

发展问题的分析。１８４７年，恩格斯在《共产主

义原理》中对“这种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能不

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２］３０６这一问题的回答，

就已经蕴含并预设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

越的可能：共产主义革命至少要在英法德这样

有发达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发达的生产力

的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进一步影响世界上的其

他国家，完全改变或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

进程。恩格斯的回答暗含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的国家在率先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家的

帮助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东方世界不断卷入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印度、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

东方社会也逐渐被马克思纳入自己的研究范

围。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指出，印

度、中国等作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的国家

的发展出路是“东方从属于西方”，并且进一步

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

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

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

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

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

喝下甜美的酒浆”［２］８６３。对于落后的东方社会

如何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取得创造

新世界的物质条件问题，马克思非常重视西方

文明在东方社会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

具”的作用。

因此，在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

完全转向俄国社会之前，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

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就已经暗含了东方道路的

一般逻辑和原则。事实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

理论并非一时兴致，更非另起炉灶式的研究，其

结合俄国社会发展现实提出的具体性结论大多

源于此前他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而

总结得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马克思将研

究的视角重新回到人类社会总体时，其后续研

究也并未因为对东方社会的专门研究而发生根

本改变。因此，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东方社会理

论的精髓要义及其当代价值，就必须透过表象

抓住其具体结论之中的精神实质和原则规定。

通过剥离当时俄国社会所独有的特殊性及

其所处时代的革命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所要回答的一般性问题可以归纳为：经济文化

落后的国家如何吸收和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的一

切肯定性成果。换句话说，就是落后国家在实

现跨越式或超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克服物质

技术基础薄弱这一最大的先天不足问题。马克

思在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的同时也

强调了跨越生产力的不可能性，他始终强调必

须将“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用资本主义

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

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等

作为俄国社会的跨越条件。

关于如何吸收资本主义世界和所处时代的

一切肯定性成果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无疑

是普遍适用于所有落后国家的，他特别强调落

后国家应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建立起的普遍交往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以超越本国现实存在

的贫困处境。这样，落后国家就可以借助西方

世界的工业和商业成就而拥有一个较高的发展

起点，从而绕过一切从头开始的“单线式”发展

模式［３］，大大缩短自身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之

所以一以贯之地强调“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

样和积极支持”，即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

的先决性作用，也是考虑到落后国家实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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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一定要有现代生产力作为必要的物质技

术基础。但是，他的这一结论———将西方革命

的率先胜利作为东方社会实现制度跨越的先决

条件———直接来源于当时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时

代背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敌对的状态

下，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大

工业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拱手让给东方落后国

家去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自取灭亡。［４］所以，

只有在西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

统治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

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反过来，当世界

发展的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时，落后国家通过

市场的手段获取其发展急需的物质技术是不是

更符合时代要求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关键

是如何获取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如何在不同的

时代背景下选择适当的方式去获取。对此，我

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在这一问题

上的本意和初衷。

那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又是如何

驾驭或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呢？结合当时

俄国以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存在的农村公社所有

制，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建议同对东方印度提

出的建议一样，让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资产阶

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

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

督。以世界历史所要求的公有制形式支配资本

主义生产力，是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的苦

难而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基本路径。总

之，以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形式为基础去支配

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并使之作为社会

财产和社会工具而为整个社会服务，是马克思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

样，“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

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５］。一言以蔽

之，这适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一切国家！

马克思针对印度、中国、俄国等东方国家所

作的具体结论都只是其东方社会理论在特定的

历史环境中的具体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针对西方世界总结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

西欧各国的范围内。”［１］８２０但是，这并不妨碍那

些支撑具体结论形成的一般性原则亦即基本原

理对落后国家的指导作用。特别是随着历史不

断向前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主题

的当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逻辑和原

则有待在具体实践中接受进一步的检验、丰富

和发展。

　　二、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

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最新

发展

　　马克思根据当时俄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所作

的具体论断因为时代背景的变化未能成形，但

是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其

一般原则探索东方道路的具体实践并未停止。

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时代背景是革命与战争

不同，中国道路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

通过改革开放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邓小

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

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

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６］２５８。中

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大的实践贡献主要

体现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目前，中国

道路虽仍需要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发展和完

善，但是中国道路取得的已有成就及其持续焕

发的活力，一方面是对作为一般逻辑的东方道

路理论之强有力的验证，另一方面也是对作为

具体实践的东方道路的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

所开启的中国道路由此赋予马克思东方社会理

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依照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经济文化落后

的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会面临如何获取社

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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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根本上并没有超出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原则：充分利

用世界市场以吸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文明成

果，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驾驭资本而非被

资本奴役，以及基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就实

现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道路是根据

中国的具体实际发展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

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指出的：“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

结论。”［６］３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对马克思东方社

会理论一般原则的把握没有陷入苏联模式的机

械主义，而是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将之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使其真正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中得以贯彻和实现。中国道路的支点和

前提并非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农村公

社”和“西方革命的胜利”，而是结合中国实际

发展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和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利

用世界市场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和物质技术，不

仅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肯定性成果，

更是囊括了全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这是中国

道路在具体实践上得以超越一般东方道路的物

质技术基础。因此，中国道路是东方社会理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呈现，它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国国情将其一般原则

落实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并完全表现出了东方

道路本应具有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改

革开放后，中国道路在发展逻辑上实现了由开

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构成的三重转折，在实践

上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东方跨越。

中国道路的第一重转折始于改革开放所赋

予的中国经济的开放性，中国道路因此摆脱了

囿于自我循环的“小天地”。中国道路的开放

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摆脱了以往封

闭、孤立的“单线式”发展，实现了与世界经济

的互动式发展：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建立起的普

遍交往，中国得以将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成果

作为自身发展的起点，而不用再“一切从头开

始”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普

遍交往对世界经济施以积极的影响。经济上的

开放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视野，世界

范围内先进的物质技术和成熟的发展经验都成

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直接出发点。实现现代

化的迫切需要使中国不仅需要社会主义世界提

供帮助和做出榜样，更需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

义世界的一切肯定性成果作为支撑。因此，中

国打破了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

立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阵营或国际

社会“对着干”的思维模式［７］，并以积极主动的

姿态全面参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国内，中

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起了一整套能够充分吸收世界各国一切文

明成果的制度基础；在国际方面，中国通过最大

限度地接受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获取深度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

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中国以吸收世

界先进文明成果的方式初步完成了从“被动适

应环境”到“主动创造条件”的阶段转换。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以对外开放

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

主动”［８］。

中国道路的第二重转折来自公有制的制度

基础所赋予的中国发展的自主性，中国道路因

此得以摆脱被资本主义世界支配的命运。中国

道路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外在强制

性，能够确保中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

道路。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经济开放并非

道路成功的必要条件。世界范围内实行外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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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而未能如愿实现经济繁荣的国家不在少

数，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东欧前社会主义

国家的转轨失败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究其原

因，在于这些国家因为资本的强制性影响逐渐

在开放中失去了自己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和主

导权。而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并

未放弃公有制这一制度优势，在实行对外开放

的同时既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

又注重将经济主动权和市场领导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国通过计划

指令对国内经济做到了绝对控制。虽然改革开

放之后的中国为了适应世界市场，逐渐扩大市

场在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政府的宏

观调控一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

并没有像东欧改制转轨的国家那样丧失政府对

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任由自己被西方规则和资

本逻辑改造，而是立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牢牢

抓住中国发展的自主权，走出了一条既吸收和

借鉴西方成果和经验、又不受西方强制的独特

发展道路。［９］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但可以根据自

己的国情选择循序渐进、从易到难的开放模式，

还可以根据世界经济形势采取灵活的经济政

策，甚至是根据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际产品。［１０］这种自主和可控的对外

开放理念是中国始终确保自己的道路选择权和

政策自主权的制度优势之集中体现［１１］，它确保

了中国在面对诸如新自由主义、逆全球化这样

的全球性浪潮和诸如２００８年由美国次贷危机

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２０１２年欧债危机这样

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外在冲击时，仍能

按照自己的方向和道路稳健前行。

中国道路的第三重转折是社会主义取向所

赋予的发展目标的人民性，中国道路因此得以

拒绝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复和波折，始终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决不是改变中国道路

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本质

区别是它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资本逐利作

为根本目标。这一根本目标植根于社会主义的

人民性———中国的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它是中

国道路合乎历史必然性和发展正义性的根本保

证。质言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拥护程度

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且这种制度要比别

的制度能给他们带来更丰富、更稳定、更长远的

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中国道

路就是一条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回应人民

期待的发展道路。正如我们党所反复强调的：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

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

了改善。”［１２］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能始终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源

于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保证了中国道路的发展正

义，确保了中国道路始终能够按照人民的普遍

需求和历史规律确定其发展方向。

因此，坚持发展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

性，是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在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般原则

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道路能够超越自我循

环、超越资本主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密

码”。正是因为这三重转折，中国道路实现了

对自我发展的封闭性、强势环境的支配性与资

本主义的狭隘性的彻底否定，形成了一条根本

区别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只是基于一般原则

初步回答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

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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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路则是在实践层面全面地呈现了经济文化

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一

步步变为现实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仅充分验

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可实践

性，还创造性地赋予了其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作为东方道路一般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

下的具体展现，中国道路还深刻地证明了立足

于本国实际及其所处时代背景探索适合自身发

展道路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将其落实到国家发

展的具体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道路在其

４０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不仅实现了东方

道路一般逻辑和原则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还

进一步结合中国特点将其发展为成功范例，为

世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道路参考和价值启示。

中国道路对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的参考

价值，如同马克思所设想的率先完成社会主义

革命的西方世界对东方社会的“榜样和支持”

作用。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的：“崛

起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国将提供与西方完全不

同的政治模式和范例”［１３］。中国道路对世界最

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凭借科学的新理念和新模

式，为那些正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树立了

榜样，为这些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跨越式

发展提供了示范。中国在短短４０年的开放发

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为那些急需

摆脱落后面貌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自信和希望；此外，中国还在具体道路选

择上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融入世界市场又希望

保持发展自主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启示。同

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其他后发国家

如何在资本主义规则处于强势的当代世界中实

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最具参考价值的经验启示。

对于如何在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同

时避免被强制和支配的命运，如何在充分吸收

世界范围内一切肯定性成果的同时还能保留合

理的本地化成分，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并完全超

越资本等具体问题上，中国道路作了全程式的

回答。

中国道路不仅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最具参考

价值的经验启示，也对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一

种价值观的重新启蒙［１４］，促使国际社会反思长

久以来的“文明一元论”和“历史终结论”。因

为，其一，中国道路实现发展的独特方式正慢慢

软化西方世界自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所建

立起来的文明优越感，促使西方世界改变其长

期以来的“家长姿态”，从而以一种温和、开放、

包容的心态欢迎东方文明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创

造中来。其二，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正在逐渐

改变后发国家急于摆脱落后面貌而照搬照套既

有模式的惯性思维，促使它们更加理性地看待

本国实际与成功模式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基

于本国特点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其三，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驾驭资本的经验，可启

发资本主义世界突破意识形态对立，寻求在深

层次实现两制融合，并期许在融合中逐渐转向

社会主义的道路设计。其四，中国道路的成功

实践重塑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彻底改变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给世界留下的负面影响，

可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理念、中国实践

还原了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极大地增进了社

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改革开放开启４０载，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

经初具世界影响。但是，关于集马克思东方社会

理论一般原则之大成的中国道路如何进一步彰

显其世界意义与贡献，依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重大

时代课题。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坚守中国特色

中不断完善和深化中国道路，以持续回应世界人

民的期待和历史发展的大势，进一步显示中国道

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开放

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凸显中国道路的国际化向

度［１５］，深挖中国道路本身所蕴含的世界性、普遍

性价值，为世界提供更多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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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从经济全球化维度审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并将扩大开放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

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通过扩大开放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在促进本国发展

的同时，也必将促进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开放中

所形成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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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

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

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

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１］１１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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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了更好地实现

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要根

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各项

工作提出新要求，直面对外开放所面临的种种

问题，立足于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扩大开放中谋

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发展。本文拟

在全球化视野中审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

上，揭示扩大开放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内在关联，提出在扩大开放中解决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以推动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解决，进一步扩大开放。

　　一、从经济全球化看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在经济发展的助推下不断深化的过程。特别是

在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贸易大繁

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的局

面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在面

对、思考、解决问题时，必须基于全球视野更好

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论断包含两个维度：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今天，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

对这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与把握。

１．在全球化视野中审视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

就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极不平凡的

经济社会发展，使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

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２］１０，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人民

群众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享受到越来越多

的改革开放的红利，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

提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变得愈发强烈，“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

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２］１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

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深度融合，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中国文化和世

界文化交相呼应。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对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不能仅仅就中国

而言中国，我们不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仅仅局限于国内层面进行理解，而应当基于经

济全球化的视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全面审

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我国

的恩格尔系数已降为２９．３９％，表明居民的消

费领域大大扩展，已不再局限于吃穿。改革开

放既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激发了

其多元化的需求，如出国旅游、子女海外上学、

采购进口消费品等。近年来，我国出境游人数

屡创新高，年年递增。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最新

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人数７１３１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５．０％。［３］

这表明，出境旅游、感受域外文化已成为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有机构成。此外，人民还要求在

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联互通、享受全球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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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发展对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便捷，这

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

的要求，亦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

代大背景，如不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

挑战，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中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难以实现。

２．在全球化视野中审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

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２］１０。全球经

济聚焦于中国，“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等词语

成为世界热词，“中国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

么如此成功”等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课题。

当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

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

国，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２０１２年的

１１５％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５％左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３０％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

和，居世界第一位。这表明，中华民族的面貌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２］１５。但是，

由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不断提高，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不平衡不

充分的特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

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

生活水平更是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国

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利依然需要付出

艰苦努力”［４］。与西方发展国家相比，发展的

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外在表

现。我国现在被冠之以“世界工厂”，对于这一

称号，我们必须谨慎观之。一方面，这一称号表

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工厂”是针对为世界

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而言的。“时移则势

异，势异则情变”，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世界

现今正在进入工业４．０时代，这意味着一国的

经济发展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

位，必然需要创新工业革命发展逻辑。换言之，

在今天，“世界工厂”地位并不能表明一个国家

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经济发展现

存的突出问题是在整个国际生产链中处于下

游，在核心科技、尖端科技、人才储备等方面相

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基

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

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

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

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

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５］。这些不仅是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且是

制约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和突

出问题，它们不仅关涉中国能否由富起来走向

强起来，而且也关涉人民美好生活质量能否得

到提升。

　　二、扩大开放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内在契合

　　扩大开放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内在要

求。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

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深刻

理解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

相较以往日益普遍化，不同地区的民族国家逐

渐突破此前彼此相互隔离的状态，形成一个全

新的有机整体，各国相互作用相互依赖。马克

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场的开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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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

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

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

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

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

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１］４０４。可以看出，开

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元素之一。质

言之，由于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而开放是

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各国要实现现代化，必然需

要通过扩大开放发展自己，适应世情对各国发

展提出的新要求，否则，在封闭中发展的国家就

会因束缚生产而出现“它必须被炸毁”的危险。

特别是在当下，世界各国借助新科技革命使知

识、技术和思想的交换更加便利，使得世界各国

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增强，这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历史地

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

人为造出来的。”［６］４７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

则昌，逆之则亡。这种情势要求我们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直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扩大开放

中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我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以

扩大开放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

经验和启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改革开放推动着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的伟大历

程书写了我国人民坚韧的探索、奋斗过程，改革

开放的累累硕果使我国人民更加幸福、欢愉。

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改革虽然是４０年改革开放的

一部分，但改革的难度和广度明显较中共十八大

以前的改革有质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改革经过３０多年，已进入深水区”［７］１０１，但

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７］１０１。由于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全面深

化改革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顺利

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在新时代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大之前我国改革开放的

经验和启示是引导我们再前进、再出发的主要

参照。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促使我们去深

入思考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做对了什么？

对于这一引发全球关注的课题，由于涉及面广，

其答案必定是多层次的，但我国坚持扩大开放

则是答案的要点之一，也是我国４０年改革开放

伟大实践的经验和启示。以坚定的战略眼光把

握开放、以科学的决策和战略推进开放，是改革

开放以来扩大开放的重要经验和启示。从邓小

平提出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８］５４，“总

结历史，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表明，关起门来搞

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８］６７，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践证明，过

去４０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

放条件下进行”［９］，“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９］；从邓小平提出的“一切有利

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

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１０］１３０，“改革开放胆子要

大一些，敢于试验”［１０］３７２，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１１］，“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

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

到自我封闭的孤岛”［２］５８……这些论断都深刻

揭示了对外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作用。蕴含在这些朴实话语深处的是中国

共产党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的冷静理

性思考，体现了我们党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殷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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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展现了我党在扩大开放思想谱系方面的继

承和发展，同时也指明了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现出强烈

的多元性和国际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表现

出强烈的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扩大

开放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因为只有通过

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

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２］２２，才能

更好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只有通过扩大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２］３４，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

度，才能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正如中共十九大所强调指出的，“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２］３４。

扩大开放体现的核心要义是在新一轮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中打开国门搞建设，反映的主要旨

趣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扩大

开放的语境下，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相互交

融、技术合法流转、成果人人共享、全球合理共

治，能够为我们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良

好的外部环境。

　　三、在扩大开放中解决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２］１１。

这些新要求是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的，是具

体的而非抽象的。由于内嵌在我国社会新的主

要矛盾的两个主要维度均表现出明显的开放特

征，因此，扩大开放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提高党对扩大开放工作的领导水平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我们基

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而得出的一条基

本结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２］８，离不开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新时代

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任务非常繁重，面对

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

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凝聚中国力量，

弘扬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发展魄力，以推动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实现。

因此，新时代扩大开放需要在不断改善和

加强党的领导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和执政水平。在全球化的今天，党员干部拥有

全球视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拥有全球视野的党员干部在审视所处的环

境、在面对本地实际问题时，其处理问题的思路

和办法能够自觉地从着眼于一隅扩展到全国，

乃至整个世界。视野开阔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

展具有正向联动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志

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

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６］８。在扩大开

放过程中，面对当今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及

其所带来的重大挑战，面对外部严峻环境的考

验，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

党，使我们党永葆战斗力。

２．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

在新时代，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

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当

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异常

激烈，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

区都在采取相应措施吸引国外资本，如何更好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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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吸引外资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４］。为了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代的对外开放

质量需进一步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

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

把投资环境比作空气，强调空气只有清新才有

吸引力，并强调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９］。

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的实质是要在

开放中倒逼国内各项工作加快改革，以更好地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开放与改革相互依

存、互为补充。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扩大

开放以促进国内发展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

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

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

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

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

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

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１２］。改善投资环境要求

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要结合开放的

要求进行相应的完善，即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

倒逼改革。我们既要对已有的各项法律法规和

规章进行梳理、修改和完善，实现贸易政策与国

际规则进一步接轨，又要根据出现的新问题不

断制定新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进一步

培育国际规则意识，强化法治精神。为此，２０１４

年，根据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国

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

规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应当符合《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及其附件和后续协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

告书》”，并在通知的附件部分列举了３部分共

２５个小项，期望“通过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

和通行规则，营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贸易政

策环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最广泛的范围内强

化优质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１３］。这些举措充

分表明，我们党一直在探索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的有效路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开放中加快改革，是

在“好吃的肉都已经吃完了，剩下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６］１０１的背景下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部分，因而需要下更大气力，需要强化改革中

的协调作用。零敲碎打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

可，而应着眼于国家发展整体利益和时代发展

大趋势，实现国内全面深化改革与深化对外开

放的无缝对接，“目的是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

的效果，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避免一加一

小于二的状况”［１４］。

３．在扩大开放中提升我国创新能力

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有效供给

不能很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消费出

现外溢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扩大开放的

要旨之一应是在合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扩大

国际经贸往来，以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鉴

于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１５］，因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应主要依靠内在加强本国创新能力来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进

口的方式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

以，从长远看，我们应依靠扩大开放促进我国创

新能力的提升。

具体而言，在扩大开放中提升我国创新能

力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其一，应积极参与全球

科技治理，在互学互鉴中不断取得科技成果水

平的跃升，在增强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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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同时，还要增强我国对全球科技治理规

则的制定能力。其二，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应

具有全球视野，体现前瞻性。其三，应根据国际

规则，通过国与国之间企业的兼并、重组或技术

转让等，发挥后发优势，以实现世界范围内人类

文明成果之间的共享。其四，应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不断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在包容的环境中

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不断提升创

新能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

论：由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出强烈

的开放性，扩大开放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之间存有紧密的关联，因而扩大开放对解决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大意义。但需要指出的

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放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

过程。我国扩大开放的目的是促进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其他国家和我国开展经贸、科技、文化等交流，其

目的亦是促进本国的发展。因此，中国扩大开放

在促进本国发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必将促进世

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使得开放不仅仅对我国发

展有利，亦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有利。中国和世

界其他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下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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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哲学卷）手稿》与当代中国的
哲学自信
———剩余价值哲学破解的１０个理论难题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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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伟，郝晓光
ＴＡＮＧＷｅｉ，ＨＡＯ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１．湖北社会科学 杂志社，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７；
２．中国科学院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７

摘要：《〈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初步建立

了以剩余价值哲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起点”“商品生产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概念”“剩余价值概念”“按需分配概

念”“社会基本矛盾”“人道主义问题”“《资本论》的文本属性”“马克思两大发

现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这１０个理论难题的破解，以及以剩余价
值为核心，提出《资本论》前三卷可阐述为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第四卷

可阐述为史学（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五卷可阐述为哲学（剩余价值哲学），既展

现了我国学者续写《资本论》的可能，也是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彰显当代中国哲学自信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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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９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郝

晓光、郝孚逸合著的《〈资本论〉（哲学卷）手

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著名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为该

书作序。该书由３１篇论文构成，这些论文大多

数都是由《湖北社会科学》刊发的。该书还有１

篇附录，对全书３１篇论文作了概括和小结。［１］

该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发了争议。争议并

不是因为该书的论文集形式和结构，而是因为

该书起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书名———《〈资本论〉

（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提纲》，并初步建立了以剩余价值哲学为核心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就是说，这里的剩

余价值哲学不仅用于研究《资本论》，而且力图

续写《资本论》。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续

写《资本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中国人有

这个能力吗？究竟有没有这种能力，说空话是

没有意义的，正如陈学明教授在本书“再版序

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最终还是要看本书的分

量。下面，我们就从１０个理论难题的破解来看

看剩余价值哲学的分量，并以此来说明我国学

者续写《资本论》的可能，彰显当代中国哲学自

信的努力。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是物

还是商品

　　众所周知，１９３０年代苏联哲学家建立了名

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随后斯大林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

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

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那么，辩证

唯物主义中的“物”到底是什么呢？辩证唯物

主义与其他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又是什么呢？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物质本体论，相继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劳动本

体论、生存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实践 －社会生

产关系本体论等一系列研究线索［２－４］，但这些

研究都没有破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物”这个理论难题。现在，剩余价值哲学将

“商品”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

畴［５－８］，合理解决了这个基础哲学问题。北京

大学仰海峰教授的最新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明确了“为什么不是物而是商品成为马克

思哲学的起点”［９］。

　　二、商品生产与人的关系：是人的

异化还是劳动力的商品化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

这是一种人的异化。然而，现代社会又离不开商

品生产，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理论难题呢？剩余

价值哲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提出了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商品、在社

会主义社会是一般商品的观点：马克思时代的资

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不是一般商品，其特殊之处

就在于劳动力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有别于一般商

品与资本的统一关系，它剥夺了劳动力作为一般

商品的权利，人处于一种被剥削的异化状态；在

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再是对

立关系，劳动力走向市场成为了一般商品。人的

异化问题演变成劳动力的商品化问题，从理论上

理顺了商品生产与人的社会关系。［１０－１１］

　　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还是自由发展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１２］。但是除这个论断外，马克思还有另一个

同样著名的论断，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３］。那

么，人的本质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

“自由发展”呢？这两个论断到底哪个是正确

的呢？或者还有一种“和稀泥”的答案（既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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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自由发展）。对于这个一直

困扰着理论界的人性难题，剩余价值哲学采用

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方法，从马克

思这两个著名论断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人性范 畴 是 分 工 与 分 配 这 一 创 新 观

点［１，７，８，１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性范畴继承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解

决了理论界一直纠缠不清的人性难题。

　　四、剩余价值：是剥削还是社会

财富

　　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

学说是否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剩

余价值学说过时了吗？“剩余价值”与“剥削”

是一回事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

“剩余价值学说过时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用来论

证和解决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形

成“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

然而现实世界的发展似乎已经不能进行这样简

单的概述；另一种观点主张在研究剩余价值学

说时不应只是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一视

角去分析和论证，而应着重从其所包含的有关

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维度去把握；

也有观点从剩余劳动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进

行论证，提出剩余价值本身没有阶级性，掌握在

资本家手中就是剥削，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不是

剥削。以上观点都没有对剩余价值概念本身进

行哲学剖析，只是在原有的概念上进行抽象的

解释。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剩余价值

哲学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二重性，即相对于

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剥削）与相对于生产力

的剩余价值（社会财富），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

理论难题［１，７，１５，１７］，终结了剩余价值到底是剥削

还是社会财富的无谓论争。

　　五、按需分配：是不劳而获还是共

产主义

　　按需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共产

主义的理想分配方式，但是从现实社会生产方

式的角度来看，按需分配又很容易跟不劳而获

划等号。那么，该如何破解这个理论难题呢？剩

余价值哲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按需分

配”概念进行了哲学解读：按需分配并不是提倡

人们不劳而获，而是从哲学上给出一个与剩余价

值概念相对立的概念。因为，从哲学上说，剩余

价值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占有，而按需分配则是

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占有，二者是互逆的关系。所

以，“剩余价值”概念表达的是社会与人的互动

关系，而按需分配概念表达的则是人与社会的互

动关系，这两种互动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对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１，１８］

　　六、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与物的矛

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既是

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

质是阶级矛盾（人与人的矛盾）。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需

求增长与物质生产不足的矛盾（人与物的矛

盾）。在改革开放已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今

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由于物质匮乏

而产生的人与物的矛盾，而是由于物质丰富而

产生的人与人的矛盾。那么，这种人与人的矛

盾在哲学上如何定义呢？剩余价值哲学继承和

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与

“二生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相对

应的“二分矛盾”（分工与分配的矛盾）。如此，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形成了从人与

人的矛盾到人与物的矛盾又到人与人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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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上升，处在中间的人与物的矛盾可以看作两

种人与人的矛盾的过渡与桥梁。虽然“二生矛

盾”和“二分矛盾”都是人与人的矛盾，但这两种

矛盾有本质不同。阶级矛盾是集团或集群之间

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矛盾，而“二分矛盾”则是

个体之间的矛盾、是人的本质或人性的矛盾。阶

级矛盾与人性矛盾相比，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

抽象的，前者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后者则

以改革推动社会发展。［１，６，７，１９，２０］

　　七、人道主义问题：是资产阶级自

由化还是以人为本

　　１９８０年代初，围绕着人道主义问题我国理
论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国内许多学者开始考

虑人道主义的哲学问题［２１］。１９８３年周扬发表
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文，试图将人道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哲

学［２２］；１９８４年胡乔木出版了《关于人道主义和
异化问题》一书，不同意将人道主义融入马克

思主义哲学［２３］，于是，人道主义被认为是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实际上，人道主义在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在今天，

“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已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问题的难点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以人为本”该如何体现呢？基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剩余价值哲学从马克思关于人的

本质的基本观点入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人性范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人

为本”的内在联系，同时又在哲学上划清了马

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界限。［１，６，７，１４，２４］

　　八、《资本论》的文本属性：是政治

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

　　有学者指出，《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
巨著，应该重点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但

又不能把《资本论》阐释为一部哲学著作［２５］。

吉林大学王庆丰教授指出，殊不知，剩余价值学

说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一个阶段的

特殊规律［２６］。基于此，将剩余价值学说推广到

适用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剩余价

值哲学，既解决了“不能把《资本论》阐释为哲

学著作”的问题，又解决了剩余价值学说“是一

个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不是“一般规律”的问

题。当然，这样也就不存在《资本论》到底是政

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的文本属性的问题

了。所以，应该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将《资本

论》前三卷阐释为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

说）、第四卷阐释为史学（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五卷阐释为哲学（剩余价值哲学）［１，７，２７］。

　　九、“两大发现”之间的关系：马克

思究竟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通常用“青年马克思”
和“成年马克思”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

中的历史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

派更是把“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割裂

开来，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而“成

年马克思”只是一位经济学家。恩格斯在《在

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不仅发现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还发现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剩余价值学

说）。这就是著名的“两大发现”。所以，马克思

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

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

的关系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剩

余价值哲学将发现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

规律”的剩余价值学说，推广到适用于现代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把马克思的“两大

发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１，７，１０］

　　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是社

会变革理论还是社会发展理论

　　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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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国化，一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

二是要有中国特色，三是不应没完没了地谈感

想，而应该集中力量去做一件实事，研究建立剩

余价值哲学就是去做这样一件实事。有人批评

《资本论》“在哲学上不完整”，剩余价值学说

“过时了”。针对于此，将剩余价值学说发展为

“剩余价值哲学”，既解决了《资本论》所谓在

“哲学上不完整”的问题，又解决了剩余价值学

说所谓“过时了”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运用的角度来说，剩余价值学说是一种社会变

革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而剩余价值哲学则应

该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和文化建设理

论）；从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来说，研究建立剩

余价值哲学所遵循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原话，

也不是马克思某段话的原意，而是马克思主义

的原理；剩余价值哲学靠机械地查找原著是无

法获得的，是要抓住深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之中的要义和精神。

２０１７年是《资本论》（第１卷）出版１５０周
年，因此，《〈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

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于同年在我国出版，

可谓是理论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书名中含

有“手稿”和“提纲”，显然是模仿马克思的天才

名著《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实际上，这种模仿有两层含义：一

是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整理、阐述、继承与发展，而不是作者的什

么主观创见；二是采用“手稿”和“提纲”作为书

名，也说明本书是一部初稿。然而，虽然只是初

稿，却不难看出这位《资本论》的“后继者”已经

初见身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称为“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剩余价值哲

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外国人能写出

《资本论》的续篇［２８］，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呢？为

了这项事业，作者已经持续奋斗了 ３０余
年［１，７，２９，３０］。近期，我国学者对《资本论》的哲学

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大

学仰海峰教授的“《资本论》的哲学”［９］和吉林

大学王庆丰教授的“《资本论》的再现”［２６］，还

有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

论》”［３１］等。如果我们将《资本论》的前三卷阐

释为政治经济学、第四卷阐释为史学，那么唯独

还缺少第五卷———哲学。让我们为实现这个伟

大目标而不懈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

哲学，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

上”［３２］。“两大基石”的提法明确了研究建立

剩余价值哲学的历史使命，作者研究剩余价值

哲学３０年来一直所努力的工作，正是力图实现
“两大基石”的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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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也就是说，从社会主

要矛盾层面看，“人与物”的要素正在逐步隐

退，而“人与人”的要素正在逐步呈现。中共十

九大报告提的是“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而

剩余价值哲学提的是“分工与分配的矛盾”，二

者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可

以说，剩余价值哲学正是揭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转变的理论铺垫，这也说明了剩余价值哲学

具有强大的社会解释能力［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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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要：神学家、一些西方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都从不同角度认定马克

思主义哲学就是宗教，其错误在于：一是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的界限；二

是忽视宗教与哲学的根本区别。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有必要从宗教、科学、哲学

的基本规定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的界限。其

实，宗教为了追求所谓价值而不顾客观事实甚至歪曲事实，科学为了追求客观

真理而试图排斥价值的介入，哲学是力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追寻价值的，既求

真又向善并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为目标。传统哲学由于没有摆脱主客对立的

二元框架，因而在本体论上是抽象的，这与宗教本体论并无二致。马克思主义

哲学基于实践扭转了传统本体论的抽象性质，由此超越了宗教本体论，将哲学

改造成了批判宗教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宗教，不仅表现在其理论

取向和表现形式与宗教不同，更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彻底变革

完成了对宗教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哲学的自觉，站在哲学的巅峰，

在消灭传统哲学的同时让哲学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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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初就引起了宗教界

的注意。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１日，《共产党宣言》在

伦敦公开发表，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理论和

行动纲领正式诞生。１８４９年，教皇保禄九世颁

发《通谕》，斥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虚构的和邪

恶的。１８９１年，保禄九世的继任者列奥十三世

发表《新事》，公开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和阶级斗争学说。进入２０世纪，随着马克思主

义由理论变成现实并取得巨大成就，基督教虽

然不改其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却调

整了斗争策略，开始寻求与之对话。然而这种

对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是从内心深处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敌人，且把歪曲马克思

主义哲学当作其中心任务。另外还有一些西方

学者由于不满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而诬蔑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泄愤，他们把苏联体

制比作教会体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神学。

别有用心从而主观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宗教相勾连的情形还有很多，背景也十分复杂。

从理论性质来看，他们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与宗教神学的根本区别。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有必要从宗教、科学、哲学

三者的本质差别入手，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宗教的界限。

　　一、误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关

系的表现

　　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关系的，首先

是神学家。“在黑夜中，一切牛都是黑的”，在

神学家的视野中，一切学说都是神学及其分支。

著名神学家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充满先

知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末

世论色彩，共产主义信仰不过是基督教弥赛亚

主义的一个虚假变形［１］。正像中世纪的托马

斯主义极力要为亚里士多德施洗一样，新托马

斯主义也力图为马克思施洗。新托马斯主义

者把马克思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把歪曲和攻击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基督教的一项中心任务。

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和变革

意蕴，说什么马克思的思想水平低于黑格尔的

思想水平、历史唯物主义浸透着霍尔巴赫和爱

尔维修的庸俗思想，等等。他们还攻击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

鼓吹以神为中心的学说，污蔑马克思主义是一

种新宗教［２］。

一些西方学者由于不满苏联体制也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歪曲。英国著名

哲学家罗素把马克思与圣·奥古斯丁相提并

论，用基督教比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亚威 ＝

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

级；教会＝共产党；耶稣再临 ＝革命；地狱 ＝对

资本家的处罚；基督作王一千年 ＝共产主义联

邦”这样一组等式，并宣称左边的一组词汇代

表着右边词汇的情感内容，正是这种情感内容

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３］。英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承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对

社会发展动力的分析很严密深刻并为世人熟

知，马克思勾勒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图景

堪称经典；不过，话锋一转，汤因比转而强调马

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与基督教末世论的天启模

式是一致的，即经历暴风骤雨后展现出朗朗晴

空和美好结局，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暴

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迎来的世界是最终永恒的

自由和个人创造力的充分涌流［４］。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过误解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情况。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让一些知识分

子对革命日益悲观，他们转而主张无产阶级需

要信仰，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去信仰；他

们宜称社会主义就是宗教，而且是最伟大的宗

教，社会主义者比旧的宗教信徒更纯粹，马克思

主义是宗教思想体系，马克思是这种新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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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先知，无产阶级是这种新宗教的体现者，工

人联盟是新教会的基石。这种“寻神说”和“造

神说”虽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普列汉

诺夫和列宁曾对它们提出过严厉的批评［５］。

总之，神学家试图通过曲解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宗教化，一些西方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阵

营内部也从不同角度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

宗教，仿佛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是为了消灭宗

教，而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这些理论逆

流，犯下两个错误：一是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宗教的界限；二是忽视宗教与哲学的根本区别。

　　二、宗教：“因荒谬而相信”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宗教的本质是

人间力量的超人间形式。这个论断体现了宗教

的现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宗教的根本属

性与本质属性的统一，它不仅把宗教与其他文

化形式区别开来，也把不同的宗教区别开来。

因为：既然宗教采取了超人间形式，那么它就最

直观地把自己与其他文化形式区别开来了；既

然宗教的本质内容是人间力量，那么社会发展

程度、阶级力量对比、历史文化传统等现实因素

的不同，必然导致宗教之间质的差别。

其实，对宗教本质的这个界定还暗示了宗

教文化的内在张力和致思趋向。费尔巴哈曾指

出，“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

说就是神”［６］４３９，“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

础”［６］４３６。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的现实根源。

既然宗教的本质内容是人间力量，那么它必然

内含理性；而宗教的形式是超验的，它又只能诉

之于非理性。可见，关于宗教的理性与非理性

的争论，源自于宗教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

宗教所包含的理性内容可以用真来指称；

而宗教所包含的非理性内容，主要是指人的意

志、愿望，它集中表达了人们通过宗教所追求的

合目的性，可以用善来指称。费尔巴哈曾说，

“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就是怎样

的”，“神是实在化了的愿望”［６］４９７。由于古希

腊人的愿望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神也是有限

的；由于古希腊人的愿望还立足于实际的基地，

所以他们的神还充满了人性的色彩。基督教的

神是无限的、超自然的，那是因为基督徒的愿望

是无限的、绝对的。可见，宗教的超验性体现了

人们对善的追求。

由于超验性的宗教采取了对人间现实的弃

绝姿态，因此，宗教内在地包含了善与真的矛

盾；又因为宗教的超人间形式在宗教中占了主

导地位，所以宗教对善的追求压倒了对真的尊

重。可见，宗教尽管包含了真的内容，但并不以

求真为目的，相反，它是向善的、求善的，它不惜

以强力歪曲事实、否认客观规律。这就是它的

致思趋向。关于宗教，神学家德尔图良曾说，

“正因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句话鲜明地

体现了宗教的文化特质。

　　三、科学：“当心形而上学”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科学理性无

远弗届。科学的历史是极为久远的，只是在人

类早期，科学被包裹在宗教和哲学的外衣之下，

以巫术、炼金术、工艺的面貌出现而已。以弗·

培根的经验论的形成为标志，近代科学获得了

其方法论自觉。实验科学的兴起让科学从巫术

中解脱出来，资本的驱动则让科学大踏步前进。

于是，“当心形而上学”就成了科学的口头禅。

科学有自己的方法：崇拜事实，以事实为依

据，从事实中推导出理论并用事实检验理论的

真实性、可靠性，它要求远离偏见、摆脱意识形

态和宗教，让事实纯然呈现。“当心形而上学”

表达了科学饱受形而上学虚幻性的折腾后的提

防心态，也透露出科学恪守以经验事实为依据

的基本立场。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必须从“物

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理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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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不能虚构一些联系并把它“放到事实中

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

现了之后，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７］。

科学有自己的目标。“一切科学，包括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

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

识。”［８］科学把对象视为客观的、可实证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并紧紧以对象为中

心，力图全面而又深入地把握对象的性质和规

律。可见，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回答对象“是什

么”“为什么”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求真。

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必须依赖自然才能生

存和发展。还自然以本来面目，准确、客观地把

握自然规律，是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

没有科学，人类就无以立足。科学还是人类追

求自由最真实的杠杆和阶梯，因为科学的任务

是揭示对象的规律，掌握其必然性，而主体的自

由只有在客体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才得以切实的

伸张延展。若没有自然科学的进步，人类社会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自由的价值就不可能

如此地深入人心。

澳大利亚约翰·Ａ舒斯特在其《科学史与

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中针对科学的事实崇拜和

以求真为目的的特性提出异议，其基本观点是：

事实是古怪的、难懂的和易于曲解的，容易受到

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事实更大程度上是科学

家的观点的产物，是科学家的理论以及技术选

择的产物”［９］。应该说，舒斯特充分注意到了

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主体在科学活动中的能动

作用，但以此而否定对象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否

定科学的使命归根到底是为了认识对象，则是

矫枉过正的。

　　四、哲学：“真善美的统一”

不同于宗教为了追求所谓价值而不顾客观

事实甚至歪曲事实，也不同于科学为了追求客

观真理而试图排斥价值的介入，按其本性来说，

哲学是力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追寻价值的，这

决定了哲学既求真又向善并以追求真善美的统

一为目标的特性。

求真是哲学一以贯之的基本目标。哲学的

最初形态表现为自然哲学。水、火、土、气、数、

原子、存在，这些概念就其朴素性看，几乎无异

于常识的范畴，但它们最初是作为哲学概念而

问世的。这些朴素的概念表征的是哲学家们对

客观世界的把握和追寻，它们着力于回答“世

界是什么”的本源性问题。早期的自然哲学家

也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以探寻对象世

界的本质、规律为己任和最高目标。古希腊哲

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发现一个因果联系带给

他的幸福感，要胜过得到王座的成就感。认识

世界最好的方式自然是按其本来面貌直接呈现

对象，而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无疑是最好的选

择。但是由于古代哲学家不懂得现象与本质、

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个别与

一般等哲学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致使他们不

信任感性现实的真理性而陷入唯心主义，即通

过间接的方式承认现实，以致于最终与宗教合

流。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流派———经验论和唯

理论———都是为了论证认识的真理性。此时的

哲学以科学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自居。例如，康

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就是为了从主体角

度理解对象，以确定真理性认识的来源；黑格尔

哲学以绝对真理自居。可见，求真几乎是所有

哲学的共同目标，只是哲学基本立场的不同和

认识方法的差异，导致人们对真理的来源、本

质、意义有不同的看法。

向善是哲学矢志不渝的根本旨向。哲学以

求真为基础和手段，以向善为旨向和目标，它试

图以客观真理为基础，为人的安身立命寻找意

义、根据和标准。有学者指出，人文学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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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哲学———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

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

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

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

导向”［８］。从哲学史来看，古代的本体论哲学

直观地表现为宇宙学，而隐藏着的人类学其实

是与之比肩并如影随形的。苏格拉底以“认识

你自己”为哲学的格言，把哲学关注的焦点转

向人的生存之意义。苏格拉底之后，以善的探

讨为显性特征的价值论历来都是哲学的重要内

容。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最终目标在于回答

“人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以人的自

由和解放为旨归。可见，哲学蕴含着深切的价

值追求。

哲学既要回答真的来源、检验真的标准等

问题，回答善的本质、根据和评价等问题，还要

回答真与善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正确解

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哲学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观为核心，提出“人应

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命题以

解决真的问题。毛泽东在其哲学代表作《实践

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得出“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以解决真理

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系问题。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人的价值追

求，正确地回答了价值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相对

性，指出了价值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时回答了真和善的问题，从而实现了物的尺

度与人的尺度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五、宗教、科学、哲学三者之间的

关系

　　简要地勾勒了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基本规

定后，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宗教与科学看似方枘圆凿，其实暗通款曲。

宗教向善，科学求真，二者的目标南辕北辙。宗

教是神秘的信仰，科学是直白的理性，二者的气

质格格不入。近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是

血淋淋的。这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宗教与

科学是水火不容的。其实，宗教与科学在本体

论上逻辑同构，因此，它们谁都无法战胜对方。

宗教为了主体的愿望而牺牲客体的真实，科学

为了求得客体的真实而排斥主体的介入，它们

都制造了主客对立，从而在本体论上陷入抽象。

宗教的抽象性是一目了然的，科学的神话色彩

直到最近才充分暴露并为哲学家所揭示出来。

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就指出了所谓的纯粹科

学的神话性。宗教和科学各执一端，并在推动

社会进步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其在本体

论上的抽象性质决定了它们都可能成为异化的

力量。从前宗教的暴虐，而今科学的膨胀，都是

明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极其复杂，人们关注较

多的恐怕是二者的交战史。但是，如果哲学本

体论没有超越宗教本体论，那么宗教与哲学之

间的斗争就不过是假象。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除

了净化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外还能做什么呢？它

最后只能与宗教合流，成为宗教的理性支柱。

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除了翦灭宗教的超自然奇

迹外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只能剩下咒骂和一筹

莫展。唯心主义哲学是彼岸世界的神之世俗化

的产物，它是没有了神圣形象的宗教。旧唯物

主义哲学的高峰———费尔巴哈哲学，自以为扫

荡了一切宗教和形而上学，但最后仍然没有摆

脱宗教。传统哲学没有摆脱主客僵硬对立的二

元框架，从而在本体论上是抽象的，这与宗教本

体论并无二致。但是，哲学毕竟与宗教有着根

本区别，这表现在哲学与宗教的理论取向和表

现形式存在巨大差异。传统哲学虽然没有超越

宗教，但并没有丧失哲学的本性：以真善美的统

一为理论取向和以理性的概念逻辑体系为表现

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实践而扭转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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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的抽象性质，由此超越了宗教本体论，将

哲学改造成了批判宗教的锐利武器。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非常紧密，它们都是人

类理性的精华，求真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只是

科学以求真为使命，而哲学则是在求真的基础

上探寻人的存在之意义。所以，哲学往往表现

为在科学基础上的理性反思。总的来说，哲学

是科学的向导，科学是哲学的拐杖。马克思主

义哲学真诚地为每一项科学成就的取得而喝

彩，因为每一项科学成就都标志着一个规律的

发现，而规律中的必然性是人类走向自由的

阶梯。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宗教

国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共产

主义的理想，形同基督教追求千年王国，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宗教变形。这是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推向极端的具体表现。

尊重事实、崇尚科学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

哲学不是宗教，因为宗教的本质属性是超验性。

这种超验属性常常通过歪曲现实来表征。宗教

对科学总是带着提防心态，压制科学的企图让

宗教蠢蠢欲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

础，而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只有

尊重事实、依靠科学的力量，实践才能获得成

功。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强调尊重客观

规律，崇尚科学。可以说，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重要支撑，欢迎科学的进步则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灵魂深处的声音。列宁曾经呼吁战斗唯

物主义哲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结盟。可见，宗教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事实和科学之态度的不

同，是源于二者本性上的分殊。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都是人类文明

的产物，也不排除其有共同的东西，但二者毕竟

是截然有别的。混淆二者的区别，只能导致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贬损。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宗教，不仅表现

在其理论取向和表现形式与宗教不同，更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彻底变革完成

了对宗教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哲学的

自觉，站在哲学的巅峰，在消灭传统哲学的同时

让哲学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

宗教，它完全不需要宗教作为自己的理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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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恋网站规制研究
———基于 Ｓ网站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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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婚恋网站具有快捷性、便利性的特点，已成为我国单身男女交友恋爱的重

要平台。但通过对我国大型婚恋网站Ｓ网站的实证分析发现，近年来涉婚恋网
站的诉讼案件大幅增长，特别是违反婚介合同约定欺诈消费者、使用虚假信息

注册进行违法犯罪等问题越来越多。目前我国规制婚恋网站的社会规范主要

有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婚介服务国家标准、行业自律准则等。但由于缺乏婚恋

网站单行法、国家标准不具有强制性、行业自律乏力、监管主体模糊等，难以形

成对婚恋网站的有力规制。应通过强化婚恋网站法律规制、明确民政部门监管

主体职责、加大婚介行业社会组织培育、提升婚恋网站社会责任意识等措施，预

防和消减涉婚恋网站诉讼案件，推动婚恋网站健康发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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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恋网站是指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桥梁，

旨在为单身男女提供交友婚恋服务的媒介平

台。世界上最早的婚恋网站诞生于１９９０年代

初的美国，如Ｍａｔｃｈ．ｃｏｍ网站，目前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婚恋网络服务平台之一［１］。２１世纪初，

婚恋网站在我国快速发展，诞生了诸如珍爱网、

百合网、嫁我网、世纪佳缘网等一大批至今仍较

为活跃的知名婚恋网站。较之传统的线下婚介

所和借助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征

婚交友而言，作为信息时代产物的婚恋网站，打

破了时空界限，具有快捷性、便利性等诸多优

势，已成为目前婚介市场的主力军。但是，由于

缺乏全面、细致的相关规制等原因，目前我国婚

恋网站存在着种种乱象，《假信息泛滥，婚恋网

站竟成犯罪温床》《婚恋网站不能成为假恶丑

的媒婆》《婚恋网站上的职业骗子》等批评婚

恋网站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对于婚恋网站存

在的种种问题，如果不严肃对待并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曾于２０１７年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的程序员苏享茂之死的悲剧也许会再次上演。

目前，由于对婚恋网站管理不善、缺乏规制等原

因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甚至违法犯罪的真实

情况如何？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在规制婚恋网

站时还存在哪些漏洞？如何弥补这些漏洞？有

效规制婚恋网站应从何处着手？这一系列问题

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认真加以分析和解

决。鉴于此，本文拟以曾为苏享茂和翟某提供

婚恋网络服务的 Ｓ网站作为样本，通过实证

分析探求我国婚恋网站规制存在的问题与可能

的优化措施，以期为我国婚恋网站的健康发展

提供参考。

　　一、我国涉Ｓ网站诉讼案件的主要
特征

　　研究素材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

结果的科学与否，因此笔者将官方正式公开的

裁判文书作为重要研究素材。登录最高人民法

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得知，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涉Ｓ网站各类案

件１４１６件。通过分析发现，涉Ｓ网站案件主

要呈现如下特征。

１．案件呈大幅递增趋势

２００８年以来，涉Ｓ网站的各类案件呈大幅

递增趋势（见图１）。特别是２０１４年，各级人民

法院共受理相关案件３７９件，较２０１３年的７６

件增长了３０３件，涨幅达３９８．６８％，为近年来

的峰值，此后涉 Ｓ网站案件居高不下。虽然

２０１７年案件数有所回落，但仍相对较高。

图１　涉Ｓ网站诉讼案件变化趋势

２．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居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涉 Ｓ网站各类诉讼案件

·８３·







《假信息泛滥，婚恋网站竟成犯罪温床》载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４日出版的工人日报，作者孙铭溪；《婚恋网站不能成为假恶
丑的媒婆》载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１日出版的人民公安报，作者王丽美；《婚恋网站上的职业骗子》载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出版的新
华每日电讯，作者倪剑。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涉及婚恋网站的新闻报道共计１３４篇，其中负面报道５４
篇，占比达４０．２９％。

Ｓ网站官方信息和相关资料显示，目前Ｓ网站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线下活动，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及世界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单身人士提供婚恋交友服务，注册会员１．７亿人。Ｓ网站在目前我国婚恋网站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
将其作为分析样本。

本文所说的涉Ｓ网站案件是指，注册会员通过Ｓ网站相识、相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涉及或引发的民事、刑事等案件，并
非仅指Ｓ网站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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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事案件为９２１件，占比６５．０４％；刑事案

件为４８４件，占比３４．１８％；行政案件为１１件，

占比０．７８％。这表明，目前涉Ｓ网站各类案件

中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居多。

这三类案件各具特色，逐一分析如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涉Ｓ网站的各类民事纠纷

共计９２１件，以男女双方感情不和等原因导致

的离婚居多，与作为婚介平台的 Ｓ网站并无直

接关联，非本文考察重点。本文关心的主要是

Ｓ网站因经营管理等问题而引发的与注册会员

之间的诉讼纠纷。经梳理，该类案件全部为合

同类纠纷（以服务合同纠纷、居间合同纠纷为

主），注册会员均为原告，以被告 Ｓ网站及其控

股公司提供的婚介服务存在雇佣婚托欺诈、夸

大宣传、履行合同存在瑕疵等为由提起诉讼，其

中，有７６．９２％的案件的原告诉讼请求（含部分

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涉Ｓ网站的各类刑事案件

共计４８４件，其中侵犯财产类犯罪案件４２８件，

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类犯罪案件２６件，妨碍社会

管理秩序类犯罪案件１４件，其他各类犯罪案件

１６件。通过对上述案件案发缘由研究发现，在

多起案件中，罪犯在注册 Ｓ网站会员时使用了

假姓名、假学历、假职业等虚假身份信息，该类

案件共计３３６件，占比达６９．４２％（见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涉Ｓ网站的各类行政案件

共计１１件，主要包括商标专用权异议、因当事

人提供虚假信息而引发的确认婚姻登记无效

等，在涉 Ｓ网站诉讼案件中仅占０．０７％，本文

不对其进行重点考察。

从上文对涉Ｓ网站的各类诉讼案件的考察

来看，Ｓ网站在提供婚介服务时，因夸大宣传、

履约失信等缘由引发的民事案件具有一定代表

性，需要引起重视。而在６９．４２％的刑事案件

中，罪犯均使用了虚假身份信息，有些甚至还是

累犯，有多次通过 Ｓ网站实施犯罪的记录等问

题，更需要引起反思。那么，涉婚恋网站诉讼案

件中反映的相关问题，是不是由于法律与其他

社会规范缺乏有效规制、是不是由于相关行政

部门监管缺失等，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进一步研

究和分析的问题。

表１　涉Ｓ网站刑事案件简况

案件类型 罪名
数量

／件
罪犯使用虚假身份信息

注册的案件数量／件

抢劫罪 ６ ２
盗窃罪 ４５ ３８

侵犯财产类 诈骗罪 ３６３ ２６８
犯罪 抢夺罪 １ ０

敲诈勒索罪 ８ ５
职务侵占罪 ２ １

故意毁坏财物罪 ３ ０
故意杀人罪 ４ ０
故意伤害罪 ５ ２

侵害公民人身权 强奸罪 ４ ２
利类犯罪 重婚罪 ６ ６

非法拘禁罪 ５ ２
诽谤罪 ２ ０

妨碍社会管理

秩序类犯罪

伪造、变造、买卖

公文、证件、印

章罪等犯罪

１２ １０

其他类别犯罪 ２ ０
其他各类

犯罪
１６ ２

３．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为涉案高发

地区

在涉Ｓ网站各类诉讼案件中，广东省、北京

市、上海市、湖南省、江苏省、浙江省６省市的数

量较多，分别为１９６件、１５１件、１１２件、１０６件、

９９件和８９件，为涉案的多发区域，占到涉 Ｓ网

站所有案件的５３．１８％。青海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等地区目前尚无此类诉讼案件。

　　二、我国规制婚恋网站主要社会规

范的优点与不足

　　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民政部官网、中国

政府法制信息网（原国务院法制办官网）、国家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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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等网站及相关资料得知，载至２０１８年４月，

我国规制婚恋网站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地方性法

规、地方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

行业自律准则等 （见表２）。

１．我国规制婚恋网站主要社会规范的优点

通过对上述涉及规制婚恋网站社会规范的

梳理、研究和分析发现，我国规制婚恋网站主要

社会规范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从规范形式上看，规制婚恋网站的社

会规范种类较为丰富

在国家层面，从全国人大颁布的《民法总

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

法》等相关法律到国务院及其部委出台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介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等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再到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合同、婚姻、网络信息管理

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均对

管理、规范婚恋网站有所涉及。在地方层面，辽

宁省、乌鲁木齐市两省市人大和上海市、福建省

等１２个省市地方政府出台的共计１４部地方性

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均涉及对婚恋网站的规制

问题。同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标准

表２　我国规制婚恋网站主要社会规范简况

规范类别 颁布机关 规范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前为《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１９９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２００１年修订）

法律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２０１３年修订）

《中国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２０１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２０１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２０１１）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修订）
行政法规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２０１４年修订）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０９）

国务院

部门规章

国务院

相关部委

《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２０１２）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２０１３）

《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１９９９）

司法解释 司法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制定的有关合同、婚姻、网络信息管理等方面司法解释

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 辽宁省、乌鲁木齐市两省市人大制定的《市场中介组织管理条例》

地方

政府规章
地方政府

上海市、兰州市出台的《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

福建省、贵州省、河北省、吉林省、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天津市、南昌市、厦

门市、成都市１０省区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市场中介组织（机构）管理办法》

行政

规范性文件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２０１５）、《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２０１６）等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
《婚姻介绍服务国家标准》（ＧＢ／Ｔ２３８６１－２００９）

行业自律

准则

社会组织

（团体）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制定的《全国婚姻介绍行业服务细则》

《全国婚姻介绍行业从业守则》《全国婚姻介绍行业服务公约》等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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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委员会和作为婚介行业的全国性社会团

体组织———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介行业委员

会也分别制定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

定》《婚姻介绍服务国家标准》《全国婚姻介绍

行业服务细则》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

和行业自律准则，对婚恋网站予以规制。总之，

从形式上看，目前我国规制婚恋网站的社会规

范既包括国家强制保障实施的正式法律，也有

婚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的自律准则，基本上涵

盖了所有层面的社会管理规范，较为丰富。

（２）从规范内容上看，规制婚恋网站经营

活动的维度较为全面

从婚恋网站的规制内容来看，其涉及网站

注册、运营和管理的所有环节。注册伊始，婚恋

网站就要按照《电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申请、登记和

备案，在获得审批许可后方可正式运营。同时，

如果婚恋网站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

司性质，还要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先

行注册成立公司后，才能申请网站运营。在经

营管理中，《民法总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与司法解释，对婚恋网站从事的婚姻介绍服

务行为，基于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规制；国家层

面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范互

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中介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地方

人大政府制定的《市场中介组织管理条例》《婚

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市场中介组织（机

构）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对婚恋网站从事的婚姻介绍服务，基于监管企

业依法经营、维护市场秩序等行政法律关系进

行了规制。《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等法律规范还对婚恋网站可能涉及的

犯罪活动进行了刑事法律规制，如《决定》第３

条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产品或者

对商品、服务作虚假宣传，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婚姻介绍

服务国家标准》《全国婚姻介绍行业服务细则》

等行业自律准则从婚介行业视角，对婚恋网站

的经营服务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总之，从

内容上看，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

准、自律准则对婚恋网站进行了民事、行政、刑

事等多维度规制，较为全面。

（３）从政府监管上看，多部门对婚恋网站

享有监督执法权

通过对涉及婚恋网站服务平台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的梳理，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多个行政部门均可对婚恋网站实施监

管。一是民政部门。基于国家民政部职能性质

及其官网公布的主要职责第（九）项之规定，民

政部享有“拟定婚姻管理政策和指导婚姻服务

机构工作方面的管理职能”，当然这种监管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电信管理部门。工业

和信息化部制定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

秩序若干规定》第７条、第１６条明确规定，“对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以欺骗、误导等方式向

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或产品”等８种侵犯互联网

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电信管理部门有权对其

处以责令改正、警告和罚款等行政处罚。三是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条、１６条、４６条、５６条等

条款规定，消费者在接受网络服务时对服务者

提供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设置的不公

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

为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部门投诉，上述

·１４·

 民政部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ｇ／ｚｙｚｚ／）在其公布的主要职责的第（九）项明确规定：民政部具有拟订婚
姻管理、殡葬管理和儿童收养的政策，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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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有权对网络服务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予以警

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四是价格主管部门。

《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３条将婚姻介绍

机构列为信息技术服务性中介机构。同时该

《办法》第２３条明确规定，“价格主管部门对提

供虚假成果服务收费……对委托人进行价格欺

诈、执法价格歧视”等１０类价格违法行为有权

予以查处。除上述行政机关外，公安、税务等机

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婚恋网站经营管理中

出现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亦享有一定的监督执

法权。总之，目前我国民政、工商、价格、电信管

理等部门均享有对婚恋网站的监督执法权，监

管网络较为严密。

２．我国规制婚恋网站主要社会规范存在的

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婚恋网站规制的类型

丰富、内容全面，监督执法权分布广泛，似乎已

构建起了较为严密的监管体系。在此背景下，

本不应有如此多的纠纷进入诉讼程序、被新闻

媒体口诛笔伐，但事实并非如此。悖论产生的

根源在哪里，有哪些？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

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涉Ｓ网站诉讼案件与规

制婚恋网站现状二者的统筹分析认为，当前我

国婚恋网站运营中产生和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刑

事案件的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国家立法来看，缺乏针对性较强的

单行法规制

从婚恋网站提供中介服务的性质分析，其

主要存在以下几类民事法律关系：一是婚恋网

站与注册会员之间形成的居间、委托代理等合

同关系，主要由《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进行规制，要求双方恪守契约精神，依法

履行婚姻中介服务合同的约定；二是婚恋网站

注册会员之间形成的民事交往（婚姻）关系，主

要由《民法总则》《婚姻法》等法律进行规制，要

求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遵循民事交往的平等、自

愿等法律原则与规范，依照《婚姻法》的规定缔

结婚姻；三是行政部门与婚恋网站之间的行政

管理关系，主要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法律加以规制，要

求婚恋网站依法经营管理，相关行政部门依法

履行监管职责。目前，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我国

对婚恋网站等婚介机构的法律规制主要散见于

《民法总则》《合同法》《婚姻法》《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上海等个

别地区制定的规制包括婚恋网站在内的婚介机

构地方单行法，但就国家宏观层面而言，尚未出

台针对婚介机构的单行法规范，难以进行全面、

细致和更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

（２）从地方立法来看，仅个别区域对婚介

机构予以关注

通过梳理发现，目前仅上海市、吉林省、兰

州市、哈尔滨市４个省市出台了对婚介机构加

以规范和引导的地方性法律规范，且吉林省、哈

尔滨市出台的规范已被废止。福建省、贵州

省、厦门市、成都市等省市出台的《市场中介组

织（机构）管理办法》，虽然涵盖了对婚介机构

的监督和管理，但由于该类法律规范针对的是

土地、房产、鉴定等评估服务，报关、签证等代理

服务，以及职业介绍、婚姻介绍等信息技术服务

多个门类几十种中介组织和服务，且只是宏观

性和普遍性的规范约束，难以针对作为市场中

介组织之一的婚介机构做出较为全面、细致的

法律规制。总之，虽然部分地方立法对婚介机

构予以了关注，甚至个别地区还出台了针对性

较强的单行法律规范，但就总体而言，在地方立

法层面，婚介机构仍未置于法律的有效规制

·２４·

 《哈尔滨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废止；《吉林省经营性婚姻介绍和婚姻登记管理办法》于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６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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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

（３）从国家标准来看，缺乏一定的强制性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正式实施的《婚姻介绍

服务国家标准》（ＧＢ／Ｔ２３８６１－２００９）对婚恋网

站有所涉及。根据该标准，包括婚姻介绍在内

的单身交友类网站均纳入规制范畴，不仅要求

该类网站设置固定经营场所，而且对该类网站

的制作、使用、技术、服务等方面都作了详尽要

求。但依据我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

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根据该规定，

《婚姻介绍服务国家标准》仅属于推荐性国家

标准，这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在对该

标准属性的说明中明确了的。所以，《婚姻介

绍服务国家标准》虽针对性较强，但不具有强

制性，对婚恋网站的良性规范运行缺乏有力

约束。

（４）从行业自律准则来看，由于缺乏强制

性，婚恋网站多不主动守约

通过查询国家民政部官网可知，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婚介行业委员会是当前我国合法的

全国性婚介机构社会团体。该委员会相继制定

的《全国婚姻介绍行业服务细则》《全国婚姻介

绍行业从业守则》《全国婚姻介绍行业服务公

约》等行业规范，对包括婚恋网站在内的婚介

机构的经营、管理和服务等都提出了较为明确

而具体的要求，如要求婚介管理中要做到“遵

守法律法规、坚持诚信原则”，婚介服务中要做

到“杜绝弄虚作假、把关资料审核”等。但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属于民间组

织，其制定的规范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仅对加入

该组织的婚介机构具有一定的规范引导和道德

约束作用。而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介

行业委员会网站的查询和搜索发现，目前仅有

一家婚介机构会员资格尚在有效期之内，其他

早期注册登记的多家会员因未缴纳会费，资格

均已失效。总之，目前行业自律准则对婚恋

网站的约束显然是乏力的。

（５）从监督管理来看，牵头主管部门缺失

一般认为，婚恋网站的监管主体即主管部

门应当为民政部门，但从国家层面立法来看，目

前尚无一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部门规

章将该项职权赋予民政部门。而从国家民政部

官网公布的民政部主要职责第（九）项来看，民

政部对婚姻服务机构管理的职权范围仅仅是

“拟定政策和指导”，而非“主管”或“负责”，这

就让民政部门在管理中权限模糊，很难像监管

社会团体、基金会或者处理救灾工作、救助工作

那样，名正言顺、责无旁贷地承担监管主体职

责。虽然目前上海等地区在地方政府规章中

明确赋予民政部门对婚介机构的监管主体资

格，但该规定不仅存在与民政部官网公布的职

责权限不一致之嫌，而且仅具有地方性法律效

力，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对于电信、工商行政

（市场监督）、价格、公安等部门而言，依据现行

法律规定及其职责权限，其对婚恋网站的监管

仅限于与其业务相关的有限范围，并不承担监

管主体职责。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目前我国法律、行

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自律准则等社会规范对

婚恋网站的规制存在“网大而眼疏”的问题；民

·３４·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介行业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ｒｙ．ｏｒｇ／）显示，目前仅汕尾市思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为其有效会员，其会员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民政部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ｇ／ｚｙｚｚ／）在其公布的主要职责第（四）、（五）项关于救灾工作、救助工作管
理的表述中，用词分别为“组织、协调”和“负责”，表明了民政部门的主体监管职责。当然，民政部门取得上述管理地位的根本

来源是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或相关政策文件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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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电信管理

等行政监管，由于主体责任部门缺位，对婚恋网

站的监管存在“九龙治水、一水难治”的现象，

实践中无法形成统筹监管有效合力。

　　三、强化婚恋网站规制的思考与

建议

　　１．制定国家层面的规制婚恋网站的单行法

单行法是指仅规定某一方面事项，或只适

用于某些地区、某些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单行法具有针对性强，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规

制更为细致、全面等优势。目前我国的法律法

规中大量采用了单行法模式，如民法体系的

《婚姻法》《合同法》《著作权法》等。对中介组

织的法律规制亦是如此。例如，从广义的法律

渊源考察来看，２００１年公安部制定的《因私出

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２００２年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制定的《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和

２０１６年国家银监会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务院部门规

章，均是对特定行业或领域的中介组织进行法

律规制。在地方立法层面，更是大量采用单行

法对中介组织及其活动进行规制，涉及的领域

主要有房地产、档案、人才与劳动力介绍等，如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７年制定的《哈尔滨市人

才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海口市人大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海口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

昆明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６年制定的《昆明市档案中

介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上述有关中介组织

的单行法，对引导特定中介行业、组织规范运行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针对婚恋网站

等婚介机构的松散式法律规制模式已难以满足

以法律权威遏制婚介行业中出现的虚假信息注

册、婚托、买卖资料、虚假广告等乱象的需求。

“苏享茂事件”爆发后，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虽然火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

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平台，推动工商、工信、公

安、网监等部门的协同联动，依法整顿婚介服务

市场，但由于该《意见》仅属于行政规范性文

件，其强制力、执行力相对较弱，《意见》发布

后，一些婚恋网站以缺乏具体实施细则为由，并

未做出太多实质性响应，使用非真实信息仍然

可以完成注册［２］。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建议

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规制包括婚恋网站在内的

婚介机构单行法，对其设立登记、服务规范、争

议解决、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更为明确、细致的

规定。如果目前全国人大立法条件不成熟，可

先由国务院或民政部以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

规章的形式出台规制婚介机构的行政单行法

规，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条例》或《婚姻介绍

机构管理办法》等，对婚介机构的经营、管理与

服务进行更为细致而明确的法律规制，待条件

成熟后再由全国人大立法。

２．强化对婚恋网站的地方立法建设

地方立法具有体现本地经济水平、地理资

源、历史传统、法制环境、人文背景、民情风俗，

适合本地实际等优势，不仅能对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拾遗补缺，而且在本地区具有更强的可操

作性。［３］从前文分析可知，目前涉及婚恋网站的

各类纠纷呈大幅增长趋势，国家虽对该问题从

多维度进行了法律规制，但由于规定较为分散，

仍存在一些空白和漏洞，未能很好地预防和减

消该类矛盾纠纷。同时，虽然规制婚恋网站的

单行法在未来有可能被人大制定并颁布，但由

于国家立法程序更为复杂、周期较长、短期内难

以出台，规制婚恋网站的地方立法应当及时登

场予以填补。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各地区，特别

是像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江苏省等涉婚恋

网站矛盾纠纷高发地区，及时因地制宜出台地

方性法律，对包括婚恋网站在内的婚介机构加

以有力引导和规制。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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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明确赋予民政部门对婚恋网站等婚介机

构的主体监管职责

将民政部门确立为婚恋网站的主管机关符

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民政”一词自古有之。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使用民政一词的是南宋徐

天麟编撰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民政与军政概念相对，主要包含

了户政、礼俗、救灾救济等民事事务［４］。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将民政部门的

职能定位于“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

其职能主要包括婚姻登记、社会组织管理等专

项社会事务，优抚安置、双拥等服务国防建设事

务，收容救助、慈善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事

务，村委会选举、居委会选举等基础民主政治建

设事务这五项工作。［５］可见，基于中国历史文化

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客观实际，对包含婚介

服务在内的有关婚姻方面的事务由民政部门主

管为宜。同时，目前部分地区已通过地方立法

将民政部门确立为婚恋网站等婚介机构的主管

机关，且经过多年社会实践，效果良好。例

如，早在２０００年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兰州

市婚姻介绍管理办法》第５条第１款就明确规

定，“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全市婚姻介绍机

构及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上

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１年出台、２００４年修订的《上

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第４条也有类似

规定，“上海市民政局是本市婚姻介绍机构的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办法，区、县民政部

门负责本辖区内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业

务上受市民政局领导，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权，做好婚姻介绍机构的相关管

理工作”。上海、兰州等地确立的民政部门主

管、其他政府部门基于各自职责协管的管理模

式，有助于明确责任主体，统筹分工协作，应当

推广。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国家及时通过立法

或政策文件将民政部门明确确立为婚恋网站等

婚介机构的主管部门，以形成民政部门主管、多

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

４．加大对婚介行业社会组织的培育，提升

行业内部自我管理能力

社会组织作为与政府公共组织和市场企业

组织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门，具有弥补政府缺陷

和市场不足的功能，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承接

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国家软实力增强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角色。［６］近年来，包括婚恋网站在内的婚介机

构迅速发展，甚至被称为“甜蜜的蛋糕”，引来

众多国内外资本的竞相角逐。婚介机构的迅速

发展一方面为未婚男女提供了交友婚恋的便

利，但与之伴随而来的法律、道德等诸多问题也

日益凸显，仅凭政府一己之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既有难度，也不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婚介行

业社会组织理应发挥积极作用。从前文分析来

看，目前我国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介行业

委员会为代表的婚介行业社会组织虽然存在，

但作用有限，因此应加大培育力度，使其丰满壮

大，不断提升行业内部自律水平。首先，应着眼

制度设计，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７］，

通过提供场地设备、项目信息、资金补贴、注册

协调等可持续的资源支持和政策帮扶，让其活

下来、长得快、走得稳；其次，应按照中央提出的

加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

社会组织体制精神简政放权，给予婚介行业社

会组织以充分信任，把一些技术性、服务性和协

·５４·

 笔者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登录上海市民政局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ｍｚｊ．ｇｏｖ．ｃｎ／ｇｂ／ｓｈｍｚｊ／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查询发现，近年来上海市民
政局婚姻管理处通过制定婚介服务地方标准———《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服务规范》，举办全市婚介机构法人、负责人培训班，

开展婚介规范服务检查，成立婚介行业监督志愿者队伍，以及建立网络婚介（交友）网站实行注册备案制等措施和方式，强化

婚介服务管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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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工作交由其承担；最后，应做好对婚介行业

社会组织的监督指导，确保其工作开展合法有

序，使其真正成为政府管理婚介机构的有力

助手。

５．提升婚恋网站的社会责任意识，以使其

严格守法自律

遵守法律和企业伦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也是企业享有“公民资格”的底线和必要条

件。［８］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状况与企业效益

具有联动性和正相关，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９］。可见，一个守法意识弱化、不恪守伦理道

德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长期来看，

其业绩效益也将可能大幅缩水。在信息化高速

发展的今天，以庞大的用户资料库做支撑，能够

提供在线婚恋匹配等全天候便捷交友服务的婚

恋网站，已经对传统婚恋交友模式造成巨大冲

击［１０］。可以预见和断言，婚恋网站发展前景光

明、市场潜力巨大。基于以上分析，对婚恋网站

而言，不论是履行守法自律责任的必然要求，还

是出于企业健康发展、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都

必须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内部管理和

规章制度建设，对虚假信息注册等问题坚决说

“不”，确保企业在良性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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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流担保条款界定的随意性，常使人们对其理解陷入困境，应避免将流质

条款泛化的表述方式，将流担保条款作为流质条款和流押条款的上位概念。我

国立法与司法对流担保条款均持全面禁止态度的理由主要在于个体保护和公

益维护，但两者均经不起推敲，前者多建基于理论假设，后者则存在逻辑上的谬

误。实际上，禁止流担保条款的效力仅在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而原则上解禁

流担保条款不仅与《民法总则》之精神一致，与民法原则和物权法体系也并不矛

盾，同时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建议在未来民法典

的编纂中对流担保条款的效力问题宜采取折中主义的立法案例，在民事领域有

条件地承认其效力，在商事领域则承认其效力。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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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制度的从属性决定了其目的在于促成

缔约，因此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担保、如何实现担

保等，都应当听凭当事人的意见。在法律家长

主义和传统民法思维影响下，我国《担保法》和

《物权法》都严格禁止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

定流质或流押条款。而英美法系则对此表现得

相当宽容，不仅明确承认此类条款的效力，甚至

还一度奉行过严格的终止回赎权制度。那么在

现代社会，严格禁止流质或流押条款效力的做

法是否合理，我国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对此

问题又应作何规定呢？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

探讨。

　　一、流担保条款概念之辨析

流担保条款是指在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在债

务人届期未清偿债务时，担保权人有权获得担

保物所有权的条款，分为流质条款与流押条款。

学者通常以流质契约或流质条款指代流担保条

款。流质契约，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订立担保物

权时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债权人取

得担保物所有权的合同。［１］流质条款，是指当事

人双方在担保合同中预先约定，债务人届期未

履行债务时，担保物当然归担保权人（债权人）

所有的条款。［２］目前学者对流担保条款的理解

既表现出一致性，即债务届期未偿—担保物所

有权移转；也存在着差异，即是“契约”还是“条

款”？是“流质”还是“流担保”？概念内涵的确

定是法律解释的必要基础，也是学术交流的必

要前提，因此探讨流担保条款的效力问题，需要

对其概念的性质与内涵进行澄清。

其一，是“契约”还是“条款”？在涉及流担

保问题的论述中，条款、契约的提法均较为常

见，两者在外延上也基本相同。物权立法规定，

不得约定将担保物所有权于债务未偿时径直移

转给担保权人，这并非指设定担保权的担保合

同无效，而是指担保物所有权的预先约定条款

无效。［３］有关流质内容的约定实际上都是附属

于担保合同，都是由当事人协商约定的，是担保

合同中的特别条款，并没有以单独的或者另外

的契约形式出现。［４］流担保契约常对流担保条

款造成混淆，致使个别法院在法律适用中将流

担保条款的存在作为确认担保合同无效的依

据。我们认为，流担保契约虽可以作为含有流

担保条款的担保契约使用，但有时会影响契约

的效力，宜使用条款，不宜使用契约。

其二，是“流质”还是“流担保”？通常说的

流质条款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流质条款包

括狭义的流质条款和流押条款，此时的流质条

款作为流担保条款的同位概念使用，但这种用

法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将同一法律术语同时

作为种、属概念使用，容易造成理解和适用上的

概念错位。作为广义的流质条款使用时，会将

狭义的概念特征抽象为广义概念的特征，造成

无论是流押条款还是流质条款，其结果都是但

凡债权人届期未受清偿时即可径直取得担保物

之所有权的假象，从而表现出背离公平原则的

倾向。第二，大陆法系素有禁止流担保条款的

效力的做法，但在禁止范围上有所区别：或单纯

禁止流质条款，如法国和日本；或既禁止流质又

禁止流押条款，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流

质条款广义使用，不利于与域外进行学术交流。

日本学者使用“流担保”一词合指我国流质契

约和流押契约的做法有其合理性。［５］

综上，本文以“流担保条款”作为“流质条

款”和“流押条款”的上位概念，而将“流担保契

约”用来表示含有“流担保条款”的担保契约。

　　二、禁止流担保条款之正当性的理

论反驳

　　自《罗马法》延生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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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就有禁止流担保条款效力的传统。我国也

在《担保法》第４０、６６条和《物权法》第１８６、２１１

条分别规定在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中皆不得约

定流担保条款。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个体保

护和公益维护的目的。个体保护主要是为了减

少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因经济地位悬殊造成

的损害；公益维护主要是为了维护稳定有序的

经济秩序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然而，这两个

理由皆存在问题，难以成立。

１．个体保护之目的多是基于理论假设

流担保条款禁止论者认为，承认流担保条

款的效力势必导致债务人在与债权人的经济交

往中因其所处的弱势地位而遭受损害，这当然

也是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对流担保条款效力持否

定态度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观点难以在实践

中得到充分验证。首先，债务人于期限届满并

非就确定不再清偿债务，债权人的首要目的也

并非在于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其次，债务人

与担保人可以发生分离。在债务人和担保人非

同一人时，担保人会出于自愿保证债务履行的

意愿而形成“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担保

权人）”的关系。作为民事主体，担保人对于自

己的财产享有完全的、不受他人干涉的支配权

利，此时并无讨论是否保护债务人利益的必要。

再次，流担保条款内容的实现与否有赖债务人

的行为。流担保条款给予债权人的仅仅是对于

担保物所有权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能否实现，

主要取决于债务人对债务履行的情况。［６］最后，

流担保条款并不必然损害债务人利益。流担保

条款损害债务人利益至少应满足如下条件：担

保物价值远高于债务、债务人未依约偿债和债

权人取得担保物所有权。担保物的价值远高于

债务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微乎其微，多样化的市

场经济条件为债务人寻求借贷的机会提供了多

种渠道，债务人没有必要进行利益严重失衡的

交易行为。

此外，禁止流担保条款效力的目的还在于

避免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流担保权人

直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而受到损害。流担保契

约作为担保契约，与其他的担保产生竞合关系

时，可按照担保权竞合的一般规则处理；流担保

契约滞后时，因担保人不能履行可转化为一般

债权。令学者们担忧的无非当流担保契约处于

优位时，因流担保物的价值可能超过担保的债

务的价值而导致后担保的债权所受清偿份额的

减少，这种担忧其实没有必要。第一，只要担保

人除了担保物之外的一般责任财产能满足其他

债权人的债权，流担保条款的存在与生效就对

其他债权人构不成威胁。［７］第二，流担保契约处

于优位时，流押契约因登记、流质契约因占有而

取得公示效果，后设定的担保权理所应当承认

其效力。第三，如上所述，流担保契约作为担保

契约，发生担保权竞合时，仍可按照担保权竞合

的一般处理规则。因此，承认流担保条款的效

力，并不必然导致损害担保人其他债权人的

利益。

２．公益维护之目的存在逻辑错误

公益维护的作用和目的，其一是为了维护

经济社会运行的秩序。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流担保条款的设定会使担保物负担风险过大，

其他潜在的债权人不会再向债务人进行借贷活

动，易导致社会融资不充分的问题。就物上负

担而言，其目的在于描述交易中物的财产状态，

以调整和解决交易中三方的权力构成与风险负

担，任何担保权的设定都必然导致担保物财产

价值的适量减损，物上负担的程度存在轻重差

异本就无可厚非，何况流担保常是债务人非常

慎重的选择，多在其他的担保方式不具可行性

时才会选择流担保条款，此时很难再涉及以担

保物另设担保的问题。其二是为了防止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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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流失。有观点认为，禁止流担保条款的目的

还在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流担保条款有效时，

债务人不按期还债则担保物不经评估其所有权

就可转移给债权人，国企领导可能会通过设立

流担保条款的方式逃避监管，这样容易导致国

有资产的流失。［８］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在国

企改制时期更为常见。但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

流失，而对社会整体的交易行为作出限制是否

妥当，值得深思。倘若禁止流担保条款真的能

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上有所作为，那么觊觎国

有资产的蛀虫自然会寻找新的方式。所以将保

护国有资产的希望寄于在交易制度层面一刀切

的立法模式，值得商榷。国有资产当然需要保

护，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关键在于建立责任追

究制度，以责任来约束国企经营行为，而不应对

社会交易过程加以普遍限制。

既然禁止流担保条款难以实现个体保护和

公益维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法律专条规定的禁

止流担保条款是否就属于单纯的有害条款？对

此，应辩证地去看待：一方面，固守流担保条款

禁令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民法理念殊

难相容；另一方面，禁止流担保条款本身蕴含着

不同社会阶段的立法者对流担保条款不同的价

值判断和政策选择，须将其置于特定社会阶段

的背景中才能进行客观的评价。

　　三、禁止流担保条款的合理性和局

限性

　　禁止流担保条款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从社会的发展阶段来看，以农耕

为主的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尚不频

繁，适用担保主要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

那时用来担保的主要是耕地、房屋、生产工具等

生产生活资料，而生产生活资料的取得与丧失

直接关系到多数普通民众基本的生存问题，出

于保障民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

需要，必须对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给予特殊保

护，因此担保的形式和内容必然要受到非常严

格的限制。在生产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社会，

流担保条款非常容易使担保人丧失对担保物的

所有权，进而影响其生存权利，因此禁止流担保

条款于彼时具有合理性。然而，近代以来的社

会大分工已使商业、手工业等从农业经济中分

离出来，禁止流担保条款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

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商业、服务业等产业

的迅速发展和农业地位的逐渐下降，禁止流担

保条款之保障民事主体基本生活权利的历史功

能逐步淡化，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范围非常

有限。特别是在愈加频繁复杂的商事活动中，

担保作为资本融通和促成交易的有效方式，其

使用范围更为广泛，继续禁止流担保条款的做

法已经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有鉴于此，日

韩民法中均明确商事活动中禁止流担保条款的

适用。新的社会阶段对担保的形式和效力提出

了新的要求，全然否定流担保的做法已经明显

不合时宜，晚近国家在民事立法中多放弃全面

禁止流担保条款的立法模式即为明证。

解禁流担保条款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首先，流担保条款在社会实践特别是商

事活动中大量存在。规避流担保条款的情形在

实务中并不鲜见，我国法律对流担保条款的禁

止性规定在实际民事交易活动与相当部分的案

件中流于形式。［９］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担保方式

在法律层面上得不到确认和支持，这种法律与

实践上的二重分割会导致社会公众无所适从。

而解禁流担保条款能够及时回应社会实践的需

求，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本的流动。其次，流担保

条款直接约定债务届期未偿担保权人可以取得

担保物的所有权，可避免当事人因事后商讨担

保物处理方式而增加的社会成本，完全符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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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便捷高效运行规律的要求。而禁止流担

保条款则会迫使当事人采取措施规避法律规定

以达到流担保的效果，不仅会造成交易成本的

增加，还会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最后，流担保

条款的解禁客观上能够产生督促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效果，这对于改善目前堪忧的征信状况是

有益的。征信制度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

何解决大量存在的失信状况。为解决频繁出现

的“老赖现象”，很多地方出台了诸如限制高消

费、特殊彩铃服务等相关政策，但归根到底征信

问题的解决仍然取决于债务人的自觉性。承认

流担保条款的效力，可使立法对每况愈下的征

信状况作出积极回应，避免假借流担保条款损

害他人权益情况的发生。

　　四、承认流担保条款效力的依据

第一，《民法总则》为解禁流担保条款奠定

了基础。主流观点认为，流担保条款的存在，多

是债权人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对经济拮据的

债务人的盘剥，在这种情况下订立的存在流担

保条款的担保合同，就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

成事实上的乘人之危的合同关系。而我国《民

法通则》规定，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

力是无效的，这也是《物权法》将流担保条款的

效力予以否定的法理基础所在。但《民法总

则》已经改变了上述立场，其第１５１条规定，一

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

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

害方有权请求予以撤销。可见，显失公平的民

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可以撤销而非当然无效，

撤销与否取决于受胁迫一方是否提出申请。依

此理念，流担保契约事实上应当属于可撤销的

合同类型，那么流担保条款就不宜规定为当然

无效的条款，否则将会使《民法总则》之于物权

的统领关系乃至民法体系出现混乱。

第二，原则上承认流担保条款效力与公平、

等价有偿原则并不相悖。认为流担保条款有碍

公平、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的依据仍然在于上

述可能因当事人经济地位的悬殊而导致的债权

人对债务人的盘剥。经济社会中的公平要求是

指在一切经济社会活动中内含的公平要求，具

体体现为平等性、自主性、自愿性和合理性。［１０］

在流担保条款效力问题上，公平和等价有偿是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流担保条款效力的公平

与否的讨论必须基于当事人合意与社会利益两

方面的考察。当流担保条款体现的是双方当事

人的真实意愿，同时又不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示

范时，就应当认为其是符合公平和等价有偿原

则的。实际上，禁止流担保条款暗含两个已被

证明难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一是担保物的价值

必然远远超过所担保之债权的价值，二是债权

人必然利用债务人的弱势地位而侵夺担保物的

所有权。反过来说，在流担保物价值与债权额

相差不大、债务人非处于弱势地位时流担保条

款就具有正当性。［１１］承认流担保条款的效力也

不直接等同于有违禁止暴利理论，因为：一方

面，判断暴利的标准并不明确，依此为据不能让

人信服；另一方面，在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环境中，在立法中完全禁止流担保条款必定不

利于促进融资和鼓励交易。总而言之，是否采

取流担保条款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在缔约时的利

益取舍，与公平没有关系，在特殊情形下，立法

只需从反面规定不得设立流担保条款的情况

即可。

第三，承认流担保条款的效力无碍物权的

体系性。有观点认为，于清偿期届满前达成债

务不履行则担保物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的约定

实际上是对担保物的物权性处分，与担保物权

作为价值权的性质相违背，承认契约自由下的

流担保条款效力必然违背物权法原理。［９］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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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现实生活的文字表述，流担保条款的效

力问题最终并不取决于物权法理论的接受与

否，而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选择。如果约

定的所有权归属的变动是物权性的处分，那么

在担保合同设立之后，实际上是担保权人取得

了担保物的所有权，这当然与现行的物权理论

和立法理念相契合，但是担保物权本身是不是

物权就值得讨论了。我们认为，担保物权本身

并不具有作为物权应当具有的支配权特征，将

担保物权定性为物上负担似乎更加合适。依

照此思路，即便是在流担保契约订立之后，担

保物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担保权人获

得的只是请求移转担保物所有权的请求权。

这种思路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在流担保

契约中，如果担保物是动产且债务未清偿，质

押权人表面上是直接获得了质押物的所有权，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质押权人首先获得的同样

是对担保物所有权转移的请求权。由于设立

质权本身就需要移转占有，因此此时的请求权

可得以自动实现。在流押契约中这种区分就

更加明显。在债务未获履行时，如果没有请求

抵押人的协助，抵押权人无论如何是无法获得

抵押物的所有权的。据此，流担保条款中的一

般规则应为：债务人届期未清偿债务时，担保

权人获得的是对担保人移转担保物所有权的

特殊请求权，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直接获得担保

物的所有权。

故而，那种认为规定在债务人届期未清偿

时债权人将可直接获得担保物的所有权，流担

保条款将损害绝对属于国家管理职能层面的执

行功能的垄断原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流担保

条款实现时，担保权人获得的实际上是请求移

转担保物的权利，而非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

权，且国家执行权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五、流担保条款在民法典中的立法

选择

　　１．比较法的考察

各国民事立法对流担保条款效力的态度除

禁止主义外，还有放任主义、允许主义和折中主

义三种立法案例。放任主义是指法律对流担保

条款的效力问题不作明文规定，听凭当事人之

间的意思自治。放任主义立法案例多为新近立

法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如《魁北克民法典》

《澳门民法典》等，都没有就流担保条款的效力

问题作出明文规定。允许主义是指法律规定明

确认可流担保条款的效力，这种立法模式多为

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不

仅规定担保权人可以断赎担保物以实现其所担

保的权益，而且还规定占有担保物的担保权人

可以在发生债务届期未偿事由后保留担保物用

以抵偿债务。［２］折中主义表现为对流质条款的

禁止、对流押条款和对商事活动中的流担保条

款的许可。［１１］如《日本民法典》中将流担保条款

区分为流质条款和流押条款，此项禁止，仅于质

权有效，于抵押权则否。［１２］《日本商法典》则在

此基础上规定民法中对流质条款的禁止，并不

适用于商事活动中为担保商行为债权而设定的

质权。韩国借鉴了《日本民法典》的立法模式，

禁止质权担保流质条款而许可流押条款的效

力，并同样明确对商事活动中流质禁止规定的

除外适用。

相较而言，放任主义客观上会导致权利义

务失衡的风险加大，允许主义则有损法律的稳

定性与权威性，对折中主义进行改造不失为较

为适当的立法模式。

２．承认流担保条款效力的立法建议

采用折中主义立法案例的国家多区分流押

条款和流质条款，并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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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此种方式仍然较为保守，以担保特征

不同对其效力进行区分难免有失偏颇。结合我

国具体国情，建议我国承认流担保条款，立法时

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１）避免流担保条款对基本生存权利造成

影响。公民基本生存权最明显的物质表现就是

房屋的所有权，以及集体所有制中的集体所有

的土地使用权的实现，这不仅关系到个体生存

权，更关系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在承认流

担保条款效力的前提下，债务人以其房屋所有

权作担保有可能面临丧失居所风险，这在缺乏

相应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易诱发一系列社会

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以居民房屋为担保物的流

担保条款加以限制，而居民房屋以外的产权物

例如工业厂房等则不在此限。对于集体所有的

土地的使用权，法律一般不允许设立抵押，因此

无需在流担保条款的效力问题上再作限制。

（２）明确流担保条款在商事活动中的效

力。商事活动中设立担保的目的在于促进广泛

融资，增加收益，因此有必要对商事活动中担保

的选择予以充分尊重，而承认流担保条款的效

力当属应有之义。此外，商事活动注重效率，商

事活动中消灭时效短期化、资产的证券化等，都

是保证商事交易快速进行的重要举措。流担保

条款的存在可使担保权人在债权未偿时取得请

求移转担保物的权利，避免以物抵债等担保方

式实现时议价折价的繁琐，有利于提高商事交

易的效率。

（３）设定流担保条款的界限，维护利益平

衡。有观点认为，即便承认流担保条款效力，处

理担保物与债务关系时仍须遵循多退少补的规

则。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要求担保物与所

担保债务的价值完全相等，实际上是变相的流

担保条款禁止论［１４］；不仅如此，多退少补的做

法会完全消弥流担保条款的效率优势。对此，

民间借贷利率的处理规则对流担保条款的立法

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法律规定借贷双方约

定的年利率未超过２４％的，出借人有权请求依

约支付；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超过３６％的，

则超过部分无效。流担保条款立法的正确态度

应当是设定界限，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的前提下［１４］，防止因流担保条款而造成双方

权益严重失衡。

（４）赋予权利受侵害主体特定期间内的撤

销权。对于撤销权的行使，我国《合同法》第５５

条规定了起算点和１年的行使期间，第７５条规

定了５年的最长保护期间。《民法总则》第１５２

条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和消灭期间基本沿袭

《合同法》的条款。否定流担保条款效力的学

者认为：流担保条款是债务人因经济上的劣势

地位而被迫设立的，因此可以将其归入《民法

总则》第 １５１条“乘人之危导致的显失公平”

内，适用第１５２条的撤销权规则；流担保条款严

重损害他人权益的撤销权的起算点、行使期间

和消灭期间也应在此基础上加以规定。因此，

为稳妥计，建议我国民法典中对于流担保条款

效力问题的具体条文应这样表述：“民事活动

中不得约定对居民房屋的所有权设定流担保条

款。商事活动中的流担保条款有效。上款规定

中，担保物的价值不得超出所担保债务３０％，

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流担保条款严重损害

债务人或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当事人提起撤销

之诉的期间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

起１年内。合同订立之日起５年内没有请求撤

销的，撤销权消灭。”

·３５·

 保财产的价值与债权额的比例严重失衡、显失公平，其判断标准可以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上下浮动

３０％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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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语

目前，学界对于流担保条款效力的偏见，源

于概念界分的草率、任性的法律家长主义，以及

对传统民法的直接继受。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和商事活动对更加灵活、迅捷的交易方式

的追求，法律中禁止流担保条款的既有做法已

经显得不合时宜，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和改进。

值得欣慰的是，《民法总则》的颁布和实施为承

认流担保条款的效力奠定了初步基础，而流担

保条款制度的科学建构仍有赖于在未来的民法

典分编编纂中，在对折中主义的立法模式进行

改造的基础上，平衡法律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保

障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以真正编纂出一部体

现时代精神与需求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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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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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

竞争评估；

公平竞争审查

左梦凡，华国庆
ＺＵＯＭｅｎｇｆａｎ，ＨＵＡＧｕｏｑｉｎｇ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乃至地方政府都对特定地

区、特定行业在税收方面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特定

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已严

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影响商品和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市场主

体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税

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体系，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也存在着审查标准过于简单、审查流于形式、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

不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应当优化审查标准以提高审查的便

利性，合理使用深度审查以保证审查的科学性，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完善审

查体系，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以确保审查的效率。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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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优惠政策的初衷，在于对某些纳税人

和征税对象进行鼓励和照顾，扶持某些特殊地

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但越来越多低位

阶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对企业的商品和要素

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生产经营行为等方面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市场公平竞

争。近年来，我国已经对税收优惠政策做了一

些清理工作，但是并没有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的角度进行清理。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维护

市场公平竞争角度为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带来

了一丝曙光。《意见》中提出要看到地方保护、

区域封锁、行业壁垒、企业垄断，以及违法给予

优惠政策或减损市场主体利益等不符合建设全

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要求的现象，应通过建

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

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其中就包括对税

收优惠政策的清理。本文拟以《意见》为指导，

尝试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

源头防控和统筹治理，以期为公平竞争环境下

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化提供参考。

　　一、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

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

现“先富带动后富”，国务院乃至地方政府都对

特定区域、特定行业在税收方面实施了一些优

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特定行业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

化，税收优惠政策倾斜式、歧视性的补贴已经严

重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因此，对税收优惠政

策进行事前的公平竞争审查显得非常必要。

１．税收优惠政策的泛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

外部条件

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税收立法的纲领性

的法律制度，现行的“一税一法”的立法模式，

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原则性、统领性的法律

规定，导致税收优惠政策的泛滥［１］。政策制定

机关将许多本应由市场调节配置的资源，以税

收优惠的形式予以分配，严重干预了市场机制。

近年来，国务院不断出台清理、整合税收优惠政

策的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通过清理规范税收

优惠政策，反对地方保护和不正当竞争。但是

不少地方政府仍然不断颁布与国家政策明显相

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财政支出方式变相

减免应征缴的财政性收入［２］。依靠行政机关内

部的规范性文件和自由裁量而颁布的税收优惠

政策，多缺乏事前、事中审查和事后监督评估，

导致税收优惠的对象和范围出现偏差，从而扭

曲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改变了生产

者的经济决策，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２．歧视性税收补贴影响商品和市场要素自

由流动

根据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的观点，

税收优惠和豁免属于租税特别措施，是以牺牲

公平负担原则为代价的，税收公平原则下每个

纳税人承受的纳税负担应当与其经济能力相适

应［３］。税收优惠政策则会影响这种公平分配行

为，地方政府通过运用所掌握的税收权力减免

税收，使税收负担的分配不再依据纳税人的能

力而是按其能否得到税收优惠而定，主要表现

为根据地域、行业、经营范围的不同所做出的区

别甚至歧视性税额对待，特别是对外地和进口

的商品或服务实行歧视性税收，使得本应处在

同一法律地位的经营主体处于不公平的税负环

境之中。以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对于新能源汽车在车辆

购置税、车船税、消费税等方面给与减免，并提

供相应的补贴。为了将税收优惠政策尽可能地

给本地企业，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地方政府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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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进行干预，阻碍外地

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从而影响了新能

源汽车及其相关要素在全国各地市场自由流

通，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壁垒［４］。

３．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

成本

企业的成本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各种投

入，包括人力成本、资金、设备等，而税收可以影

响其中的每一部分，如对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

策可以影响到人力资本成本，对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政策可以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经济利益，等

等。由此可见，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特定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关企业可以以

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商品或服务，从而吸引消

费者，迅速提升市场占有率。总而言之，得到税

收优惠的企业具有相较于无税收优惠企业的价

格优势，从而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影响市场公

平竞争。

４．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

行为

高额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会使市场出现逆

向选择的现象，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税收优惠的

资格，会转换本来的经营方向，甚至经营自身不

擅长的领域，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税

率一般是２５％，而对小微企业、高新企业则会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导致实践中一些企业寻

求各种途径去获得小微企业、高新企业的认定

从而获得税收优惠。此外，针对某些新能源或

者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税率或税基式优惠政策，

也让很多企业投身其中。然而，在核心技术没

有取得相应突破的情况下，盲目争相投资和大

规模重复建设，会导致市场集中度下降，产能过

剩风险增加，最终影响市场竞争［５］。

行政机关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特定纳

税人减轻或者免除税收负担，容易产生限制竞

争的后果。我国《反垄断法》针对税收优惠政

策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不

足：其一，强调事后规制。《反垄断法》对税收

优惠政策的审查属事后审查，此时损害或限制

市场公平竞争的后果已经产生，规制的滞后性

和被动性非常明显。其二，《反垄断法》对税收

优惠政策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是以责令改正

的方式处理的，要求对责任人员依法进行处分，

但具体的处分方式并没有作详细规定，过轻的

责任追究机制不能达到清理、规制税收优惠政

策的目的［６］。

　　二、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

现状与问题

　　公平竞争审查是降低税收优惠政策扭曲市

场机制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一方面，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针对增量优惠政策的事前预防性审查，

弥补了《反垄断法》的相应缺陷；另一方面，《意

见》中对责任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规定具有相

当大的威慑作用，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践中，适

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契合税收优惠政策的内

在目的，又可满足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优化的现

实需求。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在

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

见》，标志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初步

确立。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

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颁布了《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紧随其后，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就落实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印发了通知，明确了内部审查

机制和工作程序，并制定了《税收规范性文件

制定管理办法》，其中第２０条规定，按照规定应

当对送审稿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起草部门应

当提供相关审查材料。地方各税务分局也根据

《意见》积极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７５·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１９卷第５期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公平

竞争审查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安徽

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

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建立了指

导协调机制，由２９个省直部门组成的公平竞争

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税收优惠政策的公

平竞争审查提供了坚实基础。安徽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省政府重大决策规定程序审查

暂行办法》，要求各单位起草以省政府或省政

府办公厅名义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必须履行

公平竞争审查程序，其中就包括要求税务部门

对税收优惠政策规范性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

查，与此同时展开对存量政策的审查，要求存量

政策的清理范围、程序、时间等与“放管服”改

革涉及的政策清理一致。可见，我国从中央到

地方基本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体系，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过于

简单

虽然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的《意见》规定

了审查的四大标准和四个条例外，《实施细则》

中也相应列举了“１８不得”，但这些审查标准对

于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工作来说仍显得过于简

单。首先，已有的审查标准是从合规性的角度

出发，并未包含合理性审查标准，对实践中一些

看似符合法律规定但实施效果还需进一步考察

的税收优惠政策难以起到应有作用。其次，无

论是内部审查主体还是外部监督主体都只适用

于这一套标准，这对简单易分辨的排除、限制竞

争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能有效，但对定性复杂、明

征暗返或者是有差别性的增益行为来说，尚缺

乏周密性。最后，《意见》中并未详细规定税收

优惠政策既符合某一标准又符合例外规定时的

处理办法，当税收优惠政策排除、限制竞争造成

的负面影响明显大于其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

时，如果按照例外规定继续施行是否有违立法

的初衷，值得商榷。

２．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流于形式

目前我国公平竞争审查主要采用政策制定

机关自我审查与其他主体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审

查方式，这种制定者担任主审查官的方式易使

审查主体受利益驱动从而让公平竞争审查流于

形式。有些地方政府为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

与企业以投资协议的形式约定税收返还，如果

将其认定为限制竞争，会直接影响地方经济的

发展和政府的信用评价，这样背景下的审查其公

正性难以保证。此外，每个政策制定机关对于竞

争状况、行业发展和审查标准的理解不同，得出

的审查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这种程序与实体上

的矛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需要协调。

３．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奖惩机制

不健全

《意见》和《实施细则》在这方面的规定主

要包括：责令改正、对责任人员依法处分和追究

党纪政纪责任，相比较《反垄断法》而言，具有

一定的威慑力，但是还不够细化和具体。此外，

现行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机制中只规定了

责任，没有涉及激励和考核机制。管理学理论

与管理实践表明，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

此，无论对于企业职工还是对于政府公务人员，

都要既加以制约、又加以激励，才能提高效

率。［８］一味的重责高压很难快速推动新制度的

实施，奖惩均衡化既能达到自我防控的目的，又

能有效促进审查部门积极主动开展合规审查

工作。

　　三、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完善

　　１．优化审查标准以提高审查的便利性

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在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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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澳大利

亚在税收优惠政策等给付行政行为的竞争审查

评估标准方面的规定就相当完善，评估将定性

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针对利益相关者设计

一系列的问题来量化竞争影响，并辅之以减轻

情节，以得出比较科学的结果［８］。借鉴澳大利

亚的经验，我国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优化审查标

准。首先，应提高《意见》的法律位阶，提升审

查标准的权威性，使国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审

查的文件、法规得到更好地贯彻执行。其次，应

明确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的准予情形和禁

止类型，并以清单的形式予以列举，酌情考虑减

轻的例外情形，通过量化得分对税收优惠政策

予以评估，衡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竞争的程度

和提供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大小，在完成合规性

审查之后，进一步实现合理性审查。

２．合理使用深度审查以保证审查的科学性

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清而不除，清理后仍然

活跃于市场，此时，内部审查已经难以清除这种

具有明显给付行政色彩的税收优惠政策，亟需

适用严格且程序完整的深度审查方式。通观域

外的经验，韩国将政策制定部门的初步评估与

竞争政策执法机构的深度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值

得我们借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竞争执法资源

不足的问题，完全借用韩国的方式也不可取。

因此，笔者认为：应以政策制定机构对税收优惠

政策的初步评估结果为第一手资料，如果首评

结果是该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竞争，或者其限

制竞争的影响大于其提供的社会公共利益，则

直接废止；如果首评结果是该税收优惠政策未

限制竞争，或者其限制竞争的影响远小于其提

供的社会公共利益，则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进一

步审核初步评估的结论，在其认为有必要进入

深度评估的情况下，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会同政

府政策制定部门，进一步分析被审查的政策措

施的限制竞争因素，研究替代方案［９］。此外由

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特殊性，应适当引入不正当

竞争受害者的第三人举报制度，以形成三维多

方全面审查评估方式。

３．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完善审查体系

针对自我审查存在的弊病，构建税收优惠

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第三方评估机制非常必

要。首先，应确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在税收优惠

政策公平竞争审查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仅仅

通过《意见》中的“条件成熟时”“鼓励”这样模

糊且不具有强制效力的条款进行规定，而应由

法律明确规定该机制的启动条件，提供具体的

适用依据。例如，可以规定，对于争议较大、影

响范围广的审查案件，应当引入第三方评估机

制。其次，应建立完善的遴选机制。利益的关

联常常导致评估结果的不客观，为了避免第三

方机构的评估意见向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机关倾

斜，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第三方遴选机制，具体

包括信息公开、机构的专业审查、关联性和信用

评级等。最后，应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约束

机制。当评估机构故意做出不实的评估结果

时，应当根据其造成的影响程度划定不同等级

的责任，通过责任追究的方式督促它们合法合

理、客观独立地做出公正的评估结果，以保证评

估质量。［１０］

４．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以确保审查的效率

税收优惠政策在现实中已然成为地方政府

间竞争的一种手段和凭据，成为地方吸引更多

投资、企业和地方官员提升政绩的砝码。针对

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无异于是“虎口

拔牙”，需要更强的监督、更严厉的责任追究机

制与之相匹配，因此对于违法违规出台或执行

税收优惠政策的行政机关来说，建立健全责任

追究机制十分必要。首先，应对目前大量存在

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与审查，加快建立税

收优惠政策信息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优惠

政策的制定、调整、审查结果等信息要及时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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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布。其次，应建立激励机制，对严格按照要

求积极执行审查制度的审查主体给予一定的奖

励，包括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以调动其参与的

积极性。最后，应将审查工作与考核相结合，通

过制定考核程序和办法来评判责任主体开展审

查工作的效率，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其进行业

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１１］。

　　四、结语

任何一项法律规范、政策措施的实施都具

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

正向作用的法律政策，也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

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税收优惠政策

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税收优

惠政策的过度使用并偏离原初目的，会引发排

除和限制竞争的情形。因此，对税收优惠政策

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在税收

优惠权利倾斜配置中平衡各方利益的必要手

段。诚然，无论是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优化还

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健全，都具有系统性和

长期性的特点，需要在稳步推进实施的实践过

程中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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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
定位与校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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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题材影视剧；

红色经典；

创作者；

历史虚无主义

欧阳明，向小薇
ＯＵ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ｉ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我国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出现

较大创作缺陷因而颇受诟病的领域之一，这一状况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

变。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题材时段过于密集，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二是创作受当时时代影响较大，导致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思

想、所持的文艺观和所采取的表现手法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三是思想认识

失当；四是带有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造成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存在不

良倾向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讲，要消减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重大缺

陷，必须着力提高创作者的综合素养，使其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和文艺观。而

红色经典（包括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新闻经典、红色理论经典）是我国文艺创作

主体的珍贵精神营养之源，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完善和校正观察与创作

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别功用。此外，创作者还要主动接触其他政治思想类

和当代优秀历史著述，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养分，从而创作出历史价值与审美

价值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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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我
国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出现较大创作缺陷因

而颇受诟病的领域之一，这一状况至今未得到

根本性的改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事关主客

观诸多因素。对此，拙文《红色景观中的艺术

魔幻》（发表于《都市小说》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电视剧〈小姨多鹤〉：关于我国历史题材电视

剧创作的思考》（发表于《写作》２０１７年第 ５
期）已有所讨论。文艺创作的复杂性与大众文

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题材影视艺术的创作

必须实事求是，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与大众传播

规律，依据艺术创作的标准提高艺术创作者的

综合素养、艺术素养，使其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

和文艺观。而最近网站自制剧的增加［１］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日开始实施，更凸显了强化影视艺术创作者
素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一个时期以来，红色

经典作为我国文艺创作主体的珍贵精神营养之

源，红色经典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之间的

良性互动，对优化历史题材艺术创作具有不可

替代的特别功用。目前，红色经典与历史题材

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创作的关系尚未引发学

界与业界的关注，故本文拟采取文献研究法从

创作时段、创作时点、思想认识等维度论述当前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存在的缺陷，讨论其间

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分析艺术缺陷出现的原

因，并立足内因论述红色经典对于强化创作者

素养的重要性。

　　一、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

主要缺陷

　　相较于在其他文艺作品创作，我国当前历
史题材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方面，其创作的

缺陷是比较突出的，比较典型的有《白鹿原》

《小婕多鹤》《活着》《林海雪原》《一起打鬼子》

等，其创作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题材时段过于密集，集中于中国近现

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１８４０年
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９４９
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夏大地
开始大规模建设，初期以俄为师，有成就也有不

小的挫折。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向现代社

会转型至今仍未完成。引发争议的历史题材影

视剧多以１８４０—１９５０年代的历史时域为时代
背景，尤其集中在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间的民国兴亡
时期。电视剧《白鹿原》的时间跨度较大，从晚

清直至１９４０年代末；电视剧《小姨多鹤》、电影
《活着》将故事的时间舞台集中在中国现代史

后期至中国当代史的前期；破绽百出的所谓

“抗日神剧”则常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

其二，创作受时代影响较大，导致作品所表

达的社会思想、所持的文艺观和所采取的表现

手法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创作总是一定时

代的产物，影视艺术创作者不可能脱离创作时

代，创作的当下是创作主体无法摆脱的前在，即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在创作中

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影

响，而这会影响其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当

前历史题材电视剧所表达的社会思想和文艺观

严重歪曲了题材所寄寓其间的历史规律、常识，

常以艺术手法替代历史事实，造成对历史的误

读，误导受众对历史的认知与判断。

首先，在社会思想方面，将与影视艺术内容

中的历史知识、历史规律无关的社会思潮生硬

地植入作品，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如电视剧《白

鹿原》否定暴力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必然

性，这势必忽视甚至无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无视乃至否定暴力革命与

背后支配性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

影响作品的内容深度与启迪力量。其次，在文

·２６·



欧阳明，等：简析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定位与校正作用

艺观念方面，将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规律

不相符的文艺观强行贯穿于作品中，规约、歪曲

了艺术的表现力，漠视艺术虚构、想象力对生活

的依赖，导致作品以偏概全，甚至歪曲生活与历

史的本来面目。有的影视剧，如电视剧《白鹿

原》，刻意表现大地主对佣工、长工的兄弟般情

谊，忽视了双方的阶级规定性与社会制度的决定

性，不懂得“咆哮虎”“笑面虎”都属于会吃人的

老虎的根本规定性、普遍性，用表象来模糊甚至

掩盖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再

次，艺术表现手段不适宜于艺术内容，导致艺术

创作的肤浅与失真。例如，２０１５年出品的由金
姝惠执导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单纯追求视听

符号的感官冲击力、愉悦性，片面追求高颜值的

年轻演艺明星出演八路军、解放军指战员角色，

导致作品内容单薄甚至空洞，表演亦趋简单，游

离于角色的性格规定性，甚至装模作样。须知，

社会思想、文艺观念与艺术表现手段若与作品的

内容错位，不仅不会产生艺术的陌生化，反而会

降低甚至扭曲艺术创作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

其三，思想认识失当。艺术创作，重要的不

仅在于写什么，还在于怎么写。选择什么样的

题材是创作者的自由；选择哪一种世界观、历史

观与艺术观，也是创作者的自由。但是，创作者

的自由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它要受到历史规律

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制约。一个时期以来存在较

大缺陷与争议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在思

想认识上既有大处误断也有小处误解。所谓大

处误断，即创作者对创作题材所涉及的历史发

展规律的误断，对特定历史特征与社会属性的

误断。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对

我国１８４０年以来的革命，尤其是对１９１９年“五
四”运动以降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社会主义
建设初期的社会性质与历史发展规律把握不

准，存在重大误断。例如，电视剧《白鹿原》回

避了旧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奋起反抗阶级压迫的合理性，有意无意间忽

视了中国近现代左翼革命的必然性，也抹煞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之间的本

质区别；电视剧《小姨多鹤》在反思“二战”后日

本在华遗孤中女性的普遍生存处境的同时，却

漠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将日本人民与日

本军国主义分子相区别的立场与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歪曲了相关历史的特征、性质，进而降低

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所谓小处误

解，指的是创作者对创作题材所关涉的微观历

史的认知有误。例如，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９日，中央
电视台举办的“世纪花为媒”评剧大赛，一位演

员在出演经典评剧《刘巧儿》的“采桑叶”一段

时，误以为２０世纪中叶农村姑娘采回的桑叶是
直接用来纺线的而不是用来喂蚕宝宝的。我国

文艺创作者时常出现的历史无知，可谓触目惊

心，如电视剧《一起打鬼子》中出现中国年轻女

性从裤裆里掏出手雷与身旁的日本鬼子同归于

尽的场景，《抗日奇侠》中出现手撕日本鬼子的

雷人情节。同时，小处误解与大处误断之间往

往存在一定的联系，容易生发大处误断。例如，

文艺作品《活着》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初期一家县医院为了抢救县长夫人的生命时，

无视我国“文革”前讲求阶级出身的社会背景，

草菅人命，从一位赤贫出身的少年身上过量抽

血活活致人死亡，医生事后还笑对死者父亲。

这样的文艺创作，无视历史格局与历史发展规

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历史的扭曲表达，误导

受众和社会认知，引发受众对中国社会主义运

动的误解，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之风。

其四，当前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带有

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历史虚无主义在

１９２０年代即已出现，但近年为盛［２］。历史虚无

主义指的是在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中，通过否定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

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３］。历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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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影视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呈现出

如下特征：一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

是否定中国近现代史存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

的客观性；三是否定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的合理性；四是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４］例如，电视剧《白鹿原》一方面淡化

关中平原白鹿村地主与雇工之间的阶级矛盾，

突出控制基层乡村政权与支配经济权力的族

长、大土地所有者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之间的情

谊，淡化其间由所有制形成的双方之间的根本

关系；另一方面鼓吹脱离社会实际的人际调和，

模糊中国近现代史上暴力革命中正义与非正义

的社会根源，在否定暴力革命对生命的戕害时

缺乏社会因果的区别与辨析，一味指斥暴力革

命，放大红色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淡化了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伦理正义性。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存在的不良创作倾

向，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与针对既

往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简单化、对中国近现代史

仁人志士失误的矫枉过正有关，另一方面，它与

中外商品流通、思想交流乃至于市场上商品极

大地供过于求而出现的面向全社会扩散的消费

主义倾向有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扩散下的社

会思想变迁有关，与社会现实同文艺创作互动

而形成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有关，也与一定

的社会现实、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创作主体

的世界观、历史观、艺术观的冲击有关。１９８６
年张炜创作的小说《古船》、２０１６年方方创作的
小说《软埋》，无视中国现代严重的阶级矛盾、

贫富分化实际，孤立地凸显土改运动的历史缺

陷，进而否定中国现代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这是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文艺观结合而形

成的右翼思想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出现的不良创作倾

向，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又折射出文艺工作

的复杂性、艰巨性与特殊性。文艺创作有自己

的规律，单纯依靠行政或既往一度盛行的大批

判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会适得其反。

历史题材不同于现实题材，历史事实无法为创

作者直接感受，单纯依靠想象创作，自然轻松、

省事、任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应坚持心病心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应

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的文艺

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应追根溯源，加强直面历

史实际的共识与非共识的有机统一，强化对策

的针对性与工作的持续性。现有历史题材影视

艺术的缺陷，充分说明不当创作的普遍性及其

社会土壤的复杂性，思想工作难度颇大。针对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在的不良倾

向，应坚持直面现实、直面史料、直面历史事实

的基本方向，用历史事实教育作家、打动艺术工

作者，用扎实的史料启迪人、警醒人。一句话，

用现实、史料、历史事实帮助创作者树立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确立正确的历史

观、文艺观，并以此指导其艺术创作。

　　二、重温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

艺术创作的校正作用

　　改变当前我国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
在的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和存在历史虚无主义色

彩的不良创作倾向的重心在教育，在于提高文

艺创作者的综合素养，而培育创作者良好的综

合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重温红色经典。所谓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在中国共

产党人的感召下、左翼进步人士所撰写的体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集中反映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

会主义方向并经历史淘洗而至今仍不乏重大精

神价值的优秀作品。红色经典来自历史事实，

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其内容可靠，具有客观性。

重温经典，可以帮助创作者开阔视野，明辨是非

善恶美丑，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最大程度

地逼近历史真相。因此，红色经典是帮助文艺

创作者识别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并保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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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清醒的重要精神之源。

其一，重温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文艺经典，

是指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之后２０多年所创作的体现进步思想的优秀
文艺作品。红色文艺经典，用艺术的形式形象

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追

求民族独立、社会公正、国家富强而前仆后继的

奋斗历程，揭示了以中国革命为主导的社会变

迁与精神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显示了中国革命

运动方向的正义性。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

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梁信的《红色娘子军》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所进行

的的艰苦卓绝斗争及其历史复杂性的同时，又

表现了阶级压迫下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的自发性

与在共产党领导下迥异于封建主义社会的朱元

璋、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的时

代新质，艺术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

性及其胜利的必然性。茅盾的《子夜》《林家铺

子》《春蚕》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的弱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

性。杨沫的《青春之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现代历史大潮中分化分流的同时，又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强大政治感

召力，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矛盾与精神变

迁。小说《红岩》《红日》与根据其改编的影视

艺术作品直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砸碎剥削阶

级国家暴力机器的大公无私、坚忍不拔、自我牺

牲与一往无前的精神。赵树理的《三里湾》、柳

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叙述了广大翻

身的贫苦民众，尤其是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摆脱小农经

济束缚而奔向现代化社会的决心、干劲与经受

的挑战和磨难。红色文艺经典是形象的历史教

科书，展现着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梦想追逐，值得当今文艺创

作者进行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或再创作时借

鉴，重温经典有益于其在对历史的多维考察中

把握历史主流与历史发展规律，减少直至消除

对历史的重大误读。

其二，重温红色新闻经典。今天的新闻将

成为明天的历史。如果说红色文艺经典重在彰

显中国近现代史的质感与精神烙印，那么，红色

新闻经典则重在记录历史，并通过这种记录影

响社会、影响历史。重温红色新闻经典，有助于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掌握历史的现象真实

和本质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原始风貌和历

史发展规律。近年来，赞美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所
谓民国十年的思潮颇有市场，大有不控制舆论

场不肯罢休的气势，这也极大地冲击着当下的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那么，民国十年究竟

怎样呢？１９３６年１月，中国共产党新闻业的奠
基人范长江所采写的《祁连山北的旅行》，足以

揭开民国十年的面纱，暴露其未必光鲜的状况。

范长江１９２８年考入专为国民党培养政工干部
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常人看来他无

疑正在奔向荣华富贵的大好前程。但是，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所坚持的“攘

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包括范长江在

内的广大爱国青年彻底失望。为了追求真理，

范长江愤然逃离金陵到北京大学改学哲学，并

于１９３５年以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
的私营报纸《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自费

去西北采访。在河西走廊，范长江目睹张掖、酒

泉等城市的大量贫苦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十之七八的少年没有裤子穿，赤身裸体围坐炕

上裹被避寒，一家人只有外出才穿上家中仅有

的一条破裤子；流浪的儿童只能躲在达官贵人

的高门大院的墙角，燃一点木片、柴枝温暖躯

体，半夜大街上会响起流浪儿童们彻夜的濒死

哭声。这里所描写的张掖，论自然条件和街景，

不亚于位于华北平原、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

那么，河西走廊的百姓生存何以如此苦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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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是因种植鸦片而产生的高昂的“烟亩

罚款”。其实，广大贫苦农民是反对种植鸦片

的，但官府拒绝贫苦农民的请求，因为县长可以

从“烟亩罚款”中抽取百分之五的报酬。显而

易见，河西走廊老百姓的啼饥号寒不是来自天

灾，而是来自人祸，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

施。这就是所谓的民国十年！毫无疑问，大家

看过范长江的西北新闻报道这类红色新闻经

典，民国十年的美丽神话会不攻自破。其实，范

长江的新闻报道并非个别。来自美国中间派报

刊的记者斯诺，１９２９年对中国绥远等地的新闻
报道同样触目惊心：饿殍遍地，卖儿鬻女，无数

穷人流离失所。斯诺如实记录了广大中国百姓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苦命运。需要指出的是，

１９３６年在西北采访时的范长江当时并不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左翼道路，在新闻报道中惯称中

共为“赤匪”。正是在所谓的民国十年，广大的

中国人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现实与达官贵人

的花天酒地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人为最

广大的穷人谋幸福的无私追求，深深打动了范

长江，打动了美国记者斯诺，使“范长江们”发

生由“右”而“中”、由“中”而“左”的转变。范

长江、斯诺政治认同的变化，恰恰说明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本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

应时代进步潮流、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所根

植的社会正义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感召

力。毫无疑问，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

只要肯于直面当年的红色新闻经典，其对历史

的判断就会得到相应的校正。

其三，重温红色理论经典。理论是人类对

世界、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正确认知和理性把

握。相较于红色文艺、红色新闻经典，红色理论

经典从理论高度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思想

流变与历史发展规律，展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

首的左翼群体的世界观、社会抱负与人生理想，

体现了左翼理论界、学术界的学术修养、理论视

域、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重温红色理论经典，

首先，应学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论著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

主义建设的亲历者、领导者、奋斗者，并为其胜

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毛泽东的著作最

为突出，集中体现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

高理想、远见卓识、坚韧品格。收录在《毛泽东

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

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论持久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展现了一代伟

人的卓越的政治洞察力、超前的时代远见力、强

大的逻辑雄辩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意志，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先进性和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中战无不胜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应学习

其他左翼人士的优秀理论著述。郭沫若１９４４
年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社会影响深远，其

关于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得失总结与理论归

纳，于无形中提示中国共产党人在１９４０年代末
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时，要保持自我警醒，

思考如何保持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胜利果实的

不衰萎、不变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

迥异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时代进步

性，预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由“刘青

山、张子善案件”所开启的社会主义自我革命

的必然逻辑。学习这些红色理论经典，有益于

我们在继续革命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当前中国共

产党人对党内腐败分子的摧枯拉朽般荡涤的历

史必然性。

总之，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重温红色

理论经典，有益于增进其理论自觉性，坚定其社

会主义立场，完善或校正其观察历史的视角，从

而在全方位审视历史过程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建构影视艺术创作的历史观与文艺观。

　　三、其他文化资源对历史题材影视

艺术创作的参照价值

　　改变当前我国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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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

彩的不良创作倾向，除需要汲取红色经典的营

养外，还需要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养分。

其一，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应主动接

触其他政治思想类著述。兼听则明，有比较才

有鉴别。１９３０年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
麟留学美国，１９４９年追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
并客死异乡，政治立场中右，其回忆录《西潮与

新潮》颇具史料价值，有助于当今历史题材影

视艺术创作者真切地了解从晚清至１９４０年代
的中国近现代史。当时我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

化印象颇佳，但蒋梦麟的《西潮与新潮》指出，

“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是骑

在炮弹上飞过来的”［５］，指斥西方列强对中国

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这是蒋梦麟对半殖民地半

封建旧中国切身体验的归纳、提炼。即便是先

为中共一大代表后为汪伪政权高官的陈公博和

曾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王明，分别在

１９３９年、１９７４年完成的回忆录《苦笑录》（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中共５０年》（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版）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有甄别
地阅读，则有益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明

了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比如，王明的《中共

５０年》对１９４０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叙说、评价
虽与教科书相去甚远，但可以提醒相关历史题

材影视艺术创作者了解异见。创作者广泛接触

史料，注意向专家求教，可为在艺术真实的基础

上进行艺术创作提供开阔的眼界与正确的历史

方向。全方位接触史料，有助于创作者登高望

远，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便于多视角、全方位地

审视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创作出优

秀的文艺作品。

其二，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应接触当

代优秀的具备经典潜质的历史著述。历史研究

总是踏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行的，改革开放

以来涌现出来的杰出研究有益于影视艺术创作

者更为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历史。罗荣渠的

《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视野
开阔、打通中西、大开大合，有助于创作者理性

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一般性与特殊

性，有益于减少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所涉及历史

的误解或无知，值得一读。

　　四、结语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

历史事实与材料，唯有尊重事实，尊重史料，尊

重社会公正，尊重社会各阶层的合理利益诉求，

尊重时代的进步性，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历

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实现文艺创作的历

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有机统一，从而创作出优

秀的文艺作品。红色经典，是一面历史明镜，是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

粮，值得创作者重视与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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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创作中的动情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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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动情；

想象；

诗人

夏俊华
ＸＩＡＪｕｎｈｕａ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系，河南 漯河 ４６２０００

摘要：动情和想象是诗人创作诗的两个重要元素，也是诗人创作必备的潜质和

才能。没有动情，诗难以萌发；没有想象，诗难以建构。动情是诗孕育的前提和

条件，其源于诗人对生活的关注和敏感，诗人所动之情必须是纯洁高尚之情。

想象在诗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想象的触发与产生，不仅需要诗人的天

赋，更需要诗人平时的修炼，需要诗人认真地体验生活；诗人的想象依赖于主体

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的倾向，受诗人情感和认识的支配，渗透着诗人鲜明的主

观性。动情和想象作为诗人重要的两种心理品质，在诗创作过程中是有先后之

别的。一般来说，诗人动情在先，想象在后。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创作出

动人的诗篇，动情和想象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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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俊华：论诗创作中的动情与想象

　　诗的孕育、萌生离不开诗人的动情，诗的创

作离不开诗人的想象，动情和想象是诗人创作

诗的两个重要元素，也是诗人创作必备的潜质

和才能。没有动情，诗难以萌发；没有想象，诗

难以建构，动情和想象对于诗之创作来说如鸟

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近年来学界对此

问题的研究颇多，但尚存在诸多缺失。比如，有

些论述只是浅显地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有

些论述则是繁冗的学理分析，陷入了大而无当

的泥淖。鉴于此，本文拟从诗歌理论和实践两

个视角来进行深入探讨。

　　一、动情：诗赖以萌生的酵母和催

化剂

　　诗人生活在现实中，总会被生活中的人、

事、物、景触动，引起情感的起伏变化，这就是动

情。动情往往能引发诗人创作的冲动，催逼着

诗人把自己的审美情感物态化，把自己对客体

的审美情绪变成一行行诗句、一首首诗篇，这就

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

在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情动

而言形”［１］２４３。

１．动情是诗孕育的前提和条件

没有动情，诗难以孕育；没有情感，诗难以

感人。法国著名现实主义艺术家罗丹曾说，艺

术就是情感，要点是感动、爱、希望、战栗［２］。为

什么动情能催生诗的诞生呢？这是因为：一方

面，动情可以使诗人的感官处于一种灵敏的状

态，能驱使并调动其他心理功能，如审美注意、

审美感知、审美期待、审美认识、审美想象和审

美判断等，使诗人迅速捕捉到生活里的各种物

象；另一方面，动情能激活大脑中已经储存的一

幅幅生活画面，调动诗人的情感经验，这些画面

和经验经过审美组合和再创造，可构成更集中、

更理想、更强烈的生活图景，这就为诗的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从创作过程来看，一切

文学样式都以感情为起点：诗人动情而为诗，作

家动情而为文［３］１５。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

其动情就特别强烈，外界对他的刺激常常会使

他忽冷忽热、牙关打战、手颤抖得写不成字。他

在回忆《地球，我的母亲》的写作经过时说道：

“《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放了年假的

时候写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

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

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

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

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

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是有点

发狂，然在当时却委实是感受着迫切。”［４］可

见，当时的郭沫若确是被外界事物感动了，是眼

前景？是身边事？是书中某一句话？这都有可

能。正是这种动情，迫使他回到宿舍立即写下

《地球，我的母亲》［５］。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

用来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这样优秀的诗篇，若没有动情是难以创作

出来的。动情是诗创作的引爆点。正是对外界

事物的感动，迫使诗人捕捉生活中的动情点，进

而搜罗意象，使其浓浓的情感流注笔端，从而创

作出一首首动人的诗篇。

２．动情源于诗人对生活的关注和敏感

既然动情是诗创作的燃爆点，那么诗人如

何才能动情呢？可以说只要学会关注生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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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生活，不管是现实中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还

是身边不足挂齿的平凡小事，不管是生活中美

的事物还是生活中丑的现象，只要能引起注意，

就有可能受到触动，使人动情。俄国著名文艺

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一个感受力比较

敏锐的人，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当他在周围

的现实世界中，看到了某一事物的最初事实时，

他就会发生强烈的感动，他虽然还没有能够解

释这种事实的理论思考能力；可是他却看到了，

这里有种值得注意的特别的东西，他就热心而

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事实，把它摄取到自己的心

灵中来。”［６］

一个对生活无动于衷、对身边的事物没有

丝毫热情的人，是注定成不了诗人的。严阵在

下乡时，看到一双老农粗糙的手，他动情了，于

是有了他的成名作《老张的手》；艾青蹲在国民

党的监狱里，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想起养

育自己的保姆大堰河的时候，他动情了，于是有

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舒婷在

游览长江时，注意到江中的望夫石时，她动情

了，于是产生了她的名作《神女峰》。所以，注

意观察生活，留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事物保

持一定的敏感度，就能动情。

一般来说，美的事物最容易使诗人动情。

地球的博大与慈爱使郭沫若动了情，从而创作

出《地球，我的母亲》这样经典的诗作；青春少

女是美丽的，容易使人产生喜爱之情，因而徐志

摩创作了《沙扬娜拉》这样的情诗。丑的事物

也能够使诗人动情，不过这种情况下所动之情

大多是鄙夷之情。例如，１９２２年８月，闻一多

去了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一到那里，他看到的

是如波浪的屋顶，开遍了“黑牡丹”的林立的烟

囱，各种车辆“奏着惊心动魄的交响乐”。他

说：“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的

鲜血，吐些罪恶的黑烟。”［７］７３他更不能忍受那

里冷酷的种族歧视：“我堂堂华胄……而竟为

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７］７３。正是

对那种畸形都市生活的厌恶，对家国的无限怀

恋，使这位客居他乡的游子闻一多产生了巨大

的心灵触动，于是在１９２２年９月下旬，满怀凄

楚地写下了《太阳吟》［７］８２－８３。

太阳啊，这不像我的山川，太阳！

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

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可见，动情之物不仅只是那些美好的事物，

也可能是生活中丑的甚至是恶的事物，关键是

要学会关注它们，对它们保持一定的敏感。

３．诗人所动之情必须是纯洁高尚之情

现实中的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有自然属性，

也就是说，人既是社会人又是自然人。作为自

然人，人对金钱、权利、佳肴、美色必有其心理欲

求；作为社会人，人又必须受到社会道德的约

束，按照社会礼仪规范行事。诗人应该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要对社会承担起化育人心的责

任，因此，其在创作时所动之情必须是崇高的圣

洁之情，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之情，此即《毛诗

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１］６３。

２１世纪初，诗坛曾有人倡导 “下半身写

作”，声称要“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这

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

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这种低俗不堪的所谓

诗学观，是为人所不齿的，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

践踏。

　　二、想象：诗作腾飞的翅膀

动情是诗之孕育的前提和条件，而诗之创

作又离不开想象。想象是人对已有记忆表象进

行加工、改造进而创造形象的心理活动。想象

既是一种心理活动，同时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

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感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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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思维。通俗地讲，凡是使不在眼前的事

物而凭感知浮现于脑海的思维方式就是想象。

如儿童文学家张德强的《中华牌铅笔》［８］一诗

的前两节：

今天

是红领巾的生日

妈妈送给我

一盒中华牌铅笔

深绿的笔杆

像站立着的一片蔗林

一片夏天的土地

笔杆上印着

金色的华表

仿佛是伸向太阳的

我的小小的手臂。

在第二节里有两个新颖的比喻，也是两个

新奇的想象：“深绿的笔杆／像站立着的一片蔗

林”；“金色的华表／仿佛是伸向太阳的／我的小

小的手臂”。这两个新奇的想象成就了两个不

落俗套的比喻，使诗的审美张力得以增强，也使

诗更具美感。读者大多有这样的阅读体验：有

时候一首诗的情感内容记不住了，但诗中那美

妙的想象记忆犹新，如许多人对参岑的《白雪

歌送武判官归京》可能不太熟悉，但那两句“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则让人刻骨

铭心；冯至的《蛇》你可能记不完整了，但那句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则让人

念念不忘。由此可见，诗作是离不开想象的。

１．想象在诗创作中的价值与意义

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不是说教，不是抽

象的观念，它具有形状、色彩、气味等感性形式。

冯至的《蛇》为什么会这般生动？因为它运用

想象创造了违反常理的语言和不合逻辑的诗

句。有人曾诙谐地说，“诗从胡说来”。这里的

“胡说”就是指打破常规思维，积极营造离奇想

象。“寂寞是蛇”按正常思维岂不是“胡说”！

正是这种“胡说”增添了诗的魅力，凸显了诗人

超凡的想象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真

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９］俄国文学

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说道：“在诗里……幻想是

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创作过程只有通过幻想而

完成。”［１０］８５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也明确指出，

“想象是创造形象的文学技巧的最重要的方法

之一……想象完成研究和选择材料的过程，并

且把材料最终形成为活生生的、具有肯定或否

定意义的典型”［１０］８５。

想象在诗创作中的价值与意义不只西方文

艺理论家认识到了，我国古代文论家对想象在

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早就有过精辟的阐述。刘

勰在形容想象的情景时说：“文之思也，其神远

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

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

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１］２３３刘勰认为，诗人在

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其心神可以驰骋到很远

很远的地方。从时间上说，他可以追溯到千年

以上的情景；从空间上说，他可以遥望到万里以

外的地方；当他想吟咏的时候，其耳边会立刻响

起珠玉般滑润、清脆的声音；当他想到大地的画

面时，其眼前就浮现出风雨变幻、奇伟壮观的景

色。所以人们说，想象是诗人的翅膀，诗人借助

想象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从而创作出

瑰丽的诗篇。朱自清对想象之于诗的重要性体

认得尤为深切，他说：“诗也许比别的文艺形式

更依靠想象。所谓远，所谓深，所谓近，所谓妙，

都是就想象的范围和程度而言。”［１１］

李煜的《虞美人》，正是由于想象赋予他抽

象的“愁”以感性的形式，因此他的诗作才如此

真切动人。同样，冯至抽象的“寂寞”借助具体

的蛇才那样可感可视，令人叫绝。此外，诗人也

只有借助想象才能使平凡的事物变为神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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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表现出艺术的独创性，如“完全不爱了的那

人坐在对面看我／像空的宝特瓶回收不易消灭

困难”［１２］（夏宇《秋天的哀愁》）。“不爱了的那

人”像是一个“空的宝特瓶”，“再回收”这段爱

多么“不易”，要想“消灭”则更加“困难”，失去

爱了，一个人就像一个喝干了饮料的空空的塑

料瓶。这样奇妙的想象把破碎的爱情表现得十

分独到，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思索与回味。当代

已故诗人海子在他那脍炙人口的《亚洲铜》中

的诗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

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１３］，也是想象结下的

诗之甘果。因此，诗论家们常说“没有想象的

诗，是难以想象的”［３］９５。由此可见，想象力丰

富是优秀诗人的必备条件。

２．想象在诗创作中的触发与产生

在诗创作过程中想象又是如何触发的呢？

一般来说，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会接触到这样或

那样的表象，有的是相似或相近的，有的是相对

或相反的，有的甚至是毫不相干的。诗人由于

受某种创作契机的诱发，会把这些平时累积于

意识中的表象材料一一调动起来，把它们重新

组合、排列、归位，或是将它们重新拆解变形，变

幻构造出生活中不仅没有而且不可能存在的表

象形式，这样一个奇异而又具有真实力量的艺

术境界———想象———就诞生了。相传李煜写作

《虞美人》是在他的生日７月７日的夜晚，当时

他被囚禁于东京（开封）监狱里，不仅失去了皇

帝的尊严，也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一

江春水”之客观景象虽不在眼前，但故国之思、

亡国之恨使他难以释怀，诗人往日储存于意识

之中的“一江春水”的表象，此时由于情动的契

机便自然而然地浮现于他的脑际，使他无边的

愁苦与浩浩茫茫的一江春水联系了起来，于是

一个震撼人心的审美想象便脱颖而出了。

想象的触发与产生，不仅需要诗人的天赋，

更需要诗人平时的修炼，需要诗人认真地体验

生活。诗人意识中积累的表象越多，想象力就

越强、越丰富，其诗的艺术表现力也就愈高、愈

美、愈奇。

３．想象在诗创作中的特点

想象是诗人进行诗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心理

活动，但它又不是纯粹的心理活动。实际上，诗

人的想象是依赖于主体对现实的态度，受诗人

情感和认识的支配，体现诗人鲜明的主观性。

比如“太阳”一物在郭沫若的眼里是：“太阳哟！

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太阳哟！你不把

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太阳哟！请你把

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哟！请

你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７］８１诗

人这样深情地呼唤太阳、礼赞太阳，表现了其对

光明的强烈渴求。而闻一多见到太阳时的心情

竟是如此地低沉、凄凉：“太阳啊，刺得我心痛

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他

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奔波不息

的太阳！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啊，你我

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７］８３写此诗时，闻一

多正在美国求学，那里龌龊的环境使他更加思

念祖国和亲人，他对畸形社会的反感使他看到

太阳时竟“刺得我心痛”，那朝升暮落的太阳也

似自己一样“无家可归”的可怜。郭沫若和闻

一多对太阳生成的意象如此迥异，正是由于他

们对现实的态度不同所致。可以说，诗人的情

感态度与想象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

诗坛上是不胜枚举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动情和想象是诗人在诗的创作

过程中逐次产生的两种心理状态，也是诗人的

重要特质。正常的人面对大千世界时都会动

情，也都会想象，但诗人面对人、事、物、景时往

往较常人的动情点要多，动情度要高，他的想象

力也较常人要强、要奇。文学评论家成仿吾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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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别人强，憎恶

之心也要比别人大。”［１４］文学理论家余飘也说

过：“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形象思维和文学创作

的才能，就是想象的才能。”［１０］８７郭沫若在《科学

的春天》里也说：“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

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１５］

动情和想象作为诗人重要的两种心理品

质，在诗创作过程中的发生是有先后之别的。

一般来说，诗人动情在先，想象在后。在现实世

界中，诗人一旦被审美客体打动，就会产生创作

的冲动，这种现象就是动情；当诗人动情之后进

入了创作状态，他就会运用想象这一心理活动，

把一缕缕美妙的情思物化成一行行生动的诗

句。例如，郭沫若在日本福冈图书馆读书时突

然被外界事物所触动，心灵的大海掀起了阵阵

波涛，他再也按捺不住情感潮水的冲击，于是就

产生了写作的冲动，他想要歌颂地球、赞美地

球！这正是动情在先。在情感的驱使下，诗人

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把地球想象成我们人类慈

祥的母亲，把“雷霆”想象成地球母亲“呼吸的

声威”，把“雪雨”想象成地球母亲“血液的飞

腾”［１４］，这正是诗人动情之后运用想象结出的

硕果。

动情和想象是支撑诗之大厦的两根巨柱，

也是诗人的两种重要心理特质。要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诗人，创作出动人的诗篇，动情和想象是

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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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研究
———以知乎为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ａｋｉｎｇＺｈｉｈｕ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关键词：

知识付费；

盈利模式；

分享经济；

知乎

简旭，常江波
ＪＩＡＮＸ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ｏ

郑州轻工业学院 财务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基于盈利能力、盈利渠道和盈利战略三个维度，构建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的

三维理论框架，将知识付费的盈利模式划分为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社交网络

化盈利模式和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通过对知乎三种盈利模式的比较，发现：虽

然目前知识付费盈利模式较多，但总体盈利水平还较低，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

相对略占优势。知识付费三种盈利模式各有其适用领域，知识付费行业除应将

盈利来源逐渐聚焦到高质量的内容本身，还应打破知识产品化局限，产业链从个

人（２Ｃ）知识共享向企业（２Ｂ）知识吸收转化延伸，同时将部分业务投放到线下，打
造适合更多组织学习的没有围墙的互联网创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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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截至

２０１７年７月，喜马拉雅ＦＭ、知乎、得到、分答等

知识付费平台累积用户规模已突破４亿，用户

月平均活跃天数达４．３天，年交易额约为６１０

亿人民币，占国内分享经济交易总额的

３３７％［１］。目前，知识付费已逐渐成为网络用

户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２］，它不仅以低成

本满足了网民对知识的深度需求，还真正实现

了“互联网 ＋”背景下知识价值的即时变现。

同时，知识付费运营平台通过付费抽成、流量支

撑、广告订阅等方式也已经开始实现盈利，知识

的供给方、需求方和运营平台三方共赢的局面

正在形成。

知识付费运营平台的共同点是将知识作为

商品来售卖，涉及的领域包括专业技能知识分

享、行业专家的解答、读书分享等；其不同点是

平台的定位和用户的选择趋向性有区别。知识

付费经济会不会催生新的社会风潮，成为下一

个经济增长点？它的商业价值如何实现？本文

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在对国内外知识付费盈利

模式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出知识

付费盈利模式的理论框架，并以知乎为例对其

进行验证，以期有助于知识付费平台运营商建

立更好的盈利模式。

　　一、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的类型

知识付费，是指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付

费获取所需的个性化信息、资源、经验等，从而

达到知识吸收、认知提升、情感满足等目的，其

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

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

的互联网传播实现信息的优化配置。知识付费

存在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知识内容源头制

造者，他们将内容进行分解、梳理、筛选，并负责

推广其中的精华部分；二是要有大量愿意为获

得知识而付费的消费者。

知识付费模式诞生在国外，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分门别类地罗列了最新的提问，承诺２４

小时内答复；Ｓｔａｃ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经验问答互动平台

针对专业性的问题提供高质量的回答。Ｊ．Ｒ．

Ｇｕｓｆｉｅｌｄ最早在线下兴趣俱乐部、利益社区中提

到知识共享付费概念，认为知识共享付费是建

立在成员相同的爱好和目的基础上而分享彼此

的信息与想法［３］。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让知识付

费从线下逐渐转移到线上，Ｗｅｂ３．０环境下知

识付费盈利模式开始多样化发展。通过梳理现

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知识付费盈利模

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利能力、盈利渠道和盈

利战略三个方面。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取利润

的能力。目前，学者们将知识付费企业的盈利

能力多归结为知识供需双方的心理收益和社交

收益，认为知识供给方在分享知识过程中自信

心和成就感的回报能使得自我效能感得到提

升，也会促使知识供给方决策偏向供给知识［４］。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认为知识付费过程会给供

需双方带来人脉、沟通技巧等社交收益，由社交

收益与报酬构成的需求付出提高会促进付费的

达成［５］。从国内知识付费企业的发展来看，盈

利能力由三个方面构成：其一，技术能力。在

Ｗｅｂ３．０时代，知识付费企业可通过大数据、算

法匹配、个性智能化推荐等技术，构建多元信息

与自由流通的媒介环境，来重构其传播生态。

其二，市场能力。知识付费企业更关注受众的

知识需求，在精准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群体推

出差异化产品，以极大地拓展市场。其三，组织

能力。知识运营平台通过整合内容和社交多方

资源，以及线上频繁的知识交流，推动粉丝圈子

从技术层面的连接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

与价值认同，以形成社交聚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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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渠道是指企业盈利的主要来源与途

径，包括客户、产品、服务等。郭新茹等［６］认为

渠道的竞争有利于扩大受众面，使企业拥有核

心竞争力，从而实现持续盈利。谭天［７］认为，随

着互联网的不断演变，当今媒体的盈利模式已

经从渠道争夺变成终端融合，对场景的开发应

用遂成为融合、转型、盈利的关键。梁志勇等［８］

通过对新闻类ＡＰＰ市场格局的剖析指出，应实

现从内容生产到内容聚合一体化发展，拓宽盈

利渠道，构建持续有效的盈利模式。刘蒙之

等［９］就内容创业的平台支持、资本布局、机构服

务等展开分析，探析内容创业者的广告销售、内

容电商、ＩＰ版权、知识付费四种盈利渠道。综

上可见，目前知识付费的盈利渠道主要有：第

一，内容渠道。通过创意化的内容策划，整合各

类优秀资源，为顾客提供多样化服务，不断利用

内容来获取更多盈利。第二，社交渠道。在人

与人的不断交往中，不断迸发新思想，通过引入

社群经济和创意化广告等不断盈利。第三，场

景渠道。通过话题制造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以

场景化的方式进行呈现，线上线下相结合，从而

创造新的盈利点。

盈利战略是指企业从市场开发和资产联合

转向市场细分和资产利用，最大限度地依靠现

有资源和技能获得收益。喻国明等［１０］认为，未

来知识付费平台的发展关键在于技术升级和服

务改善，应努力造就内容、社交和场景三位一体

的服务模式，通过头部资源引流和扶持尾部资

源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付费内容，以此来带动知

识付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他们还认为，可

以从专业型、跨界型、方法型、个性化等出发，结

合明星、名人的聚集效应和热门事件的轰动效

应来实现盈利。沿袭这个思路，我们可将知识

付费的盈利战略归为三个方面：第一，专业化战

略。企业通过提供精确度高的内容和知识，满

足分众化领域人群的不同需求，从而构建更为

多元化的内容体系。第二，多元化战略。通过

推出低频度使用和跨界度高的知识，增加用户

黏度。第三，生态化战略。该战略瞄准有借鉴

意义的个体体验性的内容，以及个性化量身定

制的知识服务，实现用户消费的全景式、浸入式

知识接触。

从盈利能力、盈利渠道、盈利战略三个维度

可以构建知识付费盈利模式三维理论框架，具

体见图１。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知

识付费盈利模式划分为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

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三

种类型。

图１　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的三维理论框架

１．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

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对应于图 １中的 Ａ

点。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是指聚焦于内容本

身，借助于相关技术，对内容进行专业化展示，

最大化地体现内容的价值，从而实现盈利。从

盈利能力、盈利渠道和盈利战略三个维度出发，

可将内容价值化盈利归结于技术、内容与专业

化三个方面。在技术方面，知识付费企业可借

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平台运营、数据监

控、内容整合、界面优化、实时定位、第三方支付

等技术，实现内容从生产到最终交付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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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知识增值带来盈利。在内容方面，知识付

费企业可借助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

形式，对个性化、具体化与碎片化的内容进行重

新整合。在专业化方面，知识付费企业可按照

发表形式和发表目的对内容进行版块划分，将

同质性、相关性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形成相应的

专业知识版块；在各版块中，又可将知识按照心

理学、法律、医学等具体门类进行专业化区分，

在帮助用户快速获取知识的同时，实现内容的

价值化升级，最终为企业带来盈利。

２．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

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对应于图 １中的 Ｂ

点。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是知识付费企业充分

利用知识网红和知识型ＩＰ的网络效应，积极打

造网络化的社交活动圈，从而实现盈利。从盈

利能力、盈利渠道和盈利战略三个维度出发，可

将社交网络化盈利归结于市场、社交和多元化

三个方面。市场主要是创新和变革当前知识传

播方式，把握输出端，打造友好的用户界面。在

社交方面，根据内容和兴趣的不同，平台通过一

个大型的社交网络圈将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尽可

能多地囊括在内，这个大的社交圈又由一个个

以某个或某些人为中心的小型社交圈相互交叉

构成，只需借助于这些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人员

即能实现盈利。在多元化方面，内容付费、品牌

冠名、精准广告、智能硬件等都是企业积极探索

的盈利点。

３．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

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对应于图 １中的 Ｃ

点。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是指平台积极打造完

善的盈利生态圈，最终通过高场景化的形式来

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从盈利能力、盈利渠道

和盈利战略三个维度出发，可将场景生态化盈

利归结为组织、场景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平台

一般通过四个步骤组织各方资源：创建→信任

感与价值确立→去中心化（社区成员之间关系

网的构建）→社区的自生长。企业将内容和社

交进行合理组合，通过内容场景化和社交场景

化以拓宽盈利渠道，并最终实现整体利润提升。

在生态化方面，将平台中的各个版块有机地连

接在一起，搭建完善的价值创造生态系统，充分

利用知识从生产到盈利过程中各环节的资源，

找出内在联系，将隐性关联显性化处理，不断挖

掘新的利润来源，进而全方位、多角度获得

盈利。

　　二、个案研究———知乎的盈利模式

１．案例简介

知乎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上线。近两年知乎成

长迅猛，目前知乎已有超过１亿注册用户，举办

过超７０００场 Ｌｉｖｅ，讲者时薪过万元，知乎电子

书下载量破５０００万册，人均访问时长１小时，

月累计页面访问量超过１８０亿次。

２．知乎的盈利模式

（１）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

目前，知乎的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主要包

括三个版块，即“专栏”“想法”“付费咨询”。这

三个版块以具体化、多样化的形式对内容进行

展示，从而实现内容价值化盈利。

其一，“专栏”。知乎于２０１３年７月上线测

试其内容创作产品，在２０１６年３月面向全部用

户开放写作。在技术方面，借助于平台开发和

架构技术，知乎的“专栏”按照经济学、科技、心

理学、旅游等进行类别划分。同时，根据浏览、

关注、评论与打赏等指标，在数据处理系统的支

持下对内容进行筛选与推送。在内容方面，知

乎的“专栏”支持文字、图片和视频形式的内容

共享。在专业化方面，知乎的“专栏”前期申请

和后期创作都由专业化团队来运作。目前，

“专栏”的盈利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凭

借“专栏”中的内容获得用户打赏，金额一般为

２～１００元不等，对于部分优质“专栏”，单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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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平均打赏收益在５００～１０００元。二是根据专

栏主题选取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三是筛选优

质内容，通过出版、日报等形式盈利。

其二，“想法”。２０１７年８月，知乎全新的

知识分享模式———“想法”开启内测。新推出

的“想法”能够使用户即时、随意地分享灵感和

观点，极大地丰富了内容创作渠道。在视频、图

片、语音、文字等技术的支撑下，用户可以进行

多样化的内容分享。其“正在讨论”版块的专

业性较强，用户会针对简笔画、练字、滑雪等主

题分享观点，通过参与讨论，用户在获得成就感

的同时还能提升技能。目前，“想法”还未直接

盈利，其主要从两方面为知乎带来间接收益。

一方面，大量碎片化技能知识的共享可以激发

消费者的学习欲望，进而通过电子书、“知乎

ｌｉｖｅ”和“私家课”等方式进行付费学习；另一方

面，通过对平台数据的检测，可以挖掘消费者的

潜在需求，将数据分析成果在相关行业进行销

售，也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进而实时

掌握市场动态，把握市场走向。

其三，“付费咨询”。知乎的付费咨询项

目———“值乎”在 ２０１６年 ４月上线，其口号为

“说点有用的”。在技术上，“值乎”主要依托于

支付技术和数据筛选匹配技术。基于支付技

术，用户可以安全、快速地获得收益；而借助于

数据筛选匹配技术，平台能够快速实现问答匹

配。在内容上，“值乎”主要是以语音的方式来

实现内容共享。在专业划分上，“值乎”包括心

理学、医学、职业规划、法律等 ２０多个专业。

“付费咨询”是目前知乎主要的盈利模式之一，

其盈利形式有三种。其一，直接咨询。用户可

以就某一问题选择答主进行咨询。其二，问题

学习。对于感兴趣的问题，用户可以付费１元

进行学习。其三，合辑学习。知乎将知识按照

类别形成合辑，在用户提问后，系统会自动进行

筛选匹配。

（２）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

目前，知乎的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主要包

括三个版块，即“知乎 ｌｉｖｅ”“圆桌”“私家课”。

这三个版块通过不同的交互模式，将陌生人以

网络化的方式进行连接，发掘社交网络化中潜

在的商业价值，从而通过知识的创造主体实现

盈利。

其一，“知乎ｌｉｖｅ”。２０１６年５月，知乎推出

了实时付费问答产品“知乎 Ｌｉｖｅ”，该产品能够

使问答双方围绕特定话题实时交流。在市场方

面，通过对内容创作模块中的用户数据进行分

析，能够实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进而有针

对性地举办关注度高、利润空间大的 ｌｉｖｅ。在

社交方面，借助于主讲人广泛的社交圈与明星

效应，可以吸引大量知识消费者。在多元化方

面，实时共享的直播模式，课程、专题化的分类

都可使得知识交流和分享变得多元化。２０１６

年，知乎共举办了１４４３场ｌｉｖｅ，参加的７３７位主

讲人平均时薪为１０９８０．１４元，单场知乎ｌｉｖｅ收

入最高为１９万元，单场参与者人数最多为１２

万人。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知乎在“知乎

ｌｉｖｅ”版块中的盈利是巨大的。

其二，“圆桌”。“圆桌”一般由企业或知乎

发起，就一些专题展开讨论。在市场方面，用户

可以围绕热点问题分享自己的看法与经验，而

企业也能够通过讨论对相关市场的发展及其演

变趋势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在社交方面，

知乎通过“圆桌”，可以将同一个领域、具有相

同兴趣的人员或者机构聚集起来，扩大社交圈，

分享专业知识。在多元化方面，知乎积极吸引

宝马中国、京东金融、腾讯体育、奔驰等各类机

构入驻，企业在分享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

利润的增长。知乎“圆桌”在 ２０１７年主办的

“减脂进行时”浏览量达４０００多万次。而依托

大流量，知乎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

创办机构账号，另一方面也能够借助良好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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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吸引企业进行投资与广告投放。此外，知

乎“圆桌”中创造的有关知识，也可以通过付费

的方式申请转载，目前付费转载收入已达４０多

万元。

其三，“私家课”。随着越来越多国内外专

家的入驻与大师们专业、深度内容的分享，知乎

平台在垂直领域的专业影响力也越发扩大。在

市场方面，知乎平台根据市场热点问题进行数

据采集，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邀请相关行业的

专家进行授课。在多元化方面，“私家课”的加

入，使得知乎的盈利方式变得更加多元。与实

时问答的“知乎 ｌｉｖｅ”相比，“私家课”主要采用

预先录制的方式进行私课教授，可以在较长时

间内带来盈利。在社交方面，“私家课”中主讲

者一般为行业领军人物，凭借其较强的影响力

和专业能力，他们能够形成良好的口碑，进而吸

引更多用户购买。截至２０１８年１月，“私家课”

共涉及到了日本茶道、经济学思维、民谣、健康、

设计思维等２６门课程，课程的价格为２９～２４９

元／课时。

（３）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

知乎的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主要包括“广

告”“知乎书店”和“不知道诊所”。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不仅是内容价值化的一种重新认可

和回归，更能通过与新兴知识付费产业的互补，

建立起共生共荣的生态格局。

其一，“广告”。近年来，原生广告成为国

内外广告与传媒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原生

广告将内容与环境高度融合，通过新奇、友好的

宣传形式使消费者、广告主、社交媒体三方实现

了共赢。在组织方面，知乎既积极协调企业内

部运行，又与其他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其

良好的组织协调与分工能力使得知乎不断产生

具有创意的广告。在生态化方面，知乎在产品

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战略布局，从“机构账号”到

“原生广告”，再到如今的“品牌提问”，这一系

列产品背后的商业逻辑一脉相承。在场景方

面，通过对话、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对企业进行

品牌曝光，不断向人们传递企业文化深层的品

牌信息，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用户。目前，

ＤＲ钻戒、凯迪拉克、中国平安等企业在知乎上

通过“品牌提问”“专栏”“知乎 ｌｉｖｅ”等来推广

品牌，而知乎也从中获得了盈利。

其二，“知乎书店”。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２０日，

“知乎书店”正式在知乎 ＡＰＰ上线。在组织方

面，“知乎书店”积极协调“专栏”“想法”“付费

咨询”等多个版块，不断对相关知识进行整合

和再创造，并最终将知识以出版的形式发表。

在生态化方面，“知乎书店”的上线运营，弥补

了知乎社区中文字内容有偿付费获取的缺失。

借助于多形式的内容生产模块，知乎积极打造

一体化的知识生产、处理与销售系统，而“知乎

书店”作为知识销售端口，在拓宽企业盈利渠

道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高额利润。在场景方

面，知乎重新引入电子书阅读场景，连接起平台

内电子书的购买、阅读，再将书中的内容和思想

进行更多维度的延伸讨论和扩散分享，继而产

生新知识和见解的闭环，实现了知识的生产和

再组织。“知乎书店”作为电子书分销平台的

一大优势就是用户流量大。根据艾瑞网的数据

监测系统统计，知乎移动 ＡＰＰ的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活跃设备数达到３９８３万部，其网页端浏览知乎

网站的覆盖用户由２０１７年５月的５９０２万户增

长到１０月的８６５８万户，增势迅猛。知乎推出

的４个电子书品牌满足了用户不同场景的阅读

需求，凭借其优质内容，知乎也获取了出版收

益。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知乎电子书下载量已

突破５０００万册。

其三，“不知道诊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知乎

打造了一间创意体验馆———“不知道诊所”。

在组织方面，知乎将企业内部人员、热门答主、

合作企业等资源进行汇总，圆满地完成了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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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展示。在场景方面，通过模拟真实的诊所

场景，借助于“内科”“口腔诊室科”“心理科”等

六大科室对知识进行了可视化、具体化展示。

在生态化方面，知乎将以往的优质内容与热门

人物通过场景化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在进行品

牌宣传的过程中也对产品和人员进行了推广。

例如，在“内科”诊室的墙壁上，布置着１００本

知乎电子书，而热门答主与用户面对面的交流，

可以为答主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从而增加其

“付费咨询”“知乎 ｌｉｖｅ”“知乎书店”等的消费

量。这种创意活动，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新

用户，从而为知乎的商业化运作带来更多流量；

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知乎的有关产品进行线下推

广。而借助这种活动，知乎也与耐克、时尚芭

莎、一直播等１７家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合作

关系。

３．知乎盈利模式比较分析

知乎盈利模式比较见图２。如图２所示，

知乎在区间１的盈利模式，即内容价值化盈利

模式，主要包括“专栏”“想法”“付费咨询”三部

分。现阶段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主要靠付费咨

询来直接盈利，“专栏”和“想法”的盈利都不明

显。“付费咨询”是知乎最早开发的付费方式，

通过直接的方式对知识进行标价，用户可以选

择性购买，知乎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分成。对于

影响力较大的“专栏”，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号召

力与企业合作从而获得盈利，也可以通过用户

打赏的方式盈利，但是这些盈利都是对于用户

而言的，知乎能够直接盈利的很少。“想法”是

知乎最新推出的一个版块，通过简单、碎片化的

内容分享方式，为知乎带来更多的广告位置，知

乎再通过广告来实现盈利。

知乎在区间２的盈利模式，即社交网络化

盈利模式，主要包括“知乎 ｌｉｖｅ”“圆桌”“私家

课”三个版块。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是知乎的

主要盈利来源。“知乎ｌｉｖｅ”是知乎直接利润较

大的一个版块，其一般的标价都较高，且借助

“专栏”“付费咨询”中积攒的巨大影响力与明

星效应，其购买人员也较多。“圆桌”主要是跟

企业进行合作，围绕某一话题，知乎或企业发起

“圆桌”，而企业通过在知乎所开设的机构账号

也会给知乎提供一些费用。“私家课”一般是

挑选名人来开设，课程价格虽然较低，但因其采

用预录的方式，所以可以持续不断地使用，从而

持续不断地盈利。

图２　知乎各种盈利模式比较图

知乎在区间３的盈利模式，即场景生态化

盈利模式，主要包括“广告”“知乎书店”和“不

知道诊所”。通过机构账号、原生广告、品牌提

问等方式，知乎将广告以较好的方式植入平台，

从而获得盈利。但是这一系列的广告投入和设

计，周期较长，成本较高，而且其设计对于广告

是一种具有很强针对性、具体化的设计，移植性

较差，因而现阶段知乎在广告方面的盈利较少。

借助问答、咨询等生产方式，知乎可以源源不断

地获取知识，通过出版的方式将生产的知识变

现。但是，知乎出版的电子书一般价格较低；同

时，由于知乎的渠道与筛选机制的不同，引进的

电子书种类较少，而且这部分也不是知乎的专

长，因而不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不知道

诊所”最大的目的是通过场景化的方式，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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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及其相关产品进行线下推广，在推广品牌的

同时，帮助电子书、课程等进行线下营销。

从图２的倒Ｕ型利润曲线可以看出，知乎

在区间１和区间３的利润较小，在区间２的利

润较大。在区间１，知乎的利润较小，其发展目

标主要是进行知识生产。在区间２，借助于区

间１产生的大量知识，充分发挥知识生产者的

影响力，以此来带动消费者的购买。在本阶段，

大量的内容和广泛的社交圈，使得定价和销售

量都很可观，因而利润较大。在区间３，主要通

过场景化的服务，来实现平台中多资源的变现。

但是，在本阶段的发展中，企业更加注重对品牌

的塑造，对于相应变现方式，也更加注重质量和

口碑，因而利润相对较少。目前，知乎在内容价

值化盈利模式和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下利润较

小，但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优势明显，未来仍具

有较大的盈利发展空间，应充分利用内容、社交

资源，创建完善的场景生态化系统，发掘更多具

体化的盈利方式，不断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三、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文从盈利能力、盈利渠道和盈利战

略三个维度将知识付费的盈利模式划分为内容

价值化盈利模式、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和场景

生态化盈利模式，并结合知乎对这三种模式进

行了阐释和比较。应该说，每种模式都有适合

自己的应用领域。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强调以

媒体习惯切入，因此在媒体渠道上占有较大的

品牌优势，付费内容是免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

的延伸，包括商业、外语、音乐、亲子、情感、有声

书等类目。社交网络化盈利模式以固定内容产

品为主，用户在课后进行互动，知识付费范围多

集中于知识生产者的专长，不强调知识的全面

覆盖，而强调提供知识的权威性与个人特质，知

识网红的吸附效应使得该模式目前有较大的盈

利空间。场景生态化盈利模式的优势在于特定

内容（文艺、影音、学术、心理、亚文化）部分具

有强体验性和完整生态，且拥有大量对特定内

容感兴趣的忠诚受众和优质的内容生产者，由

于从用户特征切入，因而知识内容与其他平台

具有明显差异。

其次，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知识付费盈利

模式的分类。本文基于盈利能力、盈利渠道和

盈利战略三个维度对知识付费盈利模式进行了

划分，并逐一分析了知乎旗下知识产品的盈利

模式和盈利能力，为解读和预测知识付费这一

共享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做了新的尝试。当然，

面对数量众多的知识付费企业和知识付费活

动，仅仅总结出三种模式无法完全做到互斥性

和穷尽性，而且即使在同一种模式下，具体的盈

利方式也千差万别，如内容价值化盈利模式下

有打造个人ＩＰ的自媒体创作模式（逻辑思维），

还有与线下传统行业结合的二次消费模式（小

密圈）。因此，知识付费企业应顺应分众化市

场，深耕垂直化内容，通过头部资源引流和扶持

尾部资源构建多元化知识付费内容体系，将盈

利来源逐渐聚焦到高质量的内容本身，开创内

容创业新局面。

最后，在总结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知识付费行业进行整体的

梳理和检视。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

初级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

知识碎片化问题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

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内容同质化、复购

意愿低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

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

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经济的发

展。因此，为避免知乎、分答等平台演化成为下

一个微博、贴吧等传统型平台，整个行业应打破

知识产品化局限，抢占面向组织的知识产品风

口，产业链从个人（２Ｃ）知识共享向企业（２Ｂ）

知识吸收转化延伸，同时应将部分业务投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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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以缓解线上平台的知识管理压力，打造适

合更多组织学习的没有围墙的互联网创新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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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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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０

摘要：在构建吸引外资与创新竞争力提升模型的基础上，选取２０１６年河南省１９
个地市的截面数据，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河南省服务业吸引外资与创新竞

争力提升的相关性关系，并以海关特殊监管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开放载体作为工具变量法之工具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河南省服

务业吸引外资与河南省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呈显著正相关；河南省服务业人力资

本对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呈显著负相关；国家级开发区的批准设立，使得河南省

内１９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技术溢出的获
取存在显著的依赖性。为进一步提升河南省服务业创新竞争力，应加大吸引外

资的力度，出台更多有利于吸引外资的举措；大力吸引和培育创新型人才，不断

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各类开放载

体的带动作用，出台更多的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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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对外开放速度逐步

加快。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从

１９９１年的１．４亿美元增至２０００年的５．６亿美

元，利用外资合同金额共计８６亿美元，省内外

资企业共 ６２８６家。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对

外开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２００１年中

国成功加入ＷＴＯ后，河南省对外开放工作逐步

与国际标准接轨。２００３年，《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若干

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开放作为加快推动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同年１１月，河

南省商务厅正式挂牌成立；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商

务厅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对外开放重点县

（市）发展的意见》；２００６年，《河南省加快实施

开放带动主体战略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要不

断提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

２００９年，河南Ｂ型保税物流中心获国家批准成

立；２０１０年，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家批

准，成为中部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这一阶段，

河南省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

河南省还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开展对外直

接投资和工程承包，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从５６４０万美元增加至７．０７亿

美元。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河南省对外开放进入飞

速提升阶段，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全国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郑州至新郑机场城

际铁路、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等相继建成。

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从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０．８亿美

元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９．９亿美元，其中，服务业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行业的比重增至 ４５％。

２０１７年，郑州地铁一号线延长线、郑州市城郊

铁路一期建成通车试运行，郑州航空港综合实

验区绿地双塔项目在双鹤湖中央公园项目郑州

现场举行开工仪式，依托交通干线与沿线城镇，

逐步构建起“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的城镇布

局结构。这些表明河南省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

逐步加快，双向投资稳步推进，并日渐成为新一

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随着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河南省服务

业未来面对的国际国内竞争必将进一步加剧，

如何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提升服务业创

新竞争力已成为河南省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鉴于

此，本文拟在研究服务业吸引外资与创新竞争

力关系的基础上，考察河南省不同地市的影响

差异，并结合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开放载体对吸

引外资的推动影响，进一步提出在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下服务业扩大开放与创新竞争力提升的

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１．关于吸引外资的研究

Ｅ．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等［１］基于过去２０年来西方

发达国家向６９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数据指出，ＦＤＩ是技术转让的重要手段，

对国内投资的增长贡献相对较大。李韶辉［２］指

出，目前“引进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保持着稳定增长的状态，但是我国仍要引进外

资以增强经济实力。杨川梅［３］认为，目前我国

的人口红利不断下降，外商投资不再只是看中

低成本的劳动力，更多的是认可我国的发展潜

力与高技能人才。白敏［４］认为，“一带一路”倡

议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河南

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为河南服务业、物流

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优势，具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

以上观点均认为河南省服务业未来发展趋

势呈积极向上的状态，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

有不同的看法。白敏［４］指出，郑州航空港区物

流金融业因基础设施不完善、国家政策支持力

度不够、创新能力较弱而发展缓慢。王自芳［５］

指出，河南服务业的发展存在总体所占比重较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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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构不完善、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２．关于ＦＤＩ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自主创新

发展的研究

Ａ．Ｓｈｉｒｅｅｎ［６］指出，ＦＤＩ对技术追随国家的

国内创新和生产力具有积极影响。Ｋ．Ｙ．

Ｃｈｅｕｎｇ等［７］认为，ＦＤＩ可以通过逆向工程、熟练

劳动力转换、示范效应和供应商—客户关系等

溢出渠道，使东道国的创新活动受益。

ＦＤＩ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而引进发达国家

的 ＦＤＩ，消化吸收释放外溢效应，被认为是快速

提升中国技术实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

路径。李宏兵等［８］认为，双向投资产生的技术

溢出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而且

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双向投资的强

度与创新竞争力之间呈正相关。而刘路等［９］基

于交互效应的视角分析，得出双向投资对服务

业发展具有微弱的负面效应的结论。肖雨

舟［１０］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引发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进行了研究，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Ｒ＆Ｄ

（研究与发展）强度与知识产权保护这几个方

面计算相应的门槛水平，得出经济发展、人力资

本与 Ｒ＆Ｄ强度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梁文

化［１１］通过研究得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增强

创新竞争力时，其吸收能力具有门槛效应，而且

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竞

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目前逆向溢出效应只有

在上海、北京、深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才呈

现出积极效应。

３．关于服务业吸引外资促进创新发展的

研究

随着服务全球化的加强，外商投资成为中

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Ｍ．Ａ．Ｂｏｅｒ

ｍａｎｓ［１２］认为，ＦＤＩ和国际外包对各种创新成果

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出口增

加了研发费用，并提高了公司获得国际专利的

可能性；ＦＤＩ增加了国内和国际专利的数量；国

际外包是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关键驱动因

素。王小鲁等［１３－１４］指出，创新已成为决定中国

经济可持续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专利则

是反映一国宏观和微观层面创新活动的一个重

要指标，专利增长对一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及

其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张春培［１５］认为，

在国际航空港、郑欧班列和跨境电商这几个商

贸战略的带动下，郑州将把自己打造成为“国

际商都”，其经济贸易将会变得更加开放。耿

明斋［１６］主张大力推进实验区与自贸区两大国

家战略的复合融合和无缝对接，坚持对接战略、

突出特色、强化优势、以点带面、跨越发展，瞄准

世界一流水平，着力构建具有中原特色的中部

枢纽型、内陆自由港型、产业外向型、科技创新

型、增长极带动型自贸区和实验区。

总之，国内外关于ＦＤＩ的研究硕果累累，从

理论上讲，吸引外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

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企业创

新竞争力提升时，我们必须纳入外商投资的考

量。然而，相比前期研究仅仅探讨扩大外商投

资是否影响制造业创新竞争力这一问题，我们

更为关注的是：扩大外商投资是否影响服务业

的创新竞争力？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服务业

的创新竞争力？目前的投资政策又是通过何种

渠道影响服务业创新竞争力的？引进外资作为

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和提升自身创新的重要渠

道，如何充分发挥外商投资的创新效应，是我们

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理论模型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以创新推动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

共识。《中国创新发展报告（２０１６）》的数据显

示，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为我国科技创新的起步阶

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为加速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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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步发展阶段，通过这３个阶段２０多年的发

展，我国已经形成各维度创新能力协调共进的

发展局面。从理论上讲，吸引外资通过技术溢

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

影响，引进外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

创新主要通过４个路径，即示范—模仿效应、竞

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关联效应。

Ｗ．Ｋｅｌｌｅｒ［１７］认为，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主要

有进出口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人口迁移与信息

交流等，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国际技术溢出效

应进行实证分析的则首推Ｃｏｅ和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８］，他

们首次考察了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外研

发溢出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同

时考虑国内和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情况下，建立

了如下模型（以下简称ＣＨ模型）：

ｌｎＴＦＰｉ＝αｉ＋λ１ｌｎＳ
ｄ
ｉ＋λ２ｌｎＳ

ｆ
ｉ＋ξｉ ①

　　其中，ＴＦＰｉ表示ｉ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用来

代表该国的技术水平，Ｓｄｉ和Ｓ
ｆ
ｉ分别表示国内外

Ｒ＆Ｄ资本存量，该模型的关键是如何确定从国

外获取的Ｒ＆Ｄ资本存量。但是由于 ＣＨ模型

仅考虑了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Ｒ＆Ｄ溢出，

并且在测算国外 Ｒ＆Ｄ资本存量时存在不能反

映溢出强度等缺陷，因此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和Ｐｏｔｔｅｌｓ

ｂｅｒｇｈｅ［１９］对ＣＨ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建立了如

下测算国外 Ｒ＆Ｄ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以下

简称ＬＰ模型）：

ｌｎＴＦＰｉ＋αｉ＋λｉｌｎＳ
ｄ
ｉ＋λ２ｌｎＳ

ｆ
ｉ＋λ３ｌｎＳ

ｚ
ｉ＋ξｉ②

　　其中，Ｓｚｉ表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

的国外Ｒ＆Ｄ资本存量。

ＣＨ模型和ＬＰ模型为分析国际技术外溢

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思路和框架体系，后来

的学者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对这两种模型进行

了不断的拓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在

借鉴ＣＨ模型和 ＬＰ模型的基础上，选取代表

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的专利授权量作为被解释

变量，同时将河南省省内Ｒ＆Ｄ资本存量和通过

引进外资渠道获取的境外 Ｒ＆Ｄ资本存量纳入

模型，并将 ＦＤＩ存量作为核心考察变量，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河南省１９个地市的城市面板数

据，实证检验ＦＤＩ技术溢出渠道对河南省服务

业创新竞争力的影响。另外，考虑到对变量取

对数并不改变模型的性质，并且可以有效降低

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影

响，因此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ｌｎＴＥＣｉｔ＝α０＋λ１ｌｎＦＤＩ＋μｉ＋ξｉｔ ③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ＴＥＣｉｃ为第 ｉ个地区 ｔ年

的创新竞争力衡量指标。随着国家知识产权相

关法规的不断完善，专利授权量已成为衡量创

新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故本文以河南省１９个地

区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专利数作为创新竞争力

ＴＥＣｉｔ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历年的《河南省统

计年鉴》），ｌｎＦＤＩ用河南省各地区服务业外商

投资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μｉ表示个体效应，

ξｉｔ为随机干扰项，λｉ为待估参数，表示各地区引

进外资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影响创新竞争力的

弹性系数。

　　三、实证分析

１．因果效应分析

在研究河南省服务业吸引外资是否对创新

竞争力有正向显著影响的因果效应分析方面，

本文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计算

模型如式④所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

系数矩阵见图１、图２、表１和表２，其中，图２中

１—１９数字分别代表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

平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

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

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济源市、省直

管县。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ｔ＝α０＋β１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３ｌｎＧＤＰｉｔ＋

β４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ｉｔ＋β５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ξｉｔ ④
由图１可知，扩大服务业的引进外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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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省创新竞争力的提升正相关；由表２可

知，河南省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河南省创新竞争

力的提升显著正相关。

利用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软件进行初步回归，通过

对控制变量（河南省服务业增加值ｌｎＧＤＰ、河南

省服务业就业人数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河南省服务业固

定资产投资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的选取，来判断核心

解释变量河南省服务业引进外资ｌｎＦＤＩ对创新竞

图１　河南省各地市引进外资与本地市创新

竞争力提升之关系的散点图

图２　河南省各地市引进外资与本地市创新

竞争力提升之关系的均值图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９ －３．６６７１９５１．１５７６９８ －５．０８４０４６ －１．２０２７３７
ｌｎＦＤＩ １９ －３．１５１３６４０．６３０７２７３ －３．９２３１５５ －１．４３８２８６
ｌｎＧＤＰ １９ －３．２０６８１８０．７２９９９３１ －４．６９１２２１ －１．４６６８７９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１９ －３．０４７０３３０．７４１８１２９ －４．９７３０４２ －１．９７７８９９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９ －３．１４６３４０．６７８２８８９ －４．２９２７８９ －１．２６８０５８

争力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的影响，结果见表 ３。由表 ３可

知，扩大外资的引入对河南省创新竞争力的提

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ＯＬＳ结果可能由

于内生性问题而产生不一致的估计结果，因此，

接下来重点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２．内生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免由于遗漏

变量等问题导致回归结果的不稳定，本部分将

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外资企

业多集中于自由贸易区、综合保税区等特殊海

关监管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发区内，并且这

些开发区的批准设立与区内出台的开放政策对

表２　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矩阵表

变量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ＦＤＩ ０．７８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ｌｎＧＤＰ ０．７４５７ ０．５４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８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４４３７ ０．２５８７ ０．８８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１ ０．２８５０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０．６９３１ ０．５８１６ ０．９５０４ ０．８０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表３　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矩阵表

变量
（１）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ＦＤＩ １．４３９ ０．９８５ ０．６０９ ０．６７６

（０．１７９）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３） （０．２３３）

ｌｎＧＤＰ ０．７１５ １．７７６ ２．７１６

（０．１８６） （０．３８２） （０．７２４）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９８５ －１．０５６

（０．３２２） （０．３１５）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０２７

（０．６８５）

＿ｃｏｎｓ ０．８６９ １．７２９ ０．９５０ ０．７２４

（０．６２１） （０．７０９） （０．８０７） （０．６８５）

Ｎ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６１４ ０．７５７ ０．８１６ ０．８４９

　　注：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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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引进来”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具有明显的政策推动作用，因此，本文将利用开

放载体这个变量来作为河南省服务业引进外资

的工具变量，其包含３个虚拟变量，分别为海关

特殊监管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出台的《２０１８年版中

国开发区目录》，找出河南省内 １９个地市在

２０１６年已经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个数、海关特殊监管区个数、经济技术开发区

个数。

河南省服务业引进外资与开放载体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知，海关特殊监

管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准设立对外资的引

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开放载体这一变

量作为核心变量ＦＤＩ的工具变量是适当的。经

过内生性处理后的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知，

扩大服务业引进外资对河南省创新竞争力的提

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构建引进外资与创新竞争力提升模

型的基础上，选取发明专利 Ｐａｔｅｎｔ作为被解释

变量创新竞争力的代理变量，引进外资 ＦＤＩ作

为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人力资

本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作为控

表４　河南省服务业引进外资与开放载体的

相关性分析表

吸引外资 Ｃｏｅｆ．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ｄ．Ｅｒｒ． ｔ
海关特殊监管区 ０．５５３ ０．２３９ ２．３１
高新技术开发区 ０．２２５ ０．２８８ ０．７８
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５３６ ０．２０７ ２．５８

常数项 －３．５７５ ０．１５６ －２２．８
吸引外资 Ｐ＞ｔ ［９５％Ｃｏｎｆ．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海关特殊监管区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１．０６２
高新技术开发区 ０．４４７ ０．３８９ ０．８３９
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４ ０．９７７６

常数项 ０．０００ ３．９０８ －３．２４２

　　注：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制变量，海关特殊监管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工具变量，对各解释变

量是否提升创新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

结论。

其一，河南省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河南省创

新竞争力的提升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河南省服

务业引进外资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对河南省创

新竞争力的提升为接近０．７５个百分点。因此，

政府应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出台更多有利于

吸引外资的举措，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河南

省创新竞争力的提升。

其二，河南省服务业人力资本对创新竞争

力的提升呈显著负相关。由于河南省服务业的

就业人口多以低技能劳动者为主，本科以上从

业人员占比较低，因此要想提高河南省创新竞

争力，必须大力吸引和培育创新型人才，不断提

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

其三，国家级开发区的批准设立，使得河南

省内１９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水平

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技术溢出的获取存在显著

的依赖性，因此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

用各类开放载体的带动作用，尤其是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带动影响，让更多

表５　加入工具变量后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矩阵表

变量
（１）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ＦＤＩ １．２７１ ０．６８９ ０．７５６

（０．４０４） （０．５１６） （０．４３８）
ｌｎＧＤＰ ０．５７９ １．６７７ ２．６３８

（０．２１２） （０．６７１） （０．６４２）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 －０．９１６ －０．９９０

（０．５４６） （０．４５８）
ｌ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０４９

（０．５２８）
＿ｃｏｎｓ ２．１９６ １．０９１ ０．８５８

（１．０３８） （１．２３３） （０．９０６）
Ｎ １９ １９ １９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７０７ ０．７７８ ０．８０４

　　注：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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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市积极参与到国家级综合保税区、自由贸

易区、自由贸易港的申报建设中去，发挥河南省

郑州航空港的辐射能力，出台更多的投资便利

化和贸易自由化举措，以进一步提升河南省服

务业的创新竞争力。

本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搭建“空、陆、

网”３条新丝路，推动郑欧班列进一步发展，在

服务业扩大开放方面，应进一步出台开放的市

场准入措施。例如金融行业，已宣布缓解限制

银行的外国股票、证券、保险行业的主要措施要

确保落地，加快保险行业开放的步伐，以减少外

国金融机构设立的阻碍。鉴于河南省新能源汽

车发展较为迅速，建议应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

汽车行业的限制比例，争取大型跨国汽车企业

入驻，以带动上下游配套服务业的发展，快速形

成配套产业链，提升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

其二，继续坚持走开放的自主创新之路，使

省内Ｒ＆Ｄ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技术进步

的重要资金来源。应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利

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本，不断增强Ｒ＆Ｄ投

入力度和效率，扩大资本流入的规模并合理配

置Ｒ＆Ｄ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河南省技

术水平得以持续提升。政府部门还应转变观

念，在保证适度引资状况的条件下，利用电子商

务平台，引进高质量资产，制定相应的ＦＤＩ税收

优惠政策，增强主动性，避免盲目性。

其三，明确部门管理职责，建立完善的监管

机制。应科学、合理地配置跨境服务投资监管部

门的职责，明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跨境服务

投资开放与事中事后监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完善本行业跨境服务投资管理

措施，建立风险防控机制，防范产业、数据、资金、

人员等方面的风险；外汇、税务、出入境、通信、海

关等部门应配合事中事后监管的具体实施；应发

挥河南省服务业投资发展联席会议功能，建立跨

部门联动制度，提升协同监管水平。

其四，应全面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大力

争创自由贸易港［２０］，提升海关特殊监管区功

能，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建设一个开放合作大

平台，在自由贸易港内建立国内外市场要素资

源配置中心，结合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合作互惠互利，促进技术、贸易、文

化等方面的相互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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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郑州市农村居民
食物消费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ｏｏ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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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宏，秦帅
ＣＡＯＺｈｉｈｏｎｇ，ＱＩＮＳｈｕａｉ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郑州市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城市之一，近年来城镇化水平快速

提高，郊县农村人口在郑州市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分析这些农村居民食物

消费的演变与成因，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食物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整体处于下降趋
势，至２０１６年降至２７３．５９ｋｇ，年均下降率为１．４０％；植物性食物为其日常消费
的主要食物类型，平均占比高达９０．３５％，但动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呈现明显的
较快增长趋势，年均增长７．２２％，而植物性食物年均下降１９８％；居民恩格尔
系数对食物消费演变的影响最大，两者间的强相关系数为０．９５，其次为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两者间的强相关系数为０．９４。建议推动郑州市农村土地流转，使
耕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通过大面积的耕种以及农业高科技的使用，提高土地

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以保证居民的食物安全；利用比较优势，在区域

内部选择合适位置建立食品加工企业或畜禽养殖企业，解决区域内动物性食物

的供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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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消费是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

质疑后，我国居民的粮食安全问题就受到了世

界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但国内学者由于受狭

义上的“粮食安全”概念的影响，其研究大多集

中在传统粮食作物（谷物类、薯类和豆类）的供

需上［１］，鲜有学者对粮食以外的其他食物类型

的消费状况给予关注。实际上，随着居民收入

的不断增加，我国居民人均直接粮食（口粮）的

消费量近年来不断下降，而肉类、瓜果类、蔬菜

类等食物的消费量不断增加［２］。因此未来我国

居民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粮

食作物的供给，还要涉及粮食以外其他食物类

型的供给，尤其是动物性食物的供给。在此背

景下，有必要对居民食物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未来的农业生产与

居民的食物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郑州市作为

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迅速，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其在食物

方面的支出也逐渐增多。近年来郑州市农村居

民食物消费结构处于不断演变之中，通过对其

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为郑州市农

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农业相关政

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居民食物消费的演变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了诸多研究。例如，郑志浩等［３］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全国 ３１个城镇居民的调查数

据，运用两阶段 ＱＵＡＩＤＳＱＵＡＩＤＳ模型，研究了

居民收入增长对其食物消费模式转变的影响，

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动物性食物支出比

重会不断上升；李幸等［４］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

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的现状与原因，并针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建议；高帅等［５］利用省际

面板数据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的

现状与成因；尹风雨等［６］基于全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研究了城镇化快速发展对乡村居民

食物消费的影响，认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乡村居民的口粮消费量在不断减少，而总体食

物消费量则变化不大。就国外而言，Ｄ．Ｖａｎｈａｍ

等［７］、Ｂ．Ｎｏｔａｒｎｉｃｏｌａ等［８］和 Ｕ．Ｅｂｅｒｌｅ等［９］以北

欧诸国和欧洲内陆地区居民食物消费为研究对

象，发现北欧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利于

水资源节约，欧洲内陆地区居民肉类和奶制品

的消费是影响环境的主要食物种类，德国居民

每人每年食物消费产生２．７吨温室气体。以上

学者大多基于单一视角对居民的食物消费状况

进行分析，而对居民食物消费的综合影响因素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拟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郑州市农村

居民的食物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以期为农村居民膳食结构优化调整、减缓农业

资源生产压力和农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

１．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主要用来分析系统中参考数

列与比较数列之间的密切程度，进而分析引起

系统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具有实用性强、计

算量小的特点；同时对样本的数量和规律不做

硬性要求，以避免量化与定量分析结果不符合

的情况。利用该方法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关

系，可以通过对关联性数量关系的转化，把事物

之间的隐性关系转化成显性关系，以准确地把

握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其计算步骤

如下［１０］。

（１）确定分析数列：本文设参考数列 Ｙｎ为

居民食物消费总量；比较数列Ｘｎ为居民食物消

费总量的各影响因子，其中，Ｘ１为大学人口比

重，Ｘ２为家庭规模，Ｘ３为城镇化水平，Ｘ４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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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恩格尔系数，Ｘ５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０）、Ｘ６为低保人数，Ｘ７为人均

可支配收入。

（２）无量纲化：为消除变量的差异，以保证

分析的精确性，需要对各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常用的方法有均值法和初值法，两种方法所

得到的结果一致，此处采用初值法。

（３）关联系数计算：

ξｉ（ｋ）＝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Δｉ（ｋ）＋ρ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ｉ（ｋ）

Δｉ（ｋ）＋ρ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ｉ（ｋ）

其中，ξ（ｋ）、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Δｉ（ｋ）和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ｉ（ｋ）

分别为关联系数、两级最小差和两级最大差，ρ
为分辨系数，ρ［０，１］，通常取值为０．５。

（４）关联度计算：计算关联度的主要目的

是用来分辨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密切程度，

以区分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其计算公式

如下：

ｒｉ＝
１
ｎ∑

ｎ

ｋ＝１
ξｉ（ｋ），ｋ＝１，２，…，ｎ

　　其中，ｎ＝１０，关联度判别标准为弱相关

（０～０．３５）、中相关（０．３５～０．７０）、强相关

（０．７０～１．００）［１１］。

２．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郑州统计年鉴》和《郑州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不同

类型食物所含营养元素的差异及其在生产过程

中是否经过二次加工，把郑州市农村居民日常

消费的食物类型划分为动物性食物（猪牛羊

肉、禽肉、水产品、蛋类和奶类）和植物性食物

（粮食、蔬菜、植物油、水果和酒饮类）。郑州市

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状况见表１。

　　三、结果和分析

１．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
（１）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量的整体变化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

民食物消费量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由２００７年
的人均３１７．９７ｋｇ降至２０１６年的人均２７３．５９
ｋｇ，年均下降１．４０％。人均植物性食物消费量
整体上也在不断下降，由２００７年的人均２９７８０
ｋｇ降至 ２０１６年的人均 ２３８．８５ｋｇ，年均下降
１９８％。植物性食物消费量虽总体上在不断下
降，但２０１６年的人均消费量仍是同时期人均动
物性食物消费量的６．８８倍，这说明植物性食物
目前仍是郑州市农村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食物

类型。随着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动物

性食物消费量会不断增加［１２］。作为国家中部

崛起战略的重要城市之一，郑州市经济社会发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 ／ｋｇ

类别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植
物
性
食
物

粮食 １７６．３２ 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６８ １７２．２８ １４５．４２ １５４．７２ １２２．０５ ９９．９６ １０４．０３ １０７．１７
蔬菜 ９７．０８ ８６．８４ ８７．５０ ８９．１０ ７８．８５ ８２．３１ ７３．３４ ８３．８６ ７２．８４ ７０．５２
植物油 ５．３４ ６．３９ ６．７７ ８．３４ ８．０５ ９．０２ ８．５９ ８．１１ ９．３０ ７．５６
水果 １３．９３ １４．８０ １５．１３ １６．０５ １８．６７ ２０．３７ ３７．５８ ３８．９２ ４１．６９ ４７．５０
酒饮类 ５．１３ ４．０５ ４．０８ ４．６４ ４．７７ ５．１７ ４．８７ ３．７５ ４．４９ ６．１０
小计 ２９７．８０ ２７５．４９ ２７６．１６ ２９０．４１ ２５５．７６ ２７１．５９ ２４６．４３ ２３４．６ ２３２．３５２３８．８５

动
物
性
食
物

猪牛羊肉 ６．９３ ６．８０ ８．４２ ９．３７ ８．６６ ８．９２ ９．７７ ９．７３ １１．６８ １１．５９
禽肉 ０．８１ ０．８８ １．３５ １．１４ １．４８ １．４２ １．７２ ２．００ ２．４７ ２．４５
水产品 １．０６ １．０３ １．１０ １．２６ １．２０ １．２２ １．８８ １．８２ ２．３５ ２．３５
蛋类 ７．４４ ８．１４ ８．３３ ８．６１ ７．６５ ８．１９ ８．５７ ７．９４ ９．７６ ９．４３
奶类 ３．９３ ５．４５ ５．２１ ７．３２ ６．８７ ７．５０ ７．０４ ８．８７ ８．１１ ８．９２
小计 ２０．１７ ２２．３０ ２４．４１ ２７．７０ ２５．８６ ２７．２５ ２８．９８ ３０．３６ ３４．３７ ３４．７４

合计 ３１７．９７ ２９７．７９ ３００．５７ ３１８．１１ ２８１．６２ ２９８．８４ ２７５．４１ ２６４．９６ ２６６．７２ ２７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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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提高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郑州

市农村居民人均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快速增加，

由２００７年的人均２０．１７ｋｇ增至２０１６年的人均

３４．７４ｋｇ，年均增长７．２２％。据相关部门研究，

至２０３０年，我国居民人均肉类食物消费量将达

到６８．６０ｋｇ［１３］，而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民的

人均肉类食物消费量仅为１６３９ｋｇ，因此在未

来几年其消费量持续增长的态势将很难改变。

研究发现，生产动物性食物所需耕地资源是植

物性食物的数倍［１４］。因此，随着郑州市农村居

民人均动物性食物消费量的增加，必将需要更

多的耕地资源生产动物性食物，同时经济的发

展也需要大量的耕地，如何在有限的耕地资源

条件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居民食物安全之间

的关系，是郑州市未来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２）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演变

随着郑州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农村居民

食物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由表１可知，植

物性食物是郑州市农村居民主要的食物消费类

型，其人均消费量平均占比高达９０．３５％，动物

性食物平均占比则较少，仅为９．６５％，但动物

性食物人均消费量增速明显高于植物性食物；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民动物性食物人

均消费量增长７２．２４％，而植物性食物人均消

费量则下降１９．８０％。从内部各食物类型的平

均占比来看，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平均占比为

４８２２％，几乎为总消费量的１／２，其他依次为

蔬菜和水果，平均占比分别为 ２８３７％和

９４２％，其余各类食物的平均占比均不足

５００％；从各食物的人均消费量来看，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年，居民人均粮食和消费量分别减少

３９２２％和２７．３６％，其余食物人均消费量则呈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居民人均水果消费量

增长最快，１０年间增加２．４１倍，其次为禽肉，

增加２０２倍，奶类、水产品、猪牛羊肉、植物油、

蛋类、和酒饮类食物分别增加 １．２７倍、１．２２

倍、０．６７倍、０．４２倍、０．２７倍和０．１９倍。这说

明虽然居民仍以植物性食物消费为主，但其膳

食结构中高营养、高蛋白和高能量类的食物消

费量正在不断增加，其食物消费结构正逐渐向

多样化和营养均衡化的方向演变。

２．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变的影响

因素

居民食物消费模式、消费量会受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综合前人研

究成果［３－６］，本文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

村居民大学生人口比重（大专及以上）、家庭规

模、城镇化水平、居民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以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０）、低保人数和人均可

支配收入等相关因子，利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各

影响因子与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量的关联

性，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食物

消费量影响因素灰色关联表

驱动因素 关联度 排序 关联程度

大学人口比重Ｘ１ ０．６１ ７ 中相关

家庭规模Ｘ２ ０．９３ ３ 强相关

城镇化水平Ｘ３ ０．８９ ４ 强相关

居民恩格尔系数Ｘ４ ０．９５ １ 强相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Ｘ５ ０．９４ ２ 强相关

低保人数Ｘ６ ０．８６ ５ 强相关

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７ ０．６３ ６ 中相关

由表２可知，居民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家庭规模、城镇化水平和低保人数与郑

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量之间呈强相关关系；

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学生人口比重与其食物消

费量之间呈中相关关系。各因素对郑州市农村

居民食物消费变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

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高低是衡量居民生活水

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划分标准如下：绝对贫困

（６０％以上）、温饱（５０～５９％）、小康（４０～

４９％）、富裕（２０～３９％）、绝对富裕（２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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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郑州市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２００７年

的３２．９０％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５０％，整体处于

不断下降趋势，按上述划分标准，郑州市农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富裕的程度。此时其食物

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且消费过

程中不再仅仅关注食物的“饱腹”功能，而是追

求其营养价值。动物性食物中富含多种营养元

素，能满足人体生长对营养的需求，因此在居民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消费；

植物性食物由于在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时被持续

消费，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其需求在不断降

低，而价格相对昂贵的动物性食物的需求量在

逐步提高。

（２）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城镇化水平提高

９７０％，作为河南省非农经济集聚中心，郑州市

城镇化水平在快速提高的同时，居民动物性食

物的消费量在不断增加，而多数动物性食物的

生产都需要以植物性食物的转化为基础。

（３）大学生人口比重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影响

大学生人口比重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

居民食物消费演变的中相关因子，其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６１和０．６３，虽然居民素质的提高会

增加对膳食营养方面的关注，但目前郑州市农

村居民中，大学生的人口比重相对较低，２０１６

年仅为１０．６０％，远低于中国一线城市的比例。

因此，居民素质的提升对食物消费演变的影响

在郑州市目前尚未有明显的效应；郑州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在不断提高，年均增

速１７．９４％，但随着住房压力增加、物价水平提

高，居民在食物消费的过程中对价格相对昂贵

的动物性食物的购买会受到冲击，这对其膳食

结构的完善将产生阻碍作用。

此外，从表２可知，家庭规模和低保人数与

郑州市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强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３和０．８６。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实施与医

疗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规模将不断扩大，

进而会推动其食物消费量不断增加。同时，伴

随着近几年国家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的实

施，郑州市农村居民的低保人数在不断降低，年

均下降２．８６％，其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使其

对食物消费有了更多选择，由以往的重在追求

解决温饱，逐渐转向营养均衡。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分析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村居民

食物消费的演变趋势，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就整体而言，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郑州市农

村居民食物消费量处于下降趋势，由２００７年的

人均３１７．９７ｋｇ降至２０１６年的人均２７３．５９ｋｇ，

年均下降１．４０％，其中人均植物性食物消费量

年均下降１．９８％，而人均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则

年均增长７．２２％。

（２）就结构而言，植物性食物作为郑州市

农村居民主要的食物消费类型，其人均消费量

平均占比高达９０．３５％，动物性食物平均占比

则较少，仅为９．６５％。但动物性食物人均消费

量增速明显高于植物性食物，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动物性食物增长７２．２４％，而植物性食物下降

１９．８０％。

（３）就影响因素而言，郑州市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的变化对其食物消费的演变影响最

大，两者间的强相关系数为０．９５；其次为消费

价格指数，两者间的强相关系数为０．９４。家庭

规模、城镇化水平、低保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大学生人口比重与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食物

消费量的关联系数分别为 ０．９３，０．８９，０．８６，

０６３和０６１。

随着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种类的演变，为保

证其食物安全，郑州市应在我国土地产权制度

逐步完善的前提下，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使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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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通过大面积的耕种以及农

业高科技的使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农

业生产效率，以保证居民的食物安全。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所推荐

的人均食物摄入标准，我国居民谷物类食物人

均每年食用量应为９１．２５～１４６．００ｋｇ；鱼肉、禽

肉、蛋类和猪牛羊肉食物每人每年应为４３．８０

～７３．００ｋｇ；鲜奶类应为１０９．５０ｋｇ。将２０１６年

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与上述标准对

比后，发现：除谷物类食物人均年消费量符合所

推荐的食用标准外，其余各类食物消费均不及

所推荐量的最低值，其中奶类消费差距最大，尚

不及推荐量的１／１０，鱼肉、禽肉、蛋类和瘦肉类

食物消费量与最低推荐标准相差１７．９８ｋｇ。这

说明郑州市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虽在不断

演变，但与国家所推荐的健康饮食标准还存在

较大的差距，其膳食结构还需进一步完善，以确

保摄入的食物更有利于维持人体的健康。

随着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动物

性食物的消费量急剧增加［１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郑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年均增

长７．２２％，远高于全省３．０５％的年均增长率。

在需求增长如此迅速的状态下，会逐渐形成卖

方市场，从而刺激供给侧改革，届时将会有大量

企业进入该市场进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在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郑州市可利用比

较优势，在区域内部选择合适位置建立食品加

工企业或畜禽养殖企业，在解决区域内动物性

食物的供需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增加当地农村

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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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以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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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模型

刘小晴，杨林娟
ＬＩ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ｎｊｕａｎ

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普惠金融可增加农户对金融服务的接触面，推动农

民增产增收。基于甘肃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１４个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
应变系数模型，就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民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显著的增长趋势，农村

普惠金融的发展已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虽

具有增收效应，但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增收影响区别较大，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

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多集中在金融资源丰富、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建议

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区域间实行差异化政策措施，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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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金融是２００５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

贷年会上提出的概念，即全面、有效地为农民、

低收入群体等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一种

新兴金融体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

普惠金融、重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使金融机

构的存款流向“三农”以促进农民增收。基于

目前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普惠金融的重点要

放在乡村，加快金融资源流向乡村与贫困地区，

从而实现减贫和农民增收。我国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主要集中在西部欠

发达地区，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之一，贫

困程度深，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

所以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普惠金融，对甘肃

省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近几年，甘肃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并于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印发了《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８）》，为实现甘肃省农民增收提

供了可能。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构建面板数据

模型，研究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

收的影响，以期为推动甘肃省农村经济全面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综述

早在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基于发展中国家的金

融发展情况，美国经济学家Ｒ．Ｉ．麦金农和爱德

华·肖就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１－２］，

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普惠金融

的发展经历了小额信贷阶段、微型金融阶段和

普惠金融阶段，受益群众涉及广大弱势群体，尤

其是农民这一群体。关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

农民增收的影响，国外学者研究较少，主要研究

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Ｊ．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了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

关系，并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金融发展［３］。

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虽

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对农村普惠金融与农

民增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大多采用定

量方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马九杰［４］认为推

动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在缓解金融排斥的同时

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推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

革的稳步推进，田杰等［５］使用我国１８６７个市县

的面版数据，通过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影

响效应的结论；徐敏等［６］运用固定影响变异系

数模型，研究新疆８２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对

农户收入的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南疆地区比北

疆地区的增收效应显著，部分经济水平较高地

区出现负效应；杜强等［７］使用我国３１个省市的

面板数据，研究得出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Ｕ型关系：从区域

分布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出现抑制效应，而对中

西部地区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范香梅等［８］、吕

勇斌等［９］、温涛等［１０］分别运用ＶＡＲ模型、空间

计量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地区和居民收入的

影响，指出通过改善普惠金融水平，可有效缓解

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

之间关系的研究居多，但大多学者是基于宏观

视角，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进行分析，较

少有学者分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

增收效应，对具体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有针对性

的启示性建议也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甘肃省 １４个市（州）的面板数

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甘肃省农村普惠金

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

　　二、研究方法

１．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甘肃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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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相关数据涉

及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本文选取面板

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包含时间、截面、变量

三个维度的信息，模型设定的一般方程为：

Ｙｉｔ＝αｉｔ＋βｉｔ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①

　　其中，Ｙｉｔ是被解释变量，Ｘｉｔ是解释变量，μ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αｉｔ、βｉｔ均是待估计参数，用来测

度个体和时间之间的不同影响效应，分为个体

效应和时间效应。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混合模型、变截距模

型、变系数模型三种，具体表示为：

（１）混合模型：方程中截距项和斜率项都

是相同的，则

Ｙｉｔ＝α＋β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②

　　（２）变截距模型：方程中斜率项相同而截

距项不同，则

Ｙｉｔ＝αｉｔ＋β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③

　　（３）变系数模型：方程中截距项和斜率项

都不相同，则

Ｙｉｔ＝αｉｔ＋βｉｔＸ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④

　　２．模型构建

本文综合相关研究成果［１１－１２］，将农民收入

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和其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引

入总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ｔ＝αｉｔ＋βｉｔＩＦＩｉｔ＋βｉｔＩＳｉｔ＋βｉｔＧＡＳｉｓ＋

βｉｔＥＭＰｉｔ＋μｉｔ
ｉ＝１，２，…，１４　　ｔ＝１，２，…，１１ ⑤

　　其中，Ｙ表示农民收入水平，ｉ代表市（州），

ｔ代表年份，ＩＦＩ表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ＩＳ

代表产业结构，ＧＡＳ代表政府财政支出，ＥＭＰ

代表就业水平，αｉ表示截距，βｉ表示斜率。

　　三、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１．变量选取

（１）普惠金融指数（ＩＦＩ）

本文使用普惠金融指数评价甘肃省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借鉴 ＧＰＦＩ的构建思路，从金融服

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情况、互联网金融情况

三个维度选取９个指标（见表１），对甘肃省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表１　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

维度 具体指标

每万人拥有的农村金融机构数

金融服务 每万人拥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

可得性 每万人拥有的ＡＴＭ机、ＰＯＳ机数
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率

人均储蓄存款水平

金融服务 人均贷款水平

使用情况 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比例

农业保险密度

互联网金融情况 互联网普及率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经验，选取如表１所示

９个指标测度甘肃省１４个市（州）的农村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ＩＦＩ＝１－

（Ｗ１－Ｄ１）
２＋（Ｗ２－Ｄ２）

２＋…＋（Ｗｉ－Ｄｉ）槡
２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槡 ｉ

⑥
其中，Ｗｉ表示各项指标权重，Ｄｉ表示第 ｉ

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

由⑥式可知，ＩＦＩ的值为０～１，且一个地区

的ＩＦＩ值越高，该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

高，两者呈正相关。

（２）农民收入水平（Ｙ）

本文用各市（州）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农民收入水平。

（３）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除使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Ｉ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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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变量外，还将产业结构（ＩＳ）、财政支农

支出（ＧＳＡ）、就业水平（ＥＭＰ）三种因素考虑到

其中。其中，产业结构用各市（州）第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该比值越大，说

明产业结构升级越快，闲置的农村劳动力资源

可以流向第二、三产业中，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支农支出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来表示，反映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村地区

的资金支持力度，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促

进农民收入增长；就业水平采用各市（州）农村

就业人数与农村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

２．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为年鉴数据，其中测

算农村普惠金融指数的农村金融机构数、农村机

构从业人员数、ＡＴＭ和ＰＯＳ机数、涉农贷款等原

始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甘肃省金融年

鉴》和甘肃省金融运行报告，农民人均纯收入、农

村就业人数等其他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发展年鉴》和甘肃省统计

局官网。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四、实证分析

１．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进行回归的面板数据涉及时间序列数据，

可能出现数据的不平稳，导致出现虚假回归的

现象，为保证回归的真实性，需对数据进行单位

根检验。本文采用ＬＬＣ、ＩＰＳ、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与ＰＰ

Ｆｉｓｈｅｒ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五个变量

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原值检验情况下，普惠金融指

数、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支出三个解释变量四种

检验均通过１％显著性检验水平，农民人均纯收

入和农村就业水平未通过检验，即存在单位根。

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结果显示各变量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农民人均收入、

普惠金融指数、教育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就

业水平均为一阶单整。基于单位根检验结果，继

续进行Ｋａｏ协整检验，其结果为ｔ＝－４．８７１９７５，

ｐ＝０．００００。ｐ＜１％，说明Ｋａｏ检验拒绝原假设，

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所以本文可以使用

面板数据模型进行。

２．模型设定检验

选择正确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尽量减少模

型回归结果与现实情况的偏差，使回归结果更具

有真实性。本文选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协方差检

验确定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

（１）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针对数据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两

个假设如下：

Ｈ０：模型为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

Ｈ１：模型为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Ｈａｕｓｍａｎ的ｔ统计量为

９９．４３０９１７，对应的ｐ值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因此，

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２）协方差检验

分别对变系数和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进

行回归，根据结果得到ＲＳＳＥ为１５．３７６３０，ＵＳＳＥ

为１０．３２３６２，根据以下公式计算Ｆ统计量：

表２　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值

Ｙ ５１８８．８７７ ４４２５．５ １６７００ １３５３ ３２３９．３２４ １６８

ＩＦＩ ０．２５０２６３ ０．２２２５５０ ０．７１２４００ ０．０２０６００ ０．１７６８８３ １６８

ＩＳ ０．８２１７０６５ ０．７９６４８６ ２．００８５７５ ０．０３７２７３ ０．４２０２２５ １６８

ＧＳＡ ０．２３４８５０ ０．１７９７４８ ０．９７４８８４ ０．０３５２７５ ０．１６７６０１ １６８

ＥＭＰ ０．５３７０３３ ０．５３７２１１ ０．９５７９４６ ０．２７６３８１ ０．０８６７０６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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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ＳＳＥ－ＵＳＳＥ）／［（Ｎ－１）ｋ］ＵＳＳＥ／［Ｎ（Ｔ－Ｋ－１）］ ～

Ｆ（Ｎ－１）Ｋ，Ｎ（Ｔ－Ｋ－１( )） ⑦

　　其中，Ｎ表示截面个数，Ｔ表示观测年数综

述，Ｋ表示解释变量个数。根据公式计算得到Ｆ

＝０９２２１。在给定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利用

ｅｘｃｅｌ函数 ｆｉｎｖ（ｐ，ｄ１，ｄ２）计算 Ｆ的分布的临界

值，相应的临界值为：Ｆ０．０５（５２，９８）＝０６５９３８６＜

０９２２１。因此，拒绝原假设，本文面板数据模型

选取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３．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包括时间固

定效应变系数和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别

进行回归，得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

时间效应估计和个体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４、

表５。

由表４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截距项为负值，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解释变量对农民收入的

正向影响。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截距从负值转为正

值，各市（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且在２０１６年增

长最快。究其原因，普惠金融是２００５年新兴的

一种金融服务体系，起初并没有对农民收入起

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自２００６年引入普惠

金融概念以来，国家与政府部门大力宣传并推

行普惠金融的发展，甘肃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

表３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ＬＣ ＩＰＳ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
ｌｎＹ ２．８０３２０ －４．０８５３５ ６２．９５３４ ８５．９９６０

ｌｎＩＦＩ －７．５７４３３ －４．１１６２９ ６３．７６５４ ６７．２２９７

ｌｎＩＳ －１１．６０２２ －６．１４１０１ ８４．１５１９ ８５．１６１２

ｌｎＧＳＡ －８．９４５８６ －８．７０２０２ １０７．６０３ １０６．０６９

ｌｎＥＭＰ ５．７７５６７ １．２３８７４ ２１．４８５２ １５．７５６７

ΔｌｎＹ －１１．６０１８ －６．６３０４７ ９０．９８５９ ８１．９３８８

ΔｌｎＩＦＩ －９．２７２０９ －７．７５１７１ １０６．３５９ １９５．５９０

ΔｌｎＩＳ －１６．３１１０ －１３．２８５２ １６３．８４２ １９１．２７１

ΔｌｎＧＳＡ －９．３２４９６ －５．６１７９０ ６３．０９４８ ６８．６０１３

ΔｌｎＥＭＰ －５．９２５８５ －２．６７３４５ ５６．２７１５ ６４．２４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并大力构建普惠金融。几年间，甘肃省农村金

融机构网点已基本在乡镇实现全覆盖，支农惠

农资金投入明显增加，如邮政储蓄银行推出的

“双业贷”和“妇小贷”，甘肃银行推出的“三农

贷”和“小微贷”，兰州银行推出的“精准扶贫专

项贷款”等，受益农户持续增加，有效缓解了农

村地区金融排斥问题。甘肃省不断推进普惠金

融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各项资金流向薄弱环节，

满足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将

对农民增收的消极影响转化为积极影响。因

此，近几年的截距项为正值且增加率逐年提高，

意味着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已成为农民

收入新的增长点。

表４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

时间效应估计结果

时间 截距 排名

２００５年 －０．６３４７１２ １２
２００６年 －０．５５２９９２ １１
２００７年 －０．３９３５５０ １０
２００８年 －０．３５４１９４ ９
２００９年 －０．２５７１１７ ８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３３０６５ ７
２０１１年 ０．００７３２９ ６
２０１２年 ０．１７６７２７ ５
２０１３年 ０．３１２９７０ ４
２０１４年 ０．４２８３９８ ３
２０１５年 ０．６５８２３９ ２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４１９７５ １

由表 ５可知，兰州市的截距项最高，为

２９０５７８７；其次是白银市和嘉峪关市，分别为

２７７６３７１和１．１０１１２５；截距项最低的是临夏

州，为 －１．８５２８２１；其他市（州）的截距项均在

１以下，大部分为负值。各市（州）的截距项的

差异表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基础

效应不同，其数值的高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１３］。例如，截距项较低的

武威市，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甘肃省各市

（州）的中上游，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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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截距为负值会减弱普惠金融的增收

效应。

表５　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

个体效应估计结果

市（州） 截距 ＩＦＩ系数 ｔ统计量
兰州市 ２．９０５７８７ １３．９７１７２０ ３．４７３１２６

嘉峪关市 １．１０１１２５ ４．６５８５１７ ４．１４８１２３

金昌市 ０．０５２７９４ ２．２４８８３９ ３．３３２０５０

白银市 ２．７７６３７１ ３．６７４６７９ ４．３８７９７９

天水市 －０．１９４７９８ １．４８３４１６ ３．７１９３９８

武威市 －０．８９５３１６ ０．９１９７８７ ２．８１６１５８

张掖市 ０．１４８４４３ １．８４１７０８ ２．９６２１１０

平凉市 －０．０５１０６０ １．９８５１０７ ３．７１９３９８

酒泉市 ０．０２３３９０ １．７２６１３５ ２．８９３３３７

庆阳市 －１．３８０２８８ ０．５５３３７８ ３．５５３６８３

定西市 －１．８５６５５６ ０．４１８３７８ ２．９３７９１８

陇南市 －０．０７２２７２ １．２３５３１９ ４．１４８７５９

临夏州 －１．８５２８２１ ０．６２１３３７ ２．０３０３９１

甘南市 －０．７０４８００ ０．９０２０５８ ４．８１９０７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从表５可知，回归结果均在１％水平上显

著，且１４个市（州）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系数

均为正数，表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

呈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情况相符。一个地区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增收效应与该地区的

农村普惠金融系数呈正向关系。由表５可知，

农村普惠金融系数较高的市（州）多集中在河

西地区和陇中地区，兰州市、嘉峪关市的农村普

惠金融发展系数处于甘肃省上游水平，增收效

应最显著，其中兰州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系数

最高为１３．９７１７２０，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每提高１％，农民收入就会增加１３．９７％，

减贫效应明显。究其原因，以兰州市为代表的

陇中地区，具有明显的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优势，

并通过不断开设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机构完善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各金融机构通过在农村地

区布放助农取款服务点、“三农”终端、手机银

行和网银等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农村金融

服务水平，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金融支持。对于

临夏州、庆阳市等市（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不仅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也处于甘肃省下

游水平，农村普惠金融系数虽低于甘肃省平均

水平，但回归结果依然具有正向的增收效应，这

说明这些市（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

增收效应不显著，仍有上升空间。这些市（州）

属于民族地区和甘肃省内偏远地区，农村普惠

金融水平普遍较低，近几年随着普惠金融的不

断推进，这些欠发达市（州）通过“互联网＋”普

惠金融的宣传与推广，改善了农村地区支付服

务环境，各市（州）银行业金融机构立足各地特

色，创新推出“庆果通”“藏家乐”等一系列金融

服务产品，并成立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

新型金融机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地理排斥、条件排斥和营销排斥等金融排斥现

象，促进了农民增收。

　　五、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甘肃省农民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表

现为显著的增长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已成

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其二，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增收

效应，但对不同地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区别较大，

金融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

显著。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其一，应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农村普

惠金融体系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贫困

程度息息相关，各金融机构应根据甘肃省各市

（州）的发展现状，创新推行与其自身发展相符

合的普惠金融产品，以帮助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

其二，区域间应实行差异化政策措施。应

根据各市（州）的发展特点，加强地区间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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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作。对于金融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应重视将更多的群体吸纳在金融

体系内，发展普惠金融深度；对于金融资源匮

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借鉴发达地区

相关经验，通过引入其金融资源、学习其金融政

策，拓宽普惠金融在本地区的发展领域。

其三，应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增

收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府应加强对农村金融机

构的引导，推出相关优惠政策，降低金融服务的

门槛，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地区。同时，应对

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流向进行严格监管，明确

资金去向，确保资金真正用于“三农”，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

民增收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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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迅速，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传统金融服务

覆盖面日益扩展，新兴金融公司、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金融业尤其是普惠金融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

大。但目前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发展仍不均衡，金融风险暴露较多、增

长较快，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金融知识普及程度有限。为促进我国普惠金融的

健康发展，应健全普惠金融体系，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完善

信用体系，扩大金融知识普及面。不论是市场对普惠金融企业发展的推动，还

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对普惠金融的驱动，抑或是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中

的引导，都将促使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思路和策略的不断调整，从而实现普惠金

融的全面、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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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２００５年

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

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

务。在我国，“普惠金融”一词是在２００５年“国

际小额信贷年”的推广活动提出的，但政府明

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是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问题的决议》中。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贫困

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小微企业、农

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

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进一步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进

社会公平和谐。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与特点

普惠金融首先是金融，而金融是要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普惠金融服务与一般金

融服务的区别在于，它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让所

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够以合适的价格、公平的机

会、方便且及时地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具

有以下特点。

其一，由于企业的逐利性，传统的金融服务

难免面向少数的企业和人群，而大企业和富人

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普惠金

融面对的是所有有需要的人。因此，普惠金融

强调要让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

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

残疾人、老年人等方便且及时地获得自己所需

要的金融服务［１］。

其二，普惠金融的目标是要以可负担的成

本提供金融服务，它重视消除贫困，致力于实现

社会公平，但这种服务不是扶贫、不是公益活

动，它致力于满足更多群体的普遍金融需求的

同时，也要顾及金融机构自己的商业利润。

其三，普惠金融提供的是有偿服务，即有价

格的服务。但由于普惠金融面向的是所有有需

要的人，因此，普惠金融服务的价格必须是合适

的，是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够接受和负担的。

　　二、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迅速，政府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服务覆盖面日益扩大，服务创新

步伐逐步加快。

１．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议》首次正式提出

“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

层次和产品”；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普惠金

融进行了准确定义；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务院专门

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这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首个国家级战略规

划。政府对普惠金融的关注和支持力度的不断

加大，为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

２．服务覆盖面日益扩大

服务覆盖面日益扩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物理网点不断增加、辐射范围不断增

大。金融机构通过不断扩充村镇银行、小微银

行、社区银行、县区保险分支机构等形式的物理

网点，使金融服务能够辐射到的地域和人群不

断增多。二是金融产品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使

得金融服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机构通过加大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金融产品的创新与提高

产品加载率，使得金融机构能够覆盖的范围越

来越广，可提供给普通客户的金融产品越来越

多，金融服务覆盖面日益扩大。

３．新兴金融公司、金融产品发展迅速

随着互联网在金融行业的普遍应用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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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新兴的金融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投管所、京东金融、蚂蚁金服、平安普惠等众多

新兴金融公司接踵而至；金融产品名目也不断

翻新，微信支付、数字保险、线上贷款、京东白

条、蚂蚁借呗、花呗等一系列金融产品不断推陈

出新。新兴金融公司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

更新，不仅对传统的金融服务起到了补充的作

用，更有效提高了我国金融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促进了我国金融服务创新，使得普惠金融生机

勃勃［２］。

４．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

缓解

小微企业规模小，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在创

新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解

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力量。但是，小微企业由于

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差、经营者的管理和经营

理念落后、财务数据缺乏透明度等原因，在获得

金融服务方面处于劣势。近几年，为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各金融机构不断调整和加大

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国人

民银行也对中小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准备金政

策，使得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

缓解，从而盘活了小微企业融资链。

５．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技术

与传统行业不断进行深度融合，出现了“互联

网＋”（利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推动经济

形态不断发生转变，从而激发社会经济实体的

活力）。“互联网＋”在金融行业体现得尤为突

出：出于成本、效率等因素的考虑，信息技术在

金融服务领域的普遍应用，使得金融业对信息

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大。对于普惠金融企业

而言，唯有做到低成本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恰恰为普惠金

融企业提供了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了普惠

金融的发展，甚至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３］，

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取性并降低了企业

成本，这使普惠金融机构有可能为更多有需要

的人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

　　三、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

　　自普惠金融概念引入中国以来，普惠金融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以村镇银行、民

营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为代表的很多新的金

融机构。虽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迅猛，扩大了

金融服务范围，解决了一部分小微企业和低收

入人群融资困难的问题，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１．普惠金融体系尚不健全

普惠金融体系是指一整套全方位为社会全

体人员，尤其是为金融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的思路、方案和保障措施等。完善的普惠金融

体系应该包括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完善的

金融基础设施、众多的普惠金融企业和庞大的

目标客户群。目前，尽管国家在《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提出要建立有

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但我国法律法

规还不完善，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尚不健

全。如何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引导企业公平地

进入市场，构建一个充分竞争、包容性强、资源

配置效率高的普惠金融体系尚需不断地探讨。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

包括金融法律基础设施、会计基础设施、监管基

础设施等。但我国金融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将促进普惠金融企

业扩大服务范围、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２．普惠金融的风险暴露较多、增长较快

近两年，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普遍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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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且正在从传统金融向普惠金融领域蔓延。

随着普惠金融企业的快速发展，加上近年来经

济形势复杂多变，普惠金融企业风险不断暴露，

且表现出覆盖面广、风险普遍较高的特征。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网贷行业

累计问题平台数已达３１６９家，市场上甚至出现

了许多打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旗号，借助互联网

从事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４］。究其原因，一是

普惠金融企业本身存在主体资质参差不齐、信

息披露不规范、运营成本难以控制等问题；二是

普惠金融企业推行模式创新与产品创新，而这

种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其风险控制能力缺乏市场

检验，于是，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信用风险、消

费者个人隐私、资金安全等风险便逐渐暴露

出来。

３．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

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贫困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

收入人群等特殊群体，我国普惠金融虽然发展

迅速，但表现出不均衡的特征：一是地区发展不

均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普惠金融发

展程度越高，而最需要普惠金融服务的贫困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

程度较低。如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

《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报告蓝皮书（２０１６）》显

示，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最高的是苏州市，

该市普惠金融系数高达０．９６３，明显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普惠金融系数最低的则为宿迁市，仅

为０．１３５［５］。二是服务覆盖率不均衡。目前我

国普惠金融服务较多地面向小微企业、城市工

薪人群，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的覆盖面有限。

４．信用体系不完善

普惠金融的发展应以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

为基础，信用体系的完善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服

务成本，使信用较高的客户以较低的价格获取

金融服务。但是，目前我国还处于建立社会信

用体系的初级阶段，信用关系尚不发达，这不利

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

率［６］。同时，对失信惩戒缺乏全面有效的法律

约束，信用违约成本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

了普惠金融企业所需承担的风险，迟滞了普惠

金融发展的步伐。

５．金融知识普及程度有限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贫困地区、低

收入人群等特殊群体，而这类人群的金融知识

相对贫乏，对金融产品没有系统的了解，容易产

生从众心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比如，在非法

集资案件中，大多数受害人都是盲目相信所谓

的高新技术投资、新型投资工具，期待高额回

报，并且坚信“很多人都投资了，我加入一定是

没有风险的”。金融知识贫乏是这类案件多发

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

　　四、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

建议

　　１．健全普惠金融体系

首先，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并在实践中不

断修订完善涉及普惠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政

府文件。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应引导金融市场

主体加速下沉普惠金融服务，使积极践行普惠

金融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再次，应利用互联

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助力普惠金融快速

发展［７］。

２．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企业风险不断暴露，且

表现出覆盖面广、风险普遍较高的特征，故加强

普惠金融企业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应不断

健全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信用体系，营造良

好的普惠金融企业发展环境，增加客户信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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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成本，进一步规范普惠金融企业的管理，总结

普惠金融企业在跟踪和控制产品风险和客户风

险方面的经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同时，随着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

合，普惠金融企业应增强在风险信息捕捉、企业

信息跟踪、风险监测与预警方面的能力［８］，以实

现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与服务能力的双提升。

３．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一方面，应从宏观上高度重视农村地区、贫

困地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使经济政策对这些地区普惠金融企业和服务的

不断发展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从而达到积极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９］。另一方面，随着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

合，普惠金融企业应向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提

供更低成本、更具针对性的金融产品，进一步缩

小在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的区域差距。

４．完善信用体系

信用是金融交易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普惠金融企业应通过不断

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金融信息数

据库、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

等资源的融合，不断提升信用法规建设、信用应

用水平，通过完善法制，清除信用问题的法律盲

点，提高失信违约成本，有效控制普惠金融企业

风险。

５．扩大金融知识普及面

应持续推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

及工作，使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非银行支付机

构发挥金融知识普及宣传主力军作用，大力宣传

普惠金融和个人金融业务，让广大群众了解、认

识、使用普惠金融产品，提高社会公众防范风险

和正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１０］。应充分利用互

联网、微信、微博等先进工具推广金融知识和网

络安全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的金融消费素养、金

融知识水平和金融技能，增强防范和应对非法金

融活动的能力，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五、结论

发展普惠金融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金融

发展战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

念的转变，以及我国对普惠金融重视程度的不

断提高，社会的普惠金融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

长态势。随着普惠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此前

金融服务向发达地区和富裕人群一边倒的现象

将得到纠正，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低的现象将

大幅改善，普惠金融服务范围将逐渐覆盖到所有

有需要的人［１１］。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

展为普惠金融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手段和突破口，

有利于普惠金融企业创新管理方式、服务方式和

金融产品，加快普惠金融企业创新的步伐。而普

惠金融企业通过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对现

有流程进行改造和优化，可以进一步满足客户需

求、增强客户黏性，提升服务满意度。

总之，推广普惠金融是中国金融企业发展改

革的趋势，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普惠

金融的发展必将带来中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１２］不论是市场对普惠金融企业发展

的推动，还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对普惠金

融的驱动，抑或是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引

导，都将促使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思路和策略的不

断调整，从而实现普惠金融的全面、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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