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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商为国本”思想是郑观应经济 思想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 ,具有 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 。 他 主张国家

要重视商业 ,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同时也要大力发展 工农业。 其思想是以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抵制外国资
本主义商品入侵为立足点的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郑观应 ;经济思想 ;商为国本 ;重商主义
中图分类号: K 256.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 2001) 01-0124-04

19世纪后 半期 ,在中国 早期资 产阶级 改良派 的思想

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可能离开其他部门而独立存在。 郑观

体系 里 ,出现了一 种“重 商”的 经济思潮 ,这种思潮 以对外

应在 论述商 业同 农工等 物质 生产部 门的 关系时 ,同 样认

贸易为立 足点 ,以富 国强兵为 目的 ,表 达了类似西 欧重商

为 商的重 要性在 农工之 上 ,并且 提出了 “富 出于 商”这样

主义的观点和主张 ,其代表人物是郑观应。 “重商主义”是

典型的重商思想。 比如他在论述 外国富强的原因时认为:

西欧封建 制度向资本主义 制度转化过 程中出现的 一种经

“外国 之强由 于富 ,外国 之富 由于商 ,而 商之 盛则出 于农

济学说 或经济政策。 其 主要观点是 : 财富 就是货币 ;财富

工。” [ 3]“富出于商 ,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 力 ,所以泰西各

来源 于顺差 的贸 易之中 ;对 外贸易 在国 民经 济中占 主导

国以商富国。” [ 2]“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 ,实握四民之纲 ,

地位 ;保护关税 等。 郑观应经 济思想中 ,就或多或 少地体

士 有商则 行其 所学 ,而学 益精 ;农有 商则 通其所 植 ,而植

现了 重商主义的特点 ,如他的 “商为 国本”思想 ,保 护关税

益盛 ;工有商 ,则售其所作 ,而作益勤。 商足以富国。” [ 2]既

思想 ,贸易差额论等都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 其中最

然“富出于商” ,那么“商败 ,而士、农、工俱败” [ 2]。 在 这里 ,

有 特色的就是他“商为国本”思想。 本 文就这一经 济思想

郑观应站 在以商业为中心 的角度看待 商同工农 之间的关

作一简要分析。

系 ,把 商业 的 重要 性摆 放 在了 工业 、农业 等生 产 部门 之

是“以商立国”还 是“以 农立国” ,或“重农抑商 ” ,一直

上 ,虽然 没有像 西欧重 商主 义思想 家那 样明 确提出 商是

是 19世纪后半 期改良派和封建顽固派争论的中心。 封建

财富的唯 一源泉的观点 ,但他 认为国富出 于商 ,已经把商

制度 是自然 经济 占统治 地位 的制度 ,在 封建 土地所 有制

放在了 前所未有的高 度。 这是郑观应 重商思想 中最为突

基础 上 ,以剥削 农民的 劳动 而进行 的农 业生 产是封 建制

出的特征之一。

度存在的 基础 ,所以 历代封建 统治阶级都 重视农业 ,对商

既然“富出 于商”“商为 国本 ” ,那 么如 何提 高商 业在

业和 手工业 ,则力 图加以限 制。 封建顽固派 认为“中国立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呢? 郑观应提 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国 之本 在 安农 ,外 国立 国 之本 在利 商 ,彼 以利 商 安其 民

一、要求国家重视商业 ,实行护商的经济政策

也。 何以言 之 ,中国 户口繁盛 ,而地产 所出止足以 养欲给

中 国商业 资本 在半封 建社 会条 件下 ,受到 严重 的压

求 ,故古 来圣 君贤相 讲富 强之 道者 ,率在 重农抑 商 ,不尽

制 ,“官不能护商 ,而反能病商” [ 2] 。郑观应在考察西方国家

务 山泽之利”。[ 1] 这种思想显 然已经不 能适应新形 势下的

商业繁 盛的原因时 ,认为“西人以 商为战 ,公使为商 遣也 ,

需要了。

领事为商立也 ,兵船为商置也 ,国家不惜巨资”

[ 2]

,面对“外

同 西欧重 商主 义思想 一样 ,郑 观应把 商业 放在 了国

人之 商业有 政府 以为后 援 ,我国之 政府 对于 我商人 非惟

民经济的首位 ,提出了“商为国本”的观点。 他认为: “稽古

不知保护 ,反多障碍” [ 3] 的对比 ,他要求政府也像西方资本

之世 ,民以农为本 ;越今之时 ,国以商为本。” 认为西方富

主义国 家一样 ,真 正重视商 业 ,“商之宜重 固如是矣 ,其重

强“首在通商” [ 2]。 基于中国贫弱的现 状和对“中国以农立

商 之道… … 非国 家重视焉 不可也” [ 2 ]。 在此基 础上 ,他主

国 ,外洋以 商立国” 现象 的对比 ,郑观应主 张中国“欲图

张 “我朝 廷亦宜设法 保护商民”

强必先致富 ;欲致富 ,首在兴商” 。 商业作为国民经济中

去困商的 厘金制度 ,在中央政 府设立商部 ,在地 方设商务

[ 2]

[2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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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护商 措施 ,例如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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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商人“凡有所求 ,力为保护” [ 2] ;在教育方面 ,“设商学以
教贸易”

[2 ]

,“分门别类 ,以教殷商 子弟”

[ 2]

,培养商业 人才 ,

“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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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制品以 35. 7% 的优势压倒鸦片 ( 28. 8% )而居进口贸易
的第一位” [4 ]。郑观应也 认识到中国“进口之货 ,除烟土外 ,
以 纺布为 大宗 ,向时 每岁 进口 值银一、二 千万 ,光绪 十八

郑观应 的这些重商主 张和建议在 当时封建统 治阶级

年增至五 千二百七十三 万七千四 百余两 ,印度、英国棉纱

内部 和当时 知识 分子群 体中 产生了 很大 影响 ,受到 普遍

值银二千 二百三十余万 两 ,迩 来更有增无 减 ,以 致银钱外

关注。 这说明他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社 会发展的要求 ,不但

流” [ 2]。 在这 里 ,郑 观应从防止 银钱外流的 角度认 识到了

冲 击了封 建政府 一贯的 “重 农抑 商”的国 策 ,具有强 烈的

进口洋 布、洋纱 给中国带来 的危害。 特别 是洋纱、洋布由

反封 建色彩 ,并 且对以 后清 王朝制 定经 济政 策起了 参考

于 “价廉质 美” ,中国 人竞 相购买 ,造 成“南省 纱布之 利半

作用。 20世纪初 ,清政府实行“新政” ,许多 措施如发展资

为 所夺” [ 2] 的局面。 因此 ,郑观 应提出要发 展中国 近代纺

本主 义经济 ,都 或多或 少受 到郑观 应等 早期 改良派 思想

织工 业。 他建议在“通商大埠 及内地各省 皆宜设纺 织局 ,

的影响。

并 购机织造 ,以塞来 源” [ 2]。 以 织助耕是中 国小农 经济的

二、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特 点 ,也 是中 国封建 统治 的基 础 ,由 于洋 纱洋布 的涌 入 ,

几 千 年来 ,传 统的中 国人 讲究“知足 安分”、“贵 义贱

使中 国的自 然经 济开始 遭到 破坏 ,农民 也日 益卷入 商品

利” ,经商谋利为世人所不齿。 在社会 政治地位上“士居四

货 币经济 之中 ,以至 “通 商大 埠及内 地市 镇城乡 ,衣 土布

民之首 ,商居其末”。 封建习惯势力看 不起商人 ,商人不为

者 十之二三 ,衣洋布 者十之八九 ” [ 2]。 郑观 应提出 发展纺

人所推重。 这种现象与商品经济的发 展产生尖锐的冲突 ,

织 工业 ,一 方 面是 不愿 让 洋人 夺华 人 之利 ,造 成 白银 外

影 响着社会前进的步 伐。 郑观应对 封建的“贱商”观念提

流 ,主张自产自 销。 更为重要的 是要“运售于元 山及南洋

出挑战: “古 有四民 ,商居其末 … … 商足以 富国 ,岂 可视为

各岛” [ 2 ] ,发展国际贸易 ,“与泰西 、日本诸国抗衡” [ 2 ]!

末 位! ” [ 2] 因此 他呼 吁 ,填 平横 在“士”“商 ”之间 的等 级鸿

其次 ,郑观应主张发展中国的机器工业。 郑观应所处

沟 ,达到士商完全 平等的社会 现实 ,“一变 隆古之习 ,视商

的时代 ,已经有了大 机器的引 进和使用 ,它虽然 是从国外

如士” [ 2 ]。 并且明确表示“作商得财 ,人皆仰之 ; 作官得财 ,

移植 过来的 ,但 郑观应 从发 展机器 工业 这一 事业上 看到

人皆鄙之”

,也就是说 ,做生意赚钱比做官搜刮老百姓钱

了中国 富强的希望。 在谈 到西方国家 兴商务与 机器制造

财要强 得多。 郑观应重视 商人的思想 是对封建传 统观念

业 的关 系时 ,他说 “尝 阅西 书 ,论 商务 之源 ,以制 造为 急 ;

的突 破 ,在一定 程度上 也危 及到了 封建 主义 王朝的 统治

而 制造之法 ,以机器 为先” [ 2] 。 他认为西方 国家之 所以能

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 讲 ,郑 观应的思想 具有反封建 传统的

在中国大 量销售商品 ,根本原 因在于机器 生产工省 价廉 ,

特点 ;从另外一个角 度看 ,它反映了新 兴资产阶级 的共同

有很 大的竞争力。 “泰西… … 无物不用机 器 ,既 事半而功

愿望 ,而且也符合当 时中国人 民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要 求 ,

倍 ,亦省工而价 廉 ,一切 所制又复 精巧绝伦 ,故能运 之来 ,

从而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

推 行尽利 ,我 国… … 苦于无 机器 ,以致 窳穷 不精 ,难 于销

[2 ]

三、重视发展生产

售” [ 2 ]。 针对这一情况 ,他主张“亟宜招商集款 ,购办机器 ,

郑 观应虽 然强 调商业 在国 民经 济中的 主导 地位 ,但

自 行织造擅其 利权” [ 2 ]。 在主张发 展机器工业 的同时 ,郑

他从不忽 视生产的重要 性 ,只 是这种对发 展生产的肯 定 ,

观应又 提出了自造机器 的主张: “人但 知购办机 器可得机

仅仅是为了满足商业的需要。 所以 ,郑观应在他重商的经

器 之用 ,不知 能自造 机器 ,则 始得机 器无 穷之妙 也 ,宜设

济思想体系中 ,也提出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

专厂 制造 机器 … … 纵不 能得 外洋之 利 ,则中 国之利 自不

(一 )大力发展工业

至外溢 矣。 各种机器能 自制造 ,则各种货 物自能制 造 ,所

既 然工业 服从 于商业 的需 要 ,为了更 好地 在对 外贸

造 之物 即 使自 用 ,且可 外 售于 人 ,不 致全 以利 权 授外 洋

易中取得 利润 ,就必 须大力发 展国内工业 ,以满足 出口的

矣。 外洋进口之货 ,皆人力之所为 ,而中国出口之货 ,多天

需要。 郑观应发展工业的主张 ,有其独到的见解。

生原 质 ,以此 相较 ,孰优孰绌 ,不待 智者而 知之。” [ 2]另 外 ,

首先 ,他要求发展中国的纺织工业。 因为洋纱洋布的

郑观应 还认为自造机器 能达到防止 白银外流 的目的 ,“器
” [ 3] 。 由此 可见 ,郑观应主张自造机

进口 已经在 中国 外贸进 口值 中占有 很大 比例 ,这是 造成

不向外购 ,尤能塞漏

中国入超的重要因素。 “开关后 40余 年内 ,中国消费洋货

器 ,有利于生产 出高质量、多品种、多数量 的产品 ,同洋货

之最大宗 ,首推鸦 片 ,其 次为棉制品 ,以发 展趋势论 ,则以

争利 ,在对外贸易上 能减少白 银出口 ,有利于顺 差的贸易

棉制品、特别是棉纱的增加最为神速。据估计 , 1842年 ,顷

往来。 同时 ,还可以 改变中国 外贸出口商 品的结构 ,减少

中国 常年的 输入物 品约值 25亿 元 ,鸦 片占 55% ,棉 花占

“天生原质” ,增添工 业产品 ,从而改变 中国外贸 出生进熟

20% ,棉制品居第三位 ,为 8. 4% ;到 1867年 ,全 国进口总

的局面。

值 69 300 000两中 ,棉制品占 21% ,在一切进口物品中已

由以上 论述可知 ,郑观应 力求发展中 国近代化 工业 ,

跃居第二 位 ;到了 1885年 ,进口净值 88 200 000关两 中 ,

以适应对外贸易的要求。 那么 ,在中国微弱的产业资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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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又如何加大产业资本的力量呢? 这里就有一个产业

重盘剥和 内地税厘过重 ,都是 茶叶贸易趋 于没落的 原因。

资本如何而来的问题。 在清政府所创 办的洋务企业中 ,军

以植桑养 蚕为基础的生丝 出口也由于 外国同行 业的竞争

事工 业的建 立大 都由政 府拔 款而建 ,但 以后 民用工 业的

陷于衰落。 郑观应清楚 地认识到了这种状况 ,“计其盛时 ,

建立则多 采用 “官 督商 办”的形 式 ,即商 人投 资。 与 此同

丝价值四千余万两 ,今则减到三千七八百万两。 茶价值三

时 ,中国出现的为数 很少、规模又很小 的民族资本 主义工

千五百余万两 ,今仅一千万两。 既所得丝、茶全价 ,尚不能

业也有 不少是商人 投资。 一份统 计资料显示: 在 81家早

敌鸦片、洋布全数 ,况今日茶有印度、锡兰、日本之争 ,丝有

期民族资 本主义企业中 有 50家是由商人 投资建成的 ,占

意大利、法兰西、东洋之抵 ,衰竭可立待乎” [ 2] ? 郑观应正是

总数的 61% 左右 。由此可见 ,在郑观应要求发展近代工

从对外贸易角度 ,主张“种茶 树棉 ,养蚕 缫丝” [ 2] ,发展中国

业的时期 ,有一个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问题。 在产

商品性农业和以工业原料为主的经济作物 ,达到抵制外国

业资 本不发 达的 前资本 主义 阶段 ,比如 说在 西欧重 商主

进口、塞漏卮的目的。

[ 5]

义时代 ,商业资本在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中 占居统治地 位 ,

殖民地 半殖民地经济 的一个重要 特点就是 对外提供

但随 着资本 主义 生产方 式的 不断成 熟和 发展 ,产业 资本

原料和 由外输入工业 品。 中国商品性 农业的发 展主要是

逐渐占上 风 ,商业资 本隶属于 工业资本 ,重商主义 自然地

由于 外国资 本主 义从中 国掠 夺原料 的结 果 ,这在中 国对

退出历 史舞台。 在郑观应 所处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 社会条

外贸易商品的种类上最为典型。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 ,农产

件下 ,中国资本主义 显然不可 能走西欧的 道路 ,这 一方面

品的出口占有首要地位。 据《各年十二项主要出口货物所

是 因为先 进的资 本主义 国家“不能 允许 他们 卵下的 中国

占 出口总值的 比重 ( 1871— 1947)》统计 ,在 这十二 项主要

商业 资本向 着积 极的进 步的 路上走 去 ,即向 着产业 资本

出口商品 中 ,除去棉 纱为机制 品外 ,其 他全为农 产品或手

。另一方面是

工 制品 ,如 茶、丝、豆 、豆 饼、花生、棉 花、桐油 等。 这 些商

由 于中国 商业资 本、高 利贷 资本 和土地 资本 “三 位一体 ”

品 , 在 1871— 1873 年 占 出 口 贸 易 总 值 的 87. 5% , 在

的特征 ,使得商业资 本宁肯被 用在高利贷 和土地上去 ,而

1881— 1883年占 73% ,到了 甲午 战前 ,这些 商品 也 占有

不大用 于产业上 ,这种现象的出 现是“因为封建社 会种种

57. 5% 的份额 [ 8]。由于中国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

的 传统 法 规及 传统 意 识 ,妨碍 生产 活 动 ,使他 们 权衡 利

外国 资本主 义掠 夺原料 的需 要而引 起 ,所以 各种经 济作

害 ,更容 易为当 前的厚 利和 伴着厚 利而 可能 取得的 社会

物也 往往由 世界 资本主 义市 场操纵 其价 格 ,造成这 些作

转化 ,或对产业资本隶属的路上走去”

[ 6] ( P338)

。因此 ,在 19世纪 后半期的中国 ,民族

物生产 的盛衰。 如前面 所提到的 丝、茶的 生产 ,由于世界

近代工业 只能在外国资本 主义和本国 封建势力的 夹缝中

资本主义 市场的操纵 ,造成中 国产品价格 下跌 ,使中国经

生 存、发 展 ,而不 能达到 郑观 应所预 期的 以工助 商 ,进而

济遭受重大损失。 郑观应提出要 发展中国商品性农业 ,并

扭转中国贸易逆差的目的。

非是 为了迎 合资 本主义 列强 对中国 的经 济掠夺 ,出 口廉

地位所吸引”

[ 6 ] ( P331)

(二 )发展商品性农业

价原材料 ,而是要在 发展商品 性农业的基 础上 ,以农副产

农业是 国民经济中 最根本的物 质部门 ,农业不发 展 ,

品为原料 ,大力发展 农产品加 工工业 ,抵制外国 同类商品

商业的 发展将会失去最 稳固的基 础。 郑观应始终 把农业
放在与工业同等的地位。曾多次提出要“惠工恤农 ”

的进口。

,“课

除 了发 展丝、茶 二业 ,郑观 应还在 他的 《商 战》篇 中 ,

农惠工” [ 3 ] ,把工、农看成是振兴商业的基础。他认为“农以

提 出了多种与外国 “商战”的行 业。 比如 ,他主张在“南洋

生物 ,工以成物 ,若农工不振 ,商亦无所恃” [ 3] ,“商务旺 ,由

广蔗糖之 植 ,中州 开葡萄之 园 ,酿酒 制糖… … 加 之制山东

于 土 产 多 ,工 艺 盛 , 亟 宜 振 兴 农 工 以 益 民 生 而 裕 国 库

野 蚕之丝 茧 ,收江北 土棉 以纱 ,种植 玫瑰 等香花 ,制 造香

也” 。 可见 ,他也是从发展商业的角 度来论述的 ,并特别

水洋胰等物” [ 2]。 在他的《农功》篇中 ,他还 强调在“山谷闲

提出了要发展中国的商品性农业。 比如 ,他认为: “商务之

地 遍牧牛 羊 ,取其毛 以织 呢绒、毡毯 ,东 南边 界则教 以树

纲目 ,首在振 兴丝、茶二业 … … 以争印、日 之权。” [ 2]丝、茶

棉 ,种桑 ,… … 务使 野无旷 土 ,农不 失时 ,则 出货 愈多 ,销

是中国主 要出口经济作 物 ,由 于外国出口 量的增加 ,使中

路 自 广” [ 2]。 面对外 国洋 纱洋布 涌入 中国 ,中 国“土 布失

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受到冲击。 以茶为例子 ,两次

业” [ 2]的 局面 ,郑 观应又提 出“东 南各省皆宜 树棉 ,… … 棉

鸦 片战 争 以后 ,由 于国 内 运输 路线 的 缩短 ,出 口 茶价 下

花为 编织所必 需 ,除种 土棉外 ,更须试种 洋棉” [ 2 ] ,因为洋

降 ,尤其在 1877年到 1888年间 ,出口 量虽有增长 ,但已受

棉“质软丝长 ,经机器不致中断”

印 度、锡 兰、日本 出口茶 叶的 影响 ,中国 出口 茶价更 是猛

见 ,郑观 应主 张发展 商品 性农 业 ,广 泛种 植经济 作物 ,是

跌 ,从事 出口茶 叶的 华商也 日益 减少 ,以至 于“九江 城厢

用 以制成工业品以和 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进行 “商战 ” ,“使

内外 ,往年茶庄林 立 ,或 五六十家 ,三四十 家不等 ,尔来反

中 国所需 于外 洋者 ,皆能 自制 ;外国 所需 于中国 者 ,皆可

存十余家 ,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 ,仅四五家耳 ” 。 茶

运售” [ 2 ]。 农产品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农业近代化的一个

价 下降 ,虽然 是外国 茶叶 竞争 的结果 ,但 洋行的 垄断、重

特点 ,郑观应发展商品性农业的主张符合时代的要求。

[ 3]

[3 ]

[ 7]

[ 2]

,“是为上品” [ 2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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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提倡发展商品 性农业无非 是想从中国 最基本

展。 这说明 ,郑观应发展商品性农业的主张和他发展外贸

的 生产部 门— — 农 业着手 ,把 农业 同商品 经济 联系 在一

的目 的相对 来说 缺少必 要的 社会条 件 ,这虽 然是中 国商

起 ,同中 国产 业资本 相结 合 ,开拓中 国的 对外贸 易 ,从而

业资 本的软 弱性 决定的 ,同 时也是 郑观 应在 半殖民 地半

达到同 资本主义国家竞 争的目的。 中 国商业资本 与农业

封建社会条件下重商思想不成熟的体 现。

本来 就有着 天然 的密切 联系 ,由于 中国 产业 资本的 不发

综 上所述 ,郑 观应 无论是 大力 提倡发 展工 业还 是发

达 ,商业 资本主 要活动 对象 只能是 农副 产品 或者说 是土

展商品性 农业 ,都是 围绕对外 贸易这个中 心 ,都 是为对外

地生 产物 ; 再加 上商业 资本 往往把 聚积 起来 的资本 重新

贸易服务的。 因此 ,他发展生产的主张和他“商为国本”思

投资 于土地 中去 ,使商 业资 本同土 地资 本牢 固地结 合起

想 是不矛 盾的 ,他是 在强调 了“商为 国本”的 基础上 才进

来。 但这种商业资本同农业的密切联 系 ,并非沿着郑观应

一步提 出了发展生 产的必要性。 不但是工业、农业 ,就连

所设想的 积极的道路上 发展下去 ,而是一 种相反的状 况 ,

国家 的军事、外 交、教育等 其他部门 也均应围绕 “商”这个

这是由中国商业资本的特点所决定了的 。 其一 ,中国商业

中 心 来布 置 ,做 到“公使 为 商遣 ,领 事 为商 立 ,兵 船为 商

资本的保 守性使其把自己 的经济基础 建立在封建 地主的

置 ”。 因此 ,郑观应发展生 产的思想 是他“商为国本”思想

剥削之上 ,这不但使 商业资本 不易向产业 资本转化 ,也不

的一部分 ,也是他重商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

易于 向商业 性农 业资本 转化 ,因而 也就 不利 于商业 活动

郑 观 应“商为国 本”思想 的产生 ,一 方面 是由于 当时

开拓到 对外贸易上 去。 其二 ,虽然中国在 19世纪 后半期

中国 商业资 本较 产业资 本发 展 ;另 一方 面则 是西方 列强

出 现了一 些商 品性农 业基 地 ,比如丝、茶、棉 花等经 济作

势力 大量涌 入中 国 ,使 中国 人以为 外国 的富 强是由 于贸

物基地 ,但这是由外国资本主义操纵的。 中国商业资本的

易上的 优势。 郑观应的思 想正是反映 了这一历 史时期中

买办 性使得 它们 依附于 外国 产业资 本的 需要 ,外国 资本

国社 会经济 概况 ,它是 在多 种因素 和当 时中 国特殊 的社

主义的 发展需要中国买 办性商业 的存在和发 展。 这一切

会背景 之下产生的。 但到了 19世纪末 ,随着外 国资本主

使得中国 商品性农业的发 展非但不能 成为郑观应 所设想

义对中国 经济侵略形式的 变化和中国 民族资本 主义工业

的同 外国进 行贸 易大战 的物 质基础 ,反 而为 外国资 本主

的大 发展 ,使郑 观应认 识到 西方资 本主 义国 家的富 强是

义经济侵略中国创造了条件。 所以说 ,中国商业资本虽然

以工业 的发达为后 盾的 ,而 不仅仅是 商业的鼎盛。 因此 ,

与农 业有着 深厚 的联系 ,但 这种联 系大 都建 立在封 建主

他 也逐步 把“商为国 本”思想 转变到 实业 上来 ,明确 把发

义、殖民主义基础上 ,无益 于商业资本 向外贸领域 的大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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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Zheng Guanying 's economic thinking
W U yan -jie
( Th e Ins tit ut ional Rof orm Of fi ce, Heb 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 Shijiazhuang, Hebei , 050051, Chi na)

Abstract: T aking comm erce as o 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 nci ples to administ er the count ry i s an
im po rtant component of Zheng Guanyi ng 's eco nomic thinking w hich em bodi es his mercantilsm. He
adhered that the st ate sho uld pay a tt enti on to com merce, raise the poli tical sta tus o f t he m erchent s,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 equal at tention to the dev elopm ent o f i ndust ry a nd ag ricul ture. The st arti ng
point of hi s thi nking w as t o dev elo p China 's fo reig n t rade, t o boyco tt the i nvasi on of f oreig n capi talist
comm ondit y, w hi ch dem onst rat es a sense of time mi ssio n.
Key words: Zheng Guanyi ng; taking com merce as o ne o f f undamental pri nci ples t o admini st er the
country ; economic thi nki 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