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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 Ｌｕｃａｓ 和 Ｍｏｌｌ (２０１４) [２６]也分析了学习效应能保证经济具有一定的增长ꎬ这种情况只有在知识是无

穷大时才能保证经济中具有持续的学习效应ꎬ这显然有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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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加入有关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后ꎬ增长理论依然对中国

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解释力ꎮ 在改革开放以后ꎬ我国经济中呈现出了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

的国有经济的二元特征ꎻ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因为改革初期人均资本存量太低ꎬ但伴随人均

资本存量的逐步提升ꎬ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ꎬ尤其是在 ２０１２ 年后ꎬ我国经济已开始向稳态收敛ꎮ
因此ꎬ为维持一定的增长ꎬ除了增加具有正外部性生产要素供给以外ꎬ可以通过让具有垄断力的国

有经济走出国内ꎬ以维持国内经济增长ꎮ 尽管垄断国有经济的外部扩张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国

内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ꎬ但当扩张结束后ꎬ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收敛到稳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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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

本文所使用的经济分析工具是经典的拉姆齐分析、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 [１] 的人力资本、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２]的内生技术分析与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２) [３] 的“创造性毁灭”ꎻ另外在分析财政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ꎬ使用了 Ｇｕｏ(２０１７) [４] 的分析思路ꎮ 在经典增长工作中ꎬ往往假设市场是竞

争性的ꎬ当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时ꎬ经济的稳态增长为零ꎮ 经典拉姆齐经济的特征是:当经济

中的资本存量小于稳态的资本存量时(较低水平的资本存量使资本的边际产出相比于稳态时

的资本边际产出要高)会出现短期的经济增长ꎬ但增长会最终收敛到零ꎮ
Ｌｕｃａｓ 在吸收“干中学”思想后①ꎬ使得生产函数不再为规模报酬不变ꎬ并假定了外部性特

征的生产要素具有不变的外生增长率ꎬ从而保证了经济具有长期稳态增长ꎮ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 [２]

不同于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１] 之处是生产函数仍然是规模报酬不变的ꎬ只要满足类似于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１]的假设条件ꎬ即拥有外部性特征的生产要素具有外生增长时ꎬ也可以使经济具有增

９４

网络首发时间：2019-11-15 10:14:37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486.f.20191113.1604.005.html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经济管理

长ꎮ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２) [３]放松了竞争性市场的假设ꎬ即当创新的厂商在产品市场中具有

垄断力时ꎬ且厂商的创新可以无偿扩散到其他厂商时ꎬ创新使经济具有一定的增长率ꎮ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ꎬ当经济没有持续的外部性要素供给ꎬ且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时ꎬ在

竞争性的市场上ꎬ经济稳态增长会趋于零ꎻ当经济具有持续的外部性供给ꎬ即使生产规模报酬

是不变ꎬ经济会有增长率ꎮ 由于生产的外部性、垄断和规模报酬递增都会使欧拉方程的等号变

成不等号ꎬ在具有经济增长的经济中ꎬ往往会出现欧拉方程是不等号的情况ꎬ或者说某些导致

欧拉方程是不等号的因素会导致经济增长ꎮ 某些情况下ꎬ政府财政行为会保证经济中具有持

续的外部性要素供给并导致经济增长(Ｇｕｏꎬ２０１７) [４]ꎬ但这种财政行为只能使增长达到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２]稳态增长的状况ꎬ因此当财政考虑经济增长时ꎬ其行为需要匹配该经济的稳态增长ꎮ

二、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后ꎬ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ꎮ 在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和我国固有的经济、
政治治理模式的双重因素影响下ꎬ我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显著特点ꎮ 一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

高ꎬ产品、生产要素的定价逐渐从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ꎮ 二是民营企业的规模逐步扩大ꎬ
并最终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ꎮ 民营企业往往生存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愿进入的竞

争性领域ꎬ这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二元化的特征: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和垄断性的国有企业ꎮ
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ꎬ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ꎬ本文把改革开放以

来到现在的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时期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时期ꎮ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改革开放之前ꎬ我国人均财富水平极低ꎬ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人均资本存量极低ꎬ造成生产

的资本收益率很高ꎻＢａｉ、Ｈｓｉｅｈ 和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６) [６] 测算在 １９９９ 年之前ꎬ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在

２０％以上ꎻ另外宋国青、卢锋、唐杰等 (２００７) [７] 测算到 ２００６ 年时民营经济的资本收益率远高

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ꎻ即使方文全(２０１２) [８] 测算我国 １９９３ 年后的资本收益率ꎬ发现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７ 年间我国的税前名义资本收益率在 １０％至 １５％之间ꎬ税后实际资本收益率在 ６.９％至

１２.９％之间ꎬ但仍比同期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要高得多①ꎮ 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是否能长期坚持

开放的政策持有一定的怀疑ꎬ但面对如此之高的资本收益率时ꎬ对中国的投资仍然具有相当大

的吸引力ꎮ 在开放初期ꎬ外商无法做到自由投资ꎬ我国通过贸易赤字来增加当期资本存量ꎻ另
外在这个阶段ꎬ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外向型国有经济的发展ꎬ也同时促进了外向型民营经济的

发展ꎬ为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ꎮ 在我国国际贸易产品选择方面ꎬ劳动密集型产业得

到了相当大的重视ꎬ这些产业成为我国创汇的重要支柱ꎮ
可以看到ꎬ民营经济在此阶段是以国有经济的补充形式得到承认与发展的ꎬ民营经济不得

不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ꎮ 为了生存ꎬ民营经济不得不参与激烈的竞争并逐步壮大

自身ꎮ 而随着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ꎬ市场化的程度也逐渐加深ꎮ 另一方面ꎬ国有经济掌握着大

量的资源ꎬ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往往是某一领域的垄断者ꎬ其生产经营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

安排ꎮ 这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二元化的特征: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ꎮ

０５
①根据 Ｓｈｉｒｌｌｅｒ 的测算ꎬ美国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间的资本收益平均率为 ６.２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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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ꎬ使得可贸易品的定价为国际 “一价率”ꎬ这种“一价率”也
同时倒逼我国在某些领域逐步放弃政府定价ꎬ非贸易产品、生产要素市场化定价程度逐渐加

深ꎮ 在这个阶段ꎬ虽然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ꎬ但是可以看出ꎬ这个阶段的增长源自于我

国人均资本存量太低ꎬ在开放的情况下ꎬ产品、生产要素的价格逐步向国外看齐ꎬ国内资本价格

远大于资本折旧率和时间贴现率之和ꎬ这使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ꎮ 开放后ꎬ现代化的

生产管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国内ꎬ这种相对先进的管理方式也逐步扩散到整个经济之中ꎬ
这种扩散对经济产生了正外部性ꎬ并带来了经济增长ꎮ 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

难评估ꎬ考虑到同期世界经济增长ꎬ在这个阶段人均资本存量过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因ꎮ
为了维持长期增长ꎬ我国采取了压低劳动力价格ꎬ提高资本价格的措施ꎮ 这表现为随着开

放规模的扩大ꎬ我国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ꎬ使得我国国际贸易盈余增大并持有更多的国际储

备ꎬ国际贸易盈余减缓了国内资本积累的速度ꎬ进而减缓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本收益率下降

的速度ꎬ从而保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潜力ꎮ 影响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商直接投

资ꎬ从 １９８４－１９９１ 年间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很大ꎬ但相比于国际贸易盈余来说其规模并

不大ꎬ自 １９９２ 年起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迅速增加ꎬ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２００１ 年ꎬ外商直接

投资的规模已经是 １９８４ 年的近 ４０ 倍ꎮ 按照 Ｂａｉ、Ｈｓｉｅｈ 和 Ｑｉｏｎ 等(２００６) [６]ꎬ宋国青、卢锋、唐
杰等(２００７) [７]ꎬ方文全(２０１２) [８]等人的研究ꎬ在此阶段ꎬ我国资本收益率并没有发生显著的下

降ꎬ可见虽然此阶段的经济增长较快ꎬ但资本的积累并不是很快ꎮ 造成此状况的原因除了外贸

部门的盈余抵消了部分资本积累外ꎻ还因为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

进入到制造业部门以维持较高的资本－劳动收益比ꎮ 由于资本积累并不显著ꎬ这为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后中国的高增长打下了基础ꎮ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ꎬ产品、生产要素的国际市场定价愈发明显ꎬ生产中资本积累不再

完全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ꎬ外向型的民营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积累的作用不断

加强ꎮ 此阶段ꎬ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ꎬ中国经济中的定价逐渐从政府定价向市

场定价转变ꎬ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还不大ꎬ在许多市场上是一个价格接受者ꎬ同
时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也使我国生产要素的定价逐步向国际市场看齐ꎬ我国经济中竞争性的

特点愈发明显ꎮ
尤其随着决策灵活、规模较小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ꎬ大量民营经济在竞争性市场中成长的

同时吸纳了大量富余劳动力ꎬ这使民营经济成为我国国际储备的一个重要来源 (李巍ꎬ
２００９) [９]ꎮ 同时期ꎬ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出现下降ꎬ但它们的垄断力量更强大ꎬ(陈林、朱卫

平ꎬ２０１２) [１０]ꎬ尤其是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ꎮ 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行

政垄断ꎮ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国有垄断经济会促进我国经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ꎬ
如杨瑞龙(２０１７) [１１]ꎬ但本文认为其分析缺乏一定的学理基础ꎮ 即使国有经济具有一定的正外

部性特征ꎬ但由于国有经济在历史上是通过财政支付的形式得到建立与发展ꎬ这意味着国有经

济提供的所谓公共品具有价格特征ꎮ 另外在封闭经济中ꎬ国有经济是无法长期提供正外部性

要素ꎬ这使经济依旧会收敛到零增长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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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ꎬ由此带来了我国在劳动密集

型产业方面较大的比较优势ꎮ 同时ꎬ上述因素导致该时期国内资本－劳动力价格明显偏高ꎬ这
保证了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ꎮ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ꎬ我国有意压低了劳动力的相对

工资ꎬ并通过鼓励出口的政策抬高资本收益率ꎬ这产生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盈余ꎬ使国内的资本

收益率维持在高水平上ꎮ 上述安排ꎬ在保证国内工资水平相对上升的同时(程承坪、 张旭、程
莉ꎬ２０１２) [１２]ꎬ使劳动力收入在产出中的比重下降(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ꎬ２０１２ 年[１３]ꎻ赵秋

运、张建武ꎬ２０１３[１４])以保证我国经济的高增长(王家庭、李艳旭、马洪福等ꎬ２０１９) [１５]ꎻ陆江源、

张平、袁富华等(２０１８) [１６]发现我国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助推了

资产价格的膨胀ꎮ
虽然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维持较高的增长ꎬ但这种高增长不可持续ꎬ因为高

增长必然会带来国内资本积累ꎬ并引起资本收益率下降ꎮ 另一方面我国中央、地方政府的公共

投入同期也在不断加大ꎬ由于厂商对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远低于其在生产中的边际产出ꎬ从而

公共投入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ꎮ 以上两个因素造成了我国在此阶段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

率ꎬ但应该明确的是ꎬ在该阶段维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相比于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ꎮ
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最终会使增长收敛到稳态ꎬ我国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必然会出现

会逐步下降的趋势①ꎮ 因此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与弥补公共建设方面的不足ꎬ政府加大在

公共品方面的投入ꎮ 但随着公共品的增长势必会导致生产中公共品边际产出递减ꎬ公共品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降ꎮ 由此当考虑到最优的公共品规模时ꎬ我国财政对公共品的投入增

速也出现了减缓ꎮ 另外ꎬ由于政府财政在公共品供给中需要满足预算平衡约束ꎬ因此财政收入

规模限制了政府所能提供公共品的规模ꎮ 且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生产环节ꎬ政府对

生产者的税收可以理解为生产者对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ꎬ这使得公共品不再具有外部性的特

征ꎻ特别是当公共品的边际产出等于税率时ꎬ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不再存在ꎮ
考虑经济增长导致本国资本存量提升ꎬ尤其是在国际贸易顺差出现减缓后ꎬ势必会加快资

本形成ꎮ 由于资本存量的提升将导致国内资本收益率出现下降ꎬ且伴随着要素价格均等化经

济增长呈现出收敛态势ꎮ 另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维持的经济增长也开始迅速收敛(高军、
刘博敏ꎬ２０１３[１８]ꎻ范庆泉、周县华、潘文卿ꎬ２０１５[１９] )ꎬ使得通过增加公共投入来维持高增长也

不再可行ꎮ 根据方文全(２０１２) [８]的测算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ꎬ尤其是在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２ 年

间ꎬ资本收益率出现了显著下降ꎬ同时公共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出现了下降ꎻ柏培文、许捷

(２０１８) [２０]发现中国 ２００６ 年后三产的资本收益率都呈加速收敛的状态ꎻ这意味中国高经济增

长不再是常态! 另外ꎬ在经济结构方面ꎬ钢铁、有色、能源等存在大量投资ꎬ资本收益率下降的

很快ꎬ政府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提升这些行业的资本收益率ꎬ因此就需要把社会资本引入

到资本收益率较高的行业中(张同斌、高铁梅ꎬ２０１２[２１]ꎻ于斌斌ꎬ２０１５[２２] )ꎬ这样为维持一定的

经济增长ꎬ我国不得不实行产业结构调整ꎬ这就是中央出台“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计

２５

①许捷、柏培文(２０１７) [１７]认为我国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间的资本深化是造成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下降的主

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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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宏观背景ꎮ
总体看来ꎬ加入世贸组织后ꎬ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提高ꎬ国际贸易盈余和国际储备迅速增加ꎬ

国内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二元特征愈加明显ꎮ 由于经济持续增长ꎬ使国内

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ꎬ相比之前的资本收益率ꎬ该阶段的收益率不断降低ꎮ 逐步降低的资

本收益率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也将呈现下降的趋势ꎮ 虽然同时期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使国际贸

易盈余与国际储备迅速扩大ꎬ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资本的积累ꎬ但高增长带来的高资本累

积完全抵消了由国际贸易盈余所产生的资本存量减少ꎮ 因此ꎬ在该阶段中国经济所体现的特

征是逐步消化大量富余劳动力ꎬ经济增长逐渐收敛到稳态 (刘仁和、陈英楠、吉晓萌等

(２０１８) [２３]认为中国的稳态增长率和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稳态增长率很接近)ꎻ竞争性领域的民

营企业有一定的壮大ꎬ国有经济的垄断力量进一步加强ꎮ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ꎬ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资本

存量过低ꎬ导致了高资本边际产出ꎬ资本收益率严重偏离稳态收益率ꎬ使我国当时具有非常大

的经济增长潜力ꎮ 随着经济增长ꎬ我国经济出现了竞争性的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共

存的现象ꎮ 在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ꎬ我国资本收益率不断向稳态收敛ꎬ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之后ꎬ资本收益率的收敛明显加快ꎮ 同时ꎬ依靠财政提供的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

逐步降低ꎬ这使我国经济根本无法维持长期高增长ꎬ经济增长必然呈现出下滑态势ꎮ 按照新古

典增长理论ꎬ只有突破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等式约束才能够引发长期的稳态增长ꎮ 为此ꎬ下文

将分析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安排使欧拉方程等式不再成立ꎮ
三、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展望

在当下国内资本收益率逐渐下降ꎬ许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ꎬ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ꎬ只能

通过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ꎮ 因为依据经典的拉姆齐分析框架ꎬ只有当经济中生产函数的欧拉

方程不满足等式时ꎬ才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稳态增长ꎮ 就目前我国真实经济来看ꎬ公共品在短

期内无法使欧拉方程不等式成立ꎬ故我国选择依靠垄断来满足欧拉方程不等式ꎮ 但是在封闭

经济中垄断会带来供给不足ꎬ无法取得长期经济增长ꎬ因此ꎬ创新成为唯一选择ꎮ
在真实经济中ꎬ创新分为企业创新和公共创新ꎮ 在企业创新方面ꎬ即使对企业给予了足够

的激励与保护使它们自主创新并拥有一定的创新垄断利润ꎬ但如果企业的创新没有扩散效应

的话ꎬ整个经济并不会出现增长ꎮ 由于接收科研成果的企业会以各种形式向科研单位与高校

支付费用ꎬ这样公共科研部门就成为企业的研发部门ꎬ此时公共科研部门的外部性特征也就消

失了ꎮ 因此ꎬ仅仅通过将科研单位与高校的成果产业化与市场化的研发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

的作用是有限的ꎮ 因为企业的创新仅仅是某种形式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投入ꎬ这种创新不但

具有价格特征还具有排他性ꎬ并不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ꎮ 在公共创新方面ꎬ只有具有外部性特

征的要素供给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ꎬ但由于这种要素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ꎬ因此对计划者

来说与其自己做这类研发ꎬ不如直接使用已有的科研成果(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ꎬ２０１５) [２４]ꎮ
考虑到我国经济同时具备竞争－垄断的二元特征ꎬ长期的经济增长使得垄断性的国有经

济具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ꎮ 虽然垄断经济在国家内部根本无法促进经济增长ꎬ还降低了财富

的积累ꎮ 但当这些垄断经济走出国门后ꎬ情况就出现了极大的改观:即国有企业是对内竞争ꎬ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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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垄断ꎬ这就使经济中的生产函数不再满足等式欧拉方程ꎬ从而保证了经济的一定程度增

长ꎮ 从近期情况来看ꎬ我们确实可以观测到越来越多的垄断性企业走出了国门ꎬ并通过海外直

接投资来进行全球产业布局ꎮ 由于垄断企业具有相当的实力ꎬ且国企在出海的过程中ꎬ往往能

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ꎬ由此保证了其产品与服务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ꎮ 因此ꎬ在一定时期

内ꎬ随着垄断性企业在国际上掠地攻城ꎬ不断产生的垄断利润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的经济增

长(王一鸣ꎬ２０１７) [２５]ꎮ 但需要澄清:单纯的垄断经济不会产生长期增长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认为现今国家的整体战略将是稳住国内竞争性经济ꎬ加强对外的垄断

性经济ꎬ并借助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行动计划、以及“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等一系列发展规划ꎬ推动我国的垄断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ꎮ 当垄断性的

国有经济在外部市场上能获得足够的垄断利润时ꎬ也会刺激国内经济规模的扩张ꎬ并深化市场

分工使竞争性的民营经济能间接参与全球竞争ꎮ 由于这种扩张可以使生产函数不再满足等式

欧拉方程ꎬ这样即使在竞争性经济的条件下ꎬ经济依然会出现增长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扩张

的结束ꎬ即使我国垄断经济能维持一定的外部垄断利润ꎬ但其垄断利润不具有增长的属性ꎬ因
此到了那个时候ꎬ中国经济的增长一定会收敛到稳态增长ꎮ 或者说中国积极的外部扩张会一

定程度上减缓国内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ꎬ但随着扩张的结束ꎬ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收敛到稳

态ꎮ 那么如何能提高与维持中国的稳态增长呢? 我国相比于西方的国家有一个显著的优势:
强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ꎬ政府可以对中国长期增长未雨绸缪ꎬ把资源一定程度上转移到能带来

长期正外部性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ꎬ如在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增加投入等ꎮ
四、结论

本文总结了主流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ꎬ并回顾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情

况ꎬ最后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作出判断ꎮ 在依据主流经济理论基本框架对加入有关中国特色

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后ꎬ本文认为主流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ꎮ 本文的

主要结论如下所示:
１.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ꎬ当在竞争性市场中ꎬ厂商的生产函数如果是规模报酬不变的ꎬ则

该经济无增长ꎻ当经济中具有正外部性效应的生产要素时ꎬ该经济具有增长ꎻ当厂商具有一定

的垄断能力且其某个新技术能扩散到整个经济时ꎬ经济存在稳态增长ꎮ 另外当经济具有增长

时ꎬ竞争性厂商的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则表现为不等式ꎻ当经济无增长时ꎬ竞争性厂商的生产

函数的欧拉方程则表现为等式ꎮ
２.在改革开放以后ꎬ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ꎬ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ꎬ经济中出现了竞争性的

民营经济与垄断性的国有经济的二元特征ꎮ 另外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因为改革初期我国

人均资本存量太低ꎬ资本收益率非常高ꎬ使得我国具有高增长的潜力ꎻ随着我国经济长时期的

快速增长ꎬ人均资本存量已明显提升ꎬ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ꎬ尤其是在 ２０１２ 年以后资本收益率

的下降已使我国经济高增长不再具有持续性ꎮ 我国为维持一定的增长ꎬ除了增加具有正外部

性生产要素供给以外ꎬ还强化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力量ꎬ争取在外部市场中产生一定的垄断利

润ꎬ使生产函数的欧拉方程为不等式ꎬ从而在一定时期内ꎬ保证我国的经济增长ꎮ
３.在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中ꎬ依赖于“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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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ꎬ具有垄断力的国有经济的外部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国内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ꎬ但
随着扩张的结束ꎬ中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收敛到稳态ꎮ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ꎬ把资本从收益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了收益率较高的部门以保证经济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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