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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教授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建树颇丰袁尤其

在产权理论尧制度创新理论尧人本体制理论尧广义产

权理论以及中国发展转型理论等方面硕果累累遥 常

修泽教授最新推出的这本叶人本型结构论要要要中国

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曳渊安徽人民出版社袁2015 年袁
以下简称叶人本型结构论曳冤作为叶人本体制论曳的姊

妹篇袁它们的共同点是以野人本导向冶为基础去解决

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问题尧结构问题和人的

发展问题等遥
常修泽教授的叶人本型结构论曳具有三个明显

特征遥 一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遥 该书从马克

思主义等经典著作中汲取精华袁结合中国当前发展

阶段的新特征袁提出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转

型论遥 二是视角新颖独特袁从野物本导向冶转向野人本

导向冶遥 大部分学者是从野物本导向冶角度分析结构转

型问题袁而常修泽教授从野人本导向冶的视角出发袁
分析了需求尧供给尧要素投入尧城乡尧区域等方面的

结构转型问题遥 三是实践基础厚实遥 常修泽教授到

安徽尧河南尧湖北尧海南尧江苏尧天津尧新疆尧台湾等地

进行了实地考察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提出了具

有针对性尧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袁这是十分可贵的遥
常修泽教授的叶人本型结构论曳紧紧围绕以人

为本这个核心袁在经济发展的导向尧结构和体制支

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论述袁尤其值

得引起我们关注遥
一尧从野物本导向冶向野人本导向冶的转变

叶人本型结构论曳最突出的特色是强调研究中

国结构必须从野物本导向冶向野人本导向冶转变遥 长期

以来袁中国存在以野GDP 论英雄冶的思潮袁虽然近几

年有所改观袁但在实践中由于考核指标的扭曲等原

因袁野GDP 至上冶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袁加上经济下

行的压力增大袁野物本导向冶的发展模式依然影响我

们的决策袁 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的发展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遥 因此袁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必然性袁尽
管艰难袁 依然需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袁这种战略性调整的导向是什么钥常修泽教

授提出了应该从野物本导向冶向野人本导向冶转变遥
就概念野人冶的基础构建来说袁中国长期以来的

野物本导向冶不仅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尧城乡结构失衡尧
需求结构失衡尧生态环境被破坏袁而且使得人民群众

信仰缺失袁基于野人本导向冶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引

导人本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袁值得深思遥马克思提出

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

中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遥近年来我们在追求 GDP 的

思维下袁野见物不见人冶的现象比较普遍袁重视硬实力

建设不重视软实力建设袁重视投资不重视消费袁许多

项目建设把物放到很高的位置而忽视人的发展遥 反

倒是诺思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以人为本袁更
加接近东方哲学思想遥 他提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

应该注重人尧团体尧社会之间的行为关系与制度袁不
仅单纯地考虑成本尧价格尧工资尧产业分布中的实证

数据袁 而且把它们放在真正的社会形态与历史环境

下进行研究遥常修泽教授的有关研究及叶人本型结构

论曳无疑弥补了我国理论界这方面的不足袁从野物本

导向冶转为野人本导向冶袁并把野人本导向冶用于经济结

构研究遥
我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袁 不仅经济政治要

转型袁社会也要转型遥转型国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

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袁从而重新构造社会的困境遥
我国从信念到制度设计以及经济运行仍处在人格化

交换的框架下袁熟人尧身份尧关系尧等级尧特权等充斥

在我国社会关系之中遥 如常修泽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袁
在我们现在社会中袁这种野限制性冶的东西尧过时的东

西太多了袁不摆脱这些过时的理念难以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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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基于野人本导向冶的经济结构研究

叶人本型结构论曳主要从需求结构尧供给结构

渊产业结构冤尧要素投入结构尧城乡结构尧区域结构等

几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结构存在的问题袁并从野人的

发展冶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袁为中国的经济

结构转型提供了体制支撑遥 同时袁野人的发展思想冶
贯穿著作始终袁 在各个结构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到

野人冶的重要作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书中的野人冶不仅

仅是多数人袁而是全部人袁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曰也不是一代人袁而是祖祖辈辈的人曰不是

单需人袁而是多需人遥 只有全面认识野人冶这一核心

概念袁才能正确把握叶人本型结构论曳的精髓遥 常修

泽教授在叶人本型结构论曳中从五个方面系统深入

地阐述了野人本导向冶遥
一是野消费需求不足冶成为需求结构中的重大

问题袁要正确引导人的需求遥 近几年袁消费作为野三
驾马车冶之一袁在 GDP 中所占比例呈现下滑趋势袁投
资和出口挤压了消费遥 与野人冶发展相关的居民消费

一直被野物冶相关的投资抑制遥 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

的遥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袁中国是个储蓄率较高的国

家袁在国家处在资本积累阶段袁高储蓄率可能是一

件好事情袁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袁社会的不断进

步袁过分勤俭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遥 那么应该怎样刺

激消费钥 常教授提出了十字箴言袁即能消费尧敢消

费尧放心消费遥
二是按照人本型结构论袁产业结构转型重在发

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遥 在产业结构中袁人的野生存

型冶需求和农业与人的野发展型冶需求和服务业相对

应袁所以要实现人的升级性需求袁就要发展与人相

关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遥 就发展服务业而言袁与国

际服务业比重相比袁我国与野人的发展冶相关的服务

业比重还有待提高袁从整体来看袁我国的服务业发

展相对滞后袁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袁下一步要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全面升级遥 发展服

务业袁应该秉持包容创新精神袁即包容生产性服务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尧包容传统与现代服务业尧包容

公办与民办尧包容常人与非常人遥
三是人本导向的资源环境重在生态福祉和环

境人权遥 就资源环境而言袁中国主要表现为资源的

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袁资源环境已经被严重

透支遥 生态环境问题涉及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

题袁实现生态环境社会转型袁应该重视向技术要绿

色尧向结构调整要绿色尧向规制和政策要绿色以及

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四个管道遥 当前袁中国还存在产

权制度不够完善尧 产权缺失和产权残缺等问题袁仅
依靠人的自觉行为难以实现野天地人合一冶遥 为此袁
常修泽教授提出了野三柱一顶冶的环境产权制度的

基本框架尧五项权能的资源产权体系以及人力产权

这三个着力点遥 天地人产权关系具有内在耦合性袁
三者之间紧密配合尧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遥 在未来发

展和转型中袁 我们要充分发挥天地人产权在经济尧
体制改革尧社会管理和创新中的耦合作用袁要学会

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这 野两个鸡蛋上跳舞冶袁 在绿

色尧协调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天地人合一遥
四是要突出人的发展袁加速城镇化建设遥 就城

镇结构而言袁中国二元结构明显袁这既源于结构性

问题袁也有体制性原因遥 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将人

一出生就界定为城市人或者农村人袁所享受福利保

障也存在巨大差异袁 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正尧和
谐与稳定袁阻碍社会进步袁有悖于实现马克思的野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冶目标遥 因此袁填平制度上的鸿

沟袁推进城镇化是十分必要的遥 根据常修泽教授的

思想袁城镇化是人本城镇化袁不仅要解决城乡之间

的二元结构袁也要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遥 从发

展经济学视角来说袁城镇化实质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遥
五是野人本导向冶的区域结构在于实现区域协

调和人际和谐遥 就区域结构而言袁中国依然存在区

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袁常修泽教授提出袁为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袁 应实施人性化的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袁并指出过去所实施的野唯沿海开放冶战略可能会

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新的外向型的沿海和内向

型的内地之间的二元结构袁长期如此会导致严重的

不良后果袁而四沿联动尧重点渗透尧东西兼顾尧多元

开放的战略弥补了野唯沿海开放冶战略的不足遥
三尧实现结构转型的体制支撑

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袁
有经济体制的支撑袁 经济结构转型才能得以实现曰
同时袁结构转型也可以倒逼经济体制改革遥 改革开

放以来袁中国在农村尧民生尧资源环境市场化尧金融

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袁但国有经济

改革尚未到位尧要素市场市场化改革滞后尧社会保

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深层次的

体制问题依然存在遥 为此袁叶人本型结构论曳提出经

济改革应该寻求野三个解放和发展冶的轴心策略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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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尧生产关系以及人自身遥 从中长

期来看袁中国的改革应该是野包容性改革冶袁它有别

于野包容性增长冶袁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创新范畴袁
包含改革思想的包容性尧体制目标的包容性尧改革

运作的包容性三个层次遥 我们可以将包容性体制作

为主线袁贯穿于野五环改革冶中的经济尧政治尧社会尧
文化尧生态领域袁最终实现野大均衡冶遥

经济结构转型可以倒逼政府体制尧 所有制尧对
外开放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遥 为此袁常修泽教授在

叶人本型结构论曳中提出袁渊1冤在政府体制方面袁政府

转型是结构转型的关键遥 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没有取

得实质性进展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袁解决的主要办

法是加强对政府部分监管与对政府机构开具负面

清单尧权利清单以及责任清单遥 渊2冤在所有制方面袁
赋予混合所有制野新体制的产权基础冶的重要地位袁
不仅可以挖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袁而且也是整

个改革关键的重要一环遥 渊3冤在对外开放方面袁要适

应新形势袁构建新格局遥 通过调整对外贸易格局尧引

进外资格局袁 优化中资外投格局及自贸实验区格

局遥 渊4冤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尧财税体制尧资源税等

领域的改革遥
在我国袁研究经济结构的论著很多袁但以野人本

导向冶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袁本书可能是

第一部袁把野人本导向冶的理念尧思想等融入经济结构

分析的方方面面是这本书的最大学术价值所在遥 叶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

报曳 指出要坚持共享发展袁野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

民尧发展依靠人民尧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袁做出更有

效的制度安排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

多的获得感冶袁野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

步尧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噎噎完善

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遥 冶如何以

野人本导向冶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体制袁是我国亟需

解决的大课题袁常修泽教授的叶人本型结构论曳及相

关著作无疑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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