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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激进式经济改革道路选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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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罗斯经济转型时之所以选择了激进 的改革道 路, 是一 系列因素 的综合结果。激 进式经 济改革

的特点和俄罗斯当时的状况是改革道路选择的 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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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0 月 28 日, 叶利钦在俄联邦第五次

济的所有措施以达到终极模式。因此, 根据该理

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俄罗斯激进式经济改革方

论必须完全抛弃存在 于旧经济体制 下的制度安

案,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

排, 迅速地实现私有化, 并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

经济的过渡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了进行激进

迅速建立新的体制。激进学派认为俄罗斯改革前

改革, 俄罗斯聘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 休克疗

的价格扭曲、
产业结构的扭曲、
预算约束下的需求

法0的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担任顾问, 由总理盖

过渡处于十分严重的状况, 因此他们设计了理想

达尔亲自设计实施以/ 休克疗法0为特征的激进式

的资源配置体制, 希望通过改革一步到位。

经济改革。

与上述特点相适应, 俄罗斯激进式经济改革
的主要内容有:

一、
激进式经济改革道路的理论
选择依据

( 1) 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 实现经
济的自由化。俄罗斯经济自由化主要通过价格的
自由化、
企业经营活动的自由化、
对外经营活动的

1. 激进式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与内容

自由化和外汇的自由化来实现。俄罗斯通过一次

激进学派认为在现有世界经济条件中, 所有

性开放价格, 实现灵敏的价格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的成功经济都在共同市场、
可兑换货币、
私有制、

废除了一切指令性计划, 实行企业根据市场的自

开放性贸易等大致相同的制度条件下, 该制度的

主决策; 通过汇率自由化实现卢布和美元的统一

趋同性表现在宏观经济的稳定、制度改革和结构

可浮动汇率。

调整方面。因此, 激进改革就是以市场化、
私有化

( 2) 加快所有制改革, 实现私有化。这包括为

和民主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 追求以快速的/ 大

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创制法律、行

冲击0或是所谓的/ 休克疗法0为方法使经济转型

政、
金融、
经济制度, 建立起以私有制和法律为基

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迅

础的市场经济。通过股份改造、
拍卖、
招标等形式

速到位与发生变化。

实现了大中型国营企业和大部分小型企业的私有

激进式经济改革的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极
模式, 排斥了所有与其终极目标不相符合的任何
中间环节, 认为必须立即实施能达到成熟市场经

化, 形成了广泛的私有者阶层, 奠定了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基础。
( 3) 紧缩银根、
控制信贷、
回笼货币, 抑制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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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 稳定宏观经济。俄罗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

函数, 收益也是呈现/ 小波浪型0。无论是激进式

策: 通过强硬的税收政策达到增收; 通过大幅度压

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方案, 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和

缩投资, 削减各类补贴、
开支实现减支。同时也通
过央行严格控制直接刺激通货膨胀的货币: 一方

具体内容基本相同, 改革方式选择的关键是以较
小的代价、
最快的速度实现市场经济的目标。激

面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限制投资, 鼓励储蓄; 另一

进式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达到改革目标, 改

方面通过增加市场的有效供应, 对部分有效益企
业放宽贷款。激进改革希望通过该方案解决货币

革的难度就在于能否克服改革初始阶段总成本大
于总收益的矛盾。

供应量过大的问题。
2. 激进式经济改革选择的实质

由于俄罗 斯旧的经济体 制已经严重 缺乏效
率, 在制度变迁中如果采取渐进式的改革, 每一步

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一国发展道路
进程的选择。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 制度

改革都可能处于相对的无效率状态, 这将导致经
济可能长期处于无效率或被扭曲的状态, 改革成

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经济基础是制度的基本

本将增大。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 能以最

构成, 是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 经济转轨也是整个
社会制度变迁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的制度决定

快的速度打破旧的体制, 按照最终目标模式来重
新构造新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改革最初阶段成本

了一个社会 的经济实质, 包括经济 组织形式、结

可能要大一些, 在短期内也可能造成经济发展出

构、
产权, 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社会规范和准则

现暂时减缓、停滞, 甚至负增长, 但是如果新的体

等。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旧的制度安排妨碍了
经济效率的实现, 通过体制改革实现激励结构、
社

制能够迅速建立, 经济结构能迅速到位, 就能避免
出现社会的动荡, 立即解决长期经济扭曲、
资源无

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结构的重新构建, 能够提供比

效配置等问题, 从而实现改革的收益。同时, 苏联

原有制度结构更大的潜在利润。俄罗斯经济转轨

政治体制的解体也使得原有的经济体制失去了存

的实质是要克服制度上的缺陷, 从根本上解决阻
碍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在的空间, 进行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不复
存在, 因此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也是效益和实

苏联时期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在制度结构和
运行机制上存在严重缺陷, 破坏了供需平衡, 使企
业缺乏活力, 造成价格扭曲。最初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最大的资金、
劳动力、资源等优势逐渐丧失,

际结合比较的结果。

二、
激进式经济改革道路的现实
选择依据

使得计划经济在激励机制、信息机制、竞争、
创新
等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 俄罗斯体制逐渐僵化和
失衡, 经济发展乏力。俄罗斯出现的体制型、发展

激进式改革方案 在理论上具有 很强的说服
力, 被俄罗斯的许多经济学家、
政府官员和民众所

型的短缺成为制度变迁的内生因素, 旧体制的非

接受, 然而该改革方案的选择也是当时国内形势

效率性引导俄罗斯实行激进式的改革方式, 实行
从西方引进的新的更有效率的体制, 实现对旧体

所迫, 是苏联改革失败、
俄罗斯国内经济日益衰退
和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制的替代。
3. 激进式经济改 革选择的 成本和收 益比较

1. 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是当时国内经济形
势所迫

激进式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步到位的改革方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经济形势就十分严
峻, 原有体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障碍, 经济连

案, 改革的初始阶段和摩擦成本都较大, 一次性支

年出现负增长, 危机进一步扩大。1990 年苏联国

付的总成本也较大; 随着改革的顺利进行, 阻力成
本和摩擦成本呈下降趋势, 阻力成本是时间变量

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 2% , 国民收入下降 4% ;
而 1991 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9% , 国

的反函数。激进式改革实行的是/ 休克疗法0, 激

民收入下降了 11% , 工农业总产值、
基本投资、
对

进式改革总收益曲线呈/ 大波浪型0。而渐进改革

外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产的下降导致市

相反, 实施的是温和的改革方案, 成本是时间的正

场供需极不平衡, 商品供应紧缺, 物价失控。1991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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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俄罗斯消费品和收费服务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

主义体制的腐败、
僵化, 利益集团对经济体制改革

一年上涨了 92% , 食品价格更是高涨1 500% 。国

处处设卡, 经济改革无法取得效果。公众对社会

家财政金融状况继续恶化, 赤字总额不断上升; 国
家行政管理体系已开始崩溃, 政府要想有效地、
逐

日益不满, 强烈要求对现有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一度处于/ 体制真空0中, 旧体

步地实行物价改革已不可能。在这样严峻的经济

制瓦解 而新体制尚未 建成。计划经 济体制解体

形势下,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必须
制止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和稳定货币价值, 避免

后,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大家的共识。伴随着
政治体制的土崩瓦解, 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进行

经济继续严重滑坡和国民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

根本变革的各主要集团都成为激进式经济改革的

因此俄罗斯采用激进式经济改革方案实为迫不得

拥护者, 希望引导民众通过一次/ 短痛0 的选择迅

已。
2. 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是俄罗斯多年渐进

速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避免社会出现崩溃,
避免渐进式经济改革出现的双轨制和社会主义思

改革未果的逻辑发展

潮的复辟, 彻底摧毁原有计划经济制度。

从 50 年代中期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 苏联
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50 年代赫鲁晓夫的农业

4. 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也是外国力量影响
的结果

改革、
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 60 年代勃列日涅夫

外国力量主要从资金和思想意识两方面影响

实行的以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完善计划体制和加

俄罗斯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在经济上, 俄罗斯

强经济刺激为内容的/ 新经济体制0; 80 年代戈尔
巴乔夫进行的/ 根本改革0。这些渐进和局部的改

在改革前经济已经入不敷出, 国内储蓄无法提供
生产投资所需要的必要资金, 而当时国外资本对

革都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 没有触

俄罗斯投资又十分有限。1992 年转轨前, 俄罗斯

及体制内部的深层次问题, 跳不出传统经济体制

吸引外资还不到 10 亿美元。同时俄罗斯还承担

的框架, 没能扭转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
经济效率
日益低下、
各种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因此,

着苏联遗留下的巨额外债, 急需国外资金的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一些国家在允诺对俄罗

虽然在选择经济改革方式上俄罗斯并不具有弥补

斯给予资金援助的同时往往附带了很多的经济和

成本和收益缺口进行激进改革的完全条件, 但是
由于以前改革的失败, 使得人们对渐进式改革能

政治条件, 诱使俄罗斯按照西方设计好的激进式
经济改革方案进行改革。例如, 在俄罗斯实施激

否取得成功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时期逐步开放

进式改革方案之初, 西方国家制定了大约 240 亿

的苏联又使得人们认同了当时西方市场经济取得

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以此为诱饵, 要求俄罗斯

的成就, 并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新自由经济成
为当时俄罗斯人民思考改革取向的参照, / 休克疗

必须实行私有化改革才能够取得贷款。在思想意
识上, 西方国家鼓吹新自由主义, 宣扬自由的市场

法0在拉美和东欧取得的成功使得人们认为, 采取

能够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受西方舆论宣传的引

渐进式经济改革难免重蹈覆辙, 而激进式经济改
革能够改变俄罗斯经济结构, 是实现体制全面转

导, 俄罗斯的多数民众认为, 既然新自由主义能够
解决欧美在 70 年代出现的/ 滞胀0现象, 也一定能

轨的最佳选择。因此, 社会更易于接受政府提出

够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起到作用。受此影响, 俄罗

的/ 休克疗法0 改革方案, 人们都渴望通过激进式

斯认为只要全面放开价格, 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

经济改革彻底和过去决裂, 尽快摆脱危机, 振兴经
济, 改善生活。

革, 市场经济便会自发形成, 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启
动。/ 休克疗法0恰又提供了实践的/ 模板0, 使得

3. 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是俄罗斯体制转轨

俄罗斯最终选择了这条经济改革道路。

的必然结果
经济的转型过程实质是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

总之, 激进式经济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
内在一致性, 在实践中又有拉美和东欧成功实例

一。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 全社会已经处于全

的借鉴, 因而俄罗斯选择激进经济改革的道路就

面的危机中。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困难,

成为必然。

其核心是因为政治体制上的阻碍。正是由于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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