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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rder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is a fundamental issue that all countries must actively face and solv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is problem needs to be gradually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ealities and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mong them, as a country that established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China has conducted very constructive explo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acking this 

problem, and actively summarized and accumulated very rich during long practical exploration.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significant reality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literatures of 

China's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and government border issu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and discusses China's experience in cracking market and government bord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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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场与政府的边界问题是所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积极面对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该问题的破解需

要根据不同国家具体的现实情况和经济发展程度及要求来逐步进行。其中，作为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探索，在漫长的实践探索过程中也积

极总结和积累了非常丰富且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本文在对中国国内学术界关于市场与政府边

界问题的大量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破解该问题的探索历程进行了归纳，并总结和论述了破解

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边界，公共经济，经济体制，中国经验 

 

1.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文献梳理 

笔者查阅了诸多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相关文

献，发现国内学术界有大量学者对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各位学者对于市场与

政府的边界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视角可以说是各

有特色的。 

例如，程恩富（1990）等学者指出要充分地发挥

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源配置

的过程中，不仅市场要起到决定作用，国家宏观调控

和微观规制同样也要发挥出相应作用，即政府、市场

两手抓
[1]
。此外，以张维迎（2010）为代表的部分学

者则倡导“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模式，主张发挥

经济自由，认为政府如果过分地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

就会导致市场发育相对不足，政府在经济生活方面的

工作重点应该限于推动市场竞争和对知识产权进行

政策层面的保护，而不能“越界”
[2]
。而何自力（2014）

则认为被西方和部分拉美国家所认可的“大市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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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经济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和严重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就是这种经济模式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严

重不符合，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

不应该被推崇和倡导
 [3]

。除此之外，陈云贤（2019）

则从资源的生成过程和市场双重竞争的角度分析了

政府与市场的具体关系，并以深圳模式为范例强调

“政府推广、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才应该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良性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4]
。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我国国内学者对市场和政府

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多个层面、多种角度的深入研究，

且其各个阶段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充分结

合我国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情，而事实上，是否

真的能“对症下药”也正是评价一种体制是否“足够

好”的唯一评判标准。 

而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难

看出，中国经济多次改革的成功经验正是来源于能始

终围绕中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发展情况及要求以及市

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进行的不间断的及时调整和

完善市场与政府间的边界，这种“因地制宜”的调整

才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

所在。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迈向新时代，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常态下，当前支撑中国经济

稳步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调整，从传统

的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到当前“新常态”保质发展阶

段，如何正确处理并破解市场与政府的边界问题，对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避免因利益再分配而造成的收

入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加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可

见，根据我国自身发展的具体情况总结出正确破解市

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中国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中国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实践探索

历程 

2.1.1949-1978 年:调节主力由市场转向政府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国的经济体制为市场经

济和自然经济的混合体，而社会经济包括国有经济、

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

本主义经济这五大主要成分，个体经济占据主导地

位，此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占比也比较高，这两

种经济的资源都是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因此当时，

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要远远大于政府调控

所起的作用，而调节的重要角色也自然落到了市场的

头上。1953 年，我国开始全面实行“过渡时期总路

线”，其特点就是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使二

者相互促进、彼此适应，从而实现协调发展。这条总

路线的实质就是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

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随着政府不断加大对

市场进行干预的力度，经济发展中对市场进行调节的

主力也慢慢由市场转向了政府。 

2.2.1978—1991 年：“政府为主，市场为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报告提出，要贯彻“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也就是说，此时

的中国政府不再片面强调行政指令性计划和绝对排

斥市场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

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党的正

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相比

于以前的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完全对立、势不

两立的思想，这是一次在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破解

方面的重大思想飞跃。而随后，十三大报告也指出，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国家调

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经过我国在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破解方面的不

断探索，我国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由“计划经

济时期单一发挥政府作用”，转为了“体制转轨要求

同时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高度共识，这是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构建中国特色良性互动政府与市场关系

的崭新起点。 

2.3.1992—2012 年：“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
转为“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

用的说法，即“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起基础性作用。”随后，十五大报告指出，要“进

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报

告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并针对政府职能方面相关具体情况提出

了应完善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同时减少并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的

新要求。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

用的程度是鼓励性加深的。此后的十七大提出，“从

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

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行政体

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

的干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十四大到十八大，从 1992 年到 2012 年，20

年时间，中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和具体情

况对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理

论不断加深，由此，中国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

方法正式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转向鼓励“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阶段。这正反映出

了这一阶段中国根据切身实践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要求而形成的正确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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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13 年至今：正式开启“双强模式” 

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和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分析和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对市场与政府在公共经济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做出

了创新性的定位，会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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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

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

律，如果想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必须要遵

循这条客观规律”，从而既要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的

问题，也要防止政府滥用职权、过度干预及监督管理

缺位的具体问题。十九大报告中更是重申，要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

政府作用。不难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

府在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全新的

认知：一是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性，将

其由最开始的基础性地位提高到现如今决定性的重

要地位；二是明确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基本特征，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双

强模式”，而这种在新时代构建“双强模式”的市场

与政府良性互动关系的实践，也由此开始进入逐步完

善阶段
[6]
。 

3.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中国经验 

笔者查询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中国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 GDP 总量由 1978 年的 3678.7 亿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015986.2 亿元，即中国 2020 年

的 GDP 总量为 1978 年的 276 倍，而 1978 年，美国的

GDP 总量为 2.35 万亿美元，2020 年为 20.94 万亿美

元，也就是说，美国 2020 年的 GDP 总量仅为 1978 年

的 8.9 倍。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正式

“坐上高铁”。 2021 年 7 月 29 日晚，美国商务部

公布了 GDP 统计数据，中美两国上半年经济对比，从

增速上来看，中国一季度增长 18.3%，二季度增长

7.9%，上半年增长 12.7%。美国一季度增长 0.3%，二

季度增长 12.5%，上半年增长 6.2%。毫无疑问，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大幅领先美国。由此可见，相比于美国

等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中国经验”铸造了“中国速

度”，效果可谓非常显著。 

市场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晚的中国将西方发达

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缩短到了用几十年完

成，且质量惊人，真正实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保证了社会发展质量的“中国奇迹”，这种成功实

践的背后正印证了中国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不断摸索

总结出的中国经验在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中发

挥的巨大作用。正是这种与其他国家具有显著差异的

中国经验，助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腾飞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基于此，笔者站在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角

度，将中国模式成功的科学规律，即破解该问题的中

国经验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3.1.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70 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国家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有效地组织各项事业和开展

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

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既有效地避免了多党制或许会涉及到的

利益集团的操控，又可以实现统一领导下的在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将各方智慧进行汇聚融合，从而

实现在统一的以“人民为上”为价值取向之下形成具

有高度共识的公共政策，有效地破解市场与政府的边

界问题，使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与结

合，最终实现“质”与“速”的“共赢”。正是中国

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为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提

供了独立且格外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最为客观的基础

条件。只有坚持党对政治、经济等多方工作的统一领

导，并完成与我国经济发展具体要求、发展阶段、实

际情况相匹配和适应的顶层设计，才能真正实现对市

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破解。 

3.2.区别于“资本至上”的“人民至上”价值
理念 

正是区别于部分西方国家“资本至上”的“人民

至上”的价值理念，使中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结合于

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公平效率价值目标。部分西方国家

认为，公共经济中，公平与效率显然是不能兼得的，

唯有“资本至上”、追求效率最优才能真正实现公共

经济的蓬勃发展，从而实现其国家经济方面的发展要

求。而正是这种“资本至上”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的

不公平分配制度成为了必然的发展结果。相比于这种

以效率为基准的经济发展价值理念，中国政府在充分

分析具体国情和国内经济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对历年

来关于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破解过程进行了深刻

的归纳和总结，认为“人民至上”才正是真正适合中

国经济发展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导向。基于此，中国政

府积极地通过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保障市场效率的

有效发挥，试图通过提升市场效率来进一步地促进我

国生产力的健康发展。而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拟定为

长远目标，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与效

率并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属于中国特有的

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破解方法的“中国经验”正不断

地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进行完善和优化，这种“人民至

上”的价值理念使得中国在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

的道路更加坚定也更加正确。 

3.3.“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先
进思路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的先进思路，其中，“有效市场”是指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有为政府”

是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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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行政审批，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层面的优质环

境。会中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方向，这正是中国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所体现

出的“中国经验”。这一先进思路，并不是倡导将二

者割裂开来，使其泾渭分明，而是突出将二者根据中

国具体实际国情进行最有效地结合，使二者实现相辅

相成、互相助力、互相支撑的良好发展局面。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的作用方面具有独特的“中国优势”，

只有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属于中国的经济

奇迹。 

此前，笔者在文献综述中总结和归纳了众多学者

历年来所探讨的以“大小”为标准和维度来破解市场

与政府的边界问题，根据笔者的分析不难得知，持“大

小”观的相关理论认为市场与政府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二者相互排斥，从而只能走向互相替代的、“大

鱼吃小鱼”的发展结局，也就是说，当一方对另一方

的行为进行干预时，必定会牺牲掉对方的一部分作

用，实则不然。 

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具体实际情况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

出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提出了要将“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创造性思路，这正体现了

长期以来总结的“中国经验”在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

问题中起到了强大的支持作用。而新局势下，以“有

为政府”促进“有效市场”的形成，也正是为构建高

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最适合中国当

前具体国情的崭新思路
[9]
。 

3.4.与时俱进的经济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中国政府和企业、

经济界和学术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而根据实际情

况拟定中国方案，从而总结出因地制宜的破解市场与

政府边界问题的中国经验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改革目标更加明

确，改革举措更加具可操作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做出了“实行统

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

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领域”的部署，而《国

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

干意见》也提出了“改革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关

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的出台，更加

进一步地深化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助力

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新的突破。 

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不是放任自

流的经济，而应该是具有良好市场秩序、经济发展环

境的经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求要进一

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速度和效率，严格防止政府越

位、缺位问题的出现，使政府管理的重心由事前审批，

向事中、事后监管进行良性转变，而与此同时，为了

给公平竞争提供一个友好的经济秩序和市场环境，对

政府规范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行为也进行了明确的

要求。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并不是在弱化

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反而是以“有为政府”作为衡量

和鞭策政府治理的标准，从而督促政府为经济发展提

供更加高效的服务，当然，这也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

了新的挑战。除此之外，为了致力于推进现代市场体

系建设，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相契合、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体

系、信息公示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等要求。 

其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对政府和市场主

体的双向约束。正如文件所指出的，要把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

最相符合程度的统一，把转变政府的职能和创新管理

方式相结合，把激发市场活力和加强市场监管进行合

理统筹，既要一定程度上放宽市场准入，但也要适当

规范，不能没有章法，导致监管“过紧”或“过松”。

此外，要精简行政审批，把市场监管的方式进行不断

优化和创新，从而构建规范、公平、有序、高效、友

好的市场运作和经济发展环境，使企业真正实现自主

决策和公平竞争。 

正是因为我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经济体制进

行改革，促进了政府更加清晰地明确了其在市场中的

权力和责任，从而形成清晰且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管

理新体制，困扰各国多年的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才能

被我国交上一张印有“中国经验”的美好答卷。 

4.结论 

事实上，如何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一直以来

都是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解决

的巨大困扰，而中国通过将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

实际情况和要求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持之以恒的努

力探索相结合，终于逐渐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

为政府”相结合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破解经验，而这一

切虽然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却对中国经济的腾飞

提供了一种颠覆性创新的助力加速器。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等诸多层面取得的巨大历史成

就完全离不开因地制宜的“中国经验”，正是这种蕴

藏着辩证法和两点论的中国智慧，指引着中国逐渐成

为善于破解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的能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已然形成

的“中国经验”也不是永不变动、板上钉钉的，想要

延续“中国智慧”，决不能只靠书本理论，而要随时

根据国内不断变动的经济发展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

完善。只有根据中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要求将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实现更为优越的组合，才能更快实

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才是破解市场与

政府边界问题的“中国经验”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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