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派经济学

2003卷第1辑 EconomicStudyofShanghaiSchool Vol.1,2003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科学基础

任治君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特别是他的国际价值理论,对卡塞尔的购买

力理论的合理性及其科学基础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以下一些结论性意见:利用购买力平价

理论确定汇率的方法是,通过两国间一揽子商品价格的对比,来判断其货币兑换的比率,

即汇率;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劳动生产率在这里起到重

要作用;不同国家间的等量商品取得等量货币与同一国内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都与劳

动生产率无关。

  关键词 购买力平价理论 价值理论 劳动生产率

  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自20世

纪初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尽管其中不乏批评甚至是反对意

见,但仍被公认为是确定长期汇率(即理论汇率或基础汇率)最为正确的理论。

  在赞成购买力平价学说的著述中,分析评述的角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有些

则完全是相反的。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特别是他的国际价值理论为

依据,探索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合理性及其科学基础。

一、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因素

  卡塞尔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基本思想是,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由它

们所具有的实际购买商品的能力所决定的,而物价水平是货币购买力的表现

形式,较高的物价水平表明货币的购买力较低,反过来,较低的物价水平表明

货币的购买力较高。由于物价水平的变动是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反映,因此,物
价水平的变动趋势能够反映汇率变动的趋势,这就是依据购买力平价学说所

建立的长期汇率模型。

  货币的购买力是指单位货币购买商品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以该种货币所

表示的物价水平。假定货币供给过多,以该种货币所标识的商品价格就越高,
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如果货币供给不足,以该种货币所标识的商品价格就越

低,货币的购买力就越强。但是,在各国货币供求都是均衡的条件下,各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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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购买力之间的差异,就只能是源于这些货币所使用的单位的差异,比如美国

的货币单位是美元,德国的货币单位是马克,意大利的货币单位是里拉,等等。
因此,各国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种情况引起的,一种情况是,在
货币供求相等时,这些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因其单位名称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各国货币的供求经常都是不均衡的,特别是,各国之间的

这种非均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其购买力出现差异。这后一种情况似

乎清楚地表明,货币的购买力与货币的数量密切相关,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以货

币数量论为前提的,即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科学基础是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无疑会影响货币的购买力,但它不是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因素。
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的数量,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种假象,真正决定

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的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仅仅是计量一切商品价

值量大小的尺度,这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尤其是在割断货币与黄金联系的情况

下是很容易理解的。

  货币的购买力显示了货币价值的存在,但是,不是货币的购买力决定货币

的价值,而是货币的价值决定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价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

值,而是货币所代表的、以其标价的商品的价值。我们通常所说价格是价值的

符号,或者说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只不过是在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因此,决定货币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的,就是那个

商品的价值,就是那个商品背后的、生产那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单位商

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什么货币数量。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

认货币数量的机制,但货币数量所影响的仅仅是物价水平而不是货币所代表

的价值,是货币的购买力水平,而不是货币的购买力本身。货币数量对货币价

值和货币购买力的影响,正如不同名称的货币对价格的影响一样。对同一基

准揽子标价,一国所用的货币数额会比较多,另一国所用的货币数额会比较

少,但它们所表现的国际价值却完全是相等的,因而,不同名称的货币具有不

同的价值和不同的购买力。实际上,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没有商品,没
有商品交换,货币就会变得一钱不值。的确,在商品供求既定的情况下,货币

供求的变动能够使名义汇率偏离由购买力平价关系所确定的理论汇率;同样,
在货币供求既定的情况下,商品供求的变动也会使名义汇率偏离由购买力平

价关系所确定的理论汇率,尽管这种偏离的方向是相反的。但是,所有这些情

形,都只是一种短期的情形。在长期内,货币的过度供给将为货币的供给不足

所抵消,商品的过度供给也会为商品的供给不足所抵消。因此,就长期而言,
无论是货币数量还是商品数量,以及其他一些促使名义汇率偏离理论汇率的

短期因素,都不可能对理论汇率产生影响,名义汇率只能围绕理论汇率波动,
由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理论汇率反映着名义汇率反复波动的长期趋势,换句

话说,从长期来看,名义汇率是等于理论汇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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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购买力平价学说的货币数量论仅仅是一种表面文章。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如果只有货币的存在而没有商品的存在、没有商品价值的存在,货币

有什么意义? 货币有什么购买力? 购买力平价与货币数量有关只是一种表象

而非本质,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它们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是货币所代表的价

值,是商品的价值;购买力平价学说真正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

论。

  需要加以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是长期汇率,基础汇率或理论汇率,
是长时期内汇率演变的合理趋势;而从长期来看,货币供求的失衡是不存在

的,因而货币数量对长期汇率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来理解购

买力平价学说真正的理论前提也就没有什么困难。

  汇率是指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马克思的汇率理论表明,“在金属货

币流通和纸币、银行券可以按严格比例自由兑换金属货币的情况下,各国都规

定了货币的一定的金属含量。如果两国都用黄金作货币,则两国货币的含金

量就成为它们比价的基础。如果一国用黄金、一国用白银作货币,则两国货币

的比率就是金、银两种金属的价值之比。这样,两种货币的平价就是建立在金

属货币自身的价值基础上的,或者说,两种货币的比价就是它们自身价值之

比。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纸币或银行券是贵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且与贵金

属货币有一定的兑换关系,因此,两国纸币或银行券的比价就是它们所代表的

贵金属的价值之比。这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国际货币关系上的延伸。撇

开马克思所处的金本位制时代,马克思的汇率理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
货币间的比价的基础是两国货币自身的价值或所代表的价值”。① 因此,兑换

比率虽然是一种货币数量关系,但这种货币数量关系之所以能够存在,或者

说,不同货币之所以能够彼此兑换,那纯粹是因为它们各自都代表着一定的价

值,就如不同商品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换是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一样。
因此,购买力平价学说主张依据货币所具有的实际购买力来确定汇率,在本质

上就是主张以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来确定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这是十分

科学、合理的。长期汇率模型也表明,虽然汇率的变动趋势与相对物价水平的

变动趋势有关,但我们知道,价格只是价值的符号,无论价格怎样变动,它都是

围绕价值进行的,因此,长期汇率模型或者说购买力平价学说本身就表现出了

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购买力平价学说与劳动生产率

  购买力平价学说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有无关系? 如果有关系,那么,是一种

① 何泽荣,邹宏元.国际金融原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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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关系?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几乎所有有关购买力平价学说的评述都涉及到了购买力平价学说与劳动

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普遍认为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对汇率的影响是购

买力平价学说的局限性之一。例如,陈岱孙、厉以宁两位经济学家在涉及购买

力平价学说的局限性时就曾说过,“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国际价值

论的要求? 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所论述的是不同国家在不同生

产率水平基础上生产同一种商品所具有的统一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变化,会
使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发生变化,从而会影响各国汇率的变化。而购买

力平价理论只注意货币数量变化对两国相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例如,它讨论

的是两个国家绝对价格水平的比较,或者在两国生产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讨

论物价指数变化对汇率的影响。即使是成本平价,也是假定两国生产率比率

是不变的或中性的。因此,购买力理论并不涉及劳动生产率变化对汇率的影

响。如果把劳动生产率对汇率的影响考虑进去,购买力平价就不成其为购买

力平价了。”①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其后卡塞尔所处的时代,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几

乎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仍然较差。我

们知道,在生产要素不流动的情况下,在国际上不存在形成国民价值时所需要

的那种条件的情况下,会出现一种国际价值,它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衡

量,从而与国民价值相区别:国民价值能够演化为生产价格,而国际价值却不

能演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因为生产价格的形成需要一个基本条件:自由竞争,
其核心含义是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得等量资本只能取得

等量利润;在国际上却没有这个条件,即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因
而,在国际上,只有等量商品取得等量价值的货币(即如果用同一种货币标价,
不同国家等量商品的价格是相同的,这正是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没有等量资

本取得等量价值的利润。

  在一个国家内部,尽管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相同的,但要素收益会

趋于均等化,因为,如果要素收益存在差异,要素就会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

益部门。要素的竞争性流动虽然不会引起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但必

然会导致各部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相等,各部门之间只能是一个人的劳

动同一个人的劳动相交换,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只能说明在单位时间里创

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更多的价值,最终是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这

里,等量资本可以取得等量利润,之所以与劳动生产率无关,是因为在单位时

① 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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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劳动生产率只与商品数量有关,与价值总量无关,而只是在单位商品里,
劳动生产率才与价值量有关。在这里,各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作用),
因竞争而被抹掉了。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当然是不相同的。这种劳动生产率的

差异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由于要素竞争性的国际流动受阻,因而劳

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被认为单位时间里不仅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也

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从而一个人的劳动可以同其他国家两个或更多人的劳动

相交换,等量资本可以取得不等量的利润。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懂得,在劳动

生产率较高的国家,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并不必然

表现为单位产品价值的下降或价格的下降,而是表现为更多的收入(自然,这
是从总体上来讲的,即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的收入水平,虽然在劳动

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财富收入分配愈益不公,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这正如

马克思所说,“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

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

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

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

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

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

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

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①

  国际交换中等量商品取得等量货币,所以这样,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以

后,虽然被认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但也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单位商

品的价值可以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前一样不发生什么变化。假如世界一家,
假如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后进国家的一基准揽子商品就可以

与先进国家的几基准揽子商品等值,而不是一揽子与一揽子等值。等量商品

取得等量货币,看起来也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因为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国别

差异(的作用)被垄断或自然垄断抹掉了。

  其实,陈岱孙、厉以宁两位经济学家也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从

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这个层次上去分析汇率的决定的,这就抓住了汇率决定

的主要方面,因而其方向是对的”②;但他们接着又说,“所谓购买力平价理论

符合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不能成立”③,这就有些自相矛盾了。马克思曾明确

指出,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同它们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因此,价值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4-265.
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191.
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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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两个领域中的作用既是有联系又是相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在国内市

场上,商品交换一般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而在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一般都

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或不平等的交换。① 之所以如此,那是由于各国劳动生

产率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个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却是符合国际价值的等价交

换。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为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各国之

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越大,国际市场上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就越严重。恰恰是

在这一点上,购买力平价理论无需顾及劳动生产率变动对商品国民价值的影

响,无需顾及各国单位商品国民价值的不同,无需顾及等量劳动的交换,而认

为在世界市场上等量商品具有等量价值,在国际交换中等量商品只能取得等

量货币,这正好反映了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

  如果认为,在长期汇率模型中没有劳动生产率这个变量,就不符合马克思

的价值理论,这多半是一种误解。还有经济学家认为,从“货币的价值原理看,
若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汇率的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论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

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

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
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这段话就精辟地表达了上述劳动

生产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② 与作者的看法相反,马克思的这段话并不是

“表达了上述劳动生产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所要阐述的不是

劳动生产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统一的国际价

值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能够

创造出比那些仅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国家更多的国际价值;而且,马克思在这

里谈到的是国际价值和价格的总量问题,而汇率却是个量问题。

  实际上,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战前基本如此),在劳动生产

力非均衡发展和货币供求均衡的前提下,长期汇率的确定不仅不会“归根结底

取决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且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毫无关系。长期汇

率取决于货币的购买力,而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货币本身所代表的价值,这句

话可简化为:长期汇率仅仅取决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不过,这个价值绝不是

国民价值,而是国际价值。用不同国家的货币来标价,一基准揽子商品可以表

现为不同的货币额,但无论这些是哪个国家的货币,也无论其数额是多少,它
们所代表的国际价值的量却是相等的,而货币的兑换率就是根据这个相等的

国际价值或同一价格来确定的。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只不过说明在

同一劳动时间内多生产了几揽子商品,但显然,汇率只与其中的一揽子商品有

①
②

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8.
许少强.外汇理论与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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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与几揽子商品无关,或者说,只与其中一揽子商品的价格有关,而与几揽

子商品的总价格即总价值无关,也就是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无关。

三、结束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性的意见。当然,这些结论性

意见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比如,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这里仅仅涉及长期汇

率;既然是长期,货币的供求也应该是均衡的;等等。

  首先,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确定汇率的理论逻辑是,不论以什么货币来

标价,或者说,不论其价格高低如何,一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与它国一基

准揽子商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正因为如此,通过两国之间的一揽子商品价

格的对比,就可以判断其货币兑换的比率,也就是汇率。

  其次,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劳动生产率

在这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只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在单

位时间里被认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从而使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可以以较

少的劳动交换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家的较多的劳动。这里的一揽子商品同另一

揽子商品相交换(假如可以交换的话),虽然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但属于等价

交换;不过,这个价,不是国民价值,而是国际价值。正由于此,不同国家的等

量商品可以取得等量货币(如果用同一种货币来标价),但等量资本却不可以

取得等量利润。显然,这是一种自然垄断:由于国界的存在,由于国家民族利

益的存在,由于国民经济的孤立性,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自由竞争是不可

能存在的。

  最后,不同国家之间的等量商品取得等量货币与同一国内等量资本取得

等量利润,这两者都与劳动生产率无关。一国内部,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
是竞争使然,竞争抹掉了各部门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等量

商品取得等量货币,是垄断使然,垄断抹掉了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

  从总体上看,无论人们如何认为,也不管卡塞尔怎么说,购买力平价理论所

抛弃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恰恰是被视为其基础的货币数量论。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包括其国际价值学说,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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