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

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2019）。

裔學者最為關心的研究主題之一，

大量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總體上，

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

致力於提供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具

體問題的專門性解釋，另一類試圖

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給出整

全性分析。在現階段，前者已經取

得了關鍵進展，中國經濟的組織結

構、政府的價值取向、官員晉升體

制、政商關係等研究領域都出現了

一批重要文獻1；雖然後者也在增

多，但是為學術界公認的突破尚未

出現。這種研究格局的形成與學者

採用的研究方法不無關係，正如筆

者在一篇文章指出：「現階段關於

中國經濟模式的研究尚未完成從經

濟意識形態向社會科學理論的轉

變」，因此「羅列事實成為主要的講

述方法」2。

在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整全性

分析之中，存在兩種中國故事的講

述方式：第一種講述方式重視資源

配置，以宏觀層面的生產關係（抽

象的制度安排，集中於市場或私有

制與政府或國有制的討論）為中

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評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
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宋　磊

近二十年來，如何講述中國故

事，即如何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對中

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作出

解讀，逐漸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華

在關於中國經濟發展

的整全性分析之中，

第一種講述方式重視	

資源配置，以宏觀層

面的生產關係為中

心；第二種講述方式

強調資源使用，以微

觀層面的生產組織方

式為中心。《尋租中

國》的主要價值就在

於完善了第二種講述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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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第二種講述方式強調資源使

用，以微觀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

（企業的生產活動和政企互動）為中

心。相對而言，前者是主流，具有

較長的發展歷史；後者是支流，近

年方開始出現。目前採取第二種講

述方式的學者為數不多，能夠將兩

種講述方式有效結合的學者更為少

見。然而，如果忽視第二種講述方

式，那麼我們將難以理解中國經濟

發展的全貌與特徵。在筆者看來，

台灣學者吳介民新近的專著《尋租

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

主義》（引用只註頁碼）的主要價值

就在於完善了這種仍然處於發展之

中的講述方式。

一　主要內容與核心論點

在提示研究問題的導論與展望

中國前景的結論之外，本書由七章

構成：第一章概括先行研究的貢獻

與局限，提出本書的分析框架；第

二章從台商的視角出發，梳理了廣

東模式的起源、特徵與變遷；第三

至第四章圍繞典型的台資企業進行

案例研究，以工繳費（亦即加工費） 

等制度安排為核心，詳細地展示了

以地方政府和台商為主體的「尋租」

活動如何發生，並在內外環境轉變

下遭遇的困難；第五章討論勞工階

層如何被排斥到「地方成長聯盟」

之外，遭受地方政府和外企的雙重

剝削；第六章再次通過案例分析，

研究了在廣東模式逐漸失效的大背

景之下，台商如何應對變化；第七

章總結本書的理論貢獻。

上文對於本書的主要內容與核

心論點的介紹是極為簡略的，但是

仍然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本書的結構

細密、內容複雜。有趣的是，這種

細密與複雜也體現在標題之中。

本書有正副兩個標題，兩者在

邏輯上具有聯繫。副標題「台商、

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概括了

本書的主要論點。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主要論點涉及兩種租金，以及

兩類主體圍繞這兩種租金所展開的

活動。一方面，中國政府在經濟發

展上積極地創設「政策租金」以尋

求收益；另一方面，台商因其「身

份資本」（中國政府因為統戰需要

而賦予台資「特殊優惠」）和產業優

勢具有「租值」，所以積極地利用這

種身份獲取超額利潤（頁15-17）。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和台商共同推

動了廣東模式的出現，為中國模式

的形成提供了出發點。中國模式在

這兩種互為依託的「尋租」活動之

中出現，因此中國也可以被概括 

為「尋租發展型國家」（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頁339）。在這

個意義上，本書的正標題「尋租中

國」是對於上述認識的抽象表達。

當然，如作者多次指出，這種發展

模式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這些

成本主要由勞工階層和自然環境 

承擔。

中國經濟成長的複雜性決定了

任何試圖給出整全性解釋的研究必

定是複雜的，本書並非例外。一般

來說，中國經濟成長的複雜性至少

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中國

經濟成長是國內改革和國際分工體

系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次，中國經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

和台商共同推動了廣

東模式的出現，為中	

國模式的形成提供	

了出發點。中國模式

在這兩種互為依託	

的「尋租」活動之中出	

現，因此中國也可以

被概括為「尋租發展

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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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徵的內資與外資企業；再次，

中國經濟成長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

不同的特徵。作者意識到這些複雜

性並進行了回應。本書將地方政府

和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業構成的

「地方成長聯盟」如何讓全球價值鏈

嵌入地方經濟發展作為分析焦點，

着重討論了嵌入機制和台商在不同

歷史時期的變遷。具體來說，作者

將價值鏈的全球展開視作海外華人

資金、特別是台灣製造業資金進入

中國大陸的起點，指出台商推動了

廣東模式的出現。隨着廣東模式在

大陸其他地區逐步擴散，所謂「中

國模式」開始形成（頁26-27）。

在這樣的研究思路之下，作者

重點分析了「地方成長聯盟」如何通

過諸如「工繳費」和「外匯分成」等

啟動生產活動、抑制勞工利益的制

度安排來分享租金，並對嵌入當地

的價值鏈進行治理（頁110-13）。作

者注意到最早借助價值鏈的全球展

開進入中國大陸的外來資本是港資

企業（頁80）。但他認為港台製造

業企業在管理方式上高度接近，都

具有低工資、低福利、去技術的特

徵（頁3-6）。在總體上，筆者無意

挑戰上述判斷。然而，值得指出的

是，港台企業先於歐美日企業進入

大陸，它們扮演了向大陸傳播現代

管理方法的先鋒角色。另外，部分

港台企業在技術意義上是大陸相關

產業的標桿。比如，作者重視的台

積電的大陸工廠顯然是大陸芯片產

業的領軍者之一（頁370-72）3。

作者認為，儘管2008年金融危

機之後台商的地位開始下降，但是

在管理思路上具有台商烙印的大陸

企業（「台資系陸資廠」，頁60）的

競爭力有所提升，廣東模式已經向

全國傳播（頁21）。遵循這樣的論

證過程，本書的主要論點——借

助全球價值鏈實現擴張的台商塑造

廣東模式，廣東模式奠定中國模式

的基礎——在2010年代仍然基本

成立。

二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 
講述方式　　

筆者首先要讚許的是，本書的

閱讀體驗很好。作者的學術背景橫

跨經濟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社會

學家擅長的田野調查和細膩描述與

政治經濟學者特有的宏大視角和冷

峻分析，在本書之中自然地融為一

體。另外，本書還運用了經濟地理

學、企業管理學等研究領域的學術

資源。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與這些

領域的先行研究進行的對話並非淺

嘗則止，而是與本書的論述有緊密

關係。例如，作者在提及台陽公司

結束在中國二十餘年的經營時，便

指出台商新一代領導人的管理風格

偏向歐美，對應酬、索賄等企業文

化和軍事化管理較為抗拒，且對地

方政府派駐的「廠長」並不信任，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展示了除經營成

本日增之外、台商內部的改變對廣

東模式帶來的挑戰（頁178-86）。

作者倡導的用於描述中國經濟

發展的概念，如「新重商主義」（「以 

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

經濟民族主義」，頁7）、「地方成長

聯盟」、「機構化尋租」（「在大規模

全球化的驅動下，地方政府的尋租

本書將地方政府和包

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

業構成的「地方成長

聯盟」如何讓全球價

值鏈嵌入地方經濟發

展作為分析焦點，着

重討論了嵌入機制和

台商在不同歷史時期

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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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被制度化、組織化、日常化」， 

頁25）、「在地鑲嵌治理」（「在地體

制〔地方政府和官員〕與地方產業聚 

落〔外企〕之間」存在「鑲嵌關係」，

頁55）、「公民身份差序」（「民工作

為勞力密集產業最重要的剩餘生 

產者，卻長期被排除在地方成長聯

盟之外，體驗着被剝削的經驗」，

頁199）等，皆有可觀之處。不過， 

本書最為重要的貢獻在於通過提出

這些概念，在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

研究之中，擴展了強調資源使用、

以生產組織方式為中心的一種重要

講述方式。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

因，存在兩類研究：一類主要強調

市場機制的意義，可以稱為「市場

機制論」；另一類着重說明政府的作 

用，可以稱為「政府作用說」。兩者

往往被理解為相互對立的研究4。

然而，這樣兩種看似對立的研究卻

具有重要的共通點，共同構成了中

國故事的第一種講述方式。具體來

說，儘管具體內容不同，但是兩者

都將資源配置作為講述的中心，差

別只在於「市場機制論」認為市場

機制或民營企業在資源配置過程中

的作用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而「政

府作用說」則強調各級政府或國有

企業在資源配置過程之中的作用。

很明顯，兩者的要點都在於資源配

置以及所有制這一隱藏在資源配置

後面更為隱秘的、決定性的變量。

由於所有制是生產關係的重要內

容，因而這些研究構成了以資源配

置和生產關係為中心、欠缺微觀視

角的第一種講述方式。

不過，由於資源配置效率和資

源使用效率（X效率 [X-efficiency]）

共同決定經濟發展的成敗，因此，

不應該將生產關係和生產組織方

式——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如何

組織起來或技術與勞動如何結

合——的關係割裂開來5。更為

重要的是，在上述講述方式之下，

企業究竟是如何參與中國的經濟發

展——這不但是中國改革開放進

程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而且是其

他後進國家最關心的問題——沒

有受到充分的關注。

近年來，一些學者意識到以上

問題，逐步發展出中國故事的第二

種講述方式。這些學者程度不同地

關注中國工業化進程之中的資源使

用問題，直接或間接地從生產組織

方式的角度討論了中國經濟發展的

原因6。考慮到資源配置和資源使

用、生產關係和生產組織方式的內

在聯繫，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學者

開拓的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

式，構成了對於第一種講述方式的

重要補充7。不過，他們所做的或

者是抽象的理論推導，或者是具體

的案例研究，在兩者的連結上存在

空白。筆者認為，本書最為重要的

貢獻就在於填補了這種空白，推動

了第二種講述方式的發展。

比如，關於工繳費等制度安排

的精彩分析是本書的關鍵環節，能

夠反映本書對於第二種講述方式的

具體貢獻——將工繳費制度的具

體案例和「地方成長聯盟」等政企

關係概念有效結合。眾所周知，中

國的對外開放始於珠三角地區，該

地區的早期發展受益於「三來一補」

（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

工、補償貿易）政策，但工繳費在

「三來一補」特別是來料加工的發展

關於工繳費等制度	

安排的精彩分析是本

書的關鍵環節，能夠

反映本書對於第二種

講述方式的具體貢

獻——將工繳費制度	

的具體案例和「地方

成長聯盟」等政企關

係概念有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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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傾向於進 

行來料加工，主要是因為中央政府

對加工企業實行稅收減免政策。 

不過，只有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才

能享受這一優惠。於是包括台商在

內的外企積極地與大陸企業簽訂 

來料加工合同，「藉加工之名，行

外資之實」：在形式上，進行加工

的是當地企業，但在大多數情況

下，工廠的實際管理由外企負責

（頁87-88）。

當地政府之所以積極推動這種

合同是因為可以收取工繳費：中央

政府規定，外企的工繳費必須以外

匯的形式匯入，地方政府和當地企

業可以分別獲得15%的外匯分成額

度（頁88）。在珠三角地區，工繳費 

的金額龐大。更為重要的是，由於

市場匯率與官方匯率之間長期存 

在差額，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匯

差來擴大工繳費收益。即使地方政

府和當地企業只能控制30%的工繳

費，相關匯差收益也相當可觀。比

如，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

期，東莞市政府獲得的工繳費和工

繳費匯差收入持續超過財政收入。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三資企業（以

外資獨資為主，頁122）逐步取代

「三來一補」企業，加上匯率制度改

革導致匯差逐步消失，工繳費收益

開始降低。但是，即使在2003年， 

相關收入仍佔相當於東莞市稅收的

68.9%（頁111）。

在這一階段，地方政府開始以

各種方式徵收管理費、協作服務費

等隱蔽性地方稅收（頁123、298）。 

為了持續地獲得收益，地方政府不

斷以壓低勞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率

等方式為外企服務（頁117-18）。在

這個過程之中，「地方成長聯盟」得

以持續，地方利益集團和外企都獲

得了雙重收益：雙方不但各自都獲

得了「租金」，而且分別獲得了現代

管理方法和市場機會。當然，正如

作者指出的那樣，這種聯盟在檯面

上的參與者是外企、地方政府、當

地官員和當地國企或集體企業，中

央政府是隱形參與者（頁87）；勞工

階層則被制度化地排斥在外，除了

欠缺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等方面

的保障外，更在教育和社保上遭到

差別待遇（頁237-44）。

關於最初形成於廣東的「地方

成長聯盟」或「分租」聯盟，在本書

的分析框架之中居於核心地位。從

廣東「地方成長聯盟」的形成回溯，

可以發現本書所有分析的起點—— 

價值鏈的全球展開，正是這種展 

開使得外企（本書特指台商）來到大

陸，尋求「租值」；從「地方成長聯盟」 

的形成向後展望，可以發現「尋租

中國」——在作者理解的中國模式

中，廣東的「地方成長聯盟」和廣東 

模式就是其原型。以「地方成長聯

盟」為核心的分析，切實地推動了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方式的發

展。透過作者的分析，這種講述方

式超越了理論推導和案例研究，充

分展示了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究竟

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這一關鍵問題。

如果說資源配置和生產關係、

資源使用和生產組織方式分別是中

國故事的兩種講述方式的關鍵詞，

那麼這兩種講述方式顯然應該結合

在一起。本書的另外一個貢獻，就

是有機地結合了兩種講述方式：官

僚體系提供的庇護在書中被視為 

如果說資源配置和生

產關係、資源使用和

生產組織方式分別是

中國故事的兩種講述

方式的關鍵詞，那麼

本書有機地結合了兩

種講述方式：官僚體

系提供的庇護被視為

一種「生產要素」，而

作為分析框架起點的

價值鏈的全球展開是

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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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故事	
一種「生產要素」，「官員給予廠商

『掛靠』和『保護』，從中獲取收益」， 

「除了作為遊戲規則的『調節者』之

外，也身兼『參與者』」（頁61-62）， 

而作為分析框架起點的價值鏈的全

球展開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

果，但價值鏈在中國的治理顯然鑲

嵌於「地方成長聯盟」的內部架構

之中。

三　對本書的反思

筆者認為，本書可以從兩個方

向進行擴展：一個方向涉及具體研

究議題；另一個方向涉及中國經濟

的本質特徵。

本書圍繞「政策租金」所進行

的分析可以作進一步闡釋。第一，

1990年代中期以後，各地方政府

針對包括台商在內的外企所進行的

招商引資競爭日趨激烈。在這樣的

背景之下，台商等外企的身份更具

稀缺性，它們可以利用這種身份追

求「租金」。上述背景與本書的分析

思路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作者提到

台陽公司在1994年中斷與東莞市

莞強進出口公司的合作關係，轉而

搬遷到納福村，以取得更優厚的條

件和優惠稅率，即為一例，但書中

似乎欠缺對這一背景的整體敍述

（頁161-64）。如果能夠更多地將這

些現象納入分析，那麼本書的論證

將更具說服力。

第二，作者對於地方政府所進

行的「尋租」活動的分析可以更為

立體。正如作者強調，這種活動對

於經濟成長具有抑制作用：「尋租

與成長並存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歷

史階段性。當歷史的機會之窗關閉

時，尋租就會令廠商與人們無法 

忍受，而成為『有害的』行為。」（頁

349-50）但它的影響可能是多方面

的，對於經濟發展的整體影響，在

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尋租」活動中

消耗的資源最終是否會離開生產領

域8。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

發現，地方政府獲取的部分「租金」

實際上投入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頁6、7），而這種投資對於經濟

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換言之，如何

客觀、全面地評價地方政府進行的

「尋租」活動所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

並不是簡單的問題，中國故事的微

妙之處或許正在於此。

第三，作者將價值鏈的全球展

開作為分析起點。但是，其展開的

前提是產品的技術特徵或產品建構

向模塊化的方向轉變。模塊化指產

品的核心部件成為單獨流通的商

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無

需內製核心部件，生產過程轉變為

採購核心部件並將其與一般部件組

裝在一起，生產難度大大降低。中

國的電視機、手機等產業就是這樣

崛起的。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

產品建構的變化，已經積累了一些

文獻9。如果作者能夠注意這些文

獻，那麼本書的分析將更為具體。

如果說上述問題主要涉及具體

研究細節，那麼下面的討論則是與

本書的主要貢獻有關的理論問題。

本書發展了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述

方式，即重視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

究竟是如何組織起來。但是，一旦

將生產組織方式置於分析框架的 

核心，我們會立即注意到生產組織

方式在中國經濟內部的多樣性問

「尋租」活動對於經濟

成長具有抑制作用，

但是地方政府獲取的	

部分「租金」實際上投	

入了基礎設施建設領

域。如何客觀、全面

地評價地方政府進行	

的「尋租」活動所產生	

的正反兩面影響並不

是簡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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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個問題從來都是研究重點。

雖然相關研究主要指涉不同國家 

之間的多樣性，但是並非沒有關於

國家內部的多樣性的分析，應予以

參考bk。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濟之中

至少存在以外企為中心的廣東模

式、本土民營企業佔據關鍵地位的

浙江模式和國企主導的內陸模式。

作者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認為應該

將地方政府的行為放在比較的框架

之下進行研究（頁44）。但是本書

的處理略顯簡單，並未進行類型學

分析，反而採取追溯歷史起源和演

進的方法，指出廣東模式是蘇州模

式和溫州模式的起源，強調廣東模

式既是中國模式的原型，也是各區

域發展模式的典型。一般來說，比

較政治經濟學研究強調生產組織方

式在時間上的可變性和空間上的多

樣性。相對而言，作者更為重視時

間上的可變性，在一定程度上低估

了空間上的多樣性。

作者低估中國經濟中生產組織

方式的多樣性亦與本書的分析框架

有關。如前所述，價值鏈的全球展

開被置於分析框架的起點。這意味

着作者高度重視國際分工體系的影

響，將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解為朝向

外向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頁52）。 

在這樣的分析視角之下，具有強烈

的外向型特徵的廣東模式自然被視

為中國模式的代表，而那些外向型

特徵不突出或外企影響不明顯的地

區的發展模式就容易被忽略了。

筆者指出生產組織方式存在多

樣性並不意味着否定本書的學術價

值。本書的核心論點是台商塑造廣

東模式、廣東模式是中國模式的原

型。實際上，在引入多樣性的視角

後，只需將核心論點微調為廣東模

式是中國模式的原型之一即可。這

種微調當然無損本書的主要學術 

價值。

四　餘論

本書的寫作以作者在廣東、長

江三角洲地區、浙南温州地區、鄭

州、北京、四川等地進行的大量田

野調查為基礎。正如海外華人資本

對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具有關鍵作

用，海外華人學者的分析視角對於

理解大陸的經濟發展同樣具有重要

價值。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劇烈變

動、重組的當下，筆者期待包括本

書作者在內的海外華人學者能夠一

如既往地關注大陸的經濟發展和社

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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