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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

金成武

　 　 内容提要：结构转型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经济体与发展经济学面对的中心问

题，而该问题在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中的具体而重要的内涵之一即城乡融合发展。 本文

意在说明，讨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为现实政策提供参考，亦可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

诸理论的批判借鉴及融合发展提供线索。 本文在批判借鉴的意义上，先从中国城乡融合

发展现实出发反思当代发展经济学诸理论的局限，同时讨论诸理论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

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探寻融合发展诸理论的可能线索。 本文认为，当代发展经济学诸理论

的不同的侧重点，在现实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中，是相互紧密关联的，这种

关联可以为诸理论的融合发展提供基础线索，亦可以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更综合的

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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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林毅夫为速水佑次郎（２００３）所著《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

务是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 它的最高目标是为当今低收入国家找到进入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轨道，进而实现缓解贫

困的近期目标和赶上发达国家的长期目标。”本文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采用这种意义。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电，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４８７６． ｈｔｍ。
③　 《新华国际时评：怎么看“第二经济大国”席位互换？》，新华网东京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电，央视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ｔｖ． ｃｎ ／

ｐｉｎｇｌｕｎ ／ ２０１１０２１４ ／ １０８４３５． ｓｈｔｍｌ。

一、 引　 言

“尚不发达”的经济体如何实现结构转型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在诸多人均指标上达到

（至少是很接近）“已发达”的经济体的水平，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①中国作为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是长期而重要的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

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

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
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②“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可见发展

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而两个“没有变”，可见发展还将是中国长期的要务。
中国的发展问题，亦长期受到国内外各界人群的关注。 自中国 ２０１０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后，③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问题，更是被关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当前我国发展面

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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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

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
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基于中国特定的国情，不难理解，这些困难和挑战都与城乡融合

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亦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要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① 意见明确了中国未来城乡融合发展将分三步走：到
２０２２ 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

制逐步消除，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农村产权保护

交易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经济发达地

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到 ２０３５ 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

完善。 城镇化进入成熟期，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

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 ２１ 世纪中叶，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常常和“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需要指出

的是，人们对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或欠发达、发展中）经济体的区分，其实主要是针对于同一时期

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的。 所谓一个经济体“从不发达走向发达”，其实主要指该经济体由原先在世界

上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达到了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水平，而并非主要指该经济体与自身

过去相比发生了如何大的变化。 或者说，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某一时期的不发达经济体何以

能够在后来一个时期内发展速度持续地快于同时期的发达经济体，从而最终达到与后者相近（甚
至超过后者）的状态。 从而，发展经济学其实可谓“追赶（甚至赶超）经济学”。 它不能单纯以暂时

改变不发达经济体的某些状态（比如增加国民总收入或人均收入）为全部内容，舍弃可持续发展以

至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目标，发展经济学自身也不会是自洽的理论。 即使把发展经济学的目标仅局

限于“如何由贫困到富裕”，这里仍离不开“向富裕追赶或趋近”的含义，因为同不发达与发达的概

念类似，贫困与富裕也主要是针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体间的比较而言的。 时代纵向上，后一时

代相对贫困的经济体，与前一时代相对富裕的经济体相比，也可能是“相当富裕的”。 由此，人们也

可以很容易先验地、抽象地想象到，不发达（或贫困）经济体追赶发达（或富裕）经济体，必然是一个

相当挑战的问题。 原先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要想达到相对领先的状态，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一段

时期内（这段时期还可能很长）发挥出发达经济体没有发挥出或者没有充分发挥出的某些“独到

的”优势，而不能是不发达经济体仅具有潜在的这些优势。 从而，就某一具体的不发达经济体而

言，发展经济学的任务即，努力发现及利用或者“探讨如何创造出”该经济体特有的优势，并探讨如

何相对持久而充分地发挥出这些优势。 显然，发展经济学理论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于，不能预期

每个不发达经济体各自都天然具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某种优势，并且，即使某个经济体具备某种

潜在的优势，该经济体也未必同时具备充分发挥出该优势的其他条件。 由此不难想象，一般地，各
个不发达经济体很难有相同的发展或追赶模式。 即使某些理论可以高度概括出不发达经济体的某

些共性，以此考虑现实政策操作时，也必须“因地因时制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亚非拉国家获得独立，可持续发展成为它们共同面对的迫切问题。 发

４８１

金成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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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相应迅速发展与流行起来，不断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并形成多种流派。
然而，直至当前，大量不发达经济体仍然长期处于不发达（低收入）状态的现实，①说明许多现实的

发展问题并没有因为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广泛流行而有效解决。 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身也面临

着棘手的挑战。 本文拟在新时代背景下，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现实出发批判借鉴当代发展经济学

诸理论，从中获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有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寻找它们可能融合发展的线索，
再基于此，从理论层面为实现未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三步走”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二、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相关反思及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借鉴

人类社会主导产业②更替的历史次序及其发挥的历史作用，本身即对应诸经济体普遍的发展

历程。 基于在产出种类、人均产出量、产出可替代性、可供养人口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一历程被认为

是“由落后到发达”的变化。③ 这样，在同一时期，尚以“传统农业”④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体追赶或趋

近以“现代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体，显然内蕴了前者主导产业的“快速”更替（这种主导产业更

替以下亦称作工业化转型过程）。⑤ 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内，农村和城市分别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

的天然关系，这一转型过程亦包含了农村与城市在发展中的关系。
具体到中国现实，农村与城市在发展中的关系则有着“既独特又一般”的意义。 其独特性在

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中大国的意义不仅是领土面积大、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更在于其内部存

在多方面较显著且较复杂的发展差距。 其中城乡差距则是直观而主要的差距之一，并且，它同时涉

及制度、产业、区域三个维度的差距，这三个维度的差距又都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直接相关，从
而，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亦须缩小这三个维度的差距。 这包括：制度变迁，即以户籍制度

为基础的各种制度的一体化；产业互补，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内蕴互补性、互为供求的不可

分立发展的体系，投资收益率趋同；区域共荣，即各区域人均收入水平趋同。 根据中国确立的城乡

融合发展目标，本文不妨将城乡融合发展理解为“多样而统一的发展”。 这个意义不妨类比人体。
人体的各个器官在形态、结构、功能、分布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但它们构成了“多样化的统一体”，
彼此发挥相异且难于替代的功能，每个器官出现病症，都可能影响其他器官的状态。 城乡融合发

展，并不以让全国各地的城市与乡村都呈现高度相同的外在形态为目标，而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资源配置机制内，各自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相互供给与需求且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的状态。 相

应地，在此意义上的工业化转型，则不仅包括经济体内主导产业更替，亦包括传统农业升级为现代

农业，农业产出及生产者报酬率都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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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３） 的研究报告（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６０ 年时的 １０１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 １３ 个在 ２００８ 年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它们是：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
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西班牙、中国台湾。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７８１１０１４６８２３９６６９９５１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３０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ａ － ｍｏｄｅｒｎ －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 ａｎｄ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本文的“主导产业”，可以由本产业的产值比重或就业比重等指标超过某个事先规定的临界值来定义。
穆勒（１８４８）曾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绪论》中简练说明了（截至作者写作时代）人类社

会各主导产业及相应财富生产及分配状况的变迁过程：采集（野生植物）、渔猎、畜牧或游牧、农耕、工业相继更替。 库兹涅茨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７，１９７３）以历史数据表明了，一国的农业就业比重随本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罗斯托（１９６２）则将人类社会从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成熟、大众高消费等五个阶段。
本文的“传统农业”，指生产技术处于主要依靠人力，至多使用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使用畜力、水力、风力等自然力

的设备）的水平；生产组织形式上，主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成员集体参加劳动并集体分享劳动成果。 可能需要澄清的是，“农
业”本身其实只对应了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产业，而并不额外包含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意义。 不能把农业简单

对应于落后。 类似地，“农民”以及“农村”的意义也是如此。 Ｗａｎｇ ＆ Ｐｉｅｓｓｅ（２００９）在以往发展经济学文献基础上对此做了很详细

的说明。
张培刚（１９４９）首次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其一般性在于，由前述独特性，有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讨论，几乎可以触及发展经济学理论

的方方面面，这为评价与发展各种理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现实依据。 无论讨论全世界诸经济体发

展，还是讨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发展经济学诸理论都需要注意现实中的具体差异，这为反思诸理

论提供了切入点。 同时，从发展经济学诸理论吸取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有益的营养，需要对诸理论

有较全面的、较融合的、较一般化的认识。 从而，探寻发展经济学诸理论融合发展的线索，不仅有理

论研究意义，亦有政策参考意义。
在可观测意义上，由于经济体发展及转型的基础与重要标志是其内生产活动的发展，为了便于

观测与比较，生产活动的发展通常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核算指标”或其人均值的增长，以及它们相

对关系的变化。① 一般地，除了未有人类活动影响的天然资源的形成（这也是“天然”的意义）外，
经济体内在既定时期内的生产活动并非“免费午餐”，总对应某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从物理量

上说，经济体内在既定时期内所实现的生产活动，形式上可以抽象为一个“多种净投入量与多种净

产出量”组成的流量向量（不妨称作“生产可能向量”），其中，负分量表达净投入量，正分量表达净

产出量。 这种抽象不考虑“中间生产”过程以及“中间投入或产出”。② 由于各种投入与产出的物

理量的单位不相同，这种向量表达不便于比较两个经济体的生产活动，于是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都需要把既定经济体在既定时期内的任意投入或产出都理解为“可加总”的，或者说可统一单位

的。 而自然地，这种统一又以名义价格（经济体内法定流通的货币与各种产出的交换比率）实现。
其中，出于直观与便利，各种净产出的加总指标（不妨称作“总产出”）③及其人均值，最频繁地用于

比较经济体间生产活动的差别，它们也是发展经济学里最为关注、最为基础的指标。 可以说，各种

发展经济学理论，尽管可以有很多的差异，但都不会忽略对这类指标变化（增长或负增长）的原因

的讨论。 甚至可以简化地说，正是对该指标变化的主要原因的理解上的差异，使各种理论相互

区别。
需要指出的是，某一已实现的或可实现的投入 － 产出关系（即生产可能向量），经济学理论不

能回避“它是否是有效率的”之讨论，而这种讨论乃至判断取决于理论中预先假设的“生产可能集”
与“偏好”的内在结构。 理论上，生产可能集即现有各种条件下，经济体中所有生产可能向量的集

合。 而该集合中，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改善”的生产可能向量才是有效率的。④ 然而，形式上，既定

经济体在不同时期内所实现的不同的投入 －产出关系，它们是否对应总产出的变化，如果变化，这
是来自生产可能集的变化，还是来自同一生产可能集内部的帕累托改善，还是来自各种名义价格的

变化；现实中，这些变化对应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都取决于研究者的假设或理解。 相应地，关于总产

出变化或经济增长的原因的不同理解，乃至诸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观点的区别，也可以归纳于此。
对于当代发展经济学诸理论，与以往常见的分类不同，本文从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理解角度，

将它们大致分为结构论、制度论、同素论。 其中，结构论从内外角度又分为内源论与外源论两种，从刚

性角度又分为刚性论与弹性论；从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主导力量的不同理解角度，本文则将它们分为政

府主导论与市场主导论。 这些角度是可以组合的，从而形成更多分类。⑤ 本文以下按这些分类，再结

合上面有关生产的形式化表述以及以往常见的理论分类，分别讨论这些理论的批判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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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易斯（１９５４ｂ）在其《经济增长理论》首章一开始就说明了“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
这里的“经济体”可以推广成更一般的“经济单位”。 某一生产过程属不属于“中间生产”过程，或者某一种物品是不是净

投入或净产出，是针对既定经济单位与既定时期的。
ＧＤＰ 就是这样一种总产出指标。
具体而言，对于生产可能集中两元素 ｙ１ 与 ｙ２，若 ｙ１ － ｙ２ 的各分量均非负且至少一分量为正，则 ｙ１ 相对于 ｙ２ 是帕累托改

善的，即 ｙ１ 与 ｙ２ 相比，能用更少的各种投入获得更多的各种产出。
本文的分类并不排斥以往文献中的分类（如杨永华（２００７）），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考做出不同的分类。



（一）结构论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转型过程，结构论直接从现代工业显著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特点出发，
主要认为，工业对应远比农业更丰富的产品种类及生产环节，工业化的实现必然对应经济体内部一

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其中众多工业部门相互形成复杂的投入 － 产出或供给 － 需求关系

网链，从而工业化内在要求众多工业部门同步相互配合地发展起来。 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其
中的主导力量与主要过程是怎样的，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主张。

１． 内源刚性结构兼政府主导论

以往的“结构主义”理论属于这一类理论，代表理论有罗森斯坦 － 罗丹的大推进与平衡增长

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莱宾斯坦的最小临界努力论、钱纳里的结构变化论等。 该类理论的

主要观点是，工业化的目标具有内在的刚性要求，各工业部门存在相当刚性的关联，每个部门的生

产状况都会影响其他多个部门，单独或片面发展某一或某些工业部门是难以实现工业化的，从而工

业化转型需要多部门同步协调发展；而落后经济体在转型起点处，由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原
先工业生产条件薄弱，门类不齐全乃至几乎完全空白，这就需要同步的、规模不匪的全面投资。①

同时，落后经济体的另一特征是，其内部市场机制也是相当不完善的。 于是，该类理论一般主张，实
现前述要求的大规模（或者最小临界规模）投资，难以依靠市场机制及私人部门的力量，需要主要

依靠政府力量及相关计划。 从形式上说，该类理论相当于将工业化目标设定为多部门的特定的生

产可能集从而经济体的生产可能集，且由各部门生产可能集合成经济体生产可能集具有刚性数量

关系特征（部门间难于替代）。② 然而，本理论主张难以自洽的是，即使投资的来源不需要考虑（比
如可以通过外部援助），为“绕过”市场机制的缺陷，实现多部门间相互完美配合的大规模的计划性

投资，对落后经济体的政府部门的要求也实在太高了。 落后经济体在多方面落后的条件下具有一

个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与计划能力）相当强大的政府，很难是天然的。 这本质上假设了，政府已

具有发达的人力资源及高效廉洁的机制，对经济体内部信息有着相当充分的把握，并具有强大的资

源动员能力（包括在经济体内外）及计划执行手段，短期内可以聚集到预期的工业化转型所需要的

种类与数量都足够丰富的初始要素。 可以说，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都是相当奢侈的条件。
该类理论的这些主张，从失败的意义上说，由于对刚刚开始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提出了太高的

要求，很难在现实中落实；从启示的意义上说，则说明了落后经济体短期内追赶发达经济体面临着

哪些必须克服但又难以克服的困难。 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本身是置于中国工业化转型的大背景

中的，其中内蕴了两种意义的追赶：在国内，农村地区对城镇地区的追赶，在国际，中国对发达国家

的追赶。 我们亦同样不能期望中国各地区特别是各农村地区都天然具备聚集各种要素的能力，短
期内都实现相似的工业化转型。 但由于中国是大国，对于一些容易（即交易成本低）参与国际市场

分工、容易实现较快增长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发展初期难于快速发挥国内市场作用的情

况下，短期内通过各级政府（特别是本地区的上级政府）的力量将其他地区的各种要素集中或引导

集中于本地区，则可能实现如“结构主义”所设想的本地区的局部意义上的快速工业化转型，并在

后续发展中拉动全国经济增长。 这种发展模式由于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一些地区，或者说，这些地区

的早期发展依赖其他地区在廉价要素方面的支持，所以经济体在整体发展初期会表现为城镇地区

与乡村地区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工业与农业间发展差距扩大。 之后的关键则是如何再利用

优先发展地区的发展成果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简言之，就大国而言，在转型初期，结构主义所主张

的政府力量或机制不必局限于既定地区的本级政府，而可以是更高层级的政府，并且政府在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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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中某些部门的产品原先是经济体需要进口的，这些部门的发展即对应“进口替代”战略。
这种合成对应了经济体整体意义上从初始投入到中间产出 ／ 投入，再到最终产出的过程。



级、各地区的能力分布也可以有差异；其所主张的各工业部门同步协调增长，亦不必局限为全国范

围。 在这种意义上，结构主义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提高政府机制的效率，如何在长期

发展中协调城镇与乡村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以及地区关系。 这是一种在资源有限的初始条件

下，主要依靠政府机制将资源配置于效率较高的地区以实现局部工业化，在全局不均衡发展中实现

局部均衡发展，最终再实现全局均衡发展的过程。①
２． 内源弹性结构论与外源结构论

内源刚性结构论假设了落后经济体在转型初始时在内部就具备各种足够多的要素或者具备聚

集这些要素的能力，如果这一条件并不满足（特别是对于一些小经济体），甚至在局部地区也难以

满足，那么经济体可以改弦更张，先尽可能利用自己具有的优势要素生产某类产品，利用世界市场，
参与世界分工，以换回自己工业化转型所需要的各种投入，进而渐渐实现转型。 这相当于认为经济

体内部结构具有弹性，工业化转型可以是一个先发展少部分优势工业部门，再利用这部分的发展成

果发展其他部门的渐进过程，即内源弹性结构论。 经济体内部的各种要素的丰富程度不同，从而工

业化中各部门发展的不同步，内在要求利用世界市场，即对应“出口导向”战略；同时，欲实现工业

化转型，又内在要求最终多部门共同发展起来，此亦对应“进口替代”战略。 在这个意义上，出品导

向与进口替代实质上是统一的。② 然而，落后经济体由于面临多种落后的条件，早期能生产的产品

一般在世界市场上也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参与世界分工后，也常常会处于附庸地位，没有价格主导

权，这就对应了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的中心 －外围体系论、弗兰克的依附论、伊曼纽尔

的不平等交换论等理论。 这可以归为“内源弹性结构兼外源刚性结构论”。 该类理论相当于假设，
落后经济体即使认识到要利用世界市场发展自己，早期极可能也要面对外部的刚性的（自己无力

改变的）市场结构，做出贸易条件恶化的牺牲。 这就提醒发展中经济体，在这种牺牲（或代价）中如

果不能努力尽快实现工业化直至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多种产品的定价权，努力改变外部的市场结构，
就可能做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以致越来越远离工业化的目标。

上述情形中，如果落后经济体早期具有的优势要素主要是原先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丰富且廉

价的劳动力，则很容易让人们想到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包括后续一些扩展理论）。 然而，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易斯理论虽然描述了落后经济体如何利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工

业化的过程，并为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二元经济状态并非总对应刘易斯理论所描述

的情形，特别是，二元经济状态未必天然与劳动力廉价而丰富有关。 对于较大（人口较多、地域较

大）的落后经济体，由于工业化几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在全经济体范围内实现，工业化转型过程

中经历较长时期的二元经济状态，是很自然的过程。 此外，剩余劳动力如果大量而长期存在（甚至

不断增加），其实暗含了如下假设：（１）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已经足够强大，经济体能够独立且

稳定地生产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健康生存要求的农产品，即该经济体稳定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

阱”（特征 １）。 （２）这些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低于在现代工业部门，③并且，如果他们

离开传统农业部门，不会使农产品产量低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健康生存的要求（特征 ２）。 简单说，
剩余的劳动力意味着剩余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④ 这样劳动力从边际产出低（甚至非正）
的部门流向边际产出高的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同时报酬率（边际成本）只维持在“生产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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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佩鲁及布德维尔等人的增长极理论也可以从这种意义上理解。 只是增长极如何出现，涉及政府与市场哪个为主导力量。
对于落后经济体，即使“出口导向”，本身仍可能直接对应“进口替代”，因为优先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可能就是经济体原先

无法生产而需要进口的。
其中的特殊情形即“绝对剩余劳动力”，即他们在传统农业的边际产出非正，而在现代工业的边际产出为正。
特别地，如果经济体的自然条件不很适合农业生产，农产品剩余意味着该经济体能生产出足够的其他产品从外部换来足

够的农产品。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ａｇｅ）水平上，①就可以为后者不断积累剩余产品，当这种剩余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

（即转化为投资）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时，这种积累相对于劳动力流动是累进的，同时

是工业化转型的过程。 从经济体整体的生产可能集说，其内部投入 －产出关系发生了帕累托改善，
即劳动力要素从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可能集迁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可能集。

但是，就历史上看，上面的特征 １ 与特征 ２ 对经济体的要求也并不低，它们与经济体的自然条

件（比如所处气候带、土地资源优劣等）、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所采用的种植或养殖方法、全社

会人口的增长及结构（如劳动人口比重）等有关。 事实上，即便到了当今时代，仍有相当多的落后

经济体还无法独立持续稳定地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或者说，这些经济体即使把全部劳动力都投入于

粮食生产，也不能生产出维持全体社会成员健康生存的粮食（包括无法只以自己生产的其他产品

从其他经济体交换来充足粮食的情形）。② 同时，即使满足了特征 １，特征 ２ 也未必同时自然满足。
不难看出，同时满足两个特征的经济体基本不会是全世界“最落后”的那部分经济体。 对于传统农

业生产技术“不达标”的经济体，刘易斯的二元理论其实无法适用。
此外，农产品剩余对于现实的经济转型的意义绝不限于此。 农产品剩余不仅可以支撑人口增

长从而为工业生产增长提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还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等，在开放条

件下甚至直接可以为工业生产交换来必需的产品。 忽略了农产品剩余（对应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须

进步至一定水平），很可能让人们不恰当地高估刘易斯二元理论对于广大落后经济体的适用性。
回顾历史，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依次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各自都先发生了农业革

命。③ 没有农业革命作足够的准备，后来的工业化进程其实是无法完成的，至少工业化早期所需要

的劳动力、农产品原材料等，其实都缘于农业已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剩余。④ 这就引出一个耐人寻味

的事实，刘易斯二元理论所要求的初始条件反而说明该理论可能更适用于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

义强国；而对于当今许多尚不能独立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外部的因素及作用，二
元理论并不适用。

此外，经典的刘易斯理论聚焦于剩余劳动力对工业部门增长乃至工业化的贡献，或者说默认了

工业化所需要的其他条件都天然具备了。 但如前所述，工业化中所需要的其他投入如果短缺，则经

济体必然依赖外部市场。⑤ 同时依赖剩余劳动力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般处于被支配地位。
这样，经典的刘易斯理论（包括其后衍生的一些理论），事实上是前面内源弹性结构论兼外源结构

论的特例。 并且，对于落后经济体，在这样的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早期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哪个会

发挥更主导的作用，是无法一概而论的。 面对外部刚性结构，需要本经济体政府代表内部利益与其

他经济体政府协商改善外部结构（比如贸易谈判）；而内部市场机制的完善，同样需要本经济体政

府在公共产品或服务方面负担私人部门难以单独负担的责任。 对于落后经济体，更应该注意政府

与市场力量的统一，而非简单将两种力量对立起来。
本类理论，特别是经典的刘易斯理论的适用性，从另一面说，启示我们要从农业部门，或非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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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是从劳动力机会成本（即原先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只有极低的乃至非正的边际产出）角度理解的。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欧盟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联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２０１７ 年，全球

共有 ５１ 个国家约 １ ２４ 亿人受到急性粮食不安全的影响，较上一年多出 １１００ 万人。 该报告还指出，冲突和气候变化仍是造成 １８
个国家发生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其中 １５ 个国家在非洲或中东地区。 转引自《联合国报告：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网

联合国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电（记者殷淼），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３２３ ／ ｃ１００２ － ２９８８５２１２． ｈｔｍｌ。
例如，如奇波拉（１９８９）在《欧洲经济史：工业革命》第三卷（中译本）所言，英国、法国、德国分别于 １７ 世纪末期、１８ 世纪中

期、１８ 世纪末期开始了农业革命。 转引自周冰和刘娜（２０１１）。
刘金源（２０１４）对英国 １８ 世纪的农业革命以及经济转型做了详细介绍。
假设落后经济体的优势要素是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主要利用这种要素实现工业化，这也就大概率默认了经济体在其他

要素方面缺乏优势，从而刘易斯理论无法离开世界市场。



工业部门，或现代工业的部分部门的角度，从资源配置改善角度，关注使工业化转型成为可能的初

始条件。 就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而言，本类理论的启示是，对于落后的农村地区，首先要解决温饱问

题，之后解决要素配置效率问题，也就是允许乃至促进要素流动到边际产出更高的生产部门，即从

制度与技术上保证要素的充分的流动性，形成国内统一的可低成本流动的要素市场。 这也是下面

市场主导论主张的。
（二）市场主导论

发展经济学中的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属于市场主导论。 而虽然表面上发展经济学中的新

古典主义是作为结构主义对立面通过批评结构主义流行起来的，但是其基本主张其实不限于发展

经济学，并且早于发展经济学就在经济学中出现并流行起来了。 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市场主导论与

政府主导论的对立，因为新古典主义也不会忽视经济结构问题，结构主义也不会忽视资源配置效率

问题，两者的主张主要是关于经济结构变化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主导力量方面的分歧。
关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值得一提的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者其

实天然地把经济增长这类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国富论》的中心问题即“何为国富”与“国为何富”。
斯密所强调的“市场促进分工与专业化”，本质上是强调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并通过专

业化分工实现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而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兴起，却首先呈现出“静
态的插曲”的面貌（谭崇台，２０００），新古典主义更关心在既定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外生条件下市场

均衡的存在性及其效率问题。 换句话说，新古典主义的静态特征是由其关心的主要问题决定的，即
经济体在既定（形式上可以表述为诸多具有特定结构的集合）条件下哪种（些）状态对应有效率的

资源配置。 新古典主义虽然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重要努力，但市场机制具体如何动态上实现（在
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均衡且有效率的状态，并没有做出一般化的公认的可以对应经验现象的结论。
新古典主义虽然与古典主义一样倡导市场机制的作用，事实上也只是假设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实现

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更关键的是，新古典主义所讨论的资源配置效率，必须针对既定经济体的既定

的各种条件（分析前须引入已知结构的各集合），而经济体的增长或发展，恰恰经常是不断地、不确

定地打破原有各种条件的过程，比如技术与禀赋条件都可能在经济增长中不断变化。 这些条件的

变化是否仍存在着均衡，现实状态是否很快就达到均衡状态，更主要的是理论假设问题。 这样，尽
管新古典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现实经济增长中市场机制是否发挥如新古典主义所论述的

那样的作用，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上看就内蕴困难。 因为，新古典主义若要从动态角度给出一

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的描述（或理论预测），事实上需要引入动态的结构化的条件，或者说，要对结构

的动态变化做再结构化，否则无法展开效率分析（效率总要针对给定的结构条件），但现实中各方

面创新的不确定性并非以这些假设的结构为转移；①同时，从分析便利角度看，再结构化必须在“可
计算（可求解）性”与“现实丰富性（能纳入多方面重要因素）”上权衡，这就极容易阻碍新古典主义

的原始追求。 还有一点甚至可以算作新古典主义的悖论：新古典主义为讨论均衡（无论静态与动

态）的存在性与效率性而做出结构化假设，相当于已知了经济体的相当完备的信息，此时，市场力

量与政府力量是可以等价的。 如果一定要求出具体的“贴合实际的”均衡状态，新古典主义同样需

要大量的信息，这与政府主导论面临了类似的问题。
这样，市场主导论如果追求内洽，偏向或回归斯密传统的古典主义可能是更可行的方向。 而

且，事实上，市场主导论的现实政策主张也基本继承了古典主义传统：经济体中的行为主体（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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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创新”的内涵天然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 “可预测过程与结果的”创新活动是内蕴矛盾的。 此外，即使在分析中引入

概率（测度）意义的随机性分析，事实上仍假设了一定的（代数）结构，或者说，这种随机性分析也是结构化的，与“不确定性”并非

同一意义。



个人还是组织，哪怕是经常被认为是缺乏理性的小农户）是自主能动的、会权衡利弊的，会根据各

种价格（对应成本率或报酬率）等信息及自己的现实约束做出自己的最优反应。 行为主体会通过

自主地彼此间的交易实现帕累托改善，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体的创新与经济增长。 而政府或垄断

力量的干预则经常影响行为主体间这种帕累托改善的可能性与程度。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实现

增长或发展，减少政府力量干预，经济体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乃至资本

（或金融）市场，都应该遵循充分竞争原则，从而发挥各行为主体所拥有要素的比较优势，并减少

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内向型发展措施。 当代的代表人物有拉尔、瓦伊纳、哈伯勒、鲍尔、麦金农、舒
尔茨、赫希曼、迈因特等等。 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市场主导论的启示，全社会尊重行为个

体凭借自身优势合法谋求自身利益的意愿及努力，并为这种努力减除干预或束缚，降低个体间

交易的种种成本。 政府的积极作用不是代替市场或干预市场，而是努力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机

制，让价格更准确地反映资源稀缺状况，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各

方面条件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寻找实现帕累托改善的机会比在理论上讨论什么状态是最有

效率的更重要。
当然，除了通常对市场机制缺陷的理解，比如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等等，对于市场机制

尚不完善的落后经济体而言，市场主导论会面对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否必然内蕴自身

可以不断完善自身的机制，或者说，市场机制是否包含改变自己的机制，再或者，非市场机制为强化

市场机制可否有所作为。 这引出下面的制度论。
（三）制度论

同市场主导论类似，制度论亦并非产生于发展经济学，而可以理解为“制度主义在发展问题上

的主张”。 相应地，这类制度论与一般的制度主义的不同之处亦在于，后者重点关心静态意义上的

不同制度（或机制）条件下效率的比较及提高。 发展经济学中制度论的代表人物有诺斯、速水佑次

郎、拉坦、托达罗、森等。 制度论认为，经济体的发展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本身既是发展的

重要内容，又为发展提供了条件。 托达罗（１９９２）曾提出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

济现象。 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

面。 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除了收入和

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囊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

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在制度论看来，工业化转型与经济增长总是在一定制度背

景（包括制度变迁）下实现的，无论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在现实中都并非“免费午餐”，都存在交

易成本，也都并非完美，仍有难以克服的失灵之处。 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降低交

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提供技术创新激励。 从生产可能集说，制度变迁可能对应生产可能集的

变化或生产可能集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制度变迁既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也可能是自下而上

由需求诱导的（如速水佑次郎与拉坦所提出的）。 而对这两种情形的讨论，相当于对制度变迁本身

又做了非市场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理解。 从而，制度论事实上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技术创新激励、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同时融于发展过程，发展过程成为它们不断相互作用并变化的统一体。 其中，
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又同时与分配机制与增长动力直接相关，或者说，在激励的意义上，增长与分配

是不可单方面分隔讨论的，而讨论两者的统一性，必然涉及制度的讨论。 然而，讨论制度及制度变

迁，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任何经济体的任意时刻的制度，都包含着来自历史上各时期而积淀于当前

人们明意识或潜意识中的大量的信息，①从而制度变迁会表现出巨大的惯性，以及因经济体而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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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是关于人们行为约束的信息。 一种情形是，有些约束来自历史上的资源约束，但即使资源约束状况随时代变化了，
这种约束信息仍存在于当前人们的明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当前人们发挥作用。



特性（路径依赖）。 制度论的分析天然要结合经济体的历史，在既定时代，对“制度趋同论”要保

持足够的谨慎与反思，特别是忽略既定经济体历史的制度论分析。 对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而言，
城乡制度一体化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打破原有的城乡户籍制度（及相关一系列社会保障与

社会福利制度）等的约束，促进城乡间各种要素流动，已成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 同时，由
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各地区的城镇与乡村，都可能有不同的历史轨迹，推行统一的制

度要考虑各地区特定的历史传承惯性。 某一地区的制度变迁经验，不能不加谨慎思考地复制于

另一地区。
（四）同素论

本文中，同素论特指自哈罗德 －多马模型以来的一类常见的增长模型，著名的模型还有索洛模

型（及其扩展模型）与一系列内生增长模型。 这类模型将经济体的生产过程高度抽象成生产函数，
其自变量与因变量一般都具有总量指标意义，分别对应投入与产出，只是自变量可以根据需要分成

若干类总量投入指标，每个自变量对应一种总量意义上的、不细致区分内在性质差异的“生产要

素”，常见的如资本与劳动力等。 这种生产函数的设定，其实默认了两个假定：（１）就本经济体而

言，现实生产中的各种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都是可加总的，这种加总一般是通过各种投入与产出的

名义价格实现的。 （２）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恒对应经济体生产可能集的有效率的投入 － 产

出关系。 同素论利用这样的生产函数，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及过程高度概括为少数“各经济体通用

的”总量意义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或质量改善，以及技术进步（通常又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
高），并讨论稳态的总量增长率及人均总量增长率与哪些因素（总量指标）相关。 由于总量意义上

的高度抽象，这类理论也最容易数学模型化。 然而，与结构论与制度论不同，正由于这种抽象，这类

理论（或模型）的侧重点不在于考察经济体内在经济结构及制度的细致变化，或者假设了，各种总

量指标的变化总是在经济结构能“按理想情形”自动调整的条件下实现的。 如果经济体自身缺少

工业化转型或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某种投入（包括技术），该模型事实上假设了经济体可以从外部市

场上交换来。 这类理论的这种特点，也就通常假设经济体在内外均已具有相当完美的市场机制，该
机制下各种投入与产出的价格是非扭曲的，从而加总出总量指标是可靠的。 然而，早在“两个剑

桥之争”时代，这类理论利用总量生产函数的缺陷已经暴露出来。 现实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不

完美，也都会让同素论的预言失真。 同素论在增长方面的典型结论是诸经济体的“趋同”或“收
敛”结果。 然而，现实中诸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以总量及相似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同素论

很容易忽略诸经济体的差别，从而对于既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其理论预言应当审慎结合现实条

件借鉴。
就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而言，同素论所描述的各地区趋同的前景，其实可以从另一方面让我们注

意地区间的差异在哪里。 因为同素论的高度概括特征，会同时默认地区间有高度的同质性，如果现

实中未发现同素论所描述的情况，这提示我们努力发现地区间的异质性，分析各地区不同之处如何

影响各地区自己的增长。

三、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可能融合及政策建议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是该经济体在一定技术与制度条件下实现的要素聚集与结合的过程。 该

经济体能实现哪些要素聚集与结合，以及具有怎样的技术与制度条件，决定了其能生产哪些产

品。 从而，作为发展差距之基础的生产差距，可能包含着要素、技术、制度等多方面的差距。 或者

说，发展中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如果欲实现而又未能实现某些物品（无论是中间产出还是最终产

出）的某些数量的生产，这种短缺问题可能来自经济体在要素、技术、制度等三方面的“短缺”。
同时，这些方面都是既相互关联又不断变化的，它们的变化也都构成经济体发展的内容。 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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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不同理论侧重了不同方面的变化。 为了分析某个方面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或发展中的意

义，一种理论通常要假设其他方面是给定的或不发生变化。 这是批判借鉴从而融合发展诸理论

的主要线索。
市场主导论侧重假设，既定经济体内某些产品短缺应该是该经济体在既定要素禀赋、技术及制

度条件下内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结果，从而侧重通过外部市场交换得到短缺的产品；内源刚性结

构论则强调经济体内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形成（即使早期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从而侧重经济

体内部形成相对全面的产品生产能力；外源刚性结构论则提醒发展中经济体，经济体间市场结构及

相互地位的刚性最终取决于各经济体在前沿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差异，①而创新能力的提升又与自

身工业化转型过程中产品与技术的积累以及制度变迁直接相关，单纯依赖外部市场，没有努力改变

自身的市场地位，则无法使自己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这样，一个落后经济体实现工业化结构转型

与可持续发展乃至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将是各种理论都会表现其价值的过程，只是可能呈现阶

段性特点。 落后经济体在发展初期，短期内实现要素、技术、制度三方面的同时进步并不现实（内
部差异较显著的大国尤其如此）。 先要利用国际市场，发挥自己现有的要素（通常是劳动力资源或

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以换来自己工业化转型所需要的产品与技术，②在此过程中以自己形

成世界前沿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逐渐实现工业化转型，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并通过制度变

迁实现创新激励，在内部完善市场机制，在世界市场上成为具有原创前沿技术含量的产品的输出

者。 也就是说，工业化转型始终离不开国际市场，但国际市场对本经济体发展具有不同的阶段性意

义：先以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战略支撑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进口替代战略，再以相关成果积累进一步

支撑原创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③ 这一过程内蕴不同发展阶段上，对不同产品采用不

同的国际贸易政策，而非所有产品的无差别的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政策。 对于有助于形成与提高

本经济体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能力的产品，要鼓励进口，反之则限制进口。 这也正是政府发挥主导

作用的领域。 而能否最终形成世界前沿技术原创能力，直接关系到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以
及世界市场结构，从而关系到长期可持续发展。 市场主导论与政府主导论的融合将表现在，政府主

导作用的方向主要是经济体内统一竞争市场机制的建立以及经济体外部市场的利用，这本身亦是

制度变迁的意义。 进口替代战略应该是保护本经济体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能力的形成与提高，即
外部市场意义上的保护，而非内部市场意义上的干预或限制，不是保护或维持经济体内部落后且垄

断的生产能力。 出口导向战略要以本经济体原创前沿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为最终目标，这样才能打

破经济体原先在世界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初期出口导向战略并不单纯以积累外汇储备为目的，而
是服务于自己的工业化转型，从世界市场上换来有助于形成本经济体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能力的

稀缺资源。 无论发挥政府力量还是市场力量，都应注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保护经济体内各行为主

体的技术创新竞争，破除落后技术的垄断力量，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保证原创先进技术的垄断

（专利）收益。 此即制度论的意义。 此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具体内容都

不是一成不变的（发达经济体亦如此，只是发展中经济体尤甚），仍都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

迁与完善的，两者在其中还会有着深刻而复杂的互动。 典型的例子是，生产的发展既带动也要求

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不断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跨时空配置。 跨时空配置则在时间尺度上又可以

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有重叠意义。 然而，由于信用关系活动远比生产活动容易形成与扩散，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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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原有中间产出或最终产出的替代来改变成本结构及利润率，从而改变市场地位。
这里又可以分成直接购买外部要素或技术，以及引进外资企业。
速水佑次郎（２００３）以日本的经验为例，甚至认为，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唯一可能摆脱贫困的措施是借用发达国家开发的技

术。 本文欲指出的是，这种借用通常不是免费午餐，并且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可能借用到世界顶尖水平的技术。 发展中国家需要努

力的不止于借用，而要在借用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独有的创新，并努力占据技术高地。



容易不断采用更隐蔽的形式，金融市场的发展如何促进而非干扰（甚至破坏）生产的发展，金融市

场波动与其他市场波动应形成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变迁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这亦是制度论的意义。①

值得指出的是，李斯特（１８４１）就曾对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指出：“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

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

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

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

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

的优势地位。”这段表述是李斯特理论的代表性主张，也可以说在很早时期就把后来发展经济学

许多理论的主张融合在一起了。 它亦强调经济体自身的世界前沿技术产品生产能力的培养与

壮大，但本文还要强调，在当前时代，现代工业门类更多，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创新速度也不断提

高，生产网链结构也更复杂、更紧密，前沿技术研发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难以仅靠内部资源实现可持续增长，也难以在各种前沿技术产品的全部生产环节上都占

有世界领先地位，发展中经济体力图在某些生产环节具有前沿技术原创能力，亦可能为可持续

增长提供保证。
从城乡融合发展说，工业化转型，实际上包含了将传统农业生产部门转变成为一个工业生产部

门的过程，②诸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中可以低成本地相互流动，实现诸要素

配置的帕累托改善。 国内工业体系的建立，天然是各工业乃至各产业部门间互为供求关系的确立

（否则无“体系”之意义），这一过程中各部门供给与需求会同时扩张，对应可持续性强的增长。 或

者说，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天然对应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建立，本身亦是产业融合发展的

意义。 工业化转型中如果农业生产没有同步转变甚至退步，这本身就是工业体系或产业体系不完

整的表现。 从历史经验上看，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转型，由不发达到发达，农业的产值比重及就业比

重将越来越低，但是必须看到，这绝非意味着农业本身没有充分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与工业可以相

互脱节的发展。 如前已述，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强国在工业化以前普遍发生了农业革命，那
时它们不仅工业生产居于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农业生产亦处于先进水平，在随后的转型过程中，农
业在这些国家始终得到长足的发展。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发达，不仅是主导产业发达，其农业亦发

达，而且农业发达本身既成为经济体发达的标志，更是经济体持续发达的重要基础。 这与后来进入

二元经济状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较明显的对比。 在发展中二元经济特征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

强的经济体，伴随着的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产品不仅产量低，而且种类少，大量劳动力仍要投入

到农业生产中，或者农产品仍较严重依赖进口。 在农业生产进步对于工业生产进步的重要性方面，
特别是摆脱李嘉图陷阱，速水佑次郎（２００３）做了详细讨论。③

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目标，不单纯是保证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更是以“更低的成本”保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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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制度变迁亦绝非“免费午餐”。 制度的连续变迁中还会连续遇到“存量与增量”之问题，同时，诸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的

竞争包含着在制度（特别是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方面的竞争，经济体内外不同人群在制度变迁中会遭遇不同的成本，从而对制度变

迁形成动力和阻力。
张培刚（１９４９）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
速水佑次郎（２００３）在《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三章中提到，李嘉图模型解释了当前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农

业停滞的状态下进行工业发展必然受到自然资源制约的问题，即这些国家面临着李嘉图陷阱而除了在工业化的同时促进农业技

术进步外，仅仅靠开放食品进口是无法摆脱李嘉图陷阱的。 对于以刘易斯（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为基础的二元模型，速水佑次郎进一步说

明，拉尼斯 － 费（Ｒａｎｉｓ ＆ Ｆｅｉ，１９６１）模型中的“短缺点”相当于李嘉图陷阱的另一种系统阐述：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努力提高农业生

产率，试图靠强行把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业来实现经济现代化，就有可能掉入李嘉图陷阱。 而乔根森（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１）更强调这

一危险：如果农业没有剩余劳动力，工业化一开始就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以制止食品价格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



质量的产量。 这里更低的成本，不仅指显性度量的会计成本，更包括大量难以显性度量的“隐性成

本”或外部性成本，比如环境污染及不安全食品或药品引起健康恶化。 这些成本虽然无论在短期

内还是在长期内都难以显性度量，但它们在长期内可以累积性地、持久地发挥有害作用，从而最

终危害工业乃至各产业、全社会的发展。 虽然可以很抽象地说“农业技术进步是解决李嘉图陷阱

的根本途径”，但是如何实现农业技术进步，以更小的代价（包括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提高产

量，并能长期支撑工业发展，实现所谓“绿色进步”，是极富挑战性的、摆在全人类（而非仅发展中

经济体）面前的课题。 不能在这方面连续取得进步，李嘉图陷阱甚至马尔萨斯陷阱就会或早或晚

地出现，只不过它们可能表现为新的形式，比如，不是直接表现为农产品数量上的短缺，而是表现

为土地质量恶化、水污染、大气污染、不安全食品（包括药品），以及社会成员健康的恶化（劳动力

损失）。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农业大国，但也长期存在着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间的协调问题。

中国自古即有“民以食为天”的格言，①虽然中国已经长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由于

城镇化与工业化用地、土壤与水污染等，农产品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②

长期内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有赖于对农业生产长期稳定的投资，其中亦包括劳动力素质投资。
重大的、基础性的技术进步，基本不是短期内投资可以实现的，需要研究者反复试验，经常是无数次

失败后的结果。 而受生命活动自身特点的制约，农业技术进步相对于工业则缓慢许多。 对于正在

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体，对农业的投资固然短期内与工业投资形成竞争关系，但长期内两者会形成互

补关系。 如果对农业生产投资长期不足，农产品稀缺从而影响工业生产的问题迟早暴露出来，并且

如前所述，农业技术进步并不能在短期内仅通过增加投资就可以获得重大突破，于是经济体（特别

是大经济体）极容易遭受国外市场波动的冲击。 此外，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不前，会与农业生产

投资收益率持续低下从而投资不足、本经济体的二元特征（城乡差距）不断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最
终会因为李嘉图陷阱一类的问题使工业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发展受到挫折。

发展经济学理论融合可以为我们大致提供一幅较全景式的理论图像，以此来分析现实中给定

的经济体处在图像中的哪一位置，它需要首先解决哪些重要问题。 结合前文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大

国，由于各地区在各方面的差异，工业化转型不会是各地区同步的过程，城乡融合发展在全国层面

上、在长期尺度上，将是一个城乡差距先拉大再缩小的过程，同时，早期先行发展起来的局部地区也

是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的地区。
具体到当前发展现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

时代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解决，则是从区域、产业、制度三个维度上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 自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连续 １６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

问题，可见党中央与国务院长期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农业生产与工业

生产的投资收益率趋同，人均收入趋同，这内蕴国内市场上要素、产品、信息等的充分的流动性，从
而内蕴市场机制完善，以及城乡和各地区趋同的制度建设，让来自三农的各种稀缺资源能够拥有反

映资源稀缺性对比关系的价格，或者说反映各种稀缺资源真实被竞争状况的价格。 如果来自三农

的资源的价格被人为扭曲，价格问题也最终会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企业招工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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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根据郧文聚与汤怀志《用科技力量破解耕地资源绿色高效利用难题》 （《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第 ５ 版），我国

５４％的耕地资源还不具备灌溉条件，１９ ４％的耕地污染点位超标；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 ６ 亿吨以上，粮食安全虽然有保

障，但粮食紧平衡状态没有根本改变；全球每年粮食贸易量约为 ４ 亿吨，仅相当于我国粮食年消费量的 ２ ／ ３。 不难看到，作为人口

大国，中国的粮食生产状况与世界粮食市场行情有紧密关系，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能主要依赖世界市场。



劳动力闲置并存，环境污染，以及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有数量无质量。 此外，由于来自三农的资源

涉及庞大的人口的直接利益，这方面的价格扭曲最终也会降低其他产业产品的购买力，难以实现可

持续增长。 可以说，三农问题乃至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既让我们反思当前发展经济学理论，又为我

们融合发展已有理论提供了机会。

参考文献

Ａ·Ｐ·瑟尔沃，１９９９：《增长与发展》郭熙保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蔡昉，２０１５：《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第 ７ 期。
蔡昉、王美艳，２０１６：《从穷人经济到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挑战》，《经济研究》第 ５ 期。
大卫·李嘉图，１８１７：《赋税原理》，王文新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
狄帕克·拉尔，１９８５：《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刘泸生译、贝多广校，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１８４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
Ｈ·迈因特，１９７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商务印书馆。
霍利斯·钱纳里，１９７９：《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朱东海、黄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杰拉尔德·Ｍ·迈耶主编，１９８７：《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谭崇台、马颖、梁晓滨译，谭崇台校，云南人民出版社。
杰拉尔德·Ｍ·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２０００：《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本书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文溥、熊英，２０１５：《“刘易斯拐点”的一个理论证伪———基于产品市场的视角》，《经济研究》第 ５ 期。
刘金源，２０１４：《农业革命与 １８ 世纪英国经济转型》，《中国农史》第 １ 期。
罗伯特·夏皮罗，２００８：《下一轮全球趋势：将决定你未来 １５ 年的世界》，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
罗斯托，１９６０：《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
马尔萨斯，１７９８：《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
迈克尔·Ｐ·托达罗，１９８５：《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速水佑次郎，１９９５：《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亚南、张桂文，２０１７：《二元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基于跨期国际比较分析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第 ２ 期。
谭崇台主编，２００１：《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谭崇台、郭熙保、庄子银，２０００：《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
谭崇台、邹薇、庄子银，１９９９：《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西奥多·Ｗ·舒尔茨，１９６４：《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亚当·斯密，１７７６：《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杨永华，２００７：《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１９７４：《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１６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等著，高

等教育出版社。
约翰·穆勒，１８４８：《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
约瑟夫·熊彼特，１９３４：《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
张培刚，１９４９：《农业与工业化（上卷）》，中译本，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张培刚、方齐云，１９９７：《经济发展与二元经济的改造》，《求是学刊》第 ２ 期。
张培刚、杨建云，１９９９：《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周冰、刘娜，２０１１：《世界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考察》，《天津社会科学》第 ５ 期。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Ｄ． Ｗ． ， １９６１，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７１（２８２）．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Ｄ． Ｗ． ， １９６７， “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３．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Ｓ． ， １９５７，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Ｖ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Ｓ． ， １９７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３） ．
Ｌｅｗｉｓ， Ｗ． Ａ． ， １９５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２２（２）．
Ｒａｎｉｓ， Ｇ． ， ａｎｄ Ｃ． Ｈ． Ｆ． Ｊｏｈｎ， １９６１，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５１（４） ．
Ｗａｎｇ， Ｘ． ， ａｎｄ Ｊ． Ｐｉｅｓｓｅ， ２００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ｗ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ＢＷＰＩ Ｐａｐｅｒ

８９．

６９１

金成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ＩＮ Ｃｈｅｎｇｗ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ＡＳ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ｏｒ １９７０ｓ， ｂｕ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２０１０， ｉｔｓ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 ｌａｒｇ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ｉ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ｃｅｓ ａｓ ａ ｂ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ａｐ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ａｐ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ｆ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ｄｉｓｃｅｒｎ ｃｌ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ｒ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ｅ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ｕｓｔ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ａ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ｏｒ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Ｕｎｌｉｋｅ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ｖａｒｙ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ｎｏｔ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ｂｕｉｌ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ｆｌ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ｔ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ａｔｅｓ， ｂｏ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１０， Ｏ１８， Ｑ０１

（责任编辑：陈　 辉）（校对：曹　 帅）

７９１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