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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
———兼论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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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将会在“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冶中实现。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根本性方向,具有“全局和战略冶意义;全
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统领性的方向部署,而且是全局性的谋划蓝图,同时也是典型的大国经济现象。 提

出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和举措应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强大优势,必须充分认识和依托中

国的大国经济特质,而经济发展方向和眼界视野则是更大的开放和更坚定地走经济全球化道路;中国经

济发展既要符合市场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改革战略的引领性规划,并
体现市场体系演进的自发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可行路径与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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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22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1](简称《意见》)
正式发布,提出了立足内需,畅通循环;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系统协同,稳妥推

进;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从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这是

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抉择和政策推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

要求,不仅以建设性的市场战略思维,促进全方位的经济改革进程,而且为应对世界经济大变局,提
出了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和新部署。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曾经历了以

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以产权改革为重点、以开放促改革等重要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意见》的目标

和精神,则将市场战略置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冶的地位。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判断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意见》中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

市场战略方向。 《意见》郑重提出,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冶“立足内需,畅
通循环。 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

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

程冶 [1]。 这是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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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判断和分析,以及所做出的关于引领全国市场运行态势发展方向的战略抉择和政策取向。 我

们从《意见》明确的政策取向中,则可领悟到若干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判断。
(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转换已取得决定性的阶段进展。 虽然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态势格局,即市场经济格局还没有

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冶所要求的系统状态,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一方面,中国

改革开放“破冶的课题已经大有进展,但“立冶的课题仍然任务艰巨;另一方面,以建设成“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冶为标准,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意见》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冶,以示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任重而道远之深意。
(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全局和战略冶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行至今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成为真正实现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使命

性改革任务,是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根本性方向,具有“全局和战略冶方面意

义,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 《意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中心概念,确定经济改革的市场战略方

向,勾画了中国市场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建设蓝图;同时,吸取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经验教

训,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中国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更成熟认识和更大进取意愿;尤其指出,市场

经济不仅具有发展方向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体系建构的战略能动性,即必须经由艰苦努力的

“建设冶过程,才能完满实现所选择的目标。 中国以往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进程,在理论上

有意无意地倾向为,“自由放任冶是基本方向,只要“放手冶“放开冶,市场供求的持续博弈、相互磨合

适应,就可以像“搅拌机冶那样,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匀质化,从而达到全面的供求“均衡冶状
态。 《意见》鲜明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自由放任的结果,而是具有战略性目标的“建设冶事业,
在大方向上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冶的,但在系统建构上则是人的能动努力和秩序安排所形

成的体系格局。
(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紧迫性

《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冶,这昭示了中国正面临着由于尚未形成全国统

一大市场,而导致出现的许多问题甚至突出矛盾,只有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有效地

应对和根本克服面临的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冲突,尤其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经济、政治以至国际关系格局的变革和重塑,对全球

经济和市场体系产生许多复杂影响。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可以使经济发展的战略

回旋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对解决经济体系和市场行为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痼疾,可
以使其得以消除或缓解,更好地提高市场运行的合规化、透明度和公平性程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应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理应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并将会在“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冶中

实现,但目前尚不是现实。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人口大国、生产大国,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大市

场冶,也还称不上真正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刚
跨入中等收入门槛,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更因为在体制机制和规则效率上,还有很大不足之处,并且

限制了市场效率和规模,因而还不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的充分优势。 中国从“世界工厂冶到
“世界市场冶,很多方面明显存在不足,需要不断改善提升。 例如,中国经济的收入体系中,消费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还很低,消费市场的规模和有效性还有待大幅度提高。 我们只有不断发展改

善存在的问题并解决矛盾,才能配得上发达高效的市场经济性质,否则就是一个缺乏全国统一大市

场性质和不具超大规模的不很强健的市场经济体。 从宏观经济目标看,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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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战略意图之一,就是要形成更强大的市场经济消费力,以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的独

特经济优势。 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实现“稳中求进冶发展路径及其策略取向的

有利国情条件,也是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经济实力“基座冶。 中国只有建

立了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为依托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才会更加具有“全局和战略高度冶的重大

意义和世界影响力。

二、全国市场、地方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性质异同

《意见》特别提出和强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一个泛指性表达,而是含有特定意涵和专

指意向的战略性规划底本,既是统领性的方向部署,同时也是全局性的谋划蓝图。 在认识论上,这
是对市场体系的框架建构。 但是,市场体系的建构不能任凭主观臆想,必须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

和对思想构念的把握。 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究竟有何重要意涵和政策指向? 对此,本文从

几个方面进行辩清。
(一)全国市场的“统一冶性
全国市场的“统一冶性,不是仅仅靠自发性力量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付出艰巨的组织努力才能

达成,否则也就无所谓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 因此,“统一冶是中国市场体系达到高水

平格局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全国市场只要通过努力建设,是完全有可能成为制度规则统一的大市

场的。 但是,世界市场的性质与此有别。 在本质上或现实中,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

区也只可能形成差异性制度规则相互衔接的世界市场,而无法达到所有的体制规则都真正“统一冶
的状态。 因为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拥有各自不同的市场制度规则,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统一的,即各

个国家间的市场制度及运行规则差异会永远存在,只可能相互协调,不可能完全同质。 这是由于制

定市场规则的主权在国家,而不在“世界冶。 对于全国市场,国家制定制度规则的主权在握,但对

于世界市场,没有制定制度规则的统一主权,所有制度规则都是在各主权国的博弈或相互间协

议的努力下确定和形成的。 所以,全国市场的统一性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是性质不同的制度建

构和经济秩序。 一方面,全国市场可以不断趋强,趋于更加具有整体一致特质;另一方面,世界

市场则要靠各种“协定冶“框架冶来维系和调节,即使是号称“世界贸易组织冶 (WTO),其权威性

实际上也十分有限。
(二)全国市场与地方市场的性质区别及集合形态

全国市场是相对于地方市场而言的市场集合形态。 从市场的组织结构来看,作为经济系统的

“全局冶性建构,全国市场是整体性市场,就如同是一个宏观经济空间,因而可以有正当的主体利益

要求,并有其伦理根据(即“民族国家冶意识),有权进行市场边界的设置和做出相关制度安排。 例

如,全国市场有征收关税和管制边境的法理和权力;而地方市场则是局部性市场,若自行设置市场

边界而进行利益获取,通常缺乏正当性,不合法理,也没有有力的伦理根据。 所以,“地方保护主

义冶一般是不合法或具贬义性的概念。 各国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及国家制

度建构有很大差别。 例如,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权力绝对服从中央;而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拥

有对中央的相当独立权力。 然而,就市场经济发展的演进方向来说,中央所体现的国民经济全局性

格局,使国民经济体系更具整体统一性,通常被认为是更有利和更合理的。 因而,大多数国家的中

央政府都对全局性经济秩序拥有支配性权力。 即使是在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为维护国民经济的

统一性,也具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和责任义务;反之,地方政府的“独立王国冶“地区分割冶现象,尽
管不绝于世界,但就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说,毕竟属于支流或逆流。 国际社会中即使是政

治体制实行联邦制,经济上仍会趋向统一化,统一市场总是会在整体上优于国家分裂或地方分割的

市场。 因而,大市场总是比小市场更好,全国大市场更应是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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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组织特质及安全性差异

全国市场是相对于世界市场而言的,两者虽形同,却各具特质。 从市场的组织形态看,全国市

场的性质是有政府的市场(通常有中央政府的管控),而世界市场则是无政府市场(不存在全世界

的“中央政府冶)。 在其经济性质的逻辑关系上,世界市场并不是全国市场的同质性规模扩张和范

围延伸,而是众多不同质态的全国市场或地区市场所构成的一体化格局(一体化不是同质化)或相

互交易体系。 简而言之,全国市场是国家制度规范下的组织化市场秩序,而世界市场则是无政府格

局中的国际协议性市场秩序。
全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安全(法制)环境会有显著的差异性。 基于本文分析的原因,全国市场

有可能具有对世界市场风险性的“避风港冶性质(当然,如果国内市场发生巨大的不安全风险甚至

动乱时,世界市场也可能成为混乱国内市场的避险处);特别是当国际政治环境和地缘利益冲突导

致国家间经济关系“脱钩冶,或者相互无节制地“制裁冶时,全国市场可以发挥决定性的稳定作用。
此时,企业和资本的“国籍冶就具有了特殊的经济优劣性。 不同“国籍冶的企业(经济主体),在全国

市场中与在世界市场中的行为性质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性。 从此意义上说,任何人主张“企业

没有祖国冶或“资本没有祖国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理智的。 这表明,企业经营是处于全国市场,还
是国际市场的产业链及供应链之上,其安全性质是有显著差异的。 所以,国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可以体现维护经济安全利益的战略意向。
(四)中国特色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大冶,实际意味着市场经济行为空间和体系规模的“大国冶假定,即所观察

和讨论的是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型国家的全国市场,而不是只能实行“小国开放模式冶或经济规模

有限的中小型民族国家的全国市场。 实际上,世界上真正有条件特别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冶现
象,并将其作为重大经济战略来对待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而大多数国家更需要关切的可能是“共
同市场冶。 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冶问题,其政策指向性正如《意见》所特别要求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
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

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

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冶 [1]总之,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经济问题。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大国经济特质

基于中国的大国经济特质,国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大国冶和“大国市场冶
是思考中国市场战略的逻辑起点。 正是由于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典型的大国经济现象,加快建设

“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冶和“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

续的历史过程冶,都是大国经济所具有的独特问题。 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和举措必须

充分认识和依托中国的大国经济特质。
全世界有近 80 亿人口,约 200 个国家及经济体,国民经济体的平均规模约 4 000 万人口的规

模。 由此可知,就一个经济体的“全国经济冶而言,4 000 万人口就可以是一个中等规模市场。 例

如,澳大利亚有人口 2 000 多万,有不算小的全国市场。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或超过 8 000 万,
并且经济发达,就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例如,西欧的德国、英国、法国等。 一个国家若人口超亿,
即使经济不很发达,也可以算得上是经济大国。 那么,数亿或 10 多亿人口的经济大国,当然就更有

条件成为超大市场的经济大国了。 中国有 14 亿人口,具有毋容置疑的大国经济特质,完全具备形

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冶的潜力。 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展,大国经济的特质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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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对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也越迫切。 中国实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家战略,进则大

国经济的优势可充分发挥,退则大国经济的矛盾就可能突显出来。
(一)中国经济巨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整体经济规模越大,供给能力的形成和壮大就越有技术条件;而相

应地,需求潜力也必须发挥出来,才能达到平衡。 中国经济巨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需要有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支撑。 虽然在一定发展阶段,供给能力超越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可以通过产品出口即

国际贸易的出超(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宏观经济的供求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发挥国内需求潜

力,实现供给能力和需求规模的大体平衡,才是经济良性循环的表现;否则不仅难以真正发挥大国

经济的优势,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经济供求失衡的矛盾和国际经济关系纠纷。 因此,中国发展的供给

能力和需求规模都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支撑,以实现其“供需平衡冶。 供给能力由于需要有

需求潜力的发挥提供生存空间,所以供给增长要引领需求扩大;而需求的满足,则要发挥供给能力

提供产品,故需求增加应激励供给增长。 总之,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确保需求市场畅通和供给循环畅

通,是大国经济展现优势的必要条件。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标准市场体系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

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也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

坚强支撑,而且国家规模越大,所需要的市场体系支撑力也要越强。 这说明,与中小国家不同,中国

要建构经济大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对市场的组织状况和运行

条件具有更高的要求,必须“立足内需,畅通循环冶;否则,大国经济很可能碎片化、无序化;若内需

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可能会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均难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标

准。 这在世界上是有实例可鉴的,有的大国规模巨大,人口以亿甚至十几人口计,但由于不具备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条件,因而其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的水平长期难以提高,表现为市场碎片化和

地方分割化,市场的运行效率受阻,致使大国的经济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三)大国经济的结构复杂性

大国经济不仅具有高度的结构复杂性,而且社会结构和民族结构也会比较复杂。 大国经济的

体系格局不能被想象为是匀质性的平直空间,而是经济结构的空间差异很大的体系格局。 一方面,
这既有利于形成丰富多样的经济格局,成为可以更好发挥分工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回旋空

间;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经济体中产生供求链和产业链的阻塞、隔断、分割现象,特别是可能加剧

收入分配悬殊和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差异,导致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进而破坏经济的稳定性和全国

经济的整体性。 因此,作为大国经济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结构性协调更需要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思

维,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运行中的经济行为是深刻地嵌入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的。 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经济关系必须与社会关系相和谐,才能真正发挥其经济效率和大国经济优势。
(四)大国经济的通畅性和抗风险性

大国就经济地理条件而言,尽管地大物博,但国内经济运转畅通必然会有相当的障碍和阻隔,
表现为困难较多、较大、较复杂,而且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尤其是水资源和水灾问题,对
于大国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总之,大国经济的通畅性和抗风险性,往往受到特殊地理因素的很大

影响。 由于国家规模巨大,大国经济的经济地理条件改善,更不可能主要由市场经济的私人产品方

式来应对和解决,而必须采取大规模公共产品的方式才能应对和解决。 因此,基础设施作为公共

品,就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大课题。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基础设施落后必然会是大

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冶,而如果有能力解决基础设施公共品的建设和供应问题,就可以克服经

济发展“瓶颈冶,极大地改善国民经济的供给侧结构。 同时,国家增加基础设施公共品建设和供应

的过程,本身也会形成很大的市场需求,并可以持续地畅通需求,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

济就具有将基础设施“瓶颈冶劣势,转变成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冶性优势,使经济战略具

5



2022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有独特的前瞻性。 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基础设施投资成为

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需求激励因素,并使需求畅通具有长久保障。 中国数 10 年大规模高速度的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被国际社会称之为“基建狂魔冶。 由此,中国

基础设施条件的独特优势正是国家宣称可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底气所在。
(五)大国经济需要有为政府和集体理性的协调引领

大国经济更需要有为政府和集体理性来协调、管理和引领。 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叙事中,所谓

市场经济是被想象或假定为由自发力量所主导。 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演绎逻辑推演中,国民经济发

展的方向性既然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冶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那么政府就不过是个维持秩序

的“守夜人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说,“事实的真相是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的。冶政府扮

演重要角色,不可能依靠如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冶的个体理性,而必须有集体理性的决定性选

择。 从全球经济的视角看,考虑到世界市场无政府主义特质,集体理性必须通过国际协商以国家合

作特别是大国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别无选择。 各国首先要完善各具特性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机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同时,各国要协商安排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规则,使不同特性特色的国家

(经济体)能够在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认同的秩序规则下,畅通交往,实现共处、共荣,并共同合作应

对和解决全球性新问题。 国际社会更加包容和均势的大国共治组织秩序,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因此,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国家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制度建构目标,也是实施大

国经济战略的基础性依托条件,而且更是形成全球共治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前提。 一方面,中国决定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全方位地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另一方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绝

不是经济战略取向的内向化,而是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取向和全球地位

(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导思想

《意见》十分明确和系统地规定了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

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

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

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

撑。冶 [1]而且特别强调,要“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
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冶 [1]。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性战略取向,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强

大优势,而经济发展方向和眼界视野则是更大更坚定的改革开放和走经济全球化道路。 这深刻触

及了自二战后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即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基本取向的世界经济秩序,支持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冶的关系

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冶的根本取向既然不是内向化,而是更大的开

放,那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取向,与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冶取向的市场秩序,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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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自由贸易冶取向的国际市场秩序,突出所谓“零关税冶“零壁垒冶“零补贴冶的根本性质,而中

国所要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秩序取向是否与其相一致?
中国是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大国,若干年后即将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大国,而中国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战略取向,对全球经济秩序具有极大的影响,受到世界关注。
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我们可以简要回顾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历史,即经济全球化

的由来。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阻碍经济全球化,就是背离或脱离市场经济。 经

济全球化在本质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即允许商品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地自由流通,对任何

竞争主体都不实施政策歧视,以确保公平的国际竞争。 这一原则在趋向上是得到所有赞同经济全

球化的国家所认同的。
世界各国如何跨越国家界限,从而实现经济全球化? 笔者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两种战略取向,

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1郾 0冶和“经济全球化 2郾 0冶。 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国依仗其强

大国力和武力占领落后国家,将后者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强制推行宗主国的经济制度,
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方式。 这可以称为经济全球化 1郾 0 时代,以英国为主

导。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始,经济全球化不再通过殖民占领,
而是通过各国“门户开放冶,并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以到达“市场经济冶的
标准,从而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 这可称为经济全球化 2郾 0 时代,以美国为主导。

总之,经济全球化 1郾 0 的基本战略取向是,“通过占领和改造殖民地国家而强制实现经济全球

化。冶经济全球化 2郾 0 的基本战略取向是,“通过所有国家门户开放并改造为同自由市场经济同样

的经济模式而实现经济全球化。冶经济全球化 1郾 0 和经济全球化 2郾 0 虽然表面不同,但实际是殊途

同归,即主张所谓“西方化冶或美国式的“自由化冶,是以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冶为基础,实现所有

国家的经济同质性。
实际上,这是对世界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基本特质的某种误解,混淆了两者的组织特质差异,试

图把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市场强扭为以强权国家,如美国为“世界政府冶或“世界警察冶的同质性单一

规则市场,就似同是一个“有政府市场冶。 历史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或不可持续的。 因而,世
界经济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 3郾 0 时代。

(三)经济全球化中世界的多样性特质

经济全球化 3郾 0 时代将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经济,可以实行自由贸易,但也必须尊重各国的

“特色冶和制定规则的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多样性的一体化。 一方面,全国统

一大市场具有很大程度的主体性和主权性,既是全球经济体系中自由贸易的积极成份和可谈判通

融的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国家制度边界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在国际贸

易协议的共同规则下,部分让渡国家规则主权,但不能放弃全国市场对于世界市场的原则性规则主

权。 这才是我们所见的真实世界,而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分割世界市场和破坏经济全球化,而是促

进世界市场一体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 这是对世界各国有利,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根本

战略取向。
真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更大开放的市场,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融通的经济全球

化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对于中国经济主体(内资企业)的市场体系,而且是对于在中国大

市场中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所有国家的经济主体(内、外资企业)共同的市场体系。 很显然,这样

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高度开放的,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秩序是全方位相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与

经济全球化市场可以形成一体化大格局的市场,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冶。 在这样的世界市场一

体化大格局中,中国的国内规则与世界的国际规则虽有差异,但是可以顺畅衔接。 这就犹如国际法

律体系中既可以有“大陆法冶(成文法),也可以有“普通法冶(习惯法)之别一样,但并不影响全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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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体系的正常运作。

五、市场体系演化路径的自发性与建构性

(一)市场体系演化路径的两种力量

本文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实际上深刻地涉及到对市场体系演化路径的自发性和建构性

的认识。 人们通常观察和讨论“市场冶时,总是取决于对相应概念的定义。 无论是“全国市场冶“国
际市场冶“地方市场冶,还是被划分为某个领域的市场,例如,“农产品市场冶“工业品市场冶“金融市

场冶“文化市场冶,等等,都是或有形或无形的想象对象,且形成一定的体系构念。 现实中的人们总

是活在被体系化和社会化的世界里,这些或有形或无形的体系化和社会化了的“市场冶究竟是如何

形成的呢?
人们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观念的想象,或教科书式的理解,会认为“市场冶的形成都是完全自

发的过程,无需人的干预,只要“自由放任冶“自由买卖冶,就可以形成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至多需

要一个“最低限度作用冶的政府。 但是,当今的社会现实却是,世界各国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成熟和

发达的市场体系 ,是需要经过精心规划(或不断试错)、努力建设才能形成的,其体系化和社会化过

程含有强烈的建构性因素。 因而,市场体系形成虽有其自发性,但也有建构性。 简言之,“自发冶和
“建构冶是市场体系演化的两种基本力量或路径,这也相应地成为两种有所区别的认识构念,深刻

地影响着关于市场经济的战略思维。
市场经济的教科书式观点认为,市场体系格局的形成完全是、或基本上是自发的过程,似乎只

有这样形成的市场体系,才是最自然和最有效率的,而人所建构的经济体系是扭曲的和无效率的。
因此,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往往被认为是最纯正的市场经济。 如美国的市场经济就被认为是典型

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形态,在政府“不干预冶的“自由放任冶政策下,自发形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因而也往往被理解是成为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
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各国的市场体系,还是全球市场秩序,完全自发的市场体系

实际上是难以形成有效秩序的。 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总是在一定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都是按一定

的思想构念和经由体系建设的努力而形成和维持的。 目前,即使是声称“自由、民主冶价值观和自

由主义市场的美国,对于市场体系的现实形态实际上也是具有强烈的建构性意愿的,以至形成某种

强烈的国家战略意志。 美国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一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

“竞争对手冶。 基于这一国家战略意志,美国现任总统乔治·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正竭尽全力

地试图建构一个以价值观认同为基础的国际市场体系,即“印太经济框架冶 ( Indo鄄Pacific Economic
Framwork,简称 IPEF),而企图将中国排斥于框架之外。 美国意欲凭国家力量就可以任意建构国际

市场体系,这显然就是强烈的关于市场体系的建构性思维,IPEF 特别避开“零关税冶政策,这一自由

贸易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当然也与其所称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信条不符。 这表明,美国实际上并

不完全相信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冶性路径,而是也会有“建构冶性的战略意愿。 这也正如许多国内

外观察家和研究者所指出的,美国的这些市场战略意图与决定世界市场格局的国际经济态势及地

缘政治经济状况是严重背离的,也完全违背相关国家的市场利益(要求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的利

益),只能是一厢情愿、事与愿违。 这足以反映美国的市场体系建构意愿倾向,缺乏实现其建构意

愿的客观现实条件,会对市场体系格局产生扭曲性作用。
(二)实施市场战略必须充分尊重客观规律

中美两个经济大国都有对世界市场体系的建构性战略,有力量影响市场体系的重塑。 但归根

到底,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毕竟是一个竞争性的过程,无数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决定着市场

形态的结构演变趋势,有其客观规律性,并不是单凭主观意志就可以捏成任意形状的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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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人冶。 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力量也是强大的和有生命力的,而市场体系的建构必须顺从其内

在规律性并具备一系列客观条件。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对于现代市场体系的演化过程,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的自

发趋势,与自觉进行体系建构,都是市场改革战略的重要原则。 本文所讨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
建构性思维所定义的想象力世界,同时也有其强韧的内在自发性因素。 人类的一切重大发现、发
明、创新、变革,都以想象力作为认识论工具,具有如建构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所揭示的一些认识论特

征。 因而,“构念冶和“思想冶的战略性作用是重要的,而所谓“解放思想冶,实质上就是放飞想象力,
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

索,建设中国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无法“照葫芦画瓢冶,而只能依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的
想象力思维,不断推进改革战略,并使改革开放的想象力空间日益扩大。 《意见》则为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市场改革战略拓展了更大的想象力空间。
市场建设的战略举措对于大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尤为重要。 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

发挥大国经济优势的必要条件,而这就需要全国性的战略抉择,并不是单凭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就

可以自发实现淤。 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具有发挥大国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独特条件。 《意
见》明确地将市场建设战略置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冶地位,具有提纲挈领式

的引领性意义,是一个符合国情的战略性抉择。 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既要符合市场体系发展

的客观规律,也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改革战略的引领性规划,以体现市场体系演进的自发

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可行路径与有效方式。

六、结语

纵观世界,全球市场经济的体系演进似乎正在从自发性为主导的时代进入更具建构性的时代。
世界经济的格局重塑表现为,二战后形成的以“微观-宏观冶范式为构念基础的“WTO 构架-美国特

殊冶 于国际贸易规则秩序,正在向以大国博弈为特征的“域观冶范式的规则秩序转变。 大国对于建

立怎样的新秩序框架,各有战略盘算,但毕竟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不可抗拒。
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框架,终将是大国间进行规则博弈,所趋向的

秩序建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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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美国拜登政府公开宣称将“投资冶作为首要的战略举措,其突出内容就是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

建设。
按照“微观-宏观冶范式的构念所建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 WTO 框架与美国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拥有

特殊地位和特殊功能(例如美元地位)的两个基本特征,前者体现微观经济框架的要求,后者体现宏观经济框架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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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Strategic Though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n China

———On the Spontaneit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Market System

JIN Bei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Bussiness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that will be built should be a super鄄sized one which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sustainable historical process.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for China to construct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overal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s both a
leading arrangements and overall planning blueprint, a typical great country economic
phenomenon as well. The process and measurements of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will base on strong advantages from domestic market and depend on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as a great country, which requires greater openness and more
firmly taking the roa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忆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both the objective law of market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 leading planning of market reform
strategy. It also reflects the feasible path and effective way of combining the spontaneit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ket system.
Key words: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China忆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 major
economy; market strategy; market system; spontaneity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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