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考试大纲 

 

导论 

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一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讨论

状况 

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讨论状况 

第三阶段：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讨论状况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二元性 

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论的创新 

五、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第一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 

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二、 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1. 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2.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3. 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4. 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 

5. 在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中分别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第二节   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一、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演变和传统形式的形成 

二、 中国社会主义之路 

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2.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所有制关系的理论 

3. 关于经济改革的理论 

4.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5.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 

6. 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 



7. 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论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三、 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四、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发展市场经济 

一、 计划经济的弊端 

二、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 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 

2. 决策分散化 

3. 自由和平等竞争 

4. 价格协调微观决策 

第二节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三、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过度 

第三节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市场竞争主体 

二、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三、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四、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章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度 

第一节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式与路径比较 

一、 改革与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 

二、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 

第二节 市场取向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一、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 

二、 约束制度供给的因素分析 

三、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三节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功能 

一、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的“诺斯悖论” 

二、 地方政府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特殊功能 

1. 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德“第一行动集团” 

2. 非平衡改革战略下的潜在制度收益与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斗争 

三、 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 

第四节 从中间扩散型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转换 

一、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效率导向 

二、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及市场主体的培育 

三、 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四、 对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规范分析 

 

 

第四章  社会主义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 

第一节  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 

一、 财产所有权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 

二、 所有权的全能 

1. 占有全能 

2. 使用权能 

3. 收益权能 

4. 处分权能 

三、 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分离 

1. 资本的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的分离 

2. 资本职能与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 

第二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一、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分析 

二、 传统国有产权的行政代理模式及其效率分析 

1. 行政代理的激励成本较高 

2. 行政代理的信息成本较高 

3. 行政代理有可能降低约束效率 

4. 行政代理将难以避免影响力成本 



三、 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在必然性 

第三节  国有产权的多级委托代理及其面临的问题 

第四节  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 

一、 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 

二、 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 

三、 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宜进行股份制改造 

四、 竞争性国有中小企业宜完全放开 

第五节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模式选择 

一、 股份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 

股份公司的基本特征如下： 

1. 企业必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 

3. 股票自由让渡是维护法人资产制度的重要条件 

4. 界定经营者与公司的关系 

5. 合理有效的所有权约束 

6. 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7. 必要的外部约束条件 

二、 国有资产的低层次授权经营：在政资分开的基础上实行政企分开 

1. 政府职能分解 

2. 授权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理国家履行所有者职能 

3.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4. 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国有资产行为的监控 

5. 评估国有资产 

三、 国有资产的第二层次授权经营：国有股股权分散化 

1. 控股公司的组件 

2. 控股公司的主要职责 

3. 控股公司获取国有股控股权的方式 

4.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控股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关系的界定 

5. 控股公司的运作机理 

四、 国有资产的第三层次授权经营：公司产权独立化 

五、 国有资产的第四层次授权经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高效化 

1. 股东会的职责 

2. 董事会的职责 

3. 监事会的职责 

4. 总经理的职责 



 

 

第五章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 

第一节 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原则 

一、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激励与约束经理人的行为 

1. 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及其代理问题 

2.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 

3.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4. 代理成本及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 

二、 股东至上主义企业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三、 产权的内涵与企业治理结构的主题 

四、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与企业所有权安排 

五、 企业治理结构的客体与 有企业所有权安排 

第二节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 企业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1. 企业外部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2. 企业内部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二、 行政干预下得经营者控制型治理结构 

三、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应走出“股东至上”的困境 

第三节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 

一、“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与共同治理 

二、董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 

三、监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 

第四节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相机治理机制的设计 

1. 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从性 

2. 相机治理机制的运作原理 

3. 相机治理的程序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制度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 



二、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第二节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1.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收入分配的劳动标准与所有权标准

相结合 

2.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与按要素分配的实

现形式的结合 

第三节 微观收入分配与宏观收入调节 

一、 微观收入分配过程 

二、 宏观收入分配过程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保障 

第四节 微观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 

 

 

第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二、 平衡增长与非平衡增长 

第二节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条件 

二、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体制模式的转换 

三、 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1. 产权 

2. 国家 

3. 意识形态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 

一、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模式的转换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及战略 

1.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及基本框架 

2.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 

3. 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 

三、 科学发展观 

1. 科学发展观产生的背景 



2.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3.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的重大创新 

第四节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分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1.提出战略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2.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3.剔除发展战略的重点 

二、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1.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和前

提 

2.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3.发展教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有发展重点 

4.振兴教育，教师是关键 

5.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第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调整 

第一节  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 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及衡量指标 

二、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及原因 

三、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根源 

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 

3. 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对策 

第二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一、 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分析 

1. 社会需求 

2. 技术进步 

3. 制度安排 

4. 资源供给 

二、 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调整的必要性 

1.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2.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三、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及对策 



1.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和重点 

2. 中国产业结构结构调整的目标 

3.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措施 

第三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调整 

一、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 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的演进 

三、 适用技术及其选择依据 

四、 促进技术进步的技术政策选择 

 

 

第九章  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 

第一节  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一、 现代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然逻辑 

二、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我国对外开放实践 

一、 经济全球化 

二、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 

三、 我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 

1. 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再到全面开放 

2. 渐进开放战略与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的形成 

第三节 对外贸易、工业化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二、 对外贸易是突破国内工业化约束的有效手段 

三、 我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比较优势基础 

四、 我国简单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形成的国际背景 

五、 我国当前外贸发展模式的问题 

1. 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明显 

2. 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 

3. 贸易品部门过度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滞后，长期就业压力加大 

4. 比较优势固化的风险 

第四节 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 金融开放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渠道 

二、 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调节 

第一节  政府调节经济的必然性 

一、 市场机制并非是尽善尽美的 

二、 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是悠闲地 

三、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合理界定 

第二节  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界定与范围界定 

一、 适度政府干预的界定 

1. 提供公共服务 

2. 维护市场秩序 

3. 直接参与某些经济活动 

4. 进行制度创新 

5. 影响收入分配 

6. 具有财政调节功能 

7. 影响对资源的利用 

8. 政府通过职能结构选择适当的经济政策来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9. 进行必要的行政控制 

二、 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分解 

三、 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基础 

第三节 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目标选择 

一、 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1. 效率、增长、稳定 

2. 经济福利 

3. 分配公正 

二、 经济政策的具体目标 

1. 经济增长 

2. 物价稳定 

3. 充分就业 

4. 产业结构高级化 

5. 国际收支平衡 

三、 经济发展中政策目标可能冲突的区域 

1. 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交替关系 

2. 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的交替关系 

3. 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交替关系 

4. 国内均衡与国外均衡之间的交替关系 



第四节 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选择 

一、 经济政策手段的构成 

1. 财政政策手段 

2. 货币政策手段 

3. 行政管制手段 

4. 经济法制手段 

5. 制度约束 

二、 经济政策手段的传导机制与选择原则 

1. 具有敏感边际行为的市场主体 

2. 价格、利率等市场信号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3. 市场体系的完善 

三、 经济政策手段的效率极其选择原则 

1. 对政策手段反应的大小 

2. 政策手段显效的速度和结果 

3. 政策手段对克服不合理经济现象所起作用的大小 

4. 资源成本 

5. 选择性和变动性 

6. 间接经济效应 

7. 社会政治效应 

第五节 经济政策选择与经济效率 

一、 政策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手段选择和组合 

二、 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