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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金 碚

[摘要] 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

特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经济发展的本真

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 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

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 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 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

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

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 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 发展

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而美

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 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

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 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

的的发展战略目标。 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 这种新

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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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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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

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高速增长”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
统计上也较容易把握和核算（尽管也有不少技术难点）。 而关于“高质量发展”，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

不易把握的概念，如何进行“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核算更是一个崭新的复杂课题。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

的基础理论上讨论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

一、 “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 在现代经

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

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之，即假定较高价格产品的质量高于较低价格产品的质量，即所谓“优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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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可以称之为“质—价”对称性假定。 但是，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

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特别是当大规模生产和供应导致“大众消费”
时，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往往成为理论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
例如，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价格，而前者的性

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此时，产品质量与价格之间不仅没有正相关性，反而是负

相关的，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 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

之后的工业化时代实际上是普遍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也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 但经济学却对其

似乎视而不见，而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

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经济学知难而退，关于

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 即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

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 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

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 这样，经济学发展

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

化倾向，使得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避之唯恐不及，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

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 按此方向发展，经济学似乎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

的经济关系都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

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 这样，同使用价值相关的所有变量都有意无

意地被“抽象”而归之为交换价值量，也就不再可能有质量含义。 所以，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

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

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 为此，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即

具象的使用价值特征），只能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

同的产品，即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

和计量困难了。 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

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

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 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
经济学家往往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不愿深入讨论。 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

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家们当然不是不知道，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 即获得有用产

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 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

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 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

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

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 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

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 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

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 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

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

使用价值质量。 亚当·斯密（1983）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 请

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所需要的相

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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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 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

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 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质量关注性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关系“反

转”现象，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 而当货币成为

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而使用价值之根———质量———也就退居次

位，甚至被严重忽视。
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

总是很复杂的。 经济学家马歇尔（1983）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

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 ”但是，他也

明确地说：“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

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

的一般代表物———货币———来衡量为限。 ”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

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

尺度。 ”可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以研究货币可以

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是相当“冒险”的，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

歇尔指出，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

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 ”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

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 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

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 ”也就是说，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

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无视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必须要留在经济学家心中，但

经济学对如何处理使用价值又无从下手。 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 经济学会显得很 “笨

拙”、不精确，就好像是持枪射击闭上一只眼比睁着两只眼似乎可以瞄得更准；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

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 这是经济学自始至今的一个“命门”性难题。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

竟是怎样的。 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

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 在经济

活动的本真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
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 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

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原初本真性。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

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

“基因”。 按照他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

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

求方。 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量的货币，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则是获得具有使用价

值的有用产品。 而且，参与交换的主体都会递次居于供方和需方的地位，以达成获取使用价值的最

终目的。 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 W—G—W 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 此时，
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 而进一步的

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即成

为 G—W—G′。 此时，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的增殖。 此时，商

品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退居二线”并间接化了，即只是在能够有助于或者不妨碍交换经

济即货币量增殖的前提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才是重要的。 极而言之，如果有可能采取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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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即实现货币量增殖，那不是更好吗？ 货

币如果能够自行增殖，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 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 也就是

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

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 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

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殖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

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金碚，2017a）。
当然，在此情形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

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

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

值。 这一情况可以称为交换对质量的合意性要求， 即必须能够满足购买者对于使用价值质量的需

要，否则使用价值就发挥不了获取交换价值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

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

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 很显然，质量合意性决

定质量竞争力。 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从关于商品质量的上述含义看， 所谓商品质量首先当然关系到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 一般来

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其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也越强。 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

商品质量也绝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 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

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 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

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则被认为是“质量多余”，例如，如果以高成本方式生产能够穿 100
年而不损坏的鞋，就是不经济的行为，属于质量多余，而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

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

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

性。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需要”是很复杂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增进

变化的。 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

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

构和动力状态。

二、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

如上所述，当讨论增长和发展的质量时，这一概念就具有了强烈的动态含义。 现实经济活动总

是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的，作为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及状态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以其不同的质态

相区别的。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最突出特

征。 进入新时代，这样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那么，从经

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质态有何异同？ 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又如何呢？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含义首先都是社会所生产和消费的有用

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其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需要。 交换价值并无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说不是理性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或

工具。 但是，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难以进行一致性计量和加总，所以经济学研究中不得不

以货币作为一致性计量的核算单位。例如，GDP 及其增长的真实含义是一国（或地区）所生产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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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及其增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以货币单位核算的使用价值量及其增长，也就

是说，GDP 的实质是一个使用价值量，但不得不以交换价值（货币）量来刻画和表达。从技术上说，进

行这样的替代，是假定产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量的正相关性，所以，交换价值量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使用价值量（可以称之为“量—质对称”）。 当然，由于真正想要计量的是使用价值量而不

是交换价值量，所以核算统计中往往采用的是“不变价格”以至“购买力平价”这类非现价统计指标，
以尽可能剔除交换价值变动（名义价格变动）或国际差异（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因货币汇率而发生

的偏差）所导致的对使用价值真实量的计量偏离（金碚，2016）。
除了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增长的上述本质相关性之外， 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在高速增长阶

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上。 当时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基本特

征是：“落后的生产力”。 为了摆脱落后，必须加快增长。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

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 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 在这

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

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经济的货币体系以信用货币为主体，亢奋

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往往蜕变为非理性地追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

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 不过，我们绝不要诅咒，而是要看到，那毕竟是一个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

成就的时代，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 4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大

幅度扩张，GDP 从占世界不足 5%，迅速提升为 15%以上，并且将继续增长，按（以汇率计算的）GDP
总量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毫无悬念地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 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据一些国际机构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已经超过

了美国。 中国人的形象从“穷人”变成了“有钱人”，在世界各国眼中，今天的中国“真有钱”！ 但是，不

能忘记“钱”的性质是什么？ 也不能将“有钱”同经济发达划等号。
当度过了这个令人兴奋的高速度增长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并

日益显现出来。 十多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

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此时，人们不禁产生新的困惑：为了经济高

速增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产生了许多矛盾，“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经济增长吗”？ 我们是否因疯

狂追求物质财富甚至是虚拟的货币数字，而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本真目标了？ 高速增长完全等同于实

实在在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吗？ 简言之，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

济发展质量的问题凸显出来。 而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真实经济的结构上。 而所谓经济结

构，从经济理论上看，实际上就是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层面，即供给侧现象。 当然，需求侧

也有结构性问题，而真实需求的结构问题实际上也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现象，即对质量的要求。
因此，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观察，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

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

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 当然，这也绝不是说，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交换价值就不重要了。
以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收入、利润、
财富、GDP 等仍然是重要指标，关系到经济是否或能否有效运行并取得进步。但是，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

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正是由于上述客观现实变化，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本真复兴时代。 “人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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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本真复兴，实质上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的契合。 也

就是要不失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并以工具理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达成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

标，这才能使人类发展回归其本真理性的轨道。 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人类发展仍然处于‘蒙昧’时

代，尚未实现本真理性的主导，因而必须进行第二次启蒙，以实现其本真复兴”（金碚，2017b）。 如果

说在政治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在经济上则要“不失本真，勿忘质量”。 也就是说，当中国

历经百年奋斗，终于甩掉了“落后的生产力”帽子，进入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

本真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侧的不断进步，即经济状态的质量面的日益改善。 这也就是经

济工作要转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根本原因。

三、 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 18 世纪的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是其现实背景。 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沿着工具

理性主导的方向发展，并且很大程度上基于物理学的隐喻，把经济活动设想为“机器”。 于是，均衡、
最优化、最大化、控制、调节等范畴概念和分析方法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思维工具。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2016）所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述为：“最优化＋均衡=
经济学”。 沿着这一方向，并且力图将更复杂的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以体现经济学的“高深”和“精

尖”，因而经济学的形式显得越来越“精致”、“优美”，同时却越来越远离复杂现实，失去其本真的研

究对象。 这导致一个奇特现象：越高深的经济分析似乎越是同真实世界无关，经济学的优美性似乎

就是其自身推理逻辑的自洽性。 这样，经济学似乎具有了“浅碟”性特征：精致华美的碟盘中盛不了

多少实物。 高级化的理论和精致的模型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 特别是难以预测可能发生的重大变

化，例如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突出地体现为：应对“量”的问题，经济学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进行得心

应手的分析和判断，而一旦面对“质”的问题，经济学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窘迫。 特别是，当社会经济

的“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社会的“质态”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无论如何精致高级，
也难以适应具有新质态的新时代。 关键还在于：现在所面对的主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质量

问题，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 因此，在我们的经济学“碟盘”
中，需要放入这个新时代的新质态因素及其导致的新现象和新关系，并能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获得

可信结论。
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提出的创新理论产生

了深远的学术影响，现在，凡提及创新和企业家，经济学家几乎言必称熊彼特。 不过，从熊彼特（1991）
的那本著名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的书名就可以看

到， 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交换价值即货币侧的现象， 而使用价值即供给侧的因素是处于从属地位

的。 不过，熊彼特在理念上是关注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的，他说：“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

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 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

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 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

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 ”按照这样的思路，熊彼特实际上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的质

态变化现象问题，并将其抽象为经济循环中发生了各种要素“新的组合”现象，而引入新因素“实现

新组合”也就是他所定义的企业家“创新”和经济发展质态变化的“动态”过程。 当然，熊彼特并没有

将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推展到“时代”的质态变化现象。 这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家

所面临的研究课题。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将“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区别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质态的概念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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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那么，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质态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 经济学能够以什么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

行观察、研究和判断呢？
同过去 40 年相比，中国经济的质态变化是显著的：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从生产力落后的贫

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 GDP 增长目标最重要变为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更重要、从全力

追求“金山银山”变为更要有“绿水青山”，等等。 这样的基本质态变化，将导致发展观的实质性转变：
过去的时代精神是“宁可少活 20 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人们赞美和欢呼工厂烟囱冒出的黑烟如同

美丽的“水墨画大牡丹”。 而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生产活动的重要经济性质确实是交换性的，即大多数人的行为是以获得更

多的交换价值（收入、利润）作为目的，以此才能获得消费（索取消费品）的权利，因此，消费是权属性

的，即人们只能消费属于自己的产品。其实，现实情况比上述理论逻辑要复杂得多。生产不仅仅具有

交换性，因而以市场价格调节市场活动，而且生产也需要外部条件（例如基础设施）支持，还会产生

正面的或负面的经济外部性。 同时，真实消费（使用价值的享用）也不仅仅是权属性的，即只有拥有

产权才能消费，而且存在共享性消费，即不拥有产权也可以消费。 只不过在过去时代，非交换性生产

活动和非权属性消费（共享）并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中可

以“抽象掉”。 而进入新时代，经济质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学性质具有了显著的新

特征。 所以，今天的生产和消费的社会质态特征和质量要求标准同过去也必然大不相同，因而其理

论解释和表述也必须深化和改变。
正因为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者是为向他人提供使用价值而

进行劳动，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货币），而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使用价值，所以

这样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目的与手段的角色反转。 虽然这样的机制能够为社会生产注入

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2016）所说，那是一个交换价值是主人，使用

价值是奴隶的机制。 而当人类社会进入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必会凸显其最终的决

定性，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实现本真复兴。 根本上说就是“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对于“交换”的“平

权运动”（金碚，2018）。 在这一意义上，即从经济学的价值论上说，新时代是本真理性渐居主导地位

的时代（或本真复兴的时代），必有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以适应和体现时代质态的演变趋势。 经济

发展的本真理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质态的变化，发展的质量要求也会改变（提高），高质量发展所涉

及的基本因素与以往时代也不尽相同，即发展的政策目标以及各目标的优先次序将有很大改变。 基

于过去的社会经济质态或发展阶段，当时主要强调“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

定义的商品二重性中，强调了交换价值（索取权），而使用价值（享用性）反而成了获得交换价值的手

段。 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如此理解和进行理论表述的。 但进入新时代，继续这样简单地理解市场经济

就有失偏颇了。 尽管市场经济确实是交换经济，但这一性质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也是满足

人民实质需要的经济制度，而且市场经济的前一个性质最终是受上述第二个性质决定的（创造使用

价值满足真实需要）。 正因为上述前一个性质可以成为实现后一个性质最有效的手段，市场经济才

是人类发展中最具高效率和最现实可行的经济制度，即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最

有效的制度。 在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劲主导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上述第

二个性质被抑制了。 而进入新时代，市场经济的这个最终服从于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根本性质将越

来越显著地显现出来。
因此，新发展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成为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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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是对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 而且，新时代的这些要求的实现也内在地决定了

经济运行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的，即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四、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

制转换过程。 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

实现。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所以，整个经济系统的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这里所说的价格，不仅包括产品价格、服务价格，而且包括要素价格，即工资、利率、汇率等。 而价格

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 在现实中，市场体系中

存在各种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私有和国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型和中小型、本国和外国、单元

性和网络性、实体性和金融性、自然人和法人、特许经营和自由经营，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观经

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相互间往往是很不对等的。 如果不能达成各类主体“势均力敌”或权责

相当的市场格局，那么，价格调节的实际后果是难以实现有效性和合意性的，这样也就无法保证实

现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格局。 因此，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价格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性、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 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 取决于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

性。 只有当产权边界明确、产权安全可靠、产权权能有效、产权交易便利，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发挥调

节经济的功能。 从这一意义上说，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性保障。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同生产及消费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生产活动和消费

享用及其影响，往往是会超出产权边界的，即产生“外部性”和“共享”性。 此时，能否发挥价格调节的

有效性和合意性，以及如何在特殊产权关系条件下构建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制度，就成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完成的创新工程。 所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尽可能“放开

价格”，而且需要构建各领域特别是特殊领域的有效交易制度。
在经济学理论上，产权和交易是高度相关的，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实际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成

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实践中难以做到交易成本为零的制度

安排，但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因而使产权关系更有效发挥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运行较高的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发展质

量难以提高的重要障碍。
以上两点表明，进入新时代，不仅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关系，而且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成

熟，形成并更加依赖于更高质量即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交换性所要求

的权属性生产和消费将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享用性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享用的范围从

个体权属，扩大到群体共享性（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以至体现享用的包容性和平

等性的更广泛领域。 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个体（私人）权属性与公共权属性的结合

和协调。 总之，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有效的市场体制机制，更好体现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和享用

性的高度协调。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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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市场调节机理的基础是工

具理性的主导，尽管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市场调节是很有效的，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确保“市场

最了解”，因而表现为“市场最正确”。 也就是说，在一些方面和领域，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深刻而

广泛的质量方面时，市场可能“难以了解”，具有盲目性，因而可能发生调节失灵的现象。 从另一角度

看，也可以说，新时代生产和消费质量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权属性机制以及非权属性享用的保障（例

如良好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政府必须在对市场的治理规制、进行重大规划特别是区域规

划、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构建社会安全网和援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而上述这些方面也都直接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 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治理手段。
当然，一个事物总会有其两面。 如上所述，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因素，但政府的不当或过度干预又可能导致市场运行交易成本提高，因而成为损害发展质量

的一个不利因素。 所以，政府简政放权，增强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企业商事活动便利性，一直是改革

开放 40 年来的努力方向，至今仍然任重道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

家，但还不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所以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

作和任务要完成。 总之，政府发挥作用要体现为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
第四，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

能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学上说，创新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

中，技术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受到更大的关注。 产业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有新技

术的来源，这可以是外源性的（例如引进、模仿），也可以是内源性的（例如自主研发、边干边学）。 如

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在现实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 当

然，由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可以将创新的技术类型划分为外源主导和内源主导两种典型类别。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以往的发展特别是 40 年的高速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源主导的技

术，表现为技术引进、招商引资、吸收模仿等经济行为。 那么，当进入新时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

国的产业技术创新将走怎样的路呢？ 过去二百多年，中国处于“落后的生产力”时代，今天，中国经济

有了巨大发展，尽管仍然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毕竟已经不再是落后国家，而且具有了许多

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特殊优势，“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优势，至少是可以转变为中国优势。
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中国特色显然也是可以表现或转变为中国优势。

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研发和产业化这一完整链条中最终进入技

术产品的市场实现过程的关键环节。 因此，人们常说，“企业是创新主体”。 在上述分工链上，对于企

业来说，大多数的高新技术都是外源性的，即企业必须从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部门（例如高

校和科研院所），获得科技资源或成果。 而从国家和国际角度看，企业可以获取的科技资源和成果可

以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当然也可能是国际合作的。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对科技资源和

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能够多方面多渠道获得高新技术资源，使之成为本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活水

源头，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问题。 因此，在新发展观中，以及在体制和政策安

排上，“开放”的含义绝不仅仅是指国际贸易和投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的开放性，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同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

化，各环节相互联通，形成合作机制的问题，即要以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和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

和产业化。 总之，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更好解决企业的高新技术“源头活水”问题。 这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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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自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一国或地

区的高速增长的表现是可以统计方式（采用收入、产出或 GDP 等指标）量化比较的，那么，高质量发

展的表现是否也能够以统计方式进行量化比较呢？ 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核算统计时，采用的基本方

法是，以交换价值数值即货币单位量替代使用价值量进行核算加总，从而获得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产

出总量及其增长数字，以此判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 这一方法尽管也存在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但

其获得的核算统计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可用于进行比较和判断。 总之，以核算数据判定高增长、低

增长还是中速增长，可以比较明确且通常是基本无疑议的。
但对“高质量”发展的核算统计和量化比较，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本文以上提及的经济学通常所

假定的“量—质对称”和“质—价对称”，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或难以确保的。 更重要的是，所谓发

展质量，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其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即关于质量的某些判定取决于其同

相关人的关系以及相关人对其的关切程度。 而所谓“相关人”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个体关切性（基

于个体理性或感受）和群体关切性（基于集体理性或评估选择）又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就像

很难精确判定不同人或者一群人的“素质”谁高谁低一样，也难以精确判定发展质量的高低。 从理论

上说，这至少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发展质量，有些因素是可计量的，有些因素是不可计量

的。 对于本质上不可计量的因素要进行量化核算，只能采用替代性指标，而替代性指标只可能是粗

略地反映实际，往往是数字越“精确”所反映现实的可信度反而可能降低。 二是要将各种反映或替代

性反映发展质量的主要数据进行加总使其成为可比较的单一指数，需要选择计量单位，还需要确定

各数据值在加总数中的权重，这难以避免主观性的影响。 三是对于质量的高低，不同人的感受往往

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对于温度这一环境质量因素，有些人认为 20℃的温度质量高，有些人认为 23℃
的温度质量高，甚至有些人可能认为 15℃最好。那么，如何判定什么是“高质量的环境”温度呢？而当

涉及经济社会问题时，不同人对于“质量”的主观判断标准就更可能大相径庭了，例如，什么是“富

足”、“自由”、“自主”、“幸福”、“公平”、“平等”？ 不同的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对发展质量的统计核算和量化比较的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发展质量的水平高低是完全

无法认定和比较的，只是思维方式须有所改变。 如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及的，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

思维，主要基于物理学（机械）的隐喻，把经济体设想为一个因果关系确定的机器系统，机器中的每

一个“原子”的行为目标都是理性确定的（最简单的假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因此，
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必有一个“最优”或“最大”目标值，现实经济越接近这个值就越好。 虽然现代主

流经济学也不否认这个经济系统会变化，甚至演化、进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生物学等引

入经济学体系，并取得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经济学派别或分支（例如，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

济学）；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思维的物理学（机械）隐喻已经不适应了，应改变为生物学的隐

喻，即认为经济体不是机器而是生命体，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生物时代”，“遗传”、“变异”、
“进化”、“涌现”、“分布式系统”、“神经系统”等生物学概念所反映的现象，在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中

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尚非常不充分，完全不足以抗衡或

取代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可见， 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方向的巨大转

变，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和引领性革新。 尽管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方向，是一个具有相

当模糊性的概念表达，其根本性质决定了其量值的不精确特征，但是，模糊性量值并非不可比较，在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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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动上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对模糊量值的估量而确定努力方向的 （即可以判断什么是更高质量

的发展方向），而努力的结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估的，尽管这种量化评估是难以高度精确的。 这就

像，尽管对人的“素质”进行量化核算很难以精确，但并不妨碍判定对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努力方

向。 例如，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经历、文化、法纪等领域的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素质的积极意义毋容

置疑，而所有这些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价的。 因此，当进入新时代，转向高质

量发展方向，也可以研发一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核算指标，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

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科学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况和成就的显示

性指标。 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

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 但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

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
当然，即使高质量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量化指标评估，但其实质同高速增长的显示性指

标是不同的，人们对其的关切性也是有区别的。 后者是以关注总量为主，前者主要是关注结构即各

个分量及其相互关系。 从经济学基本理论看，后者是假定交换价值（货币单位）核算量替代使用价值

实际量，并假定两者高度正相关。 而前者却是一个多重因素复合的指数化数值，其中含有本质上难

以量化的因素，因而任何量化表达都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差。 这一差别恰恰反映了高

速度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差异， 也反映了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特征

和经济发展质态。 由于高速增长阶段方向主要是经济总量扩张，更强调的是工具性价值；高质量发

展阶段方向主要是结构升级和系统优化，更强调的是本真性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前者往往表

现为“锦标赛”似的竞争状态，你追我赶，快者胜；而后者却更需要“细工慢活”似的久久为功，稳中求

进，恒优者强。 人们对前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可直接计量性，例如，产出增加、收入提高、利润丰厚

等；而对于后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权衡评估性，例如，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主观幸福等。
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 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

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

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表现为“GDP 居首”，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关切“绿色环保”。
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

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入到内在实

质及体验感受上（外国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这决定了各个地

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 发展价值的多

维性和丰富性以及各地区的地理差异性还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并非 GDP 高速增

长一条道。 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

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 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

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生产规

模）并非是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 但是，各地区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经济腹地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增长极中心地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密度较低）地区的发展质

量未必不如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点的多

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
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 高质量发展要求多样性，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基于发挥差异化

优势，中国的巨大经济体正具有这样的特殊优越条件，各地区都有发展方向的很大战略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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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利于支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
可见，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比较的难点和指标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可以形成重要启示：发展质

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 系统性地创造发展

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
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 总之，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
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方向；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但发展质量目

标则是多元性的。 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
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

六、 以全面性战略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引领高质量发展

以上讨论表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多维性，表现在战略方向上就是政策目标多

元性。 因此，同高速增长阶段的战略思维不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维突出体现为全面性，许多

重要举措往往要求“全覆盖”。 而在政策目标多元化前提下，实现战略方向全面性，就成为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但这一要求在现实中也往往成为难点所在。因为多个目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

突性，即追求一个目标可能会损失另一个目标。 当然，战略方向全面性，也绝不是没有主攻目标，不

分轻重缓急。 恰恰相反，战略方向全面性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时期的主攻目标的按期达成来推进。
从理论上说，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任何成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济发展更是如此。 人类要争取

或生产任何有效用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 有时候，如果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
达到某一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宣示决心的姿态。 西欧工业革命以来的近 300 年历史，无疑是人

类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历史。 但“获得”也伴随着“丧失”，成就总是以代价换取。 从进入工业革命时

期开始不久，其代价就开始显现。 因此，关于工业化国家是进入了“黄金时代”还是“镀金时代”，在当

年就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其他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那么，
这是否值得？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即社会代价， 他们指出：
“对财富的追求产生了精致的文雅，使得生活更惬意，礼貌更完备，艺术更繁荣，但也把公民转变成

自私的逐利之徒， 摧毁了所有的共同体意识， 引入了错误的价值观———从而埋下了道德失范的祸

根，而这种道德失范既是国家衰败的标志，又是导致衰落的原因。 ”（彼得·盖伊，2016）。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增长难以避免的代价至少表现为：生态环境破坏、收入财富分配分化、腐败

现象蔓延、风险因素累积、社会道德败坏等。 尽管这些现象并非经济发展本身所致，但却是高速增长

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伴生物，世界各国很少有例外。 因此，当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缓解和遏制

这些反映了发展质量不高（劣质性）的现象，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 可以说，这也是评价

判断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标志。 如果上述经济社会不良现象严重，而且，对其束手无策，
那么，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高质量发展”的。

很受马克思赞赏的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弗格森曾经指出， 快速的经济发展可

能导致“共同体分崩离析”，财富的普遍增长并没有公平分配，精英集团成为既得利益者，大众的利

益受到牺牲，这样一来，分工在一些人身上带来了自负和自私，给大多数人带来嫉妒和奴性。 它是福

音，也是诅咒，孕育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在亚当·弗格森看来，经济问题是个社

会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彼得·盖伊，2016）。
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强烈反腐败行动和正在进行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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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以遵守“八项规定”为重点的党政廉洁建设等，都是向着高质量

发展转变所做的极大努力。 就像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清洁卫生一样，高质量发展，当然必须体现

为经济社会以至政治领域的“高清洁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关系清洁、社会风

气清洁。
很容易理解：与“清洁”同样重要的是“安全”。 高质量的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更具安全性的发

展，国家必须有能力将经济和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因风险失控而爆发危机。 因此，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权衡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而如果失去

安全则一切发展成果都会化为乌有。 所以，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要实

现“宽松”与“管控”相协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可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质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

化等领域。 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以公平促进效率，以高效率实现包容性发展，才是

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讨论公平正义超出了本文论题的范围，但指出高质量发展对公平正义的要求，
却是不可遗漏的告诫。 因为，如果失去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可以说，公平正义是高质

量发展的基本底线，包容性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之一。
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的，而

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

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所以，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体现在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满足上，而且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更是“日益增

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的能力也越向全面化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

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要求。 既然人及其能力的发展是趋向于全面和充分的，那么，实现高质

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全领域的伟大事业，而且是一个永远难以尽善尽美的永久持续过程。 人

民的一些需要满足了，又必然有新的更高的需要产生，永远不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终点，因此，必须有

更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动因。

七、 结语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大难度的重大挑战和艰

巨任务。理论上如何认识，实践上如何应对，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高速增长是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

无限追求交换价值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具有强劲的动力，可以并且确实取得了巨大物质成就，但

也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当高速增长转向具有多维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能够仅仅依赖于这

种“单发”性动力机制，而必须实行具有全面性的战略，在各政策目标间进行权衡协调，以达到高质

量发展的多维性合意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和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 因此，与高速增长阶

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

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 这种新动力机

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 而进一步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要形成和强化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从根本上说，这种新

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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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s
JIN B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theories， quality refers to the use value of products that meet
specific needs. As China embarks upon a new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imperativ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live up to its real nature， which is to satisfy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na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tivated by the pursuit to achieve development with
higher quality under give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richness of development quality require
a high degree of innovation in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odels. Systematically creating development
advantages， pursuing a path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ty and reflecti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atisfying people’s
growing needs in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manner ar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Various localities should pursu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anifested in various forms based on their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is measured by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ble
to satisfy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 better life is never measured by people’s material needs
alone， but is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in people’s needs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Unlike the rapid growth stage
wher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the dominant momentum，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requires the new
momentum of value-based rationalit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that more
directly reflect what people want and w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ruly intended to achieve. On the supply side，
this new momentum is driven by innovation； on the demand side， it is driven by people’s desires. This new
momentum requires a perfect match betwee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value-based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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