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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经济体制演变的
线索、逻辑及展望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乔惠波
( 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摘 要: 中国经济体制演变是有内在逻辑的经济转轨之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嬗变是经济体制演变的基本线索，从

两者的相互博弈中可以发现经济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政府自我革命和市场自发发展相结合，实现了经济体制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考察新中国 70 年经济体制演变的全过程，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重要启

示。新时代应该推动构建“互融共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两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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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 70 年经济体制演变的基本
线索: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

( 一) 计划与市场之争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问题

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社会运行方式的一种设想，

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政府要发挥组织生产的任

务，商品经济和市场逐步归于消灭。恩格斯指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

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
“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

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

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②

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矛盾，提出

要发挥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消除市场无

序竞争的状态，以便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

容。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市场经济还没

有充分孕育，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提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市场能够

自发调节经济的运行，政府只应起到守夜人的作

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条件，无须干涉经济的运

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市场经济本身所固

有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

使人们开始质疑主张放任自由的古典经济学。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西方市场经济国

家。为应对危机凯恩斯主义开始出现，主张强化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凯恩斯主义对危

机的应对卓有成效，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不断强调

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但不管古典自由主义还是

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看法都是

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只是对政府作用发

挥大小存在分歧。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

还是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

个经济体中最根本的一对关系，也是一个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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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另一个经济体的根本性区别。
计划与市场之争的根源在于如何认识政府的

作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是一个全能政

府和强势政府，来保障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政

府委托一个计划制定机关来负责收集整个社会经

济活动中供给需求的信息，并对社会劳动进行精

确的计算和严密的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听

命于指令性计划，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造成企业

经营机制僵化，企业没有活力，资源严重浪费，效

率极为低下。事实上，对于经济活动复杂多变的

信息的收集，由政府来统一进行是极为困难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信息的收集是

纵向垂直传递的，中间环节过多，传递距离长、通
道窄，容易导致信息的延迟。由于信息的传递在

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进行，他们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会对经济信息进行筛选和调整，容易造

成信息失真，基于此种信息制定的计划难以指导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另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

间的横向联系和反馈机制缺乏，容易导致产销脱

节、社会供给需求结构失衡①。为此必须进一步

强化政府的职能，扩大政府的规模，形成强势政

府，挤压市场和社会的空间，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 二) 我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基本线索

我国经济体制演变走了一条以政府为主导的

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

演变之路。表面上是计划与市场之争，其实基本

线索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

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通过梳理经济体制演变的整体过程发现，我

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演变的过程基

本是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展开的。计划经济的实

质是政府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排

斥市场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对企业和劳动者积极

性和创造性的束缚，根源在于政府难以掌握所有

的经济信息，以及难以实施有效的激励。市场经

济则要求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

用。经济体制演变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政府与市场

地位和角色的不断调整定位。在计划经济时代，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的手段相结合，为强势政

府的出现提供契机，强势政府不仅在公共管理领

域发挥作用，在经济领域也起到排斥和挤压市场

的作用，市场处于弱势的地位，在一定时期内被压

缩到很小的范围。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也进行了

体制调整，但无论是向企业放权，还是向地方分

权，都是在计划经济内部的一种政府行为。政府

的这种控制作用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出

现，而且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过，

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也由

政府承担过类似的角色。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

式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中国这种模式持续的

时间更长，控制的力度和范围都更大。
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强势政府对于市场的

压制和挤压已经难以遏制市场本身的发展。市场

在一定的条件下自发成长，不断发展壮大。政府

则由于做了自己不很擅长的事情，不得不进行自

我革命，放弃部分不属于自身的职能。中国政府

走了一条放权让利的自我革命之路，放权让利的

过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过程。
十八大之后，政府继续在简政放权方面做出了很

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取消

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削减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大幅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这就

是我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基本线索。

二 新中国 70 年经济体制演变的内

在逻辑: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相互博弈中

走向优化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与市场并行

新中国成立后，从 1949 年到 1952 年是计划

经济体制酝酿阶段，开始准备由刚建国时的新民

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此时，我

国还没有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计划与

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处于新民

主主义社会时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

策，保护和发展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

此同时积极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虽然政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限制，但是市场的作用仍广泛存在。
在这一时期，虽然政府已经开始对经济进行计划

指导，但是整体来讲政府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控

制还较弱。这是因为国有经济虽然具有领导地

位，但并不占主体，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78
①夏兴园:《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起与衰落》，《江淮论坛》2001 年第 2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 期

仍然大范围存在。据统计，到 1952 年，在 589 亿

元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国有经济占 19．1%，合作社

经济占 1．55%，个体经济占 71．8%，私人资本主义

经济占 6．9%，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 0．7%。① 这一

状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完成逐

步改变。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后，

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生产关系已经实

现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与之相适应，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市场在微观经济运行

方面的作用日渐萎缩。
( 二)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与市场相互对立

从 1953 年到 1978 年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3 年

至 1957 年的计划经济形成阶段。这一时期政府

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社会主义改

造也逐步完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我国

基本上形成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第二个阶段

从 1957 年到 1978 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调整中

不断强化的时期。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

府与市场之间相互对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得

到全面强化，基本排除了市场的作用。新中国成

立后新的中央政府，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逐步

扩大了自己的职能，形成了对市场空间的逐步压

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由相互并存转为相互对立。形成这种关系

的根本原因在于认为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不需要

市场的存在。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恢复发

展和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政府对于资源的强有力的动员和调配能力，为我

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工业化体系的建设提供

了大量的公共供给，工业化体系在短时间内迅速

建立了起来。政府主导的经济恢复发展成功的激

励以及政府在选择经济体制上的优势，必然会选

择自我强化的路径来继续推进经济的发展。政府

的高动员性也决定了政府在建立计划经济的初期

经济发展很容易获得成功。而新中国成立后市场

体系的不健全和落后也促使我们在政府与市场的

选择中选择了政府这一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从而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
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比较重视地方

积极性和主动性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单纯强调集

中统一，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弹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强调全国统一计划基础上地方拥有一定的自由

度。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期间的对经济的控

制并不是全能的，政府对地方和企业的管理不是

铁板一块，而是存在集权和分权的博弈②，这就给

自由市场的存在留有一定的余地，市场在一定区

域内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空间很小，但仍然顽强地为自身的发

展争取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是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中控制较为薄弱的环节，更容易自

发产生市场的因素。各种非计划因素在计划的压

制下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在农村，集体经济之外

还存在着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

自由市场，农产品集中收购之外的非计划部分和

社队企业等也客观存在。在城市，城镇个体经济、
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和小国有企业的存在仍给市

场的发展预留了空间③。市场小范围存在的根源

在于政府的非全能型，政府不可能完成全部工作，

同时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具有粗放式的特点，给

市场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和温床，而市场的自发性

和活力决定了其只要具有合适的时机就发展起

来。当然，计划体制下市场的存在跟党的领导人

在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反思中主动进行的调整

也有关系。如毛泽东在 1958 年第一次郑州会议

上指出，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

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④。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

补充的”⑤思想，明确指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

下可以发挥市场的作用。很可惜的是，这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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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并没有坚持下去。
( 三) 体制转轨时期政府与市场相互调适

从 1979 年到 1991 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

实践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在相互博弈中不断

调整，以寻找自身合适的位置。在这一时期，政府

与市场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两者从以前体

制外的对立逐步走向体制内的结合。这是一个动

态的长期博弈的渐进式演进过程，总的来说变迁的

主线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壮大。
1．渐进式演进之路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是渐进式的演进过

程，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的认识上都表现出渐进

的特点。这条渐进式变迁道路遵循政府与市场关

系的自我调适的逻辑，减少由于经济体制剧烈变

动带来的制度的真空和无序，使市场能够比较顺

利完成从野蛮生长到良性发展的演变。以邓小平

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在其中也发挥了关

键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对于市场经济的推动，使我

国的渐进式变迁成为一种“积极的渐进式变迁”。
我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道路，是因为我国对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从“计划经济

为主、市场调节为辅”①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

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②，再到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③的明确提出，中国共产

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是渐进的。在实践

当中，为了能够平稳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

不给经济造成巨大的波动，实行了生产要素价格

“双轨制”，政府让渡部分商品的定价权给市场，

但保留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减少突然全部放开价

格对于市场的冲击，有效实现了政府向市场的权

力转移。
2．政府的自我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预示着党的政治生活已经步入正常轨道，

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气氛日渐浓厚，政府有了自我纠

错和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政府进行自我革命，

从放权让利开始。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一开始的“放

权让利”到“政企分开”，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政府对于企业的管制逐步减少，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不断得到落实，企业的活力得到释放，经济效益不

断提高。国有企业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制等多种

方式进行经营方式的改革，目的是让企业成为自主

经营的主体，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国有企业

逐步发展壮大。政府在自我革命、减少自身对微观

经济主体干涉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对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主导作用，通过塑造市场主体、培育市场体

系、营造市场环境等方式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同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为市场经济的

发展提供保障。
3．市场的自我扩张

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是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

的结果，体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其中既

有政府自我革命和主导改革的结果，也是市场自

发生长、不断扩张的结果。市场的自我形成和不

断壮大是从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和农业

开始，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

生产经营自主权，多种经营开始出现，农产品交易

市场逐步兴起，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向好，农

民的粮食短缺问题很快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乡

镇企业迅速崛起，市场的微观经济主体开始发育。
农村改革的成功打破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

式，给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改革延伸到城市。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放松了对

企业的管制，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开始把重

点投向市场，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壮大。
市场的自我发展壮大还体现在，随着政府管

制的放松，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首

先是为解决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压力，小商

小贩逐步合法化，个体经济开始大量出现，形成了

许多自发的市场。市场的发展壮大反过来使个体

经济不断扩大规模，私营经济开始出现。非公经

济成为市场主体后，对于市场的自我发育起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 四)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政 府 与 市 场 的 相 辅

相成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市场经济建立并逐渐走向

成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走向相辅相成、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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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时期。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强

调“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各自的领域

发挥作用，不断破除制约两只手发挥作用的体制

机制弊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的作用定位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强调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这标志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放

弃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在放弃以前对于微观经

济活动的管理职能之后，会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

积极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已经表

明，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仍是防范和

化解经济危机的基本之策。习近平强调指出:

“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
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

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

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出

现了新的变化。必须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解决市场体系不

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发挥好

政府的作用，使之在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

管、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如今，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日臻协调和完善。
总之，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的辩证发展是经

济体制演变的内生逻辑。从视市场为洪水猛兽而

排斥市场的作用，到小范围的接纳市场的作用，再

到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后提出市

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越

来越深刻。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

要的作用，但由此建立一个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

经济模式无疑是失败的，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

的转变，基本廓清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三 总结与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的“互

融共生”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
通过对新中国 70 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考察，

不仅能够理清经济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而且能

够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提

供重要的启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

化，影响经济体制变革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为

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

体系，应该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

场关系演化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调整，构建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的两者相互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之

路。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立能够丰富我国的

市场经济理论，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目标提供理论支撑。
( 一) 充分认识政府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

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

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 。”②政府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扮演了自我革命的角色，放弃了对市场和企业的

直接管制。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并不是无所

作为，相反要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作用，一

方面要防止政府失灵，警惕政府对市场的挤压; 一

方面要发挥政府对市场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经济转轨时期，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首

先要放松政府管制，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放权也

是政府主导经济改革的一种表现。政府在放权之

后，要求重新建立管制，也就是说，在转轨经济中，

既有一个放松政府计划管制的问题，也有一个建

立政府市场管制的问题③。前者是对一部分本属

企业权力的正常回归。后者是对自身权力的重

塑，防止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形。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无

疑政府在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

用。政府主动进行自我革命，推动市场发挥配置

资源的作用。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讲，在经济成

长的不同阶段，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作用不同，地位

也不同。例如，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就强调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有政

府制定经济发展的规划可能是发展经济的最好办

法;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也

认为在经济准备起飞阶段，需要政府的推动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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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推动，因为这个阶段市场体系尚未形成，政府

的作用可以大一些强一些①; 我国一些学者也认

为“后发国家政府是第一推动力”②。政府在发展

中国家是经济振兴的第一推动力，但是政府作用

的效率和利益是递减的。这些研究结合我国 70
年经济体制演变的历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政府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容易出现

“政府失灵”的现象。“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

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

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③这些因素导致政府作用

的发挥存在很大的风险。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即得益于政府主导的高效，建立起较为完善的

工业化体系，但是把这一作用强化后建立起的计

划经济体制，却并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也是政府难

以承担如此全面的职能，产生“政府失灵”的结

果④。政府容易滋生寻租、腐败等政府失灵的现

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寻租活动更多是在合法

的表象下实现对资源的掠取。“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

或管不好的事情。”⑤要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
服务市场的职能发挥好，为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解决好市场失灵的问题。
( 二) 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自发式、野蛮式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

体制的演变。但是这种自发式的市场经济带来的

弊端不断显现出来。我国在这方面明显准备不

足，经验缺乏，制度建设滞后，导致市场经济的发

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失灵的情况不时出现，

这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首

先要求由市场来自主决定生产活动。所以，凡是

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要一律取消

政府审批。对于能够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由市场

来调节，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政府不应进行

干预。其次，要完善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是否

健全是市场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要建立竞争有

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使公有制和

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平等竞争; 建立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体系，推进市场的法治化建

设。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源还是市场机制

不健全的问题⑥。应该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形

成规范的市场秩序，大力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建立

统一规范的市场规则，破除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

保护主义，形成公开、公正、透明、法治的市场体

系。现实经济生活中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思

想和行为还很多，阻碍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思想

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还未彻底消除。目前，政府

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仍没有完成，政

府缺位、错位和越位的情况依然存在，政府对微观

经济层面的干预仍不时发生。应该坚决清除妨碍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促

进我国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 三) 向构建“互融共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努力

从新中国 70 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出，

两者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是发展的基本逻辑，将

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转向高层次的统一关

系，这种政府与市场统一的关系应该是“互融共

生”的关系。现实经济的发展是政府和市场紧密

合作、有机结合、双向互动的结果。离开政府和市

场中的任何一个，经济的发展都会是畸形的，虽有

可能取得一时的发展，却难以持久增长。我国计

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在现代市

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人们足

够的重视，但是对于政府的作用仍存在一些分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

许多国家成为现实，政府驱动经济发展在宏观经

济领域仍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现代经济越来

越朝着复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政府

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嵌入”也越来越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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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构建政府与

市场相互促进、相互增进的“互融共生”关系。
但是，对于政府理性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过度市场化会带来不安定和不平等，过度重视政

府的作用，依赖“威权政府”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样

会带来市场活力不足和阶层对立等不稳定的因

素。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

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使

政府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公共性成为可能，也为

政府引导和改造市场提供了保障。这既是“中国

经验”的独特之处，也是众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难以复制之处①。所以一定要从辩证统一的观点

来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又要发挥

好政府的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完善宏

观调控机制。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继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法治

规范市场行为，共同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The Clue，Logic and Prospect of 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70-year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Ｒ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QIAO Hui-bo
(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is an inherently logical way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s the basic clue to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game between them，we can fi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ystem． As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s self-revolution and market’s spontaneous development，we have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From the review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economic system evolution in the new China’s 70 years，it can throw enlightenments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intergrowth”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both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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