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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

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经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生产力落后

，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历特定阶段。一

方面明确现阶段社会性质，表明已进入社会主义，具备一般

特征；另一方面表明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完善，正处于不发

达阶段。即指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基本确立，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过程。 2．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

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

经济存在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

场经济体制产生和存在基础：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结

合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主

体地位：公有资产占优势，有量的优势质的提高，国有全民

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对经济起主导作用。主导作用表现在对

经济发展控制力上。 3．资源配置 资源具有稀缺性，资源配

置方式：计划和市场 4．市场经济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定性 1）

经济活动纳入市场，市场机制推动流动优化配置。 2）企业

是四自市场主体。 3）政府不直接干预，通过经济政策调节

。 4）受法律约束。 5．市场运行存在条件1）成熟主体 2）完

善体系 3）健全机制 4）规范规则 5）间接调控6．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框架 1）坚持公有制主体，转化机制，建立微观



经济主体。 2）建立统一开放市场体系。 3）转换管理职能，

以间接为主。 4）建立分配制度，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5）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促发展，保稳定。二 ．社会主义

经济所有制关系与产权制度 1．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

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归属和所有关系是最基本关系，所有

制可分为私有、公有、混合三种。私有制：（个体和私人资

本主义）。个体：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个体生产经营，产品

与收入归个人，不同社会存在，不占主体，在我国从属公有

制。私人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关系。公有制：（全民和集体

）。全民：国家所有制，国有经济。集体：所有权归集体，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收入取决经营，领导选举产生。所有

制选择根据与社会生产力的适应情况确定。一个有效合理结

构只能由实践决定和市场安排，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 2．

产权制度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主体对资源和财产的使用、

转让及收入享用权。（拥有上述权利是完整的产权）登姆塞

茨：界定如何受益与受损，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补偿。产权分

类：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和私人产权。有效产权的内容： 1

）排他性的产权关系和明确的产权规则。 2）清晰的产权结

构。 3）有效的保护制度。 4）数量上可以度量。产权制度作

用：1）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经济运行。2）降低交易费用。3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权制度功能：1）确立排他性的产权

关系。2）确定主体行为边界。3）界定财产最终归属。4）明

确权利与义务。产权模糊：1）产权归属不清晰。2）财产边

界界定不清晰。3）主体受益受损补偿规则不清晰。产权界定

两种方式：法律与经济行为主体私下交易。建立产权成本：

产权界定成本与实施成本。产权有效保护手段：建立在国家



机器基础上的法律制度。三 现代企业制度与国企改革 1 ．现

代企业制度内容企业制度：业主制、合伙制（自然人企业）

；公司制（法人企业）1）企业和所有权与资产控制、经营决

策、组织管理权利分离。 2）委托代理关系：企业所有者或

出资者委托经营者根据利益从事活动，相应授予经营者除财

产所有权外其他权利契约关系。 3）有限财产责任 4）建立法

人财产制度：出资者不直接控制企业财产。 5）法人治理结

构：企业内部权利机构的设置、运行及权利机构之间的联系

机制。核心是：权利制衡机制。企业财产权：财产终极所有

权和法人财产权。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构建有效的控制与约束

机制是委托代理核心。 2．国有产权代理和国企改革国有产

权代理方式：行政代理和经济代理行政代理弊端：政企不分

产权边界模糊，不能成为独立法人，各级政府附属物，生产

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资源配置低下，企业经营目标异化和出

现非市场化，导致过高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经

济代理前提是对国有产权分割。公司制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

有限责任公司。克服行政代理弊端：1）国家对企业直接授权

。2）市场运行对微观主体的客观要求一致。经济体制改革中

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公司

制改革限于国有大中型企业。 3．国企功能和结构调整国有

企业一般有赢利功能和商业功能。还应具有非赢利功能和非

商业功能。国企具有非商业功能原因： 1）由于有市场失灵

和功能缺陷，资源无法最优配置。 2）作为主导力量，承担

重要职能。其他企业无法承担。 3）为政府某些政策服务。

国企非商业职能内容： 1）服务宏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 2

）调节经济稳定运行。 3）创造就业，公平收入。 4）战略开



发，提供基础服务。 5）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 6）

促进经济平衡，实现合理布局。 7）控制命脉，保证安全。

国企发挥作用行业和领域： 1）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行业和

领域。 2）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 3）战略资源和高

风险产业。 4）垄断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 5）重要公共物品

和服务行业。 6）外部性强和公益性强的行业和领域。 7）私

人不愿意经营的非赢利行业和不宜经营的行业。行业结构调

整和地区调整：增量资产的再配置和存量资产的组合和再配

置。 四 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平效率原理 1 个人收入包括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初次分配在微观领域进行。（利息、

利润、地租、租金以及工资和薪金） 2 在微观领域分配建立

在市场自发作用基础上。按劳分配离离不开市场机制作用。

3 政府的最好选择是让市场机制自动完成对生产要素定价与

分配，尽可能减少和防止非竞争因素和非市场力量的干预。

政府对个人分配在宏观领域进行。 4 对个人收入调节与再分

配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以及集体组织或社会团体。其中国家和

政府是最重要的。 5 按劳分配分配的直接原因：1）旧的社会

分工存在。2）劳动差别的存在。3）劳动谋生的性质。 6 按

劳分配的性质和特点：1）按劳动贡献分配，采取货币化形式

。2）主体是企业非国家。3）否定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可能，

否定剥削。劳动力分配的收入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按生

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有效利用资源和提

高配置的前提和途径。在居民收入中有按劳分配收入也有非

按劳分配的收入。 7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包括收入

公平和机会公平。 用基尼指数和洛伦茨曲线表示。表示收入

相对不平等的程度。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根源在分配制度本身



，尤以资本占有的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别最大。收入不平等

除来自分配方式本身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

构的存在；经济政策的倾斜；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市场经济

经营风险和机遇的存在。平等获得收入具体表现在：1）受教

育和人力资本形成上的平等；2）对土地、资本及其他资源占

有上的平等和利用上的平等。3）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与不平

等决定于经济制度的性质、社会对经济体制的选择、法律制

度的完善和政策的正确与否。效率和公平是社会追求的两大

目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总原则

。效率与公平不仅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一致。微观强调效

率，宏观强调公平；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强调公平。

市场机制强调效率，国家分配机制强调公平。五 经济增长与

经济波动 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也

包括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变迁，福利改善及人与自然

之间进一步和谐。短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

总需求。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生产要

素效率的提高。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

或政府需求，净出口需求。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需求。（内生变量）影响生产要素效率高低的因素：技术进

步、制度创新、管理效率，人力资本的增进，知识积累和教

育发展。经济增长模型： 1）哈-多 G=S/V （S 储蓄率 V 资本

产出比率） 资本积累 2）索洛 G=aL bK A （a 劳动产出弹性 b

资本产出弹性 a b=1 L 劳动增长率 K 资本增长率 A 技术进步率

） 技术进步 3）新增长理论 罗默模型：知识积累；卢卡斯模

型：特殊专业的人力资本；斯科特模型：资本投资。 2 经济

增长方式：粗放与集约。 选择条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



济条件。实现经济增长核心：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改

善管理。条件：1）调整投资方向 2）增加教育投入 3）推进

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3 经济波动经济周期性波动：长（康

）50-60年；中（朱）8年 ；短（基）3-5年。经济处于低谷经

济增长负增长，古典型；低谷增长为正，增长型。经济周期

：复苏、繁荣、衰退、萧条。 景气上升：投资增长，产量扩

大，需求旺盛，就业机会多，利润与居民收入消费提高。景

气下降：投资萎缩，生产缓慢，市场疲软，就业机会少，失

业率高，居民收入与消费下降。经济周期原因：根源于经济

制度经济体制某些特点，经济结构变动，经济政策影响，乘

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随机或未预期的外部力量。（直接

原因：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一致） 4 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

策和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

和紧缩性。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刺激资本形成；促进技术进

步；增加劳动供给。经济增长源泉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战

略：科教兴国（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控制

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六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市场失灵

1 有效性和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竞争、供求变化和市场价格

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市场机制特征： 1）动力来自对

自身利益的追求。 2）经济活动决策由市场主体自主、分散

做出。 3）经济调节与资源配置是自发自动的。 4）通过价格

信号传递信息。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长处： 1）调动微观

经济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满活力。 2）对经济自动

调节，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均衡。 3）实行优胜劣汰，提高

经济运行质量。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商品供求相

等，一般均衡状态，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只有在完全竞争的



条件下，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才可能实现。2 市场失

灵和微观经济政策市场失灵原因：1）外部性和外部影响的存

在。2）公共物品的生产。3）垄断的存在。4）信息的不对称

和不完全性。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的存在影响：1）市场主体

活动水平低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水平2）资源没有最优配置，帕

累托未能实现3）与产权不清晰有关，对产权的明确界定，市

场机制无能为力。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点。纯公

共物品不具有两性。公共物品是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的物品

。垄断形成原因：1）控制关键资源2）拥有专利权3）自然垄

断4）政府准入制度5）市场竞争本身的发展会导致生产集中

。市场功能缺陷表现：1）收入分配不公2）市场机制调节带

有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特点3）经济行为短期化。克服市场失灵

的微观经济政策：1）消除外部性的微观经济政策2）公共物

品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3）对垄断进行公共管制4）信息调控

。消除外部性的微观经济政策：1）使用税收和补贴手段2）

合并相关企业“内部化”3）现代方法是明析产权。对垄断进

行公共管制的方式：1）有效控制市场结构2）对垄断企业的

产品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3）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政

府对市场信息调控方式：1）规范广告和上市信息2）对生产

假冒伪劣进行打击3）增加市场透明度。 七 政府对宏观经济

运行的调节和控制 1 政府的作用和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经济运

行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 1）保证市场机制运转，发挥

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2）消除失灵与缺陷产生的消极效

果。政府的经济作用：1）资源再配置2）制定市场规则3）调

节收入分配4）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5）制定经济

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6）制度创新7）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控。



宏观调控手段：直接和间接调控。计划具有宏观性、战略性

、指导性。直接调控是对经济运行进行非参数数量调节，是

一种限制微观主体的自主性和市场机制自发性的调控方式。

具有强制性特点。间接调控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价格税率

汇率工资率）市场参数。承认微观经济主体经营和市场机制

的作用为前提。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手段：国家计划、经

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财政、货币、产业、收入分配、外贸政策。经济杠杆：财政

、货币、收入、价格、涉外杠杆。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特点是

弹性调节而非刚性调节，不具有强制性 。法律手段调节体现

三个方面： 1）对微观主体直接调节 2）为机制运行提供法律

保障 3）保证其他调控手段。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特点：有普

遍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行政手段调节经

济特点：直接性、强制性和速效性特点。 2 宏观调控目标和

政策目标选择宏观调控最终目标和基本目标：1）提高经济效

率2）实现社会公平宏观调控最终目标具体表现经济政策目标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

。实现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

前提。 失业类型：季节性 摩擦性 结构性 周期性价格指数：

用基期平均物价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某一时期的物价水平。

（消费物价、批发物价国民生产总值折算）平衡国际收支：

不发生逆差也不发生较大幅度顺差。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

高度相关关系用奥肯定律。揭示由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存在

互补关系。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之间的矛盾关系

或替换关系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线表示。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

衡消除或减少逆差，采取贬值本国货币方法刺激出口，会影



响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政府选择宏观调控目标原则：不能

追求单一目标。遵循适度原则。把握时机。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