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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俄罗斯经济两次转型的认识

李新

【 内 容 提 要 】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型。第一次转型采用“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性境地。

2000—2007 年间俄罗斯经济强劲复苏，有着制度性基础，但不可否认国际原料能源价格

高企在其间的作用。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2008 年普京为俄罗斯的长

期发展制订了“普京计划”，即 2020 年前发展战略，其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

原料能源依赖型转向创新发展道路，开启了俄罗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但是这一宏大转

型将是长期和缓慢的，且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和所谓的“页岩气革命”。目前经济增长

放缓，缺乏动力，对第二次转型形成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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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和

目前正在进行的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发展的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型。第一次转型采用“休克疗法”，使

俄罗斯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性境地，国家财

富被瓜分，国家领土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三分之

一乃至一半的居民陷入贫困。2000—2007 年间俄

罗斯政府肯定了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

立，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完善，如加

强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提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重视民生，让居民休养生息，补偿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对居民的欠债。但是，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资

源来自国家经济对原料和能源出口的强烈依赖。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经济总量进入世界五强，

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已经走到尽

头。2008 年普京为俄罗斯的长期发展制订了“普

京计划”，即 2020 年前发展战略，其实质在于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原料能源依赖型转向创新发展

道路，由此开启了俄罗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根据

《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

此次转型计划分两个阶段，即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

的第一阶段（2008—2011 年）和普京再次当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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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第二阶段（2012—2020 年）。梅德韦杰夫在

构想实施的第一阶段力推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力图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现代化联盟”，出台严厉打击

腐败的法律文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努力改善投

资环境，由此为在第二阶段实现创新发展做好制度

上的准备。不幸的是，俄罗斯经济创新发展和现代

化的梦想遭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2012 年普京再

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社会

经济长期发展构想》进入实施的第二阶段。普京的

创新发展和现代化思想基本体现在了他于 2012 年

1—2 月期间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上发表的七篇纲领

性文章和 5 月 7 日签署的一系列总统令当中，仍然

延续《构想》的基本精神，只是有些策略性的变化，

比如国有股减持，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等。

一、“休克疗法”：经济制度转型

1992 年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

过渡。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经济稳定化，实行

紧缩的财政政策，严控通货膨胀，力求宏观经济

稳定；第二，经济自由化，全面放开价格，取消对

外经济贸易垄断，实现自由经营；第三，产权私有

化 ：确立私有制，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转换 ；第四，

军转民，经济结构非军事化，适应市场需求，提高

竞争力。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市场

经济制度基本确立。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私有制基本确立；价格全面放开，通货膨胀得到

有效控制；废除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适应

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宏观调控体制开始形成 ；确

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两级银行体

制基本形成，金融体系得以调整；商品、劳动、

资本等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积极融入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适应市场经济的

包括医疗、养老、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基

本形成；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加强法制

建设。2002 年 6 月和 11 月美国和欧盟分别承认了

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采用“休

克疗法”方式大规模地和全面地移植西方资本主

义的政治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导致了

灾难性的严重后果，瞬间把俄罗斯从一流国家抛

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休克疗法”在使俄罗

斯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却也导致俄罗斯经

济萧条、政权软弱、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地位下降。

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程度不仅大于 20 世纪 40 年代

的卫国战争，也超过西方国家 20 世纪 30 年代大

危机。具体表现在：

第一，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标大幅下降。1991—

1998 年，俄罗斯经济平均以每年 6.5% 的速度衰退，

其中 1992 年和 1994 年衰退幅度分别达 14.5% 和

12.7%。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
几乎减少了一半，1998 年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只有 1990 年的 58%。1999 年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只

相当于改革前的大约 25%，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

GDP 总量为 8 877 亿美元，不足美国的 1/10。人

均 GDP 为 6 067 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20%①。1992

年外汇储备资产只有19.5亿美元（不含黄金储备），

直到 1999 年也没有达到 100 亿美元。

第二，主要实体经济部门严重衰退。工业生产

平均以每年 9% 的速度下降，1994 年下降幅度高达

21%。1998 年只有 1991 年的 50%，其中，机器制

造和金属加工业只有 41%，而轻工业衰退最严重，

1998 年只有 1991 年的 14%。农业生产平均每年以

6.1% 的速度减少，1998 年不足 1991 年的 60%，粮

食产量只有 1991 年的 54%。固定资本投资以每年

14.6% 的速度减少，1998 年固定资本总积累只有

1990 年的 17%，固定资本磨损率达到 60%。科技实

力严重下降，从事研究和设计的研发人员从 1992

年的 153 万减少到 1998 年的 85 万，从事科学研究

的专家人数从 1991 年的 107.9 万人减少到 1998 年

的 49.2 万人。科学研究费用从 1992 年占 GDP 的

0.5% 减少到 1998 年的 0.23%。

第三，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伴随着一次性放开

价格和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持续发生“奔腾

式”通货膨胀。1991—2000 年，工业品物价指数

上升了 15 140 倍，其中，电力价格上升 27 476 倍，

燃料价格上升 48 745 倍，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了

9 297 倍，食品价格上升 13 907 倍，有偿服务价格

①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 1999 年资料计算得出（http://www.
gk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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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46 707 倍。

第四，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私有化过程中，国

有企业被无偿或低价转让，社会财富损失约 1.7 万

亿美元，相当于 1996 年 GDP 的 4.2 倍、二战期间

损失的 2.5 倍。在私有化过程中极少数人侵吞国有

财产，迅速聚集财富形成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

经济命脉。

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社会贫富分化

加剧。在私有化过程中迅速聚敛财富形成的七大金

融寡头控制了国家金融、工业和媒体，而广大居民

的收入则下降了 50%—70%。1996 年 4% 富人的收入

甚至高于 80% 低收入人口收入的总和，收入差距超

过 10 倍，1994 年曾一度达到 15 倍。居民实际货

币收入年均减少 7.2%，其中 1992 年减少了 47%。

2000 年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不足 1991 年的一半，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在 1992 年和 1998

年分别达到 53% 以上。人口出生率从 1987 年的

17.1‰下降到 1996 年的 9‰，死亡人数是出生人

数的 1.6 倍。俄罗斯人口平均以每年 75.9 万人的

速度减少，1991—2000 年共减少 672.6 万人，男

性预期寿命下降到不足60岁。随着经济严重衰退，

1998 年失业率高达 13.2%。

1998 年 8 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9 月普里马

科夫出任总理，提出了稳定经济新纲领，新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宣告结束。

二、“拨乱反正”：对改革的再改革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俄罗斯

给人的印象就是：除了庞大的核武库之外，什么都

不是。2000 年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虽然面对的

是灾难深重的俄罗斯经济，但他对自己的国家前途

充满了信心。他借用沙俄时期的改革家斯托雷平的

话说：“给国家 20 年的安定，内部的和外部的，

您将认不出现在的俄罗斯”，“我们不需要巨大的

动荡，我们需要的是强大的俄罗斯”①。为此，他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改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再改革”，对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完

善，在此基础上，随着全球经济扩张期的到来，俄

罗斯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一，普京的强国理念。普京欢迎产权形式多

样化，对自由市场经济充满了希望。同时他认为，

结合俄罗斯人传统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大国和国

家强权意识、社会团结形成的俄罗斯“新思想”，

将成为俄罗斯新的社会意识。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

制度一直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强大的国家政权

对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一种异常，相反是秩序的源泉

和保证，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动力。普京强

调，“俄罗斯曾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应该永远是

这样”②。他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在

于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国家政

权，就是民主的、法制的和有作为的联邦国家。

第二，提升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1）加强

国家的垂直管理，明确国家的经济职能。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地方“诸侯”割据、国家四分

五裂的局面和社会无政府状态，2000 年 5 月，普

京决定按地域原则将相关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划分

成7个联邦区，并任命每个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

设立代表处对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和监督。同时修改

联邦委员会由地方领导人组成原则，削弱地方领导

人权限，强化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总统有权

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废除了同联邦法律相抵触

的地方法律。普京在 2000 年 8 月的国情咨文中明

确界定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保护产权，保障平

等的竞争环境，国家彻底放弃对经济的过多干预，

减低税负拉平税率，改革金融体系，实行现实的社

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2）深化

行政改革，优化国家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为俄罗斯经

济发展松绑解套。国家机构应成为落实经济政策的

有效工具，限制国家机关对经营活动主体所实施经

济活动的干预，包括终止过多的国家调节，发展经

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3）打击官僚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2003年开展了全国反腐肃贪运动，

清理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和警察。俄经济发展

和贸易部相继出台 100 个长期或短期的根除行贿的

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一个适合于整个政府机构

的反腐防腐制度。2004 年 3 月，成立了俄罗斯国

家反腐败委员会。

①  http://www.newsru.com/finance/13jul2011/stolypin.html
②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л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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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调整私有化战略，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

战略部门的控制。2001年12月，俄罗斯颁布新的《俄

罗斯联邦国有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纠正了过去

私有化的一些偏差，加强了对私有化的管理和监督。

对于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企业通过法律程序收归国家

所有。自 2004 年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

陆续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迹象。国家通过限制战略

性企业私有化、通过并购形式获得私营企业控制权、

组建国家公司等手段控制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

业①。国有和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数量从 2001 年开

始逐年增加，从 36.7 万家增加到 2006 年的 41.3 万

家。俄罗斯政府在能源、军工、飞机、汽车、造船、

核能、银行、重型机械、矿产开采、海洋和航空运

输等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国有控股公

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四，打击寡头垄断，控制战略资源。停止大

规模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国家对战略性企业实行控

股，加重对偷税、漏税企业主的惩罚力度。古辛斯基、

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大寡头相继或流

亡海外或被投入监狱，其资产被收归国有，对一些

石油公司和银行重新实行国有化。这标志着“寡头

政治”的终结，使国民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

第五，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税制，减轻

税收负担。提高预算作为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工具的效

率，改革税收制度，消除三角债，彻底清理易货交易和

其他非货币结算，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和卢布汇率的稳

定，建立现代金融市场并使之成为积累投资资金的工具，

对现有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造。

第六，发挥能源超级大国作用，重返世界舞台。

2003年出台了《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

并把实施“能源战略”作为振兴经济的核心，将石

油天然气当作俄罗斯经济振兴的重要武器，制定“能

源立国、能源强国”的能源导向经济战略，开展石

油天然气领域的国有化运动，将这些战略资源重新

掌握在国家手中。

第七，将“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确定为俄

罗斯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模式。加快经济增长，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京在 2003 年的国情咨文中

提出了 GDP 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05 年普京提出

了优先发展医疗、教育、住宅建设和农业的四大

国家工程。

经历 10 余年的动荡，新世纪伊始俄罗斯经济

终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高速复苏期。普京执政以来

紧紧抓住国际油价上涨的契机，调整国内经济政

策，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调整产业结构，把加

快经济增长步伐、消除贫困和提高经济竞争力作为

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促使经济以年均 7% 的

速度连续 8 年保持了稳定增长，经济总量 2007 年

比 2000 年增加 58.1%②。2008 年俄罗斯经济总量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 2.38 万亿美元，居

世界第 7 位。2007 年人均 GDP 达到 1.7 万美元，

比 2000 年增加 63%，首次超过 1989 年的水平，

比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增加了 1 倍多，达到美国

的 43%。黄金外汇储备从 2000 年的不足 300 亿美

元猛增到 2007 年的 4 779 亿美元。2000 年俄罗斯

国家外债高达 1 167 亿美元，2006 年 8 月提前归还

了所欠巴黎俱乐部的所有外债，摆脱了沉重的外

债包袱，到 2007 年外债只剩下 374 亿美元。财政

收入从 2000 年占 GDP 的 28.7% 增加到 2007 年的

40.5%。从 2000 年起，俄联邦财政开始进入稳定

的盈余期，预算盈余从 1 376.2 亿卢布增加到 2007

年的 19 896.8 亿卢布，彻底摆脱了 20 世纪 90 年

代延续下来的转型经济危机。

一是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吸引外资数量

大幅增加。2002 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

际上的普遍承认，穆迪、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等

公司将俄罗斯信用等级相继调高至投资级，俄罗

斯对外资越来越具有吸引力。2000 年俄罗斯吸引

的外资还只有 109.6 亿美元，而到 2007 年就达到

1 209.4 亿美元，增加了 10 倍以上，其中直接投

资也从44.3亿美元增加到278亿美元，增加6.3倍。

二是通货膨胀明显下降。消费价格指数从

2000 年的 20.2% 下降到 2007 年的 11.9%，其中

2006 年通胀率首次降为一位数。生产者价格指数

也从 131.9% 下降到 2006 年的 10.4%，其中 2001

年为 8.3%。

三是主要实体经济部门全面复苏。2007年实现

工业产值 206 130 亿卢布，比 2000 年增加 48.9%，

① 郭晓琼：《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及近期私有化进展》，载《俄

罗斯学刊》2013 第 3 期。

② 本节数据均来源于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俄罗斯统计年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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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6.2%。其中加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7.5%，

有一半的年份超过 10%。农业产值从 2000 年的

7 741 亿卢布增加到 2007 年的 20 996 亿卢布，扣

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达到 3.8%。社会劳动

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5.8%。2007 年固定资本

投资达到 66 267.7 亿卢布，年均增长 13.1%。2007

年俄罗斯国民经济总积累 69 510 亿卢布，是 2000

年的近 2.5 倍，其中新增固定资产以年均 15.3% 的

速度递增。

四是居民生活得到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俄

罗斯失业人口数量从 2000 年的 705.9 万人减少到

2007 年的 424.6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9.8%。失业

率也相应地从 9.8% 降到 5.7%。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实际货币收入年均增加 12.4%。相应地，收入低于

最低生活线的贫困人口从3 650万减少到1 890万，

平均每年减少 12.8%，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

从 24.8% 下降到 18.9%，1992 年和 1998 年这一比

例甚至超过 50%。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出

现了爆炸性增加。反映居民消费的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从 2000 年的 23 522.7 亿卢布增加到 2007 年的

108 661.5 亿卢布。

三、普京执政前八年俄罗斯经济
             高速增长的因素分析

对于俄罗斯经济强劲复苏的原因，学界有不同

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是“休克疗法”的后期效应显

现，更多的学者认为是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高企为

俄罗斯带来滚滚能源红利。笔者认为需要客观地分

析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原因。

从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发展情况看，可以将普

京执政的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9—2002 年和 2003—2007 年。

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1）国际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刺激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在俄

罗斯向独联体以外国家出口中，石油出口价格从

1998 年的每吨 74.4 美元上升到 1999 年的 111 美

元和 2000 年的 185 美元。天然气出口价格从 1999

年的每千立方米 55.3 美元上升到 2001 年的 101 美

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升使俄罗斯石油、天然

气和原材料的生产大幅度增加，俄罗斯出口的石油、

天然气等原料资源占其出口总额的 70% 以上。国际

能源价格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出现暴涨后，2001

年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出现回落，降低到156美元，

2002 年又积蓄攻势，回升到 163 美元。天然气

出口价格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动趋势，2002 年降

低到了 85.7 美元，2003 年又冲高到 106 美元①。

（2）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居民消费

品主要依赖进口、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公司治理结

构不完善等致使许多企业开工不足，产能过剩，关

门歇业。民族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随着 1998 年的

危机发展，卢布贬值大大提升了本国产品的竞争能

力，抑制了进口，促进了出口，激发了闲置的产能，

使经济迅速增长。

由于上述原因，1999 年可以说是俄罗斯向市

场经济转轨以来在经济上最辉煌的一年。GDP 增

长 5.4%，预算赤字占 GDP 比重从 1998 年的 5.7%

减少到 0.9%。工业生产增加了 8.1%，农业生产增

加了 4%，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5%。2000 年俄罗斯经

济规模猛增 10%，其中工业、农业和固定资产投

资指标也分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8.7%、7.7%、

17.4%。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增长率也随之达

到 13.4%。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效应的消失、国际

能源价格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出现回落以及产能

闲置的逐渐消失和产能利用率的上升，2001 年和

2002 年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标出现大幅下滑。GDP
增长率从 2000 年的 10% 滑落到 5.1% 和 4.7%，工

业产值的增长从 8.7% 滑落到 2.9% 和 3.1%，投资

的增长也从 17.4% 下滑到 10% 和 2.8%。农业生产

增长率更是从 2000 年的 7.7% 跌落到 2002 年的

1.5%。此外，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购买国外高质量消费品的意愿上升，从而降低了对

国产商品的需求，抑制了民族经济发展。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因素有：（1）国际能源

和原材料价格经过短暂的回落，直冲新高。2003—

2007 年间，英国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 28.85 美

元上涨到 72.7 美元，是 2000 年的近 2.6 倍②。俄

罗斯原油出口价格也从 2003 年的每吨 174 美元上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3，С.651；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5，С.723.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5，С.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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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到 2007 年的 470 美元，比 2000 年上涨 1.7 倍；

天然气出口价格从 106 美元上涨到 234 美元，比

2000 年上涨 1.7 倍①。俄罗斯能源产品出口在出口

总规模中的占比迅速增加。矿产原料产品在俄罗斯

出口额中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53.8% 上升到 2007 年

的 64.8%，其中石油及其制品和天然气出口价值从

2000 年的 528.7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2 185.7

亿美元，增加 3.1 倍，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分别

从 38.2% 上升到 41.5%②。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部门

在 GDP 中的占比从 2003 年的 24.7% 上升到 2005

年的 37.2% ③。（2）居民消费大幅度增加。2003

年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加近 15%，到

2007 年累计增长 64.7%。收入的大幅增加刺激了居

民消费。2003 年俄罗斯家庭最终消费 7.7 万亿卢

布，到 2007 年达到 18.6 万亿卢布。零售贸易额发

生爆炸性增长，从 2003 年的 8.8% 上升到 2007 年

的 16.1%，增幅提高一倍。迅速发展的消费信贷有

力支撑了居民消费的增加。2002 年个人贷款总额

只有784.5亿卢布，2003年增加到1 125.4亿卢布，

2004 年进一步蹿升至 2 486.6 亿卢布，2005 年再

翻一番达到 5 381.6 亿卢布，2006 年突破 1 万亿卢

布，2007 年接近 2 万亿卢布。（3）投资意愿迅速

提高。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从 2002 年低谷的 2.8%

一路蹿升至 2007 年的 21.1%，投资总额从 1.8 万

亿卢布增加到6.6万亿卢布。其中2003—2007年间，

住房投资增加 2.2 倍，除住房以外的建筑安装投资

增加近2倍，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投资增加2.1倍。

农业和林业投资增加2.7倍，矿产开采投资增加1.9

倍，制造业投资增加 2倍④。

重要的还有制度因素，俄罗斯取得高速经济增

长与普京的“拨乱反正”密不可分。20 世纪 90 年

代俄罗斯的制度移植与本土的非正式约束形成的严

重冲突是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源；与本土非正

式约束紧密结合的制度创新是 21 世纪初俄罗斯经

济复苏的制度基础；高油价背景下的能源出口是俄

罗斯经济复苏并努力改善经济结构、发展创新经济

和高新技术部门的契机；国家为社会稳定而提高的

强力保障是俄罗斯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在俄罗斯历史上，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和气候

条件，俄罗斯民族不得不依靠村社这种集体主义制

度维持生存。在俄罗斯整个历史上存在的村社，确

立了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从上到下集中的威权的

垂直管理政权。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农奴制使得

暴力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主义、大国情结、帝国野心逐渐变成俄罗斯社会

及其民族特性的主要方面。命令式的行政管理方

法成为传统。所有这一切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造

成并扩大了官僚主义的特殊作用。几百年来，俄

罗斯成为军事大国、军事强国，实现了对新领土

的大规模扩张。所以，权力崇拜、军事力量崇拜

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根。随着国家地理边界的

扩大，各种语言民族的不断增加，无限制的集中

制政权也得以强化。君主制、农奴制和保守主义

与停滞的其他制度总是阻碍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和民主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市场基础

的形成开始于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萌

芽是在农奴制和强硬的国家干预下发生的。

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其

深层都能找到其固有的独特“基因组”。俄罗斯

经济社会学家 C. 基尔金娜将其称之为制度元，并

将其划分为 X 和 Y 两类。X 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

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经济制度；单一的政治结构

制度；公有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即

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Y 制度元的基本

制度有：市场经济制度；联邦政治结构制度；自

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即个人价值

高于社会公共价值⑤。

一个社会和民族采取哪一种制度，是由人们长

期在其中的生活、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

质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技术环

境比较原始和恶劣，会使人们在生产过程的组织中

联合起来，最终确立 X 制度元的经济、政治、意

识形态的制度特点。相应地，如果个人或家庭不

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就可以独立使用生产要

素，并有效地组织生产，独立地支配所获取的成果，

那么 Y 制度元中国家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保障独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5. С.784.
②   Там же. С.768，772.
③   Башмаков И. Ненефтегазовый ВВП как индикатор динам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5，2006 г.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8，С.719.
⑤  Кирдина С. Г. X и Y экономик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 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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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经济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X 经济和 Y
经济只是反映现实的各种经济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论

抽象，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经济体系，而有着混合的

形式。探索市场和分配的最优关系组合贯穿于任何

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两种制度并存且相互补充，绝

不能人为地破坏这种配合比例关系。东欧国家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于资本主义，是亲私有制和市

场的，也就是 Y 制度元起主导作用，X 制度元起

配合作用。但是“二战”后，在苏联的高压管制下，

东欧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 X 制度元变

成了主导制度，而 Y 制度元则变成了隐性基因。

但 Y 制度元是它的本性，只是被迫变成了隐性的，

只要有机会它就要表现自己，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社

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首先发生在东欧国家的原

因了。相反，俄罗斯传统上是 X 制度元占统治地

位的，19 世纪和 20 世纪历次激进的西化改革试图

人为地拔高Y制度元的作用，包括使用“休克疗法”

铲除 X 制度移植 Y 制度，都遭到了失败。

由此我们认为，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民族特性

和意识形态，而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特性和意识形

态决定了这个民族和社会所实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制度以及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这类似于生物有机

体的基因遗传过程，而这种社会的“基因遗传过程”

也就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但是，路径

依赖的存在并不否定基因变异的可能，甚至会发生

基因突变。没有变异，就不可能发生生物进化，社

会经济有机体也不可能发展和进步，许多落后国家

就曾试图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制度，希望通过

制度移植用较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经

济制度移植是从一种经济环境到另一种发展较低

级的经济环境的制度移植，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

制度变迁①。但是，制度移植是具有风险的并常常

是代价昂贵的举措，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

且往往是滞后的，移植的制度还往往会失灵。即使

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制度，如果本土的非正式

制度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制

度和旧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产生冲突。正式制度只

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

能发挥作用。必须认识到，任何制度绝不是在一个

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就必定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

也会有效运行。进行制度移植时，必须考虑到文化

继承性和产生制度冲突的可能性。就制度移植的方

式来说，激进自由主义的“休克式”方法属于就制

度形式的引进。其实每个规则体系包容着许多实现

方式，这是由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制

度移植的核心应该是内涵而不是形式。

①  Полтерович В.М. Трансплант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3，2001г.

图 1   俄罗斯市场化改革及其逆转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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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度依赖原料和能源的
       经济发展方式达到极限

俄罗斯经济是在原料出口模式框架内运行的，

这种模式不是俄罗斯发明的，为许多原料资源丰富

的国家共同拥有。从原料出口收入占 GDP 和财政

收入的比例看，俄罗斯属于像尼日利亚、安哥拉以

及委内瑞拉等国家一类。但可悲的是俄罗斯是唯一

从发达工业经济后退到原料经济的国家。在原料经

济中，财富的主要源泉不是生产性劳动，而是通过

原料（或者原料初加工制品）的出口实现的自然红

利，由此获得和分配的收入转化为国内消费需求。

俄罗斯这种原料出口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丰富的

能源和金属原料的储备。苏联末期和 20 世纪 90 年

代加工工业的结构性危机促进了这一模式的发展。

这一模式当然有其一定的优势，如在良好的外部市

场环境下可以获得高额的收入，使得俄罗斯经济在

经历了破坏性的“休克疗法”之后得以迅速恢复，

保证宏观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帮助上百万人摆

脱贫困，有力推动了贸易和服务的发展。同时，许

多部门（主要是采掘业、冶金和其他所有“不可贸

易”的部门）进行了重新装备：机械和设备在进口

中的比例近年达到高峰，约占 50%。但是，原料模

式也具有明显的缺陷 ：经济依赖于国际商品市场

的变动，导致国家财政和投资计划的政策遵循这样

的原则，即“期待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原料经

济的基本主体是国家和超级原料企业，因为它们保

障了大部分人的就业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国内市场

的特点是竞争能力低下，因为俄罗斯经济是由具有

原料优势的巨型企业组成的；由于加工企业的发展

不是原料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于是加工企业的经

营环境极为不利，进而导致该领域的投资积极性降

低，形成投资向原料部门集中而加工业引资乏力的

倾向；流入国内的资金流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为了

遏制此压力，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措施，反过来又

对投资环境产生特别消极的影响；市场主体具有短

期行为特点，从而制约了长期投资，同时由于经济

对原料价格的依赖，政府不能规划自己的长期行

为；社会领域对国家的依赖增强，大量靠补贴生存

的地区和取得国家订货的企业都依赖于“中央的资

金”；预算支出不断增加，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国

家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资金，导致国家支出的经常

性扩张；社会分层趋势加剧，原料部门收入水平比

其他没有得到应有发展的部门的收入高出好多倍，

如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

资的 6 倍；社会的消极反应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不

能激励私人的积极性，反而造成社会的惰性和对自

身能力、市场机制、民主原则和国家制度的不信任。

无论是从占 GDP 比重还是从其收入绝对量来

看，俄罗斯原料出口模式的增长已经达到极限。这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原料开采规模下降，许

多油田如苏联时期开发的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开采量

年均缩减4%—5% ；主要原料部门（燃料能源综合体、

有色冶金、矿物化肥工业等）的大型企业的收益因

为扩大生产而实际停止了增长，收益变化的主要因

素依旧是不以企业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原料价格的波

动以及其他企业的并购；尽管 2009—2012 年原料价

格已经恢复高位运行，但多数原料部门企业的利润

指标依旧停滞不前，这主要是因为成本上升和劳动

生产率下降，使得俄罗斯企业在对 GDP 的贡献方面

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拉近距离，在苏联时

期得到大量投资的原料企业及其廉价私有化所具有

的高收益率资源实际上已经消耗殆尽；近年来原料

企业通过国有银行和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的融资与

俄罗斯经济的引资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筹措来的

资金主要地被消耗掉了或者用于补充因为通货膨胀

和成本上升而减少的流动资金。由于原料价格低迷，

更主要的是因为原料部门企业内部危机如成本上升

和投资减少，其进一步发展已经面临严重问题。

总之，原料出口模式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俄

罗斯必须改变这种模式。

五、创新发展与现代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08 年 2 月 8 日，即将卸去俄罗斯总统职

务的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的报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国

家的创新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把俄罗斯从惰性的

能源和原料发展道路转向创新发展道路的政治决

定，希望最终将俄罗斯经济转向创新发展的道路，

对俄罗斯经济两次转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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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快速和稳定增长的轨道。

2008 年 11 月，俄罗斯总理普京批准了政府制定的

《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

以及《俄联邦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构想》等文件。根

据这些文件，2012 年前，俄罗斯将为经济转型创

造条件；2012 年至 2020 年，国家将开始发展创新

型经济。

转向创新型发展道路，要求根本转变经济增长

的机制和结构，其主要源泉应当是科技进步。根据

战略构想，实现技术创新的工业企业的比例应当达

到 40%—50%，工业产出中创新产品的份额要达到

25%—35%，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部门占 GDP 的比

重应当不低于 17%—20%。经济部门结构要实现大

幅度转变。高新技术部门在增加值中的比重要提高

一倍，即从 10% 提高到 20%。与此相反的是，石油

天然气部门的比重要从 20% 降低到 12%，原料部门

从 8.4% 降低到 6.8%。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应当每

年增加15%—20%，到2020年要达到不低于800亿—

1 000 亿美元，从占世界市场的 0.2% 提高到 1%。

经济增长率要保持 5%—6%，月平均工资应当提高

到 2 000 美元，中产阶级比重要达到 60%—70%，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促使俄罗斯经济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

2009 年 5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成立

由他亲自领导的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

员会，制定有关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国家政

策。2009 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正式

提出将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十年的任务与

目标。2010—2011年间，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加速实施经济现代化战略，成为俄罗斯国内最大

的政治。

第一，要实现国有部门的现代化。要求对垄断

性企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将战略企业数量削减到

原来的 20%，战略性股份公司从 208 个减少到 41

个，联邦独资企业从 230 家减少到 159 家。计划在

2011 年至 2013 年间对 10 家“重量级”国企和国

有银行进行部分私有化，涉及金额 200 亿—300 亿

美元。这是 20 年来俄罗斯展开的第二轮规模巨大

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第二，要创造一个进行世界级研发和投资的良

好环境。为投资者创造舒适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是现

代化任务的核心，具体工作是在俄罗斯建立研发中

心，这个中心要加强对所有优先方向的支持。

第三，在立法和国家治理方面进行改革，大幅

度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改革税收制度，

对创新企业和新技术项目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

进行长期直接投资的新增资本完全取消税收。

第四，实行刺激结构改革的预算政策。从

2011 年开始将对预算政策做出重要调整。瞄准具

体项目的实施，重点放在发展的主要方面。

第五，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

合组织，建立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将来的统一经济

空间打好基础。

第六，2010 年 5月，批准了涵盖计算机、核技

术、航天、医疗技术和能源效率五大方向的 38 个

项目和建设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的预算表①。该预

算计划三年内耗资8 000亿卢布（约260亿美元）。

第七，全面建设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其既是

俄罗斯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现代化本身的目标之一。

第八，建设斯科尔科沃“俄版硅谷”，集聚智

慧资本。

第九，改善投资环境。2010 年 2 月，梅德韦

杰夫主持召开投资环境问题会议，要求取消雇佣高

级外国专家的配额，对基本建设和出口非原料产品

及时返还增值税，简化海关手续。2010 年 12 月，

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议上承认

俄罗斯投资环境“很糟糕”，要求国家相关部门改

善投资环境。2011 年 3 月，梅德韦杰夫主持召开

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会议，提出了

改善投资环境的 10 个方面要求。

第十，营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希望

与美国在创新领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与欧盟国家

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

术伙伴关系”，加快前苏联地区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进程。

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巨大转变的必要性

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其

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企业缺乏创

新的积极性，俄罗斯经济缺乏创新动力。其次，如

①   Евгения Письменная，Наталья Костенко，Медведев пристроил 
800 млрд руб.//Ведомости. 18.05.2010，88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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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决俄罗斯对能源原料出口的依赖问题是经济现

代化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俄罗斯经济过于依赖

资源，一方面要从原料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过渡到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发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对俄罗斯有着极

大的诱惑力与现实需要。第三，固定资本更新缓慢、

设备陈旧，经济粗放型发展，竞争力差，这些是老

问题又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第四，投

资资金短缺。优化经济结构需要加大对在国际市场

上有竞争能力的经济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

而资金来源却只有原料能源的出口，这形成一个恶

性循环的怪圈。第五，贪污腐败严重，如何保证用

于经济现代化的资金不被挪作他用或贪污掉，或者

利用经济现代化作为幌子进行圈钱和寻租，是个非

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可以预见，俄罗斯经济难以在

短期内实现现代化与保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俄罗斯做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定后不

久就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2009 年俄罗斯出口和

进口分别萎缩 35.7% 和 34.3%。由于流动性危机和

产品销售困难，许多企业减少或停止生产，甚至

破产倒闭，投资需求严重下降。2009 年投资减少

15.7%，其中第二季度减少20%，工业生产减少9.3%，

加工业衰退 15.2%，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幅从

2007 年的 12.1% 下降到 3.1%，实际工资减少 4.5%。

最终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了 7.9%。

尽管如此，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在梅德韦杰夫时

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出良性变动趋势。

GDP 从 2010 年转向增长，连续两年保持 4.5% 和

4.3% 的增长率。按 2008 年价格计算，2011 年的

GDP 总量为 41.4 万亿卢布，超过 2008 年的 41.3

万亿卢布。俄罗斯终于遏制住人口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的逐年减少的趋势，从 2009 年开始转向增

长，人口总数从 2008 年的 1.427 亿增加到 2011 年

的 1.43 亿。2011 年俄罗斯联邦财政税收收入增

加 27%，消除了连续两年的财政赤字，实现盈余

8 607.2 亿卢布。截至 2012 年 5 月 1 日，俄罗斯国

际储备超过 5 000 亿美元，达到 5 244 亿美元，超

过了 2008 年的储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第三大外

汇储备国的地位。2011 年储备基金增加了 360 亿

卢布，达到1.8万亿卢布，国家财富基金也达到2.6

万亿卢布。

第二，实体经济保持稳定发展。2008—2011

年间，尽管俄罗斯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依然

有 2 000 多个工厂和生产项目竣工并投入生产，其

中包括制药、IT 和纳米技术、建材和木材加工工

业等部门。建成了几个大型汽车生产集群，俄罗斯

汽车市场快速成长为欧洲德国之后的第二和世界第

四大汽车市场。2010 年工业摆脱危机猛增 8.2%，

2011 年同比增加 4.7%。增长最快的是加工业，增

幅为 6.5%，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90.5%。

农业经过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旱灾之后得到了完全

的恢复。2011 年农业创纪录的大丰收保障了农业

生产增长了 23%，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年因干旱

造成的粮食减产，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大谷物出口

国。2008—2011 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 2 万亿卢

布，投资规模达到 36.7 万亿卢布，比 2004—2007

年翻了一番。固定资本总积累增加了 2.4 万亿卢

布，新增固定资产增加了 3.1 万亿卢布。四年吸引

外国投资 4 910 亿美元，其中 2011 年达到创纪录

的 1 906.4 亿美元。

第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仍然是拉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8—2011 年，俄罗斯

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增加了 9.7 万亿卢布，家庭实际

最终消费增加 8.4 万亿卢布，表现在社会零售商品

总额增加 5.1 万亿卢布。2011 年零售贸易额大幅度

增加，达到 7.2%。支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居民

净储蓄减少和消费信贷增加。2011 年净储蓄率维持

在 11.5% 的低水平，与此同时，向自然人发放的贷

款增加了 35.9%。支撑消费需求的因素还有居民收

入的增加。实际货币收入 2008 年增加 3.8%，2009

年增加1.8%，2010年增加5.4%，2011年增加1.1%。

人均 GDP 从 28.9 万卢布增加到 38.2 万卢布。但

是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仍然很大，最富裕和最贫困居

民的收入差距达到16倍，与美国旗鼓相当（15倍）。

2011 年工资水平最高的仍然是金融部门和燃料能源

部门，其平均工资超过了行业平均工资的 2.3 倍。

平均工资最低的是纺织和制衣部门，只有平均工资

的 47%，其次是农业部门、皮革及其制品部门，只

有平均工资的 53%。

第四，从 2009 年起摆脱了困扰其多年的两位

数通货膨胀，连续三年保持一位数，2011 年通胀

对俄罗斯经济两次转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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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到 21 年来的最低水平，为 6.1%。

如前所述，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创新和现代化进

程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仍旧只是理想而已。建立莫

斯科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也随全球金融泡沫一起破

灭了，腐败问题也没能彻底根除。连续四年都没有

实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保证的俄罗斯经济每年增长

5% 的速度：2009 年衰退 7.9%，2010 年和 2011 年

增长 4.5% 和 4.3%。更危险的是俄罗斯经济对石油

价格上涨的反应已经不再敏感，2010 年—2011 年

布伦特石油价格上涨了 40%，2012 年均价达到最高

点（111 美元 / 桶），但是其经济增长速度却进一

步下滑到 2012 年的 3.4% 和 2013 年上半年的 1.7%。

六、普京“王者归来”及其强国梦想

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

经济。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能源产业的弊端完全

显现出来，这种能源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俄

罗斯发展是致命的。普京决心摆脱这种局面。

第一，修订 2020 年前发展战略。普京强调，

俄将于 2012 年进入 2020 年发展战略实施的第二

阶段，然而该战略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制定

的，因此必须考虑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乃至世

界经济的影响重新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保证俄

罗斯在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俄罗斯需要紧

密结合当前现实的、能够解决现代化问题、提高

社会和国家治理效率的增长模式。普京随后任命

第一副总理 И. 舒瓦洛夫为修订 2020 年前长期发

展战略的总协调人，成立了以高等经济学院院长

Я. 库兹明诺夫和国民经济学院院长 B. 马乌为总负

责人的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但是普京强调，《俄

罗斯联邦 2020 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确定

的战略目标不会发生改变。“今后 10 年国家发展

的方向都集中在这里了，就是要建立具有竞争力

的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使国家彻底转向社会导

向的创新发展模式。在我们的计划中，要保障高

标准的公民安全，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分享到高质

量的社会服务；降低地区不平等的差距，形成新

的地区增长中心；降低行政壁垒并同时提高国家

管理体系的效率。我们将会扩大经营自由，并最

终使一半以上的俄罗斯居民成为中产阶级。”普

京坚信，随着改善经济结构优先方向的确定，改

善投资环境措施的实施，战略部门投资障碍的消

除，外国直接投资会加速流入俄罗斯。政府制定

的目标是：争取每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600 亿—

700 亿美元。为此要求完善海关政策，刺激高技术

产业的发展。未来 10 年俄罗斯 GDP 总量应当进

入世界五强，人均 GDP 达到 3.5 万美元，高于目

前的法国和意大利。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高 1倍，

关键经济部门要提高 2—3 倍，创新产品在总产出

的比重要从目前的 12% 提高到 25%—35%。

第二，着力完成五大战略性任务。2012 年 4

月普京在向国家杜马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

关系俄罗斯战略发展的五项重大任务。（1）彻底

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2）开发开放远东和东西

伯利亚；（3）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4）最重

要的是发展“新经济”；（5）实现欧亚经济一体化。

第三，确定 2020 年经济发展目标。2012 年 5

月 7 日，普京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的当天签署了

《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总统令①。确定俄罗斯

长期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保障

其稳定性，提高俄罗斯公民的实际收入，实现俄罗

斯经济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总统令还规定了一系

列主要经济指标，如到 2020 年新设立和改造 2 500

万个高效率的就业岗位，扩大投资规模，到 2018

年投资规模要达到 GDP 的 27%；新高技术产品和

高科技含量部门占 GDP 的比例要比 2011 年增加

30%；劳动生产率提高 50%；俄罗斯经营环境在世

界银行排行榜上的位置从 2011 年的第 120 位提高

到 2015 的第 50 位和 2018 年的第 20 位。为此规定

2012年 12月底之前必须批准一系列国家发展纲要，

确定 2016 年之前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国有股

减持 50%。修改国家机构和地方权力机构责任人的

评价机制，建立企业家权益保护机构，建立俄罗斯

境内非矿产投资国家担保机制，吸引外国企业参与

国家级和地方级的公路修建，制定 2020 年俄罗斯

创新发展战略，批准国家航空产业、航天活动、医

药产业、造船业、电子产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发展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07.05.2012 N 596 «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http://www.kremlin.ru/
acts/15232.2012-5-7/20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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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以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开放规划。

第四，明确对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认识。

2012年1月30日，普京在俄罗斯《新闻报》发表《关

于我们的经济任务》①一文，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指出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出路。

文章称，俄罗斯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已经成为世界

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超过 25% 的 GDP 是在世界

市场上出售天然气、石油、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料

产品或初加工产品换来的。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总

的地位就是经济的原料性。普京强调，“我们需要

新经济，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和

基础设施，发达的服务业和高效率的农业。我们需

要培育有效的经济革新机制，寻找并吸引所需要的

巨大的物质和人才资源”。

第五，克服技术落后，拓宽资本来源。普京要

求必须寻求解决方案来克服已形成的多方面技术依

赖。为重新获取技术领先地位，俄罗斯必须认真选

取优先发展方向：医药、高技术化学、合成和非金

属材料、航空产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普

京认为，创办新产业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主要源

泉就是私人投资。在解决资本问题上，普京表示，

首先是要扩大国内市场；其次是成立关税同盟、

统一经济空间、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增加对直接

投资的吸引力。他将净化经营环境当作解决投资

问题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任务。认为这不是经济

政策层面的问题，因此必须改变整个俄罗斯国家

执行和司法权力机构，拆分护法、侦察、检察和

司法机构的联系，必须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经营活

动的整个意识形态。普京指出，居民资金几乎没

有进入资本市场，需要制订计划通过退休金、信

托基金和集体投资基金将居民资金引向投资。

第六，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普京认为，当前条

件下管理经济的艺术首先在于准确地界定国家作用

和私人意愿之间必要的相互关系。他强调，经济政

策应该进行修正，降低国家调节的规模，各种条例

规程要转向市场机制，行政控制转向保险责任。还

要减少国家占多数股份的大企业和大银行以及自然

垄断企业的存在，包括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剥离

经营不善的企业，其中包括媒体控股企业。必须限

制国有公司购买俄罗斯新的资产，“盾牌企业”不

能干扰私人企业在自己的领域正常发展，把私人企

业从最有利的项目上排挤掉。

第七，实现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普京

认为，在俄罗斯形成正常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保

持和加强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是俄罗斯最近一些年

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国家学会了珍视宏观经济稳

定并利用各种手段在最复杂的条件下来保持这种稳

定。例如，提前建立了储备基金，从而能够从容地

经受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第一波打击。

2012 年俄罗斯 GDP 总量按现价计算达到

623 569 亿卢布，按平均名义汇率计算突破 2 万亿

美元，实物量同比增加 3.4%。人均 GDP 从 2011

年的 39.03 万卢布增加到 2012 年的 43.54 万卢布，

按汇率计算达到 1.4 万美元②。另据世界银行按照

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 年俄罗斯 GDP 总量为 3.38

万亿美元，进入世界五强，人均2.4万美元③。但是，

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梅德韦杰夫执政四年间，作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

GDP 仅增长了 5.5%。据俄罗斯国家统计署资料，

投资仅增加了4%，货物运输规模甚至萎缩了0.1%。

俄罗斯这四年的 GDP 增长速度在二十国集团中排

第 11 位，在金砖国家中居最后一位，在独联体国

家中也仅占第 9 位。在国际竞争力指数方面，俄罗

斯排名从 2008—2009 年的第 51 位下滑到 2011—

2012 年的第 66 位。在透明国际腐败指数上俄罗斯

这几年有所好转，从第 147 位上升到第 143 位。俄

罗斯经济经过 2010 年和 2011 年的强劲复苏之后，

2012 年复苏的势头开始减弱。GDP 增长率从前两

年的 4.5% 和 4.3% 下降到 3.4%，2013 年上半年更

是锐减到 1.7%。2012 年农业因遭受严重旱灾而缩

减 3.8%，矿产开采停滞不前，工业特别是加工业

分别小幅增长 2.6% 和 3.2%。2013 年上半年双双再

度下降到 0.2%。能源开采同比仅增加 0.3%。2012

年投资增加 6.6%，比上年减少 4.2 个百分点。而

2013年1—5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进一步减少0.4%，

年度总积累减少 12.2%。国内需求增长率从 2012

① Путин В.В. О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Газета 
Ведомости，30 января 2012 года. 

②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出版物发布的数据用 2012 年平均汇

率计算得出。См.: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13: Стат.сб. Москва: Росстат. 2013.
С. 6.

③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3.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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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n economy had two transitions: in the 1990’s,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o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nowadays,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ed 
from resource dependence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first time, Transformation used the "shock 
therapy" which made the Russian economy into anarchy and catastrophic place. From 2000 to 2007, Russia's 
economy had a strong recovery, with institutional basis, bu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energies’ high price. However, this approach of economic growth has come to an end. In 2008, Putin 
made "Putin’s plan"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ssia,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before 2020. The 
essence of it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from the raw-materials energies’ 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to the innovation one; open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economy. But the grand 
transformation will be a long and slow one, and suffered from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so-called "Shale 
Gas Revolution". The current economy speed slowed down, and lack of power.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formed.
Keywords:Russi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system; development way

The Understanding of Two Transformations of Russian Economy

LI Xin

年第四季度的3.8%下降到 2013年第一季度的1%。

俄罗斯经济由于其所依赖的资源发展模式已经

如此迅速地达到极限，先于普京试图摆脱这种模式

的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出乎普京的意料。

所谓的“页岩气革命”一旦变成现实，俄罗斯经济

将面临严重灾难。俄罗斯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基本上

都是在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灾难和长期停滞的情况下

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被迫实施的

“军事共产主义”使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迫使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促使经济大幅度回

升，苏联在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推动下

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增长率

大幅下滑推动了赫鲁晓夫的改革，20 世纪 70 年代

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和长期停滞促动了戈尔巴

乔夫的改革，而盖达尔在此基础上的“休克疗法”

式改革却把俄罗斯推向了经济几近崩溃的深渊。

普京执政已经 10 年有余，全球经济危机打断

了俄罗斯连续 8 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出现严

重下滑和停滞的趋势，宣告了俄罗斯依赖原材料

的资源增长方式达到极限。如果今后 5 年俄罗斯经

济仍延续这一趋势的话，普京的 2020 年发展战略

将面临无法实现的困境。2018 年普京连任下一届

总统将异常艰难，但届时从时间来算，已经符合以

15—20 年为一个周期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规律。

即使普京艰难地赢得了选举，随着他年纪的增大，

思想有可能趋向僵化，社会经济制度也随之进一步

趋向僵化，那么，普京之后将很有可能出现新一轮

亲西方的自由化改革。

（责任编辑 靳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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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два перех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а: первый процесс – переход от директивной плановой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в 90-е годы XX 
столетия и текущий процесс – преодоление ресурс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переход экономики на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Переход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осуществлялся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методов «шоковой терапи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В 2000-2007 годах было замечено 
ускор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были созданы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новы, однако 
нельзя отрицать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улучшения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в основном благодаря высоким ценам на рынках 
сырья. Однако этой моде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пришел конец. В 2008 году Путин утвердил Концепцию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Главный замысел 
дан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 это перехо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от экспортно-сырьевого к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му типу развития, что начало второй процесс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этот грандиозный процесс долгий и медленный, и к тому же он подвергся влиянию миров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сланце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вает 
период замед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лабая мотивации создает громадные вызовы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второго этап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Два перех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а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Ли Синь

《俄罗斯学刊》稿约
一、本刊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欢迎投稿。本刊将倾力打造各个栏目，为广大专
家学者研究探索俄罗斯问题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来稿应遵守学术规范，选题新颖 , 内容
充实，论证严谨，层次清楚，阐述明晰，文字简练。

三、来稿应不少于 1.2 万字。来稿请附中英
俄文篇名、作者名、内容提要（200—300 字）、
关键词（3—5 个）、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工作
或学习单位、职务、职称）。请在稿件后面附上
作者的固定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传真号码、通
信地址和电子信箱。

四、稿件中的注释请以脚注形式在当页页脚
标出。引用报刊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章标题、
刊名、刊期 ；引用书籍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
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和页码 ；引用互联网资料，
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献名、网址和时间。正文中
出现的外文请译成中文并加上括号附在外文后。

五、来稿请用 A4 纸单面隔行以 5 号宋体字
打印，寄往本刊编辑部（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俄罗斯学刊》编辑部，
邮编：150080），同时把电子文档发至本刊电子
信箱（hdelsxk@163.com）。稿件请寄给编辑部，
不要寄给个人。

六、来稿文责自负，但本刊有修改权，如不
同意修改，请在稿件上注明。

七、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
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建立网络版（http://  
elsxk.hlju.edu.cn），并与有关数据库合作，其作
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
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
刊将做适当处理。

八、来稿应是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过的论
文，亦不接受一稿多投的文章。稿件寄出半年未
接到本刊通知即可自行处理。

九、因本刊编辑部人力、财力所限，所有稿
件恕不退稿。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赠样
刊一本。                   

《俄罗斯学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