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16.06.003

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洪银兴
[摘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 中国在转向市场经

济体制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供给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
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 对供给侧改革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供给侧改革
目标和当前所要推进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任务。 这些任务要在改
革和发展中实现，而不能归结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例如，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
“降成本”，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中“补短板、去产能和去库存”，在释放企业活力中
“去杠杆和降成本”。 二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相互依存，供给侧的去产能、去库存离不
开需求侧的“四两拨千斤”作用。 供给侧的“补短板、去杠杆和降成本”需要需求侧的市场导
向和市场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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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供给和需求及其关系的理论假设
近期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研讨中，人们自然想起西方的供给经济学。 其实，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论
渊源应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并以此作为理论指导。
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供给问题，但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运行中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相互
依赖。 马克思认为，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 供求一致的现象，在科学上等于零。 但是，在政治经
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 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
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 ”① 这种抽象分析方法，是要
寻求供求一致时的内在的必然性。 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 马克思的界定是：“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
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 ”② 这就是说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趋于一致。
供求平衡是价值规律调节供求关系的结果。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可以还原为社会劳动量。 一方面，某种商
品的供给总量，即在一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该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所需要的一定量的社
会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社会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总量，即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用它所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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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 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就要求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
动的数量，同要满足的社会需求的规模相适应。 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即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
的社会劳动总量和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求的规模之间， 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而只有偶然
联系，于是就出现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求，这种状况就是现在所讲的要“去”的过剩
产能和库存。 它表明， 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
多。 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路径或者是降价出售，或者是浪费掉多余的商品。
马克思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个含义来说明供求平衡条件下的价值实现：“社会劳动时
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
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 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
的。 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 社会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如许
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①。
含义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中形成的。 起作用的是各个部门
提供的使用价值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不仅包括使用价值的品种和质量，还包括使用价值的总量。 意
义是各个生产者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包括质和量）。 现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
题正是供给品的使用价值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的问题。
供求不平衡或者表现为供给出不清，或者表现为需求出不清。 供求平衡就是市场出清。 在马克
思的理论中，市场出清靠的是市场竞争机制。 概括起来，在市场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竞争：卖者之
间，买者之间，买卖双方。 在需求超过供给的场合，主要是需求方之间的竞争：“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
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
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 ”② 在供给超过需求的场合，主要是供
给方之间的竞争。 卖者之间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竞争），“以便把社会需求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
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 ”③ 而且供给方之间的竞争会产生降低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功能：“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 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
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
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④。
中国已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实际上就是根据马克思
的上述理论，建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 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就意味着推进需求侧的改革。 其内容包
括：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并且在供给总量进入买方市场背景
下宏观经济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
策的总量需求调控。 应该说，已有的需求侧突出市场机制和宏观需求管理的改革，在适应市场需求、
提高供给能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只是靠需求侧的市场导向和需求拉动并不能完全解决供
给问题。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对出清市场的调节是事后的调节，市场调节下的供求平衡，
“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
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 ”⑤ 市场上出现总量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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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常要通过经济危机方式来强制地实现平衡，这种市场平衡的方式显然是破坏生产力的方式。
这意味着为防止供给侧的市场出不清，还是需要供给侧自身的理性调节。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在供给侧无论是增加供给能力还是调整供给结构都有其自身的
发展规律和路径。 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要素就是现在讲的供给侧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
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
自然条件。 ”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劳动者素质、科技、社会分工、规模经济、自然条件 ②。 基于此，增强
供给能力，也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来源，生产力发展“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
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③。
以 上 分 析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原 理 对 当 前 研 究 供 给 侧 问 题 有 重 要 指 导 意 义 ： ① 解决供给侧
的问题不能脱离需求侧；② 市场机制是供给和需求平衡的重要调节机制；③ 只是靠需求侧的市场调
节，只是靠需求管理不能完全解决供给侧的问题；④供给侧的要素就是生产力的要素。
当然， 马克思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现实地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供给侧问题的
路径。 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并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生的经济增长问题表明，只是在需求侧拉动
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 就如近期为了推动实体经济止跌回升，国家通
过降息和降准等途径扩大货币投放来刺激需求，但效果并不明显。 这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还要更
加注重供给侧的作用，而且供给侧的问题根子在体制。 对此问题的理论说明，同样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
实现整体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提出供给侧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开拓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 、 供给侧改革要求解决结构性问题
经济调节，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是协调供求平衡。 由供给和需求相互关系可
知，经济发展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经济体制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形
势作出选择。
为什么现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提需求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进行了多年的
需求侧改革后提出来的。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调节偏向供给侧，主要手段是下达指令性
计划，为生产而生产，结果是供不应求，产生短缺经济。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说是需求
侧改革。 在多年的需求侧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需求侧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新体制下改进
和完善需求侧管理问题，包括完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机制，
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的机制等。
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 虽然经济下行不排
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一是当前经济下行问题不完全属于
周期性问题，而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是周期性问题，可以等待经济复苏，但现在的问题是存
在数量不小的过剩和无效产能，形不成有效供给，会拖累经济复苏。 而且，高杠杆和高成本，不仅使
众多企业成为僵尸，没有活力，还使许多地方政府存在过重的地方债务。 在这种状况下，何来推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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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的动力。 因此，供给侧问题不解决，经济难以止跌回升。 二是中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
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仅仅依靠需求侧三驾马车拉不动经济增长。 表现在：一方面，消费需求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像预期的那么高。 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
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一边是消费者热衷于购买
外国奶粉，另一边是国产牛奶因过剩倒入河中。 另一方面，过剩、落后和污染等低端无效产能不去
除，拉动起来的投资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加大这类低端和无效产能。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持续
放缓的背景下，在不景气的国际市场上扩大出口需求也非常困难，面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工
业 4.0 ，中国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 基于这种判断，虽然实体经济回升需
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但更要靠供给侧发力。 尤其是要通过改革来充分释放供给侧的动力
和活力。
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等供给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
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 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供给侧问题既有
发展方式方面的原因，又有供给侧的体制问题。 因此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既要转变发展方式，又要进
行结构性改革。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人把制度列为供给侧要素，是不准确的。 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
侧都有制度问题。
供给侧的改革之所以称为结构性改革，原因是供给侧问题突出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
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 ①。 无效产能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 这种结构性矛盾是
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属于长期问题。 这种结构性矛盾可以归结为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供给不
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
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
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势必产生现在的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并存所
导致的库存和过剩问题。 由此就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针对无效产能要去产能、去库存；针对有
效供给不足要补短板、降成本。 这些都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要明确区分涉及长期发展的改革目标和当前所要推
进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任务。 这些任务要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而不能只
是把这些任务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如果把这五个方面看做是长期任务，就是要在体制上
不再持续产生所要“去”的产能、库存和杠杆，持续地补齐短板和降成本。
如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单纯静态观点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会产生
巨大的成本，而且难以有效实现目标。 可行并且有效的路径是用发展的办法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
杆。 原因是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不都是无用的，其中相当多的过剩产能、高库存和高杠杆很大程度
上是经济不发展带来的。 发展就可能消化和吸收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且去掉部分因速度持续下行
所产生的杠杆（金融债务）。 而且“补短板”更多的是补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也就是补发展的短板。
从改革的角度分析，无效产能、库存、杠杆和成本的产生，都同供给侧存在的制度问题相关，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立起有效防止和克服继续产生无效和低端产能、缺乏市场需求的库存、高杠杆
带来的高债务以及成本持续走高的制度结构。
概括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有三个：一是解决有效供给，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释
放企业活力。 这意味着供给侧改革还是要推动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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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三 、 在改革中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 —
—— 兼谈 “降成本 ”
对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
动力消退，因此需求的拉动力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能就此以为今后经济
增长的动力只是在需求侧，从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 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不仅有需求要
素，也有供给要素。 在需求侧没有充分的力量阻止经济下行时，不能忽视在供给侧寻求推动经济增
长的动力。 影响实际增长率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
术、结构、效率等方面的要素。 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 而在供
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相比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
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可以归结为各个要素的生产率。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包括劳动
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后来索洛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指的是各种要素集合所产
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
进步。 涉及投入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规模效益等。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
键在制度创新，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提高效率和降成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节省要素投入，实
际上就是“降成本”。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要降的成本不只是指生产过程中要降的成本，因为这方面
的降成本在各类企业中都已经得到重视，而是特别要降低以下两种资源错配的成本。 ①低效的要素
配置结构所产生的要素配置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原因。 现阶段的要素配置主要是靠投资，投资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上的比例，
就形成要素配置结构。 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一是投资较多地投在地产上，而不是投在与新产业相关
的物质资本和技术要素上，造成产业供给能力不足；二是投资偏重物质资本，忽视人力资本，造成创
新能力不足。 这种要素配置结构就是资源错配的结构，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由此
也产生高的要素配置成本。 ②过高的制度成本。 这是没有真正转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所造成的过高
的资源配置成本。 现阶段所要“去”的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其形成原因除了发展方式问
题外，就是体制上难以遏制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行政垄断，以及地方保护问题。 因此，改革的方向，
在供给侧就是通过严格的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和质量标准）和有效的政府改革去消除低
端和无效产能；在需求侧则是真正转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上，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强化市场优胜
劣汰机制，并且采用排污权交易之类的市场方式来控制污染产能。
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增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 以科技来替
代物质要素的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最明显的是依靠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 中国目前的生产环节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处于附加值低的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
的低端环节，资源和劳动成本普遍提高，因此出现高产值低效益的状况。 改变这种状况的路径就是，
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转移出低端环节进入中高端环节，提高附加值，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② 以
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本积累。 在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靠的是物质资本的引
领和驱动。 而在创新驱动阶段，不仅是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限，更为突出的是，物质资本积累对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正在消退。 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企业家的成长和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在
这里表面上可能提高了人力成本，但其替代了成本更大的物质资本，并且引领要素配置和组织，可
以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明显抵消人力成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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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体 制 上 分 析 ，转 向 创 新 驱 动 和 人 力 资 本 替 代 ，都 需 要 改 革 推 动 。 如 果 说 创 新 是 发 展 的 新
引 擎 ，改 革 则 是 新 引 擎 的 点 火 器 。 供 给 侧 改 革 发 动 起 创 新 驱 动 的 动 力 ，就 能 激 发 出 经 济 发 展 的
新动力。

四 、 在改革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兼谈“补短板、去产能和去库存”
有效供给不足实际上是结构性短缺，一方面，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不仅涉及供给的产品结
构，还涉及供给品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低端和无效产能占用资源，造成库存和积压。 归根到底还
是现行供给体系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
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 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
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
品和服务。 中国消费者蜂拥出国购买的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等，在技术上并不多么高超，中国也
能制造但消费者不买账就说明这点。
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升供给的能力，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
性和灵活性，并且赢得消费者。 根据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要求，供给侧改革需要推动结构调
整和优化。 一方面加大力度调整存量结构，通过去库存和去产能，腾出被无效和过剩产能占用的资
源；另一方面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从补市场供给“短板”考虑，特别要重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
体制上解决企业供给的市场导向问题， 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
机制。 具体涉及“补短板”和“去产能、去库存”两个方面的改革。
（1）补短板。 “补短板”就是补市场供给的短板。 相应的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创
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 创新不仅要高端，更要实，实就实在产品创新。 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
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 以此来补因技术水平原因造成的
市场供给短板。 对企业来说还要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其市场策略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消费者，更要
理性地创造消费者，引导消费者。 二是建立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和文化，相当部分国产品能生产但质
量欠缺，根子在管理体系不精细和“马马虎虎”的企业文化。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和重塑
精细文化，培育“工匠精神”。 与此同时，在人才供给结构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要重视
高级技工和应用性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供给。 三是规范市场秩序。 一方面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乱市”用重典，在制度上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另一方面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 这些
方面的体制形成了，就可以引导在价格竞争方式之外，更多地采取依托技术革新和产品质量的竞争
方式，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并提供更新、更好的服务。
（2）去产能和去库存。 其路径选择也有效率要求，涉及以下认识问题。 “去产能和去库存”也就是
在供给侧的市场出清。 但是，市场出清既涉及供给，也涉及需求，两者相互依存。 这意味着不可能离
开市场需求孤立地在供给侧出清市场。 从长远来说，要通过改革以新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保证不再产
生新的无效产能和库存，关键还是要解决供给以市场为导向，不能进入“供给创造需求”的怪圈。 而
近期消化现有的无效产能和库存也是这样，最终还是要需求侧来消化，除非供给侧自己消灭自己。
这就是说供给侧的市场出不清问题，既要供给侧本身的调整，也要需求侧扩大需求。
对“去产能”，不能只是理解为去过剩产能。 现阶段的无效和低端产能还包括落后产能和污染产
能。 对这部分产能可以在供给侧依靠严格的技术、质量和环保标准下决心淘汰，而且更多地靠政府
和法律的行为。 这是在供给侧的出清。 而对过剩产能就不能简单化处理。 在需求侧，需要强化优胜
劣汰的市场机制，由市场来淘汰过剩生产能力，从而形成相关企业去库存的外在压力。 但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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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往往太大。 在供给侧，可以采取化解的方式。 寻求新的用处和去处去化解过剩产能，包括对过
剩产能的再开发，以适应新的需求。 路径包括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打开扩大国际贸
易的新通道等。
“去库存”，更多需要需求侧的作为。 一方面是在发展中创造需求，如城市建设、城乡一体化建
设、环境治理工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允许农民进城买房等。 另一方面，靠需求侧的需求去消
化库存，要么是降价，要么是扩大需求。 这就提出能否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去库存的问题。 美国的
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去房地产库存的加杠杆不能加到产生次贷危机。 但也不能绝对否认有
限度的信贷杠杆对去库存的作用。 从发展的角度为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而加一部分杠杆可
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是精准并且有限度。 供给侧则要根据需求对库存进行调整，使之适
销对路。

五 、 在改革中释放企业活力 —
—— 兼谈 “去杠杆和降成本 ”
尽管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不是源于美国里根时代的供给经济学， 但既然是谈
供给侧就有供给侧经济学的特定理论问题。 一般说来，需求侧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在市场决
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市场选择资源流向，进入哪个地区、哪个行业、哪个企业，由充分竞争的市场进
行选择，这种选择对企业产生外部压力。 供给侧的经济学则关注激励企业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
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 在信息经济学中也要求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建
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从机制上克服劣币驱
逐良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也应该成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
处置“僵尸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但不能简单地把关停“僵尸企业”作为改革
目标。 僵尸企业是个模糊概念，与其说关停“僵尸企业”不如说关停污染企业。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
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
有效供给的积极性。 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 再加上连续 47 个
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 ）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同时还有许多企
业因为担保而产生金融杠杆，被投入“僵尸企业”行列。 因此，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
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
“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的。 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
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问题的企业。 就
是说，现在许多地方的企业已经形成了债务链条，应该更多地通过发展帮助企业“去杠杆”。 为了防
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去金融债务的杠杆要精准，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 供给侧管理和需
求侧管理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基本上是“大水漫灌”，前者则是“精准滴灌”。 政府和银行要从中寻求
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通过有限度的精准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
的方式。 可以相信，实体经济止跌回升，许多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去掉杠杆。
从改革的角度“去杠杆”，指的是改革投融资体制，使企业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通过银行的间接融
资转向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相应的重点是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从而在投融资
体制结构上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 从当前的“去杠杆”任务来说，也可以尝试对某些
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
从改革的角度“降成本”，目标是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并且激活“僵尸企业”。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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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大力度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 在为企业降成
本方面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尤其要突出企业利益。 一方面，
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
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 以上意义的“去杠杆”和“降成本”必然会使
僵尸企业范围缩小。 “僵尸企业”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
企业。 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但是考虑到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
破产倒闭的办法，着力点还是救活“僵尸企业”。 “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
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 没有企业何来就
业？ 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办法。 如并购重组，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
出困境；再如引导企业转产，浴火重生；再如对僵尸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制，这些都能降低处置
“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强调几个观点：① 拉动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
发力，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作用。 ② 改革是要解决长期问题，去产
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作为改革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就是要在体制、机制上防止和克服产
生新的无效低端产能和库存，建立增加有效供给的体制机制；通过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激发企业
活力。 ③供给侧和需求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 解决供给侧问题离不开需求侧，适当采取扩
大需求、加有限有效杠杆的方式，四两拨千斤，才能够有效解决供给侧的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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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search of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should be guided by Marxist economics. The

problems of structure ， technology and efficiency in supply-side cannot only be solved by market itself in the long
run ， and also cannot rely on the role of demand-side polic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in the whole ，
two relations need to be treated i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One is the task of reducing capacity ，
stock ， cost ， leverage and covering shortage ， which should not be the goal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 but need to be fulfill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 reducing cost should be
operated in the growth of productivity ， reducing capacity ， stock and covering shortage should be fulfilled in the
promotion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pply system ， reducing leverage and cost should be achieved in the
liberalization of firm vitality. The second is the co-existence of supply-side reform and demand-side management.
Reducing capac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everage effect of demand policy. The task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can be finish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orient demand policy and marke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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