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ワークショップ基調講演

新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展望与今后面临的挑战
周

建波

尊敬的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下午我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或则方向，无疑

讲的题目是“新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展望与今后

将更多地反映民间基层力量的要求，或者说来

面临的挑战”。

自民间基层力量的代表将广泛出现在人大、政
协以及行政、执行系统中。这样可以扩大党执

刚才章政教授更多的是从现实经济发展的

政的社会基础。

角度，那么我呢更多的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
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刚才在他们的资料室

下面我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里面看一眼，翻了一点我发现外国对中国的认

我讲的长期是从 2013 年到 2050 年。
这里我讲

识是从成熟的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实质上看

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2050 年就是共和国

中国应从成长期的人的角度，成长期的少年的

成立一百周年。现在中国特别强调一个词汇就

角度来看更合适，更看得明白。因为这个题目

是“中国梦”。那么现在中国不断地讨论中国

中的“新体制下”，这是我们高桥先生和李老

梦，对我看来这个中国梦的境界就是“小康”

师提出的题目。实际上在我看来，从比较长的

到“大同”。 邓小平时代特别强调实现小康，

一段时间内来看，无所谓新体制这个说法。

那么小康实现啦，后面自然是大同。

中国的体制较长时间将维持“太子党”加“职

小康是儒家哲学概念，是指各人刚刚可以富足

业官员”的局面，前者代表着党的传统（由元

之社会状态。在小康社会，每个都可以得到相

老的后代体现），后者代表着广泛的社会各阶

对富足的生活，
但只会顾著自己及自己的家人，

层的支持（由来自社会基层的精英体现），是

原话叫“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那么大同社

推动党走向革新的力量。若完全依前者， 党将

会的追求目标是
“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

成为保守的力量，无法取得广泛的社会成员的

用孟子的话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拥戴，将走向灭亡；若完全依后者，鉴于各社

及人之幼。
中国过去不太富，更多是服务自己和身边

会各阶层也有矛盾，需要一个传统的力量来调
节，否则社会团结将不复存在，党也将走向灭

的人。随着更富裕，自然就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亡。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定是在上述

所以我认为到 2050 年的时候，
中国决不仅仅是

两种力量的博弈中不断前进的，至于影响博弈

邓小平所讲的人均中等收入的国家，一定是超

的因素，一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压力，比如越南

级世界大国，对世界社会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政治体制改革走在中国前面，对中国会形成一

那么，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平指

定的压力；二是国内社会的矛盾压力，如近年

出，用两个十年的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

来的“国进民退”舆论，“拼爹”舆论，都对

翻，实现小康。

中共新政权造成很大压力，是促使其进一步改
2012 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

革的动力。

指出，到 2020 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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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时，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到 2050 年，中

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的时候建成社会主义

的。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大量的农民迁移到城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里来，这推动了包括钢材、水泥、建筑、房地

我是从事政治经济历史研究的，一个王朝可以

产等产业的增长。只要城市化没有完成，投资

持续一百周年的时候一定是它的最高峰。那么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将超过消费，成为

下面简单讲一下中国梦的文化背景。

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
随着城市化的接近尾声，
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上升，而投资

中国梦的蓝本，一个是秦汉时期，更准确

的比例则在下降。

地讲是汉王朝，一个是隋唐时期，更准确地讲
是唐王朝，这是中华民族兴盛的时代。秦汉王

那么中国政府 2000 年以后大力开发西部

朝崛起的文化背景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融

和东北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目的就是发

合、冲突后产生的超越彼此的新文化：百家争

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因为中国的资源

鸣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分布规律是越往西走，越往北走地下资源越

隋唐王朝崛起的文化背景是：佛教文明来

丰富，越往东走越往南走地下资源没有。一位

到中国后和中国本土文明斗争、融合后产生的

搞地质的朋友告诉我，凡是庄稼长得好的地方

超越彼此的新文化。

越没有资源，
凡是 地上长不出庄稼的地方地下

未来的中华民族崛起的文化背景是：基督

肯定有放射性物质。内蒙古资源太丰富了。所

教文明来到中国后和中国本土文明斗争、融合

以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的收入增长得慢，

后的超越彼此的新文化。

西部地区增长速度特别快。

所以我对中国梦的实现，
对 2050 年的全面

事实上，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也是这样做

发展有非常大的信心。这是有千年历史的底蕴

的，现在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两个转变：

所告诉我们的——千年来一回儿。

一是从发展轻工产业向发展重化工业方向转
轨，一是从发展中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高端制

下面我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

造业方向转轨。

期是从 2013 年到 2036 年，大致是这样定的。
那么，为什么到 2036 年呢，国内学术界有一

那么，转轨的条件是有三个。第一，快速

个认识。2036 年农村的城市化相当的完成了，

发展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一大批掌握现代科技的

达到了城乡的均衡状态。

本科生、研究生；二是民众生活的日益提高不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越往远看，越有信心，

断滋生出新的需求，这就为掌握了一定技术的

越往近看问题越多。我认为，中国还能维持十

年轻大学生的短时间内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一

多年的高速增长，差不多到 2025 年左右，原因

批新的富豪，如教育培训业的新东方、学而思；

就在于城市化还在加快进行过程中。其后进入

互联网领域的百度、
阿里巴巴就是这样产生的；

中高速发展状态，差不多到 2036 年左右。所以

这些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的，新东方的老总，

中国的房价到 2025 年稳定走势，稳定中略有

学而思的老总，百度的老总都是北京大学毕业

下滑。城市化过去了，不需要那么多房子了。

的，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崛起的。三是国家根

中国的经济能否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为

据时代的需要，不断树立新的榜样人物，以造

重要的因素是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轨。改革开

成全社会转轨的氛围。

放初期，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得劳动力价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电视，报纸，媒体，原来

格低，资金价格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适合

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多是来自东部的农民企业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中国的东南沿海地

家，现在接见的则更多是西装大学生产生的年

区包括我的老家山东——我是山东烟台人，这

轻的新富豪。新东方，学而思，百度的老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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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识。新东方，学而思都属于教育培训业的

市化的进行，如何管理城市成为政府管理的大

范围。

问题。

目前，难以转轨的是东南沿海地区投资轻

第五，“革命”、“反传统”的副作用凸现，

工业的一批人，这些人文化素质不高，但率先

社会缺乏统一的信仰，导致社会管理的成本急

抓住了东南沿海地区开放的机会，不过随着社

剧上升，“维稳费用”高由此而来。革命和反

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些产业

传统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到日本的

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温州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城市看看，有多少寺院！多少寺庙！你到中国

由此而来。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在未来

的北京看看，三千万人的城市，很少有寺庙，

发展当中大部分会被淘汰，部分人凭着不断地

很少有关帝庙，很少有祠堂。我们也有寺庙，

学习读书，赶上转轨的机会，大部分人是要淘

但是更多的在山区，
由于旅游景点的发展需要。

汰的。这些人现在不断地到北京大学，清华大

这么多人在一起没有一个外部约束力量，那么

学来，参加我们章政老师专门负责的项目，目

一旦出问题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

的就是要转轨，我劝他们不要着急慢慢来，太

第六就是腐败，这是中国目前最不可容忍的社

着急了转不过。

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了社会的心态，影响
人们的劳动能力的发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从近期看中国经济

影响了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稳定。

的发展前景。刚才我谈到了中国的经济，你越

刚才讲了很多问题多多，但是优势也很明

望远镜来往前看，越看越完好。你越用显微镜
来往前看越问题多多。你用显微镜来看问题，

显。优势更明显。

什么都是会问题多多。

第一，随着国家免征农业税，以及农民医保政

那么我首先谈一谈问题，问题多多。

策的推广，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社会稳定，农

第一，人口红利趋于丧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很

民幸福感提升，这是判断中国政治、经济形势

快。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 1972 年以后实行

的一个基本面。
今年清明节我刚刚探了我老家，

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我家是烟台农村的，老家里的亲戚高兴得不得

第二，房地产价格上升迅猛，不但推动了产品

了，说比你们城里人幸福多了。我们农民一个

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加

月挣两千元，胜于城里人挣六千元，说明中国

剧了社会的贫富的扩大，并进一步演变为社会

不会发生农民起义。那么，农村稳定啦，中国

问题。
在我看来和一般的国家相比同一个时期，

社会的基本稳定也就实现了。农村还保留了很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比较快是正常的。
因为，

多的传统的文化的信仰。宗教的信仰对山和水

中国人多地小，在正常情况下他的地价增长快

等等的信仰。还有一种巨大的约束力量，中国

也是正常的。地价高导致了房价高。但是目前

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都出现在改革最

提高的太快了，那么政策需要反省。

早的城市。

第三，改革效益趋于递减，“拼爹”成为社会

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达，解决社

现象。改革的原则和精神应该是多劳多得，少

会经济问题的能力，主要指的是经济能力在提

劳小得，论功行赏。大致 2005 年以后，公平的

高。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利益的分配

原则是越来越受到破坏。找能力以外的利益关

而已引发起来的。钱多了事就好解决了。所以，

系，“拼爹”这个词汇就是 05，06 年以后流行

香港以及很多的海外的人关心的民主问题中国

而来的。

的老百姓是不会关心的。他更关心的是医疗，

第四，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超越经济

保障，教育等等具体问题。，

问题成为全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说明随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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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在提高，正由战

得的，我的专业就是中国现代史。所以对中国

争年代发动武装斗争的革命党走向和平年代推

的共产党史应该比一般人更多的了解。我发现

动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的建设党。以武为主，

了一个规律，一旦共产党说出再不如何如何，

走向以文为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那

就要亡党亡国之类的话时，就意味着他要大刀

就必须提高文化素质。
这几年中国的基层干部，

阔斧，进行变革了。

高层干部到北京大学去培训，
我给他们上过课，

海外的很多人，包括国内的很多人，看中

章政老师也不断地给他们培训，目的就是不要

国看共产党看不明白。因为他们，对中国人的

用“武”的方式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要学会

历史，对中国人的性格没有进行研究，不很明

用“嘴巴”的方式和平滴解决问题。比如说，

白。因为中国东部是大海，西部是高原的地理

前几年引起社会广泛议论的暴力拆迁问题，已

特点，形成了他的安全感强，危机感弱的性格

通过给予合理的补偿，在社会已经不算是问题

特点。近代有句话说“中国人不团结”,不团结

了。

就是不合作。因为环境好，不团结合作也过得
还好，他们没有动力来合作。但是一旦中国人

下面是改革的方向。我觉得改革的方向主
要是这四个方面。

逼急了，危机感很强了，那么他就可以放弃一

第一，加快市场化改革，让民间企业进入到石

切进行合作。所以大家看看国共两党合作的背

油、煤炭、钢铁、航空、金融等领域中来。

景是什么？大敌当前。虽然中国的问题多多，

第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吸引民间力量进入

但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是充满信心！
恰恰问题多，

到政治领域中来，并借助广泛的民间舆论约束

才逼得他进行改革，压得他进行改革。 改革又

官员腐败问题。

有一种压力，穷则思变。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

第三，恢复固有民族信仰——孔孟之道，开放

来看中国，来看共产党，来看中华民族的未来

民间节日活动，以此凝聚社会，降低社会管理

会更明白。时间差不多到了一个小时了，谢谢

成本。 中国从 2000 年以后掀起国学热。那么，

各位。

国学热的兴起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孔孟之道
的复兴，这是大好事情。中国自从 1840 年以来
开始大量的学西方。包括仪式举行都是学西方
的。但是西方的硬件技术设备来到中国，软件
的基督教信仰，比如上帝，地狱等，中国人不
相信。现在中国社会出现很多问题都是管理成
本高有关，一句话，上帝没来孔子走了，以至
于无法无天，无所畏惧。这是中国很多问题的
源泉。
第四，改革中国社会医疗教育保障制度，提升
社会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至于多党竞选，议会
政治，至少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实行。
那么，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压力，得人心者得天下。因
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执政党得有动力，
不然共产党的政权巩固不了，“得人心者得天
下”吗！我的硕士学位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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