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5-11-10

作者简介: 葛扬( 1963— ) ，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

推动社会分工演进，塑造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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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无论是亚

当． 斯密还是马歇尔，都对社会分工演进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做出了积极评价。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研究分工，并提出“分工是

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同时还把分工发

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阶段

的标准和依据。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分工的

深入研究，并没有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

学的有利条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经

济学设计出一套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形成了一系

列有关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学说，然而，这些学说

普遍缺乏核心主线，能够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对话

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周绍东等同志所著的《分工与创新: 发展经济

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 以下简称该著作) 是他主

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分工与创新: 发

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复兴”( 批准号: 14FJL006)

的最终成果。该著作将社会分工演进纳入马克思

主义分析范式，以“劳动 － 分工 － 所有制”作为分

析线索，尝试构建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

学框架。在此基础上，该著作从“分工与创新”这

一理论硬核出发，逻辑性地探讨了城市与农村居

民分工、区域分工、政产学研分工、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分工、政府与市场分工等重大理论问题，获

得了一系列具有新意的研究结论，这对于理解当

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重要启发作用。我认为，

该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现实意义。
第一，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

元结构的城市化进程是所有国家都需要经历的

发展阶段，而推动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则成

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由于农民的城市化

进程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核心环节，该著作提

出: 可以以三代进城务工人员( 农民工) 的分工

和专业化决策作为切入点，对不同时期农民进行

分工决策的背景进行分析，以“决策均衡—环境

变化—收益函数变化—决策变化”为线索，为城

市化这一宏观经济现象提供微观解释基础，提出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持续深化的对策建议。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产业类型。在后进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

主导产业往往是那些具有强大辐射带动力的重化

工业，而在后工业化时期，主导产业也有可能转移

到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甚至服务业上来。该著

作提出: 由政府选择适合本国资源禀赋和国情特征

的主导产业加以大力扶持，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普遍做法，东亚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的主导

产业选择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做法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产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演化，我国经济新常

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某些老的主导产业将被新兴

产业所取代，一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调整和变化。
只有将分工程度和产业内在特征这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选择出那些既具备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又能与

周边地区形成分工合作的主导产业。
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兴产业的萌发

和扩张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在这其中，那些具

有战略性、前瞻性和产业联动性的新兴产业被称

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类产业对于拉动国民经

济增长、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具有决定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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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著作提出: 塑造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从产

业角度来看，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政

产学研合作选择产业技术路线的过程，可以采取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方式甄别

新兴产业技术路线的可行性。
第四，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实体 － 虚拟经济关

系时，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金融创新，这成

为经济新常态中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该著作

论证得出: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体 －
虚拟经济的分工演进受到了严重阻碍。出于资

产负债率、资本 － 资产比例、存款 － 贷款比例等

风险控制要求的限制，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

中受到很大束缚。衍生金融部门的产品创新难

以为继，金融创新更多地表现为工艺创新和产品

重组。由于衍生金融产品具有虚高的利润率，破

坏了虚拟经济 － 实体经济之间的有机分工体制，

资金只在衍生金融部门内部流动，并未真正进入

实体经济和产业项目。该著作指出: 要缓和实体

经济 － 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必须继续推

动金融分工的深化和广化。互联网金融广泛吸

收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构造出新的专业化金融

部门，这在金融行业的分工图谱中构建出了新的

“角点均衡”。互联网金融拥有社会民众庞大的

资金供给基础，更加贴近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

这为解决虚拟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脱节问题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当然，由于互联网金融吸

收了巨量社会公众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如不加强

对这种新兴金融业态的监管，那么互联网金融有

可能成为更大规模金融动荡的诱因。
第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

革的关键问题，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

界限，也是塑造经济新常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

大理论命题。该著作创新性地采用了案例研究

方法，对政府 － 市场关系展开了一个“管中窥

豹”的分析，提出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外，还普

遍存在着公共产品供给过剩的情形，过度提供公

共服务背离了公共产品的设计初衷，其实质是将

“政企博弈”转化为“政政博弈”，多个政府部门

共同完成对“租”的分割。因此，该著作提出了

甄别、清理和转化超额公共产品的方案，以此推

动服务型政府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仍然是一个世界

性议题，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创新也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经济新常

态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加强马克思

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很多具体的理论细节

上，这部著作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瑕不掩瑜，

该著作无论是在经济理论还是实践对策方面都做

出了重要创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
( 责任编辑: 黄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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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Development Ideas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Cheng Enfu

( The Ｒ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Five development ideas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the environment，opening up and sharing，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its connotation can accurately grasp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normal analysis． Innovation is to de-
velop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ordination is the key
to al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go hand in hand，not only focus on GDP． The environment is to p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o effect，to avoid and eliminate all kinds of hidden danger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Opening up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and Japan，and adhere to the orderly open，two-way open． Sharing the firs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ealth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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