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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所抛弃ꎬ 直接源于新自由主义转型

方案的实践结果: 一是 “休克疗法” 引发持续经济衰退ꎬ 导致国力下降和社会

贫困化ꎻ 二是市场化经济转型滑入非效率制度均衡陷阱ꎬ 政府被寡头资本俘获ꎮ
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逻辑设计与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

矛盾: 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逻辑在俄罗斯转型中被当作政治工具ꎬ 转型

方案缺乏严谨的实践逻辑ꎻ 二是新自由主义转型逻辑与市场化经济转型的政治性

之间存在矛盾ꎻ 三是在全球化条件下ꎬ 在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势竞争时ꎬ 新自

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无法帮助转轨国家和后发国家保护本国利益不受损害ꎮ 俄罗斯

抛弃新自由主义ꎬ 回归社会市场经济的探索ꎬ 是对上述教训反思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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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自 １９９２ 年以 “休克疗法” 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以来ꎬ 迄今已经 ２５
年ꎮ 关于当年俄罗斯激进的 “休克疗法” 转型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性质ꎬ 在学术

界几乎毫无争议ꎮ 就成败而言ꎬ 无论是从俄罗斯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

看ꎬ 还是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绩效看ꎬ 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都是不成

功的ꎮ 一方面ꎬ 从经济增长绩效看ꎬ １９９２ 年 “休克疗法” 实施以后ꎬ 俄罗斯出

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ꎬ 激进的市场化转型不但没有解决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ꎬ 而

１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转型国家与美国的共生与博弈研究» (批准号:
１４ＪＪＤ８１００２１)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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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ꎮ 到 １９９６ 年ꎬ 俄罗斯的真实 ＧＤＰ 总量

仅相当于 １９８９ 年的 ５１％ ①ꎮ 通货膨胀和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快速流失和严重的

社会两极分化ꎬ 金融工业寡头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ꎬ 普通居民的储蓄因为超级通

货膨胀化为乌有ꎮ 直到普京 ２０００ 年出任总统ꎬ 大幅度调整转型政策和方向之后ꎬ
借助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周期ꎬ 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俄罗斯经济衰败的趋势ꎮ
另一方面ꎬ 就市场制度模式而言ꎬ 俄罗斯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转型初期迅速

向 “小政府、 大市场” 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ꎬ 放弃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ꎬ 对内

放开价格ꎬ 对外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卢布可自由兑换ꎬ 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等ꎬ 但从

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 ２０００ 年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特征看ꎬ 新自由主义并

没有成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ꎮ 无论是 １９９３ 年 «俄罗斯联邦宪法» 关于

国家经济性质的规定和所有制结构的规定②ꎬ 还是普京 ２０００ 年出任总统后多次强

调ꎬ 俄罗斯是 “社会市场经济国家”③ꎬ 经济发展以保障人民有尊严的生活为目

的④ꎬ 俄罗斯都再没有把 １９９２ 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设定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

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目标ꎮ 因此ꎬ 就结果而言ꎬ 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中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启动政治经济转型ꎬ 摧毁旧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ꎬ 进而

搞乱经济运行的作用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进程表明ꎬ 新自由主义最

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所抛弃ꎮ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在俄罗斯的转型实践中失败? 普京在 «千年之交的俄罗

斯» 一文中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转型的反思及其之后的政策调整ꎬ 可以看作

是这种失败的一个初步解释ꎮ 他指出: “９０ 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ꎬ 只是将外国

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简单地照搬到我国ꎬ 我国的改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就能

取得真正的成功是不可能的ꎮ 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会取得成功的ꎮ” 基于这

种认识ꎬ 普京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对既有的转型方案进行了大幅度调整ꎮ 在

尊重私有化结果和肯定市场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ꎬ 限制寡头对

政权决策体系的干预和渗透ꎬ 重新定位政府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ꎬ 通过战略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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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重新国有化和建立中央—地方垂直权力系统ꎬ 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ꎬ 以及 ２０１６ 年开始出现在美国和

欧洲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ꎬ 则从另一个侧面给出了新自由主义存在实践逻辑

缺陷的证据ꎮ
那么ꎬ 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市场化转型中失败的原因及俄罗斯的社

会市场经济转型探索? 本文以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实践结果为起

点ꎬ 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性质及其与经济转型任务的矛盾、 全球化背

景下新自由主义实践逻辑与经济转型的矛盾两个方面加以分析ꎮ

一　 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实践及其结果

俄罗斯启动转型的 “休克疗法”ꎬ 其核心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ꎮ
这一转型方案造成的实践结果ꎬ 是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抛弃的直

接原因ꎮ

１ 俄罗斯 １９９２ 年 “休克疗法” 转型方案及其新自由主义性质

(１) “休克疗法” 的主要内容和政策目标

俄罗斯 １９９２ 年年初以 “休克疗法” 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ꎮ 该方案是以 “自
由化、 稳定化和私有化” 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组合ꎮ

经济自由化是 “休克疗法” 的第一项内容ꎮ 在政策顺序上ꎬ 首先实行的是

价格自由化ꎮ 价格自由化被盖达尔称为 “渐进改革框架内采取的休克措施”ꎬ 是

俄罗斯改革由渐进转入激进的分界线①ꎮ 具体做法是: 自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面

放开物价ꎬ ９０％的零售商品和 ８０％的工业品批发价格一次性取消计划定价ꎬ 由市

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ꎻ 实行卢布可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ꎻ 取消国家在外贸领域的

垄断ꎬ 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ꎮ
价格自由化旨在达到四个目的: 第一ꎬ 帮助克服经济中严重的财政失衡问

题ꎮ 为此目的ꎬ 需要减少价格补贴ꎬ 并能够在价格放开的条件下征收增值税ꎮ 第

二ꎬ 通过价格自由化在短期内 “吃掉” 民众持有的过剩货币余额ꎮ 这些多余货

３

①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мени Е Т Гайдар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７ С １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ｐ ｒｕ / ｒｕ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ｃｉ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５２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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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是苏联时期强制储蓄政策和 １９９２ 年之前几年执行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果ꎮ
第三ꎬ 通过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 (使比价关系反映资源稀缺程度)ꎬ 为更有效地

配置生产资源创造前提条件ꎮ 第四ꎬ 通过自由价格机制ꎬ 在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

体之间引入竞争机制ꎮ 最终ꎬ 在极大地减少投机需求和低效率生产性浪费的基础

上ꎬ 消除商品短缺现象ꎮ
价格自由化之后的跟进措施是实行统一汇率基础上的货币可兑换政策ꎬ 减少

企业的进口补贴ꎮ 对外部市场开放是和价格自由化同等重要的经济自由化举措ꎮ
俄罗斯期望通过货币可自由兑换和对外开放经济ꎬ 来保证俄罗斯的进口需求ꎬ 在

市场化的基础上解决经常性的商品短缺问题ꎮ
稳定化措施是 “休克疗法” 的第二项内容ꎮ 稳定化的要求是ꎬ 政府把抑制

通货膨胀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重点ꎬ 实行严厉的货币财政政策ꎬ 通过压缩财政赤

字ꎬ 控制货币发行量ꎬ 限制信贷规模ꎬ 减少乃至取消各种补贴和优惠ꎬ 以期把月

通货膨胀率限制在 ２％ ~３％ ꎬ 最多不超过 ５％ ꎬ 以便为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宏观

经济环境ꎮ
稳定化的核心是改革银行体系ꎬ 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ꎬ 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通

过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做法ꎮ 在这里ꎬ 中央银行成为独立的仅对币值稳定

和货币流通稳定负责的一支力量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一环ꎮ 稳定化

方案规定ꎬ 必须在改革的最初两年改变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事实地位ꎬ 以保证

中央银行能执行独立的不受干预的货币政策ꎮ 诸如货币计划等行政性限定国内货

币流通总量的政策工具必须退出政府的经济干预工具箱ꎮ 由于当时叶利钦总统对

盖达尔政府改革权限的强化ꎬ 转轨启动最初几个月里ꎬ 政府做到了严格限制中央

银行政策的摆动ꎮ 该政策方案弱化了政府可利用的政策力量ꎬ 恶化了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的经济形势ꎬ 但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反对超级通货膨胀计

划的压力集团的能量ꎮ 先前执行的国家支出根据通胀率指数化的政策机制被强制

退出了政府政策的工具箱ꎮ
“休克疗法” 的第三项内容是私有化ꎮ 私有化方案以塑造私有产权制度基础

为目的ꎬ 分 “证券私有化” 和 “现金私有化” 两个阶段ꎮ 其中ꎬ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的证券私有化 (ваучерная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ꎬ 主要对那些非自然垄

断企业和非战略性军事工业综合体进行股份化改造ꎬ 其重点是分配国有资产ꎬ 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平均分配ꎬ 目的是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ꎮ 从 １９９４ 年下半年开

始ꎬ 私有化进程转入现金私有化阶段ꎮ 现金私有化的重点是对私有化企业的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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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ꎬ 并力图使其运转起来ꎮ 主要目标是吸引国内外资本ꎬ 实现私有化企业的现代

化改造ꎮ 拍卖引入资金成为现金私有化阶段主要的私有化方式ꎮ 私有化的范围也

进一步扩大ꎬ 先前被排除在私有化范围之外的企业ꎬ 包括那些燃料能源综合体和

部分军工企业综合体、 新闻和出版部门也实行股份化改造ꎮ
按照 “休克疗法” 的设计ꎬ 私有化为整个经济转型奠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制

度基础ꎬ 同时消除集权计划制度的社会基础ꎮ 在价格自由化政策显示效果的过程

中ꎬ 必须得到私有化政策的配合ꎮ 因此ꎬ 私有化计划必须尽早展开ꎮ 同时ꎬ 私有

化政策获得社会的事前政治支持是必要的ꎬ 仅仅把私有化简单地理解为经济转型

中的重要一环还不够ꎮ 私有化作为一种体制重组现象ꎬ 它的制度意义表现在ꎬ 私

有化是两个分开而且平行的过程ꎮ 一方面ꎬ 私有化是一个使国家逐渐放弃产权主

体职能的过程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私有化的实质是产权的非国家化过程ꎮ 另一方

面ꎬ 私有化是一个生成新的经济机制、 法律机制以及新的经济制度结构的建设性

过程ꎬ 没有这一过程ꎬ 私有制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ꎮ
概括起来讲ꎬ “休克疗法” 这一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是: 采取货币紧缩政

策ꎬ 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规模ꎻ 削减财政补贴ꎬ 减少财政赤字ꎬ 从而抑制社会总

需求ꎬ 强制性消除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ꎬ 制止通货膨胀的发展ꎻ 放开价

格ꎬ 取消价格补贴ꎬ 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ꎻ 实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ꎬ
取消对外贸易限制ꎬ 建立自由贸易体制ꎬ 从而由国外 “进口” 一个真实的价格

体系ꎻ 取消经济控制ꎬ 尽快打破某些行业的经济垄断ꎬ 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

制ꎻ 尽快实行私有化ꎬ 改造国有企业ꎬ 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ꎮ
以上几个方面的核心是自由化、 稳定化和私有化ꎮ 就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ꎬ

私有化是基础ꎬ 经济自由化是核心ꎬ 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ꎮ
(２) “休克疗法” 的理论依据是被称为 “华盛顿共识” 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在西方国家造成经济滞胀ꎬ
其主流地位逐渐被由货币主义、 理性预期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构成的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所取代ꎮ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通过减少政府干预、 出售国有部门、 创设

私人经济、 压缩社会福利、 减少政府开支ꎬ 来解决滞胀问题ꎮ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ꎬ 并取得了成效ꎮ 与此同

时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拉美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ꎬ 也被迫

进行结构改革ꎮ 其中ꎬ “休克疗法” 就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为遏制

１９８５ 年玻利维亚的超级通货膨胀而设计出来的ꎮ 这些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核心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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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ꎮ 作为对西方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成功治理经济滞

胀和拉美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经验的抽象和概括ꎬ 这些政策举措后来被称之为

“华盛顿共识”①ꎬ 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一些经济学

家大力推广ꎬ 其核心内容正是自由化、 私有化和稳定化ꎮ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ꎬ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

币现象ꎬ 对付它的办法不是实行严厉的价格控制ꎬ 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和控制ꎬ 而是由市场自由决定价格ꎬ 同时ꎬ 实行严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ꎬ 紧

缩银根ꎬ 减少货币供应ꎬ 增加税收ꎬ 并减少政府开支ꎮ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

逻辑是: 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会自动带来有效配置资源的强烈激励ꎬ 市场会为这

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提供最佳的信息结构ꎬ 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ꎬ 以

防止出现与政府干预伴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ꎬ 从而为经济的充分竞争提

供足够的空间ꎬ 而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ꎮ
毫无疑问ꎬ 在一个比较静态的分析环境里ꎬ 在一个成熟完美的理想的自由市

场经济制度结构中ꎬ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上述逻辑可以说是完美自洽的ꎮ 但在一

个制度规范缺失或正在重建的转型经济中ꎬ 上述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方案却产

生了破坏性的实践结果ꎮ

２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

１９９２ 年 “休克疗法” 的实施ꎬ 一方面迅速摧毁了苏联 ７０ 余年的计划经济体

制ꎬ 为建立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价格体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ꎮ 另

一方面ꎬ 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ꎮ 最终ꎬ 新自由主义逻辑指导下建

立的并非是预期的 “自由市场经济”ꎬ 而是 “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②ꎮ 普京就任

总统后ꎬ 抛弃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逻辑ꎬ 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最终失败ꎮ
(１) “休克疗法” 引发持续的转型性经济危机

１９９２ 年实施的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激进 “休克疗法” 转型方案ꎬ 在迅速

６

①

②

拉美国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应对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ꎬ 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ꎬ 基本政
策措施包括出售国有企业、 创造私营部门、 结构调整、 削减社会福利、 压缩政府支出等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美国国际
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组织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ꎬ 与会代表主要来自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学府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ꎬ 拉美国家的上述改革举措在会议上被归纳抽象ꎬ 并受到推崇ꎬ 后被冠
以 “华盛顿共识” 在世界范围内推广ꎮ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５１ － ２６４

Некипелов 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 /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ꎬ г １９９９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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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原来的生产网络和分配交换系统的同时ꎬ 并没有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起新的有

效的经济运行系统ꎮ “休克疗法” 带来的经济混乱一直持续到 １９９６ 年ꎮ １９９７ 年

出现的脆弱稳定ꎬ 又被 １９９８ 年的金融危机破坏ꎮ 俄罗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经济

危机具有时间长、 程度深和危害大的三重特点ꎮ 首先是经济负增长在转轨启动前

后持续约十年ꎬ 其间只有 １９９７ 年出现 ０ ４％ 的微弱增长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 ９％ ꎬ 其中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 ８ ２％ ꎬ 工业增加值 － １１％ ꎬ 服

务业 － ８ ４％ ꎬ 商品与服务出口 － １３ ２％ ꎮ 连年的经济下滑使俄罗斯的经济总量

大大缩小ꎬ １９９７ 年的 ＧＤＰ 总值仅相当于 １９８９ 年的 ５７％ ꎬ 工业产出下降

约 ６７％ ①ꎮ
“休克疗法” 引发的转型性经济危机ꎬ 导致综合国力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

幅下降ꎬ 社会贫困化和不平等加剧ꎮ 按 １９９０ 年的官方名义汇率计算ꎬ 俄罗斯

１９９０ 年的 ＧＤＰ 总额为 １０ ３９０ 亿美元ꎬ 美国为 ５５ ２２２ 亿美元ꎬ 中国为３ ６９７ ５亿美

元ꎬ 也就是说俄罗斯 １９９０ 年的 ＧＤＰ 为美国的 １８ ８％ ꎬ 中国的 ２ ８ 倍ꎮ 到 １９９７
年ꎬ 俄罗斯的 ＧＤＰ 总额为 ４ ４００ 亿美元ꎬ 美国为 ８０ 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为９ ０００亿
美元ꎬ 此时ꎬ 俄罗斯的 ＧＤＰ 为美国的 ５ ５％ ꎬ 约为中国的 ５０％ ꎮ １９９８ 年金融危

机以后ꎬ 俄罗斯的 ＧＤＰ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只有美国的 １ / １０、 中国的 １ / ５ꎮ
经济持续衰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ꎬ 贫困化率持续升高ꎬ 加上私有化引发

的财富再分配ꎬ 使经济不平等加剧ꎮ 首先是长期的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ꎬ 使居

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和职工的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ꎮ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年ꎬ 俄罗斯居民

实际货币收入总计下降 ６０％ ꎬ 工资收入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从 ５０％降为 ３０％ ꎮ 加上

经常拖欠工资和退休金ꎬ 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ꎮ 生产下滑ꎬ 雇佣减少ꎬ 失

业人数不断增加ꎬ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的失业率已高达 １２ ５％ ꎮ 与此同时ꎬ 私有化过程

中的财富掠夺和腐败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ꎬ １９９９ 年的贫困人口约占人口总数

的 ７０％ ~７５％ ꎬ 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 ２５％ ~３０％ ②ꎮ

７

①

②

这里的数据参见世界银行出版的 «世界发展报告 (１９９８ / ９９ 年)»ꎮ 在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
的统计数据中ꎬ 无论是以当年价格计算ꎬ 还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总量和增长率数据ꎬ 目前可以查到并
能够用来对比和佐证的都只有 １９９５ 年之后的数据ꎮ 因此ꎬ 测度俄罗斯转型之初经济衰退程度的统计资料ꎬ
只能从当时的俄罗斯统计出版物和世界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ＥＢＲＤ) 的统计出版物中搜集ꎮ ＥＢＲＤ
给出评估是ꎬ 俄罗斯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和 １９９８ 年的真实 ＧＤＰ 规模分别相当于 １９８９ 年的 ５１％ 、 ５８％和 ５５％ ꎮ

对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引发的综合国力下降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ꎬ 贫困化率上升和不平等加剧
问题ꎬ 许多机构和学者都给出了评估ꎬ 这里的数据转引自许新 ２０００ 年的研究成果ꎮ 参见: 许新: «俄罗斯
经济转轨评析»ꎬ 载 «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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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休克疗法” 使俄罗斯的市场化制度转型陷入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①

状态ꎮ
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 “休克疗法”ꎬ 其政策措施的目标是通过自由化和私

有化建立起有效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ꎮ 但到 １９９９ 年市场化制度建设任务基

本完成的时候②ꎬ 在俄罗斯形成的局面是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状态ꎮ 表现为:
(１) 尽管国家放弃了产权主体地位ꎬ 但金融工业寡头取代国家成为垄断者ꎬ 经

济竞争并没有出现ꎻ (２) 为了防止转型逆转ꎬ 叶利钦政府被迫与资本结成同盟ꎬ
政府被资本俘获ꎻ (３) 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ꎬ 共同维持一种分利性制度结构ꎮ

首先ꎬ 在 “休克疗法” 的实际执行过程中ꎬ 私有化变成了瓜分国有财产的

盛宴ꎬ 最终ꎬ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集权和对经济权利的垄断被金融工业集团对经

济的垄断所代替ꎬ 寡头垄断替代了中央集权体制对经济的垄断ꎮ “国家财产遭受

私有化和非私有化部门联合力量的盗窃ꎬ 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ꎬ 试图通过违

反私有者权利和纯行政手段如税收压力、 操纵预算项目、 拒绝自己的债务、 直接

参与 ‘新所有者’ 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等ꎬ 对经济施加压力来补偿自己的

损失ꎮ”③ 毫无疑问ꎬ 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ꎬ 在对国有资产

的瓜分和再分配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ꎬ 寄希望于私有化市场主体专注于通过实际

生产过程使财富增值ꎬ 而不是忙于投机和保护到手的私有财产ꎬ 是不现实的ꎮ 这

也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私有化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的真实写照和基本原因ꎮ
其次ꎬ 资本俘获政府ꎬ 寡头利益集团左右政府ꎬ 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和提供制

度规范、 法律秩序和社会公正的能力ꎮ 这样的市场制度结构既无法提供经济效率

８

①

②

③

非效率制度均衡指的是ꎬ 这种制度结构是非效率的ꎬ 但改变它的成本是如此之大ꎬ 以至于对其进
行制度创新变得不经济ꎬ 从而使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均衡制度结构状态得以维持ꎮ 非效率制度均衡表明
现有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阻碍了经济人利用潜在的获利机会ꎮ 它指出了对现有制度进行创新的必要性ꎬ
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创新的阻力或者说是成本太大ꎬ 从而使制度创新变得不可能ꎮ 该定义及其讨论参见徐
坡岭: «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ꎬ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３ 章第 １ 节 “效率制度均衡、 非效率制度均衡及其原因” 的内容ꎮ

关于俄罗斯市场化制度转型的任务何时结束ꎬ 学者、 国际机构和俄罗斯政府存在很大分歧ꎮ “休
克疗法” 的设计和执行者盖达尔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的 “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 首发式上说: “俄罗斯由苏联时期过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结束ꎮ” 俄罗斯政治制度设计师 В 苏尔科夫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的发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ꎮ 但这种判断直到 ２０１２ 年普京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前后才被政府层面确认
(相关讨论参见李福川 «俄罗斯已经结束制度转型» 一文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关于俄罗斯何时完成市场化制度转型认识上的差异ꎬ 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何时建立起有效的市场制度的分
歧ꎬ 也从侧面证明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市场化制度建设的效果不尽如人意ꎮ

李新: «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反思»ꎬ 载 «财经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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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ꎬ 也无法保证社会公平和公正秩序ꎮ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ꎬ 通过 “休克疗法” 完成私有化产权改造之后ꎬ 俄

罗斯将出现一个 “小政府” 基础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竞争格局ꎮ 但实际情况是ꎬ
“俄罗斯的私有化完成了摧毁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机制的任务ꎬ 它赋予了少数私

人毫无控制地通过产权转移和对股份制企业实际控制来支配巨额国民财富的权

利ꎮ”① 结果是ꎬ 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演变成一个分利过程ꎬ 这个分利过程在

１９９２ 年私有化改革的初期表现为旧官僚和经理人员对国家财产的掠夺ꎬ 后期则

表现为金融工业寡头在大型国有企业拍卖中的争夺和舞弊行为ꎮ 最终ꎬ 俄罗斯的

产权改革方式和程序造就了左右俄罗斯政府政策的强大利益集团ꎮ
特别是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年的经济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ꎬ 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ꎬ

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ꎬ 俄共的社会支持率快速上升ꎬ 进而威胁到叶利钦在 １９９６
年总统选举中的地位ꎬ 市场化转型存在被逆转的危险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为了打败

威望日趋上升的俄共ꎬ 保住总统宝座ꎬ 叶利钦总统与金融寡头勾结在一起ꎬ 通过

金融寡头们控制的企业ꎬ 用工作职位和偿付拖欠工资等手段间接影响选民ꎮ 最

终ꎬ 叶利钦保住了总统职位ꎬ 却也把金融工业寡头影响政府政策的机制制度化

了ꎮ １９９７ 年政府陷入国有大企业拍卖和收购的争夺战中ꎮ 政府内形成总理和两

名第一副总理三权鼎立的局面ꎮ 金融工业寡头们利用手中控制的传媒互相攻击ꎬ
并把战火引向政府ꎬ 引起政治动荡ꎮ 同时ꎬ 金融工业集团拖欠税收ꎬ 使政府的财

政能力处于危险境地ꎮ 孱弱的政府财政吸收能力和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导致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的政府信用违约ꎬ 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ꎬ 再次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和

经济增长ꎮ
上述 “休克疗法” 方案实施之后导致的双重结果表明ꎬ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ꎬ 俄罗斯既没有出现预期的基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增长ꎬ 也没有建立起有效

的市场经济制度ꎮ 相反ꎬ 政府被寡头左右ꎬ 经济由国家垄断变成寡头垄断ꎬ 普通

居民生活贫困化率大幅度上升ꎬ 财富集中度和贫富差距急剧提高ꎮ 新自由主义指

导下的转型既没有带来经济效率ꎬ 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ꎬ 俄罗斯由美苏争霸时的

两极之一沦为二流国家ꎮ 新自由主义转型实践基本失败ꎬ 最终被抛弃的命运几乎

已成定局ꎮ

９

① 李新: «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反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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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俄罗斯在对转型政策的调整中逐渐抛弃新自由主义

“休克疗法” 的实践结果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对经济转型进行调整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ꎬ 普里马科夫就任政府总理ꎬ 提出了稳定经济新纲领ꎬ 这一纲领实际上意味

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ꎬ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宣告结束①ꎮ 俄罗斯开始探索适合

其特点的经济改革道路ꎮ 普里马科夫政府执行的是中左的政治方针ꎬ 其经济政策

的主要特点是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ꎮ 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 加强国

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ꎬ 尽快稳定财政和金融ꎮ 第二ꎬ 调整私有化政策ꎬ 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ꎮ 第三ꎬ 调整宏观政策的方向ꎬ 使政策的重点从优先稳定财政货币转为

优先发展生产ꎮ 第四ꎬ 克服对外经济政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ꎬ 通过发展本国工

业ꎬ 发展民族经济来保持经济稳定ꎮ 第五ꎬ 使经济政策面向社会ꎬ 尽快补发拖欠

的工资和退休金ꎮ 总之ꎬ 普里马科夫政府坚决而慎重地修改了以往的经济政策ꎬ
加大国家调控的力度ꎬ 总的方向是试图走一条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

之路ꎮ
世纪之交ꎬ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掌了俄罗斯政权ꎮ 为稳定国内政治、 经济、

社会局势ꎬ 普京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 议会与政党制度、 政府职能、 私有

化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ꎮ 包括: 加强对地方的垂直管

理ꎬ 建立七大联邦区ꎬ 对地方领导人实行总统任命制ꎻ 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国

家在经济中的作用ꎬ 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ꎬ 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ꎻ 完善国家

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ꎬ 调整战略领域的私有化政策ꎬ 加强对国民

经济命脉的掌控ꎻ 为寡头划定行为边界ꎬ 打击寡头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绑架ꎬ 削弱

金融寡头对国民经济的垄断②ꎮ 这些举措否定了之前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 “小
政府大市场” 主张ꎬ 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强调经济主权和俄罗斯国家对境内国际

资本的掌控地位ꎮ 普京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意味着彻底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ꎮ
从普里马科夫和普京的政策选择看ꎬ 之所以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抛弃新自

由主义ꎬ 是由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造成的ꎮ 那么ꎬ 为什么 “休克疗

法” 这一套逻辑内洽的转型方案会导向一个糟糕的结果? 从理论上看ꎬ 这是由新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与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造成的ꎬ 同时也是全球化条

０１

①

②

胡键: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 从新自由主义到 “第三条道路”»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
题»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ꎮ

〔俄〕 Л 希罗科拉德: «普京抛弃了新自由主义»ꎬ 载 «社会科学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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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垄断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ꎮ

二　 新自由主义理论逻辑与俄罗斯市场化

经济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揭示了计划经济效率困境的根本原因以及市场化

经济转型的必要性ꎬ 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和静态分析却无法揭示市场化

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特征ꎬ 因为忽视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ꎬ 而混淆了制度

既定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效率目标和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目标ꎮ 因

此给出了 “休克疗法” 这样的以自由放任和取消政府干预为主要内容的转型方案ꎮ
这是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转型造成混乱和经济衰退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ꎮ

１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及其对计划经济体制效率缺陷的批判

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 “休克疗法” 之所以被当时的叶利钦政府确定为俄

罗斯启动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的政策方案ꎬ 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ꎬ 也有经济方面的

原因ꎮ 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认为是摧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基础的需要ꎬ 经

济方面的原因则是为了克服当时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短缺性经济危机ꎬ 同时为无效

率的计划经济制度寻找合理的替代方案①ꎮ 但从理论上讲ꎬ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新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所揭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ꎬ 以及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为人们描绘出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效率前景ꎮ
(１)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源流及其基本主张

从理论源流看ꎬ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和发

展ꎮ 按时间段划分ꎬ 经历了三个阶段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前ꎬ 新自由主义曾经蛰伏和酝酿

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ꎬ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大萧条

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ꎮ 自由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周而复始的危

机? 其未来出路何在? 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给出的答案是有效需求不

足ꎬ 解决办法是实行国家干预ꎮ 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ꎬ 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造成的ꎬ 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ꎮ 以此为起点ꎬ 现代主流经济理

１１

① 参阅徐坡岭: «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 第 ２ 章第 ３ 节
的分析ꎬ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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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古典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 (指导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 和马克思主义

(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 两个方向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

些学者激烈反对国家干预或实行中央计划经济ꎬ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①ꎮ 辩论

的结果是ꎬ 由于哈耶克的自由竞争主张无法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矛盾提

供可行的解决方案ꎬ 同时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ꎬ 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ꎬ 哈耶克在当时的论战中败下阵来ꎮ 但哈耶克坚持和推崇的

自由主义思想却作为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得到了广泛传播②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ꎬ 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判

为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提供了契机ꎮ 在质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ꎬ
理性预期学派、 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不同假定和核心概念ꎬ 发展

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ꎬ 它们的共同点是主张自由竞争ꎬ 反对国家干预ꎮ 由于适应

时代需要ꎬ 这些理论流派迅速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ꎮ 这些经济

学流派的基本主张被称为新自由主义ꎮ 特别是ꎬ 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

被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采纳ꎬ 用来治理陷入滞胀的经济ꎬ
从此ꎬ 新自由主义由思想理论走向政策实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ꎬ 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ꎮ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

和英国的成功实践ꎬ 以及基于同一时期拉美国家改革实践而抽象出的 “华盛顿共

识”ꎬ 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从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思考ꎬ 逐步获得一种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地位ꎮ 新自由主义也因为

“华盛顿共识” 而获得国际话语霸权ꎬ 成为西方国家主导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

理论体系和价值取向③ꎮ

２１

①

②

③

哈耶克以他的 “分散的个人知识论” 和 “市场过程理论” 参与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４０ 年代与社会主义
经济核算的论战ꎬ 该论战促使他 “从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ꎮ 同时ꎬ
他 １９３１ 年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后ꎬ 对凯恩斯的 “总量分析方法” “货币理论” “经济政策理论” 等进行了激
烈的批判ꎮ 参见陈曦在博士论文 «哈耶克经济理论述评» 第 ３ 章第 ３ 节、 第 ６ 章第 １ 节的相关研究ꎮ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 以知识的 “分散” 论证市场 “自发秩序”
与 “扩展秩序” 的合理性ꎬ 推崇进化理性主义ꎬ 反对一切建构理性主义ꎻ (２) 赞扬法治而反对组织ꎬ 强
调国家的一般性规则、 制度对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性ꎻ (３) 反对国家干预ꎬ 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最大化ꎬ
但也不赞同政府无所作为ꎻ (４) 强调道德、 传统和惯例的力量ꎬ 主张社会进化思想ꎻ (５) 坚决反对社会
主义及计划经济ꎮ 参见钟超: «论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ꎬ 载 «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ꎬ 宣布在冷战时期的意识
形态竞争中ꎬ 民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ꎮ 这样ꎬ 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和经济领域
的解决方案 “华盛顿共识” 一起ꎬ 标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ꎮ 参阅: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ꎬ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



专稿　

就基本主张看ꎬ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 反对政府干预ꎬ 主

张自由竞争ꎬ 建立私有产权制度ꎮ
(２)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俄罗斯经济转型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与挖掘

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ꎬ 俄罗斯为什么转型ꎬ 国内外包括经济学、 历史学和政

治学等在内的许多学科都给出了解析和论证ꎮ 由于出发点和所站的角度不同ꎬ 学

者们的观点也有许多分歧ꎮ 不过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相关文献的深度和客观性也

逐渐提高ꎬ 并逐渐达成了许多共识①ꎮ 其中ꎬ 经济学解释取得的共识是最大的ꎮ
经济学解释把根源指向效率问题ꎬ 其理论基础正是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发展而来

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ꎮ
就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而言ꎬ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哈耶克与兰格

的 “市场社会主义” 论战ꎬ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批判ꎬ 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对苏联体制模式及其问题的解析ꎬ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批判是

一以贯之的ꎬ 并且从激励机制、 制度规则、 运行机制等角度对计划经济的效率缺

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ꎮ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认为ꎬ 计划经济尽管在建立的初期

取得了经济赶超的成就ꎬ 但后来的低效率特征及其内在的制度根源却是无法克服

的ꎮ 运用成本—效率分析逻辑ꎬ 结合计划经济体制的激励机制特征和价格机制特

征ꎬ 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制度特征及其致命缺陷有以下概括: 第

一ꎬ 中央计划体制的行政效率低下ꎬ 且普遍存在的官僚利益和制度腐败往往造成

计划扭曲ꎮ 第二ꎬ 计划机制的信息承载量过低ꎬ 导致计划价格不规则地偏离商品

短缺率和计划者的偏好ꎮ 第三ꎬ 计划经济的微观经济效率低下ꎮ 第四ꎬ 计划经济

的宏观失衡是难以克服的ꎮ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ꎬ 核心是对计划经济效率困境的揭

示ꎬ 其最终结论认为ꎬ 解决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ꎬ 那就是用

自由竞争和分散决策代替计划经济的权力垄断和集权决策ꎬ 用激励明确的私有产权

３１

① 关于什么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的原因ꎬ 俄罗斯学者和国内学者一样ꎬ 有许多争论ꎮ 俄罗斯科
学院历史所 «俄罗斯史» 主编 А Н 梅杜舍夫斯基教授在 ２０１１ 年为纪念苏联解体 ２０ 周年时发表 «从分析
史学观点看改革和苏联崩溃的原因» 一文ꎬ 归纳了俄罗斯学者解释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的七种理论ꎬ 包
括 “帝国论” “现代化危机论” “社会经济论” “阴谋论” 等ꎬ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 “体制模式说”ꎮ
按照国内苏联史学家马龙闪的分析ꎬ 梅杜舍夫斯基的 “ ‘体制模式说’ 是俄罗斯学者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
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 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ꎮ 同时ꎬ 这一解说与中国学者对苏联解体、 俄罗斯转型原
因的分析是一致的ꎮ 另外ꎬ 马龙闪指出ꎬ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关于苏共亡党的 “三垄断说” (即苏共亡党的
根本原因在于 “意识形态垄断ꎬ 大搞一言堂ꎻ 权力垄断ꎬ 大搞政治暴力ꎻ 利益垄断ꎬ 大搞特权”)ꎬ 尽管更
偏重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ꎬ 但与 “体制模式说” 有异曲同工之处ꎮ 参见马龙闪: «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
原因的解说»ꎬ 载 «炎黄春秋»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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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公有制产权ꎬ 建立市场经济ꎮ 但如何过渡到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

批判逻辑并没有给出可行的实施方案ꎬ 因为它忽视了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ꎮ

２ 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及其对转型方案的要求

毫无疑问ꎬ 经济转型缘起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效率困境ꎬ 经济转型的根本

目的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ꎮ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ꎬ 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

程ꎬ 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过程ꎬ 而是一个政治过程ꎮ 这是因为ꎬ 经济转型的

任务是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体系ꎬ 而制度带有强制性ꎬ 是一种强制性的分利制

度ꎮ 制度作为管束人类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①ꎬ 规定了个人或集

体的权利义务边界ꎬ 确定了个人或集体行为的 “选择集”ꎮ 对于同一个人或同一

集团而言ꎬ 不同的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机会和不同的经济剩余ꎮ 因此ꎬ 人

们出于利益考虑ꎬ 对制度安排是有偏好的ꎮ 从逻辑上讲ꎬ 对制度安排的偏好比对

制度安排的结果的偏好更重要ꎮ 如果我们把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

型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ꎬ 这一过程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呢? 新制度经济学在

这里提供了一个解释逻辑ꎮ
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ꎬ 市场化经济转型被看作是一个新制度的生产和供给

过程ꎮ 由于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套规则ꎬ 具有强制性ꎬ 因此ꎬ 制度变迁在

更大程度上是国家对个人的强制ꎬ 或者是那些能使国家为其所用的人对他人的强

制ꎬ 而不仅仅具有资源配置的效率意义ꎮ 随着个人和集团行动的 “选择集” 的

改变ꎬ 将导致: (１) 激励和约束机制改变ꎬ 从而引起经济效率的变化ꎻ (２) 权

利和义务边界变化ꎬ 从而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ꎻ (３) 行为 “选择集” 的改变直

接导致经济机会的改变ꎻ (４) 新的行动框架会确立新的经济优势结构ꎮ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ꎬ 丹尼尔Ｗ 布罗姆利把制度变迁区分为四种: (１) 提高生产效率

的制度交易ꎬ (２) 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ꎬ (３) 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交

易ꎬ (４) 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②ꎮ 很显然ꎬ 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初衷可能

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 (也不尽然)ꎬ 但制度变迁的实际影响将肯定超出效

率的范围ꎮ 这样ꎬ 市场化经济转型因为要建立新的制度体系ꎬ 意味着重新确定社

４１

①

②

美国经济学家 Ｔ Ｗ 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 “规则ꎬ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 政
治与经济行为”ꎮ 参见科斯等: «财产权利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ꎬ 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２５３ 页ꎮ

参见: 〔美〕 丹尼尔Ｗ 布罗姆利: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ꎬ 上海三
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 １５１ ~ １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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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利益结构ꎬ 其利益再分配属性就成了经济转型的根本属性ꎬ 市场化经济转型

在任务上具有了政治性ꎮ
也就是说ꎬ 经济转型过程的实质是ꎬ 它将改变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ꎬ 从而改

变人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ꎮ 在新制度的经济效率实现之前ꎬ 经济转轨将

首先表现出利益再分配的性质ꎬ 这使经济转型过程首先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ꎮ
一个政治性的经济转型过程意味着ꎬ 它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ꎮ

利益集团是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行动主体ꎻ 通过制度创新使收入分配朝着

有利于自己集团方面转移的动机始终处于优先地位ꎬ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相

对而言处在一种次要的位置上ꎬ 甚至仅仅是作为实现再分配目标的条件被引入集

体决策的目标集内ꎻ 而改变收入分配方向的制度创新必然遭到损失者的反对ꎬ 利益

冲突始终制约着经济转型过程ꎻ 各利益集团在制度创新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斗争与

妥协构成经济转型过程的主线ꎻ 设计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配置机制以分配制度变迁

带来的收益ꎬ 同时保证制度创新的效率目的ꎬ 这是经济转型政策的核心问题ꎮ
因此ꎬ 从方案实施和议程控制的角度看ꎬ 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ꎬ 一个强大的

具有制度供给能力和议程控制能力的政府是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ꎮ 在这一点上ꎬ
俄罗斯的 “休克疗法” 方案恰恰悖离了这一要求ꎬ 因此ꎬ 转型启动之后ꎬ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年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就不难理解了ꎮ 转型的利益再分配性质和一个弱

小的被资本绑架的政府ꎬ 是叶利钦时代市场化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①ꎮ

３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垄断资本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如果说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之后改变 “休克疗法” 倡导自由放任的做法ꎬ
加强政府作用ꎬ 是为了控制俄罗斯混乱的经济局势ꎬ 帮助俄罗斯走向稳定ꎬ 那么

普京出任总统后ꎬ 打击寡头ꎬ 确立国家对战略经济部门的支配地位ꎬ 加强对俄罗

斯境内国际资本的监管ꎬ 进而建立垂直的联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ꎬ 则是为了防止

国家利益被国际国内垄断资本侵蚀而采取的措施ꎮ 普京的这些举措标志着新自由

主义在俄罗斯被彻底放弃ꎬ 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垄

断资本与国家利益的矛盾ꎮ
１９９０ 年 “华盛顿共识” 的提出及其在全球的传播ꎬ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５１

① 李建民分析了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特征、 产生背景和条件ꎬ 剖析了金融工业集团与政府的关
系ꎬ 从侧面证明了这里的分析ꎮ 李建民: «俄罗斯金融寡头暨官僚资本主义探源»ꎬ 载 «东欧中亚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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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ꎮ 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ꎬ 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

转型加速了全球市场的融合ꎬ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资本和商品的国际化流动提

供了技术基础ꎬ “华盛顿共识” 倡导的自由开放贸易和放松金融管制则加速了国

际经济的融合①ꎮ 毫无疑问ꎬ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

的效率ꎬ 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不是被公平地分配到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手中

的ꎮ 在发达国家ꎬ 垄断资本利用全球流动的优势ꎬ 规避监管ꎬ 逃避税收义务ꎬ 寻

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ꎬ 取得更大的利益份额ꎮ 面对可以在全球辗转腾挪的国

际垄断资本ꎬ 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则成为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受害者ꎮ 从国家层

面看ꎬ 拥有国际垄断资本的发达国家也是获益最多的国家群体ꎮ 相反ꎬ 经济监管

能力弱、 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则成了国际资本的屠宰场ꎮ 之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ꎬ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放

任、 放松监管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②ꎮ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ꎬ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ꎬ 都是贸易保护

主义和政府干预的拥护者ꎬ 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ꎬ 对外部市场和国

际投资机会的需求快速上升ꎬ 逐渐发展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ꎮ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ꎬ 松散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ꎬ 弱化政府干

预、 强化市场机制的世界ꎬ 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利润的场所ꎮ 这种秩序

对发达国家中下层居民的伤害ꎬ 正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反弹和全球

化逆转的重要原因ꎮ
俄罗斯在转型一开始就实行了国内价格自由化、 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开放资本

项目ꎬ 这些举措一方面为俄罗斯尽快融入国际经济循环ꎬ 发挥资源禀赋比较优

势ꎬ 培育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ꎮ 但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放弃的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垄断资本的管制ꎬ 也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兴风作浪

提供了条件ꎮ 长期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高度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收

入ꎬ 但资本外逃和外部市场以及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一直

是俄罗斯政府无法控制的风险ꎮ 这与俄罗斯过早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融入全球化

体系密切相关ꎮ 直到普京出任总统之后ꎬ 俄联邦政府对寡头的规制和对战略经济

部门的掌控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上述不利局面ꎮ

６１

①
②

程伟等: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 章ꎮ
法国学者皮克迪认为ꎬ 资本的自由流动属性和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ꎬ 是长期以来贫富

分化的主要原因ꎮ 参阅: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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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 俄罗斯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ꎬ 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

经济的引导ꎬ 开启了俄罗斯经济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原料化进

程ꎬ 造成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ꎬ 以至于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 ２０１４
年执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情况下ꎬ 经济结构问题仍然难以扭转ꎮ

实践证明ꎬ 在俄罗斯按照 “休克疗法” 实行经济转型的头 １０ 年里ꎬ 少数人

暴富和经济混乱的背后ꎬ 一直徘徊着国内金融工业寡头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身

影ꎮ 近年来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反思国际垄断资本对中下层民众的伤害以及

对后发国家的掠夺ꎬ 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ꎮ 而对俄罗斯在践行 “华盛

顿共识” 方面的经验教训ꎬ 国外学者研究更早ꎮ 研究转型问题的著名学者热若

尔罗兰早在 ２００３ 年就指出ꎬ “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 ‘华盛顿共识’
缺点的证明”ꎮ 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ꎬ
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ꎬ 对 “华盛顿共识”
提出了质疑ꎮ 他认为ꎬ 这些失败更深层原因是ꎬ 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

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①ꎮ

三　 俄罗斯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探索

１ 社会市场经济在俄罗斯的思想基础及其在叶利钦时期的体现

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关于俄罗斯市场化转型的方向和模式定位从一开始就存

在着巨大的分歧ꎮ 盖达尔领导制定和执行的 “休克疗法” 和货币主义政策一开

始就遭到左派力量的激烈反对ꎮ 作为政治妥协ꎬ 为防止社会分裂ꎬ «俄罗斯联邦

宪法» 并没有规定俄罗斯是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国家ꎬ 而是规定 “俄罗斯

是社会国家ꎬ 其政策旨在为有尊严的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ꎬ “在俄罗

斯联邦一视同仁地承认和保护私人、 国有、 市政所有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②ꎮ
这一制度性规定实际上在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ꎮ 对于许多俄罗斯人

而言ꎬ 他们一直坚信ꎬ 作为一个欧亚国家ꎬ 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西欧的自由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ꎬ 而是类似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ꎮ 这种经济制度一方面由

国家力量保障自由ꎬ 特别是经济自由度ꎬ 另一方面ꎬ 基于福利国家思想保障社会

７１

①
②

转引自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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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社会公正ꎮ 俄罗斯转型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

度ꎬ 其概念就是 “社会市场经济”①ꎮ
２０００ 年叶利钦传位给普京的方式表明ꎬ 经过近 １０ 年激烈政治博弈ꎬ 在俄罗斯

建立起来的民主只具有民主制度的初步样式ꎮ 普京需要在遵从和执行某种具有封建

传位特征的秘密协议 (迄今没有公开和解密) 的条件下才可以荣登大位ꎬ 说明了

俄罗斯多党民主的装饰性和 “沙皇鲍里斯” 的无限权威ꎬ 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走向最

高国家权力接班人的弱势地位、 俄罗斯民主的初级性和国家权力宪政基础的脆弱性ꎮ

２ 普京时期俄罗斯转向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举措

普京初登大位后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要向俄罗斯民众证明ꎬ 他能够领导俄罗

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公平ꎮ 当时国际能源市场的行情和俄罗斯丰富的石油

资源帮他实现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ꎬ 但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则需要从寡头手中夺回

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控制权ꎮ 为此ꎬ 他首先打造了自己的主要由 “强力人物”
组成的执政团队ꎬ 然后马上把叶利钦时期的金融工业寡头召集到克里姆林宫 “约
法三章”ꎬ 核心是寡头必须远离政治ꎮ 之后ꎬ 把执意公开批评政府和干政的寡头

驱逐到国外ꎬ 迫使一部分留在国内的寡头脱离政治ꎬ 自己的寡头 “朋友” 则奖

励给更多的国家订单ꎮ 与此同时ꎬ 普京着手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 打造垄断性的

政党生态ꎬ 通过提高党团进入国家杜马的政治门槛ꎬ 排除那些 “为反对而反对”
的小党进入国家决策系统的可能性ꎻ 建立七大联邦区ꎬ 派驻总统特命全权代表ꎻ
实行联邦主体长官总统提名制ꎻ 把 “统一俄罗斯” 党主席的职权交给政治盟友

梅德韦杰夫ꎬ 组建 “全俄国民阵线”ꎬ 和 “统一俄罗斯” 党一道形成对俄罗斯社

会政治力量的垄断局面ꎮ 调整联邦中央对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控制ꎬ 为普京实

施自己的转型方向调整和经济制度构建奠定了基础ꎮ
在俄罗斯ꎬ 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社会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多元

化ꎬ 这是一种基于自由和私有财产 (自由主义) 的原则ꎬ 劳动和 (社会) 团结

的社会经济制度②ꎮ 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中ꎬ 他从两个方面在俄罗斯实践了

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概念ꎮ 一方面ꎬ 通过多轮的私有化和再国有化ꎬ 把具有战略

意义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被私人垄断寡头掌控的能源原材料部门重新纳入到国家

８１

①

②

Выбор модел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риоритет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иꎬ М ꎬ
Диалог － МГУꎬ １９９８ꎬ С ２０

Филякин Ю П Социально －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властьꎬ рынокꎬ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Метаморфозы послеавгустов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 ꎬ Союзꎬ １９９７г ꎬ С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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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控之中ꎬ 组建大型国有能源战略企业ꎬ 建立政府支撑执政能力的经济和财政

基础ꎮ 同时ꎬ 通过政治体制调整ꎬ 建立从联邦到地方的垂直领导ꎬ 并形成对政党

选举的掌控ꎮ 另一方面ꎬ 提高居民的劳动参与率ꎬ 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

配中的占比ꎮ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８ 年ꎬ 俄罗斯适龄劳动人口就业总量从 ６ ６８０ 万增

加到 ６ ８５０ 万人ꎬ 同期工资增长率达到年均 １３％ ꎬ 使得社会最终总消费在这些年

份里每年平均增长 ８％ ~ １０％ ①ꎮ 必须看到ꎬ 劳动者福利的增长是在俄罗斯工会

组织非常薄弱ꎬ 基层工人很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福利的背景下实现的ꎮ 这是俄罗

斯在这一阶段促进劳动和社会团结的重要体现ꎬ 是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的实践结

果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间ꎬ 梅德韦杰夫总统主导的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经济现代化改

革无果而终ꎬ 在政治上却形成了威权政党权力体制ꎮ
２０１１ 年年底ꎬ 普京在竞选第三任俄罗斯总统时ꎬ 在 “莫斯科回声” 电台明

确宣布ꎬ 在俄罗斯要 “建设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②ꎮ 这实际上是回应了他在

２０００ 年出任总统后宣示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 的说法③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后ꎬ 仍然对基层民众的需求给

予了高度关注和福利倾斜ꎬ 俄罗斯财政支出中对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领域支

出一直是份额最大的④ꎬ 甚至在经济颓势的情况下ꎬ 这一支出的占比仍在上升ꎬ
践行了普京所表述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ꎮ 当然ꎬ 至少目前看ꎬ 俄罗斯的社会市场

经济制度建设还受制于许多因素ꎬ 而且出现了某些变异ꎮ 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ꎬ
俄罗斯的政权掌握在被称为 “克格勃” 和 “圣彼得堡帮” 的少数人手中ꎻ 第二ꎬ
俄罗斯经济的寡头垄断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ꎬ 只不过这些寡头已经和政府高层

融为一体ꎬ 寄生在国家订货和官僚权力体系上ꎻ 第三ꎬ 对社会自由原则的尊重还

缺乏保障ꎮ 俄罗斯司法体系还存在许多用程序性公正掩盖侵犯社会自由原则的现

象ꎮ 另外ꎬ 爱国主义与逃到海外的原罪资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解决ꎮ

９１

①
②

③

④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та М ꎬ г ２００９ꎬ С ３８ － ３９
Филякин Ю П ꎬ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рыноч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ошлоеꎬ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ꎬ Известия МГТУ “МАМИ” № ４ (１８)ꎬ ２０１３ꎬ т １ꎬ С １５６
Согласн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м посланиям В В Пути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середины ２０００ － х годов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является повышение уровня и качества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ｒｕｓｓ ｒｕ / ｄｏｃ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 В ＿ Путина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９ ４％ ꎬ 其中ꎬ ５ ３％ 用于社会领域ꎬ ４％ 用于国防ꎬ
２ ９％用于发展经济ꎮ 参见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２０１５ году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 ６７ － ６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ｐ ｒｕ / ｒｕ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ｃｉ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７９０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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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ꎬ 我们有以下简要结论:
第一ꎬ 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最终被俄罗斯抛弃ꎬ 其直接原因是 “休克疗法”

在俄罗斯的实践结果造成的ꎮ
第二ꎬ 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在俄罗斯糟糕的实践结果ꎬ 其背后的原因是ꎬ 新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效率困境的原因ꎬ 也描绘了自

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前景ꎬ 但对于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ꎬ 却开出了错误

的药方ꎮ
第三ꎬ 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ꎬ 要求转型过程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ꎬ

通过强制性制度供给来完成ꎬ 但俄罗斯 “休克疗法” 转型方案却首先放弃了政

府对经济过程和制度供给过程的干预ꎬ 致使俄罗斯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间的转型彻底

沦为混乱的分利过程和动荡的政治斗争过程ꎮ 这是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在俄罗斯

失败的主要原因ꎮ
第四ꎬ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ꎬ 国际垄断资本对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冲

击ꎬ 需要 “有为的政府” 通过积极的干预来保护国家利益ꎬ 但俄罗斯过早地实

行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产业政策ꎬ 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局面ꎬ 资本外逃ꎬ
国际资本在俄罗斯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局面ꎬ 这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ꎮ 这也

是俄罗斯放弃新自由主义ꎬ 加强政府干预的重要原因ꎮ
第五ꎬ 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在俄罗斯具有社会基础ꎬ 这种思想反映在 １９９３ 年

宪法的相关条款中ꎬ 是激进民主派和坚持社会市场经济的左派妥协的产物ꎮ 普京

在前两个总统任期实践了 “私人产权、 社会自由、 劳动和社会团结” 的社会市

场经济思想ꎬ 并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任期开始进一步明确了在俄罗斯建设 “社会导向

市场经济制度” 的转型调整方案ꎮ 但由于政治和法律等因素ꎬ 社会市场经济在俄

罗斯的实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异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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