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民营经济现象的一种经济解释 

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 台州 

还是 一个传统农业地 区，在浙 江 

省各地市中综合经济实力排名倒 

数第二。然而，近二十年，台州民 

营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程度迅 

速提高，并形成以塑料、机电、医 

药化工等九大支柱行业为主、行 

业分布广泛的地方工业体系，社 

会福利水平显著提高，在浙江省 

各地市中综合经济实力跃升至前 

五名。台州民营经济现象受到各 

方关注。本文试图运用新制度经 

济学的分析工具，通过将制度 (正 

式规则、非正式规则)视为内生变 

量，考察制度对其他要素的 “替代 

效应”，对此现象作出一种经济解 

释 。 

一

、 制度的 “替代效应” 

经济增长 中，各 种要 素之 间 

存在 “替代效应”。新古典经济学 

承认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 、技 

术等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即对 

于某个经济体，缺乏某种或几种 

要 素，可 以通过增加其他要 素投 

入进行替代，实现经济增长。以诺 

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将制度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框 架中，突破 了在 新古典 经济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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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中制度是固定的、外生的，而将 

制度作为内生变量 ，视 其为决定 

经济增长的要素，并对制度创新 

进 行成本和收益分析 ， 以解释历 

史上的制度变迁。诺思指出，制度 

是 稀缺的，并且存在 高昂的制度 

创新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制度 

竞争将使更有效率的制度取代低 

效率的制度。 

类似的，在一个国家中，面向 

相 同的统一市场 的不同地 区之间， 

通过制度要素投入，替代其他要 

素，建立制度比较优势，如果总的 

要素收益高于总的要素成本，那么 

将使一些地 区产 生更有效率 的经 

济活动，形成比较优势，取得较好 

的经济实绩；进而有效率的制度将 

扩散，并逐渐取代低效率的制度， 

或导致其他有效率的制度产生。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特 区相 

对于其他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就 

是经验观察的一个实例。 

下文的分析表 明，不 同的制 

度，对于提高和降低各种要素的 

成本和收益，起着决定 作用。 因 

而，制度的替代效应主要表现在 

总的要素收益和总的要素成本的 

变化，导致经济效率的变化，进而 

影响经济实绩 。 

二、台州民营经济现象的经济 

解释 

20世纪 80年代初的中国，一 

方面存在统一 的全 国市场和 巨大 

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长期的计 

划经济 以及伴 随的政治动荡导致 

生产停滞、供给严重不足。随着国 

内政治局势 的稳 定，缓解供给不 

足的压力增大。农村自发实施家 

庭联产承包，以家庭为单位的生 

产组织形式 出现 ，是对这一压力 

的反应。产权制度出现了重大变 

化，在一定范围内、处于补充地位 

的私人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得到 

正式规则的确认。制度的替代效 

应是，土地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 

下，对剩余产品拥有的排他性，产 

权激励土地承包者延长劳动时间、 

改善劳动 方式 ，同时产生大量剩 

余劳动力意味着劳动力要素投入 

的结构发生变化，土地要素的收 

益显著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成本 

下降，总的要素收益大于总的要 

素成本，生产效率提高。以上过 

程，台州与国内大多数地方并无 

多少差异 。类似 的，由于处于山 

地、沿海的自然环境，台州人开发 

山地 种植果树 、进行海洋水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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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 的激励增大，水果和水产 品 

出口发展 迅速，劳动力要 素的收 

益提 高，一些农村家庭积 累了一 

定的资金。 

由于剩余 劳动力被允许投入 

到手 工业 ，台州外出务工人数激 

增，进行补鞋 、弹棉花等生产活 

动 。外 出务工者逐渐熟悉 国内市 

场，了解市场的潜在需求，积累了 

有关市场 、技 术的知识和一定 的 

资金。同时，作为台州沿海渔民文 

化的非正式规 则的一部分， 台州 

人具有较高 的风 险偏好和较强 的 

合作精神。因而，有较高比例的部 

分外 出务工者 回乡创业，从事专 

业化生产。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台州已 

经出现大量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手 

工业生产组织， 由于 巨大的国 内 

市场需求支撑，一些 家庭 作坊迅 

速成为个私企业，并加大向技术、 

设备的投资。由企业提供原料、家 

庭为单位加工的家庭分料生产的 

形式也成 为普遍现象，通过减 少 

管理层次，降低了监督成本 。这一 

时期 ，台州出现 了最具特色 的制 

度创新一一 股份合作制企业，并 

得到 以地 方政 策为形式 的正式规 

则的确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以 

亲缘关系为契约担保、集合小家 

庭 为大家庭 的生产 组织形式，相 

对于一般 的家庭作 坊，组织的规 

模成倍扩大，组织内的专业分工 

加强，而且更 为接近现代意义 上 

的股份 公司 。在这种生产者和投 

资者二位一体的制度结构中，正 

式规则和 非正式 规则共 同保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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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的交易费用较低。 

制度的替代效应表现为，在 

劳动时间、劳动效率和监督成本、 

工资成本等没有明显变化，即劳 

动力要素的成本不变的条件下， 

组织 的知识存量扩张 、融 资能力 

增强，规模经济提高了劳动力要 

素的收益。这一时期，通过制度要 

素投入，台州个私、股份合作制企 

业 (主要是工业企业 )，降低了总 

的要素成本，能够抵消从外地引 

进技术、原材料的成本，突破了资 

源缺乏的制约，实现经济增长。 

经验观察表明，台州制度要 

素投入的收益在 20世纪 90年代初 

以来一直在提 高，大量的企业 已 

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许多 

个私企业 、股份 制企 业逐步 向更 

具竞争力 的现代意义 上的公司转 

型。台州民营经济初步形成规模， 

制度优 势得 以确立 ，并逐渐转化 

为先发优 势，知识存量 、固定资 

本、金融资本等要素的积累带来 

的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部分地抵 

消 了土地 、劳动力要素成本 和交 

易成本的提高。由于各种制度创 

新的出现、扩散，国内各地区经济 

持续增长，国内消费市场的供需 

紧张压力得到 充分释 放，在许 多 

领域 内市场竞争 日趋 激烈， 台州 

一

些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逐渐开 

始拓展更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 

并取得了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台 

州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随着制度 要素投入形成 “规模 经 

济”，由于存在成熟的正式规则， 

稍经修改就可以运用到其他领域， 

非正式规则被广 泛接受，制度实 

施的交易成本下 降，成 功的制度 

扩散到各个领域，经验证 据是交 

通、卫生、文化、教育等大范围的 

民营化 。 

制度的替代效应表现为，由 

于非正式规则的进一步确立，制 

度迁移的成本急剧降低，制度要 

素投入的低成本相对于 “后发”地 

区的制度要素投入的高成本具有 

优势，制度降低了 “自身”的要素 

成本，从而降低了总的要素成本。 

事实上，这意味着经济民营化成 

为台州区域 “意识形态”或者区域 

文化 的组成部 分，类似于诺思关 

于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作 

用的论述 。 

三、结论 

借 助新制度经济学 工具，将 

制度 视 为要素 投入 和 内生变量 ， 

考察制度对于其他要素的替代效 

应，并对台州民营经济现象进行 

经济解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台 

州在缺乏多种资源的初始条件下， 

在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约束 

下，受益于制度的替代效应，弥补 

了多种要 素不足，实现 了经济增 

长，并形成比较优势；借鉴台州经 

验，国内一些 “后发”地区可以通 

过加大制度要素投入，创造有效 

的激励机制，发挥本地资源优势， 

实现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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