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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积累、人口增长及利润率递减

[法]克里斯蒂昂·拉加德

  内容提要 本文从剩余价值积累和有效劳动增长之间张力的角度出发,分

析了利润率递减规律。本文首先说明了根据该规律的标准解释在逻辑上不能

推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然后集中分析了累积剩余资本在附加不变资本和附

加可变资本之间的分配,并以此为起点,分析了在不变资本的使用上,资本有机

构成应在什么水平上经济才是有效率的。本文将利润率递减与其相反趋势有

机联系起来,用剩余价值积累的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剩余价值增长率与资本折

旧率对利润率的影响。本文最后讨论了有关利润率下降规律方面的国家干预,

并分别探讨了:国家对剩余价值积累的影响,国家不能实现的公共部门工人提

供的劳动及其在集体生产方式下的实现,作为必要劳动的非生产性公共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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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递减

  利润率递减规律与经济周期原理有一定联系,因为该规律使我们找到了

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原因(事先未判定每次经济危机的原因)。

  本人将从剩余价值积累和有效劳动增长之间张力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利

润率递减规律。本文首先说明了根据该规律的标准解释在逻辑上不能推出资

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然后将集中分析积累剩余资本在附加不变资本和附加可

变资本之间的分配。本人将说明新的净资本有机构成有一个最低比率,当利

润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时,新的净资本有机构成必定高于以前的资本有机构成。
因而,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上升。以这些原理为起点,本人将分析在不变资本的

使用上,资本有机构成应在什么水平上经济才是有效率的。

  本文将把利润率递减与其相反趋势有机联系起来,用剩余价值积累的一

个动态模型来分析剩余价值增长率与资本折旧率对利润率的影响。资本折旧

的定义是,在完全折旧准备前资本作废从而改变固定资本的价值缺失。关于

这一点,本人要强调的是资本折旧对利润率也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当它被看做

是折旧连续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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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政府行为不允许质疑利润率递减规律的存在。

  本人觉得有必要强调的是,利润率递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规

律,应该从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层次上来研究,也就是说,特别是不能有外

部因素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同时运行的具体历史环

境中研究利润率递减规律产生的形态时,该规律首先必须建立在封闭的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在此本人要预先强调的是,利润率递减规律就其本性而言并非目的论的。
它并不意味着利润率渐进的、连续的、长期的下降。另一方面,它也证实了经

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并未提供任何危机理论,但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种

种危机一定会重新发生。每一次危机都因为伴随危机的资本的大幅贬值而使

利润率得以重建。

  一方面要将财富的创造从劳动时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既然资

本家的动机是追求利润,那么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仍然受到劳动时间的控制,利
润率递减规律就显示了这两者之间矛盾的程度。

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利润率递减规律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既然认为这是一个

规律,那就表明利润率必然下降,资本有机构成也必然提高。资本积累很有可

能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但仅仅说明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证明这

是惟一的可能性。下面,本人一方面说明了从该规律的经典解释并不能推出

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证明资本有机构成

必然提高的基本原理。

(一)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之间的逻辑缺失

  1.利润率递减规律的标准解释

  我们可以在经济学的文献中找到这样一个关于利润率递减规律的解释

(VanParijs,1980)。它是基于《资本论》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章的一种解

释。这种解释已被作为评价该规律的基础,所有赞成或反对该规律的争论都

是围绕这一解释展开的。这一解释可以概括如下:(1)如果剩余价值率不变,
所有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2)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加速发

展意味着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3)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

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有规律地增加;(4)利润率趋于下降;(5)剩余价值率

的提高会延缓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不能阻止其下降;(6)当资本过度生产危

机发生时,现有资本贬值,这就有可能使利润率回升。

  显然,该规律从根本上说是以有机构成的提高为基础的,只有在证实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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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之后,才能来研究这些相互对抗的趋势在何种程度上是

有效的。

  2.技术构成———一个非操作概念

  利润率递减规律的标准解释不能说明有机构成的必然提高,其原因是:由
于竞争的压力,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有机构成提高是通过技术有机构成的增

加,技术有机构成的增加又反映在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增加,而资本有机构成

的增加幅度要小于技术有机构成的增加幅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很容易接

受的,但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却难以理解。技术有机构成是以物理术语来定

义的一个比率,即以劳动者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除以劳动力的数量的比率

(Ka,p.686)。技术的进步伴随着生产资料的形式和构成的变化,新型的机器

代替了原先的机器。因此,讨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已不尽合理,因为

现在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东西。

  而且,即使假定技术构成有所提高,我们也不能直接推导出资本有机构成

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尽管生产资料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其价

值也会保持不变甚至会减少。况且没有任何理由或事实能证明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速度必定小于技术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既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

个或有的事实,那么利润率下降本身也要视情况而定。

(二)剩余价值积累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张力

  1.两个制约因素:剩余价值量的人口增长

  另一种解释使我们找到了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的理由。我们无需事先

判定其提高的形态,因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解释就是以剩余价值积累

的冲动和人口增长的限制为前提的。

  这里本人不想去展开讨论剩余价值积累的冲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竞

争结构使每个资本家为了生存而尽量降低成本。劳资的对立和劳动力使用的

生理限制使资本家不可能把随心所欲地占有全部剩余价值或加大劳动强度作

为降低成本的惟一途径。资本家因而会通过尽快地增加劳动力来追求额外的

剩余价值(Ka,p.663)。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增加劳动力的手段在于其筹措

资金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资本家不仅要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量,同时还要积

累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很少转化为劳动者的资本或收入,其绝大部分被

资本家积累起来。全部资本价值的增长率并不是外生的。

  剩余价值的积累有两种形式,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人口增长的问题

便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大就业增长率

是以人口增长率为其上限的。最大就业增长率尽管随社会和历史环境而变,
但其仍有一个自然的限制。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取决于剩余价值在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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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

  有两种追加可变资本的方法,一是提高现有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二是保持

劳动力价值不变、增加工人数量。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这
可以用来解释为何资本有机构成停滞会使利润率下降规律失效。

  至于通过增加工人数量来追加可变资本,假设由人口增长所新增的劳动

力都加入生产过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不变资本会比资本有机构成更快地

增加。因此,可以规定一条资本有机构成的最小增加路径,该路径在每一时期

将与所有新加入的劳动力以及新增净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最小价值(最小量

值)相对应。这样人口增长率便是可变资本增长率的上限,这也最有利于资本

有机构成尽可能慢的提高。

  2.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个必要因素

  下面本人将证明当利润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π= PL
C+V

这是恒等式PL=ΔC+ΔV 累计的结果。如果v是单个劳动力的价值,那么

V=vN,ΔV=vΔN,其中N 是工人数量,人口增长率为:

  ΔNN

  π>ΔNN ⇒ΔC+ΔVC+V >ΔNN

  ⇒ΔC+vΔN>CvΔN
vN +vΔNvN ⇒ΔC>CvΔN

vN

  ⇒ ΔCvΔN>
C

vN⇒
ΔC
ΔV>

C
V⇒

ΔC+C
ΔV+V>

C
V

  当利润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当利润率低于人口增

长率时,资本有机构成降低。鉴于资本有机构成很低,可以认定资本有机构成

一定呈上升趋势。

  随着剩余价值率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于一个极限。该极限取决于

剥削率和生产性工人的增长率。

  设N 为工人数量,e为剥削率。

  每一时期积累的剩余价值为:

  N e
1+e=ΔC+

ΔN
1+e

  每一时期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C
N=

ΔC
ΔN

,变形得到:ΔC=C
NΔN

  由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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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1+e=

C
NΔN+

ΔN
1+e

变形得到:C
N=

N
ΔN

e
1+e-

1
1+e

这就是ΔN/N 和e值给定的有机构成的渐近值。

  无论剥削程度有多大,利润率的渐近值等于生产性工人的增长率:

  π=

e
1+e

C
N+

1
1+e

=ΔN
N

这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出,即把人口增长率考虑进去,剥削率越高,要积累

剩余价值的话,资本有机构成的水平也必须更高。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对资本

有机构成有两种作用:剥削率越高,如果保持工人数量不变,剩余价值量也越

大;从而,如果保持生产性工人的增长率不变,剩余价值量转化为追加可变资

本的部分更少,因此,必须追加更多的不变资本,才能使整个剩余价值量得到

增加。

  我们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找

到资本有机构成必定提高的原因。马克思在此检验了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积

累的假说,并认为这就造成了“资本积累的要求大于劳动力的增长,或者说,大
于个人数量的增加,而对 工 人 的 需 求 大 于 供 给,工 资 因 此 而 上 涨”(Ka,

p.687)。马克思认为,工资的上涨还没有达到危及再生产体系的程度,因此有

机构成不变条件下的积累是不会持久的。

  但是剩余价值理论尤其突出了现有人口的限制,特别是有关霍德斯金的

批评性意见以及复合利润的理论(TSV3,pp.347-364)。

  接着马克思指出,如果承认剩余价值的积累并且追加资本和前期资本的

利润率相同,那么即使考虑到剥削的增长率,人口很快便不能提供保持该利润

率所要求的剩余劳动量。有机构成提高似乎是资本在扩张运动中超越现有人

口限制的方法,但这只是暂时的超越。如果有机构成的提高允许资本的积累

超出价值增加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资本扩展程度的降低,即资本主义生产特

殊驱动力的减小(TSV3,p.354)。

二、相互对抗的趋势

  下面,本人将用以下的方法来证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用来评估影响

利润率上升的各种因素的有效性所必须的。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既定人口提

供的剩余劳动量的增加、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下降以及资本折旧。

(一)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下降和剩余价值的增加

  1.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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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既定资本价值的具体的增加,以及一些资本家可

以用来暂时提高利润率的方法。本人要讨论的是一般利润率的演变以及整个

体系下产生的剩余价值和积累的资本的价值之间的联系。

  本人将把不变资本的节约(K6,pp.96-122)、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

下降以及不变资本节约条件下资本的加速运转结合起来。

  不变资本的节约,无论其由来,都会使货币资本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可以

用更少的货币资本使生产在同样的规模下得以进行(K6,p.1258)。

  只有必要劳动才能使解放出来的资本得以积累。资本解放发生时,因为

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没有变化,那就必须将既定的货币资本较少地用于劳动

力,更多地用于不变资本。总而言之,在既定经济条件下,只有当整个体系中

资本得以积累,而积累的增量又足以使投资解放的资本所需要的工人数量得

以释放,有机构成才有可能提高。

  如果资本有机构成已经高于其最小增长路径所规定水平,那么不变资本

的节约就会发挥作用,但当不变资本的节约已经达到了最小增长路径时便不

再起作用。当资本有机构成达到这一水平时,由于被解放资本不能积累,货币

资本过多,这时便出现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不能增加被解放资本的价

值,资本的解放便不再有积极的影响。

  假定下面是货币资本的循环:

  A-M-P-M′-A′  A′=A+ΔA
  如果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A1<A 足以使相同生产继续进行,那么就有:

  A1-
Mp{T -P

  (A-A1)-
Δ1Mp
Δ1{ T

-P

  ΔA-
Δ2Mp
Δ2{ T

-P

  根据定义,A1使利用的劳动力数量与A 相同;就相关趋势而言,Δ1T 和

Δ2T 只能基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ΔA 就会比不变资本的节约没有发生

时以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加以积累。

  总之有两种情况,一是资本有机构成符合其最小增长路径,即现有的所有

劳动力都得以利用,追加劳动力只能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资本的解放不影响资

本有机构成的演变;二是由于失业劳动力得以释放,资本有机构成超出其最小

增长路径,资本的解放只能利用劳动力的这个储量才能积累。结果,资本有机

构成下降或增长速度放慢。当劳动力的这个储量用完,资本有机构成便又回

到其最小增长路径。

  2.剩余价值增加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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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已经强调过资本的积累与现有人口的限制相冲突。而要突破这个限

制的方法就是增加该人口提供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

  既然创造的价值与其劳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那么增加每个工人创造的

价值的最明显的方法便是延长工作时间,但是由于社会的和生理的原因,工作

时间不能无限制的延长。因此我们可以将工作时间视为固定不变的。

  提高劳动强度也可以增加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量,但那意味着工人精力

的更大消耗,这也会受到社会的和生理的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劳

动强度视为固定不变的。

  如果关于劳动时间的推论是以整个体系的水平为基础作出的,那么复杂

劳动的创造并不能改变现有人口所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因为复杂劳动(熟练

劳动)需要花费更多的社会劳动,比如需要参加培训,因而在相同时间内就能

比简单劳动(非熟练劳动)生产出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复杂劳动(熟练劳动)
没有增加一个社会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这只是劳动时间在培训、教育劳动和生

产劳动之间的不同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所有这些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

总量不变。

  剩下要讨论的便是相对价值。本文认为剩余价值率的上升会阻止资本有

机构成的提高,如下文所示,如果将利润率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V,则有:

  

PL
V

C
V+1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也随之提高,因
此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

  PL
V →∞且C

V→∞
,由此可得:∞

∞
但不能确定其界限。不过,不能确定其界限并不代表利润率的变化无法确定。
要找到利润率变化的方向以及该比率的界限,必须确定剩余价值率和有机构

成趋向无穷大的速度。下面将把不变资本的折旧考虑进去来综合分析这一观

点。

(二)不变资本的折旧

  至此,本人主要从平均利润率以及总剩余价值和总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这一角度,集中讨论了利润率递减规律的正确性。在剩余价值在利息、收入和

利润之间进行分配,以及资本内部力量的平衡决定利润分配的方法之前,该规

律就已经发生作用。由于某一特殊资本价值的增加而引起的资本内部所有剩

余价值的转移,以及由于某种原因其转移的增长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并使其他

资本的利润率得以提高,对于这些,本人不打算在此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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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价值的简单再生产悖论

  关于折旧的问题是要确定新产生的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价值的下降在何

种程度上导致了现存固定资本价值的下降。

  由于本人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因此要对折旧作如下定义:当预付的资

本价值不能在商品中全部得到体现,即部分固定资本丢失,其价值没有全部转

移到商品中去时,资本发生贬值。

  同资本有机构成相比,折旧的效果本身与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简单

下降不同。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简单下降涉及到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
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替代被使用并已得到补偿的生产资料。折旧并不随着货币

资本的演变而变化。价值的下降涉及到已经固定的资本,同样多的工人不断

提高具有较小价值的资本的价值。具有较小价值的资本并不影响新的净资本

的资本有机构成,可以假设该价值增长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最小增长率相同。
以前的资本使新的净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速度放慢,当其完全消失时,
具有较小价值的资本便可用于剩余价值的积累。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下降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折旧资本仍然实际存在,劳动力数量不变,而资本

的价值较少;二是如果折旧资本实际上已经消失,为剩余价值积累释放了劳动

力,那么积累的剩余价值可转化为更多的不变资本。

  处理折旧问题的一个共同的方法是,假设以较低成本再生产出来相同机

器的价值与固定机器的价值有一个彻底的调整。所有不变资本可以和劳动生

产率相同的增长率自动折旧。

  为简单起见,假定一个积累模型,其中所有劳动都来自剩余劳动:

  a=1+表示人口增长率,

  d=1-h中的h 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π0=PL
C π1= aPL

dC+PLπ2= a2PL
d2C+dPL+aPL

  πt=
atPL

dtC+∑
t-1

i=0
diat-1-iPL

= a
dt

at-1

C
PL+∑

t-1

i=0

dæ
è
ç

ö

ø
÷

a
i 
limπt

t→∞
=a-d=ΔNN +h

  这一水平显然高于人口增长率,在该体系中可以认为它是可行的。

  但必须注意的是,只有当现有资本的价值损失与每一时期生产的剩余价

值量相同时,利润率才继续下降。因此简单的价值再生产的利润率为正数。

  下面用方程来强调这一观点。这里本人将再次使用前面那个生产性工人

增长率为零的模型。

  π0=PL
C   πt= PL

Cdt+PL∑
t-1

i=0
di

  其中,t→∞,πt→1-d指将不变资本的折旧率视为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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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时期t+1,资本价值的增加为:

  PL-(1-d)[Cdt+PL∑
t-1

i=0
di]

  t→∞,PL-(1-d)[Cdt+PL1-d
t

1-d
]→0

  当利润率达到其极限,即有机构成固定不变时,每一时期的资本价值增加

为零。

  2.折旧、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除了讨论正利润率的价值简单再生产悖论,还必须确定资本折旧对剩余

价值的作用的结果。下面本人假定涉及到所有不动固定资本有一连续的折旧

流。首先本人要强调的是,强制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不是其量度标

准。剩余价值是与原先预付价值相比的额外价值,剩余劳动是获取剩余价值

的最高限度。但有些情况会使剩余劳动不能转化为剩余价值(K6,p.257)。
当生产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不足导致浪费时,剥削虽然已经发生,但并没

有导致相应的资本价值的增加,这样,剩余劳动便不能转化为剩余价值。然

而,即使我们假定价值的实现没有问题,折旧的存在也意味着获得的剩余价值

低于强制剩余劳动的水平。这是因为,资本价值总是与它本身有关,“资本在

其运动过程中的一系列变形,都意味着与资本价值在其原来价值增加循环过

程中所经历的变化的一个连续对照……生产要素只是资本价值在其运动过程

中的连续的形式,原来的资本被比作现在资本的修正价值”(Ka,p.98)。

  假定任一资本的构成如下:

  Cf+Cc+V,其中Cf 表示固定资本;

  u表示资本周转率;

  Cc 表示流动不变资本;

  V 表示可变资本;

  Ple 表示剩余价值量;

  d表示折旧率。

  如果没有折旧,则有:

  A=Cf+Cc+V;

  uCf+Cc+V+PLe=生产并实现的价值;

  Cf(1-u)=在生产中保持固定的资本价值;

  A′=Cf(1-u)+uCf+Cc+V+PLe

  A′-A=PLe,表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相等。

  如果有折旧,则有:

  uCf+Cc+V+PLe=生产并实现的价值;

  Cf(1-u)(1-d)=在生产中保持固定的资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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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f(1-u)(1-d)+uCf+Cc+V+PLe;
  A′-A=PLe-d(1-u)Cf.。表示剩余价值低于剩余劳动。

  资本折旧为负这一点没有被归并到这些评估利润率下降的模型中来。在

这个假设中,很难证明资本被有规律地剥夺其价值,同时也很难保证资本家在

评估利润时不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换句话说,本人认为隐含着这种折旧见

解的假设应予以否决。根据那种假设,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家承受了

其投资的系统折旧,他们不根据投入的实际成本来确定其利润。另外,利润渐

近率与A-M-A 的循环相对应。如果是那样的话,正的利润率便不能反映

资本价值增加的事实。事实是,任何资本在每一时期都有相同的价值。一个

超越这一正利润率价值简单再生产悖论的方法是,同时考虑折旧对利润率的

正面和负面影响。

  3.趋向的综合和相互对抗的趋势的综合

  在本人准备用来评估利润率变化的模型中,资本折旧和相对剩余价值是

相统一的。

  在最初时期,我们有如下变量:

  N0=生产性劳动的时间;
  V0=再生产出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
  C0=原始不变资本总量。

  在总体水平上,生产的价值与劳动时间有着直接联系。

  h是可变资本的折旧率,d是不变资本的折旧率,d的价值结合了资本周

转率的影响:d=(1-f)(1-u),其中,f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u是不变资

本的周转率。

  a=1+b,其中,b是生产性工人的增长率。因为生产性工人的增长率与

人口增长相对应,该模型充分利用了不变资本各种要素价格的下降。有机构

成沿着我们前面定义的最小增长路径而提高。

  对于时期t=0,则有:

  π0=N0-V0

C0+V0

  对于时期t=1,不变资本的价值如下:

  dC0+N0-V0+V0(h′-b+h′b) h′=1-h
  其中,V0(h′-b+h′b)是导致以不变资本的形式积累的资本的增加或减

少的可变资本的解放或固定。

  则剩余价值为:(N0-V0h)a-(1-d)C0
  因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价值的增加,它等于剩余劳动减去折旧损失的价值。

  π1=
(N0-V0h)a-(1-d)C0
dC0+N0+V0췍 췍췍———— ————

ah
C

+V0
︸
ah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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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得出:

  对于时期t=2,则有:

  π2=
(N0-V0h2)a2-(1-d)[C0d+N0-V0ah]

C0d2+N0d-V0ahd+N0a-V0h2a2+V0h2a2

  πm=
(N0-V0hm)am-(1-d)[C0dm-1+N0∑

m-2

i=0
aidm-2-i-V0∑

m-1

i=0
aihidm-1-i]

C0dm+N0∑
m-1

i=0
aidm-1-i-V0∑

m-1

i=1
aihidm-1-i

它可以写成:

  πm=

N0-V0hm-(1-d)dm-1

am C0+N0
dm-2

am

1- aæ
è
ç

ö

ø
÷

d
m-1

1-a
d

-V0
dm-1

am

1-haæ

è
ç

ö

ø
÷

d
m

1-had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

C0 dæ
è
ç

ö

ø
÷

a
m

+N0
dm-1

am

1- aæ
è
ç

ö

ø
÷

d
m

1-a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d

-V0
dm

am

1-haæ

è
ç

ö

ø
÷

d
m

1-had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

  а>1时,当m→∞,从而аm→∞;

  0<d<1时,当m→∞,从而dm→0;

  0<h<1时,当m→∞,从而hm→0。

  当m 趋向无穷大时,利润率的极限为:

  a+d a
1+
æ

è
ç

ö

ø
÷

a
如果а=2%,d=10%,利润率的渐近值为2.2%。

  没有资本折旧时,利润率为2%。资本的折旧几乎没有改变利润率的这

个渐近值。如果我们承认2.2%是一个非常合法的利润率水平,并且当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要求一个更高的利润率时,它仍然起作用,那么这种趋势显然会

下降。在详细讨论之前,本人想强调,当利润率趋于其极限值时,剩余价值率

趋于无穷大。对于时期m,剩余价值率为:

  
(N0-V0hm)am

V0hmam

当m 趋向无穷大时,该比率趋向无穷大。

  假定资本连续折旧是为了表明,从这个角度考虑,折旧不能阻止利润率的

下降。折旧总是给资本家带来损失。因此,完全可以相信资本家只有被迫时

才会这样做。因为激烈的竞争,资本家将在资本折旧之前抛弃部分资本,否则

他将面临破产。过度生产危机发生时,资本折旧就会发生。只有当有机构成

提高使资本价值增加的条件完全被破坏时,竞争对抗才会导致破产,或者随折

旧而来的已经预期到的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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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与利润率下降

  本人要事先说明的是,本文只讨论有关利润率下降规律方面的国家干预,
因此对与具体情况相关的国家干预的具体形态暂不讨论。既然利润率递减规

律是以总资本的剩余价值总量为基础的,显然,当国家将剩余价值从这一部分

转移到那一部分时,并不会影响该规律的存在。另外,正如前面所示,即使当

剩余价值率趋于无穷大时,利润率也会下降。因此,国家采取的降低劳动力价

值的措施并不能从本质上怀疑利润率的下降。

  下面本人想分别讨论这样几个问题:国家对剩余价值积累的影响,国家不

能实现的公共部门工人提供的劳动及其在集体生产方式下的实现,作为必要

劳动的非生产性公共开支。

  1.国家对剩余价值积累的影响

  根据利润率递减规律,正是因为人口增长率造成的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可

变资本的限制,剩余价值的积累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当然,任何会降低剩

余价值积累量的影响因素都会使有机构成提高所要求的最小剩余价值积累率

降低。有关利润率递减规律的公共行动的积极面之一是,它降低了剩余价值

积累率。“奢侈品”一词可以扩展到用以交换资本化剩余价值的任何东西。像

武器等公共开支主要用于生产并实现价值的部门,但这些价值通过国家转化

为收入。而像传统的奢侈支出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最小增长率的下降,因而

利润率下降速度放慢,其渐近极限变高。这可用以下公式来表示:假设 N 表

示工人数量,e表示剥削率,a表示剩余价值积累的部分,0<a<1。

  则有:

  aN e
1+e=ΔC+

ΔN
1+e

积累的剩余价值在追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分配。

  C
N=

ΔC
ΔN

,变形得到:ΔC=C
NΔN

  当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时,可以得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渐近极限为:

  aN 1
1+e=

C
NΔN+

ΔN
1+e

,变形得到:C
N=a

N
ΔN

e
1+e-

1
1+e

  由此可以推出渐近利润率为:

  π=

e
1+e

C
N+

1
1+e

=1a
ΔN
N >ΔNN

  乍一看,既然公共支出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收入对利润率的影响是有利的,
那它们就有助于使利润率趋向的最小极限变高。但是,国家要为这些开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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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经费,就必须首先吸收这些将转化为公共开支的剩余价值。要做到这一点

有三种途径:对利润征税、对商品征税、对工人征税,当然还可以将三者结合起

来。每一种情况对利润率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对商品征税降低了资本家的实

际利润率,而资本家正是根据实际利润率来作出决策的。这样一来,如果剩余

价值不转化为收入,此时的盛行利润率和税后利润率便没有什么差别。

  对商品和工人征税会导致明显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固定,因为资本

家购买它们时必须多支付一个税款。这样一来,就和把公共开支当作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积累结果一样,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的渐近值也没有变化。

  2.国家不能实现的公共部门工人提供的劳动及其在集体生产方式下的

实现

  本人直接排除了国家扮演资本家的角色来实现所有公共产品价值的情

况。因为这和私人资本没什么区别,不会影响到利润率。本人将对用于劳动

力再生产的商品的生产和集体不变资本的形成作一区分。

  国家对劳动力的社会化和集体化管理使从事那些工作的工人的剩余劳动

得不到实现。国家必须实现职工的劳动力,并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设备的

高效运转。这一点可以通过使用者的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如通过税收资助

的免费服务)来实现。

  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支出都属于可变资本。对于税收中的工资贡献,无论

它是被转移或再分配给工人,或者是建立集体消费品,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这种

形式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

  至于负责劳动力集体管理的公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得不到实现,则
会导致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私人资本节省了可变资本,这就增加了其占有的

可随意支配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从国家向私人部门

转移价值。劳动力集体再生产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价值不能实现,
这使其剩余劳动无效。那些工人则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者。与节省的可变资本

相对应,非生产性劳动得到发展。如果社会现有的同时并存的劳动日的一部

分不能从增加资本价值的过程中转移,那么,提高公共部门的比重不会扩大节

省的可变资本。这只会加强对现有劳动的约束,增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下面本人将讨论集体生产方式。国家可以实现生产方式所释放的经贬值

的价值、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一切都保持那样,
利润率运动方面也不会有何变化。诚然,国家可以将公共部门工人创造的并

由其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私人部门。但是,一方面,集体生产方式

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运动,即其有能力积累价值并限制其转移;另一方

面,尤其是私人资本将会积累转移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一转移不足以增加现

有的劳动力,私人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将迅速提高,而利润率的运动没有任何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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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一转移没有公共资本加入社会剩余价值的重新调整时,那结果又会

怎样呢? 当公共资本不去设法使利润率平均化时,相应的剩余价值就由私人

部门来实现并积累。利润率总的运动没有改变。就在转移发生的同时,利润

率上升,但并没有阻止利润率的下降。设C1 为私人总资本,C2 为公共总资

本,PL1 为私人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PL2 为公共资本创造并转移的剩余价

值。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每个时期转移的价值量相等。

  第一次转移时,私人资本的利润率提高,变化为:

从 PL1
C1+V1

到PL1+PL2
C1+V1

紧接着便有:

  PL1+PL2
C1+V1

⇒ PL1+PL2
C1+V1+PL1+PL2⇒

PL1+PL2
C1+V1+m(PL1+PL2)

当m 趋于无穷大时,利润率趋向于零。如果我们代入一个正的就业增长率,
利润率则趋向于这个增长率。

  3.作为必要劳动的非生产性公共开支

  非生产性开支可以视为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无关,而与价值的创造有关。
它们可以用于武器、政府的行政部门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关。免除任意收取费

用的集体生产方式也属此类。非生产性开支的生产和再生产使国家吸收的剩

余价值转型为收入。虽然相应的使用价值可用于总资本的再生产,但其价值

却不能增加。

  那些开支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所必需的,其必要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通过流通的交换来实现。由于公共消耗,资本主义部

门生产性工人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从资本的角度讲,这种

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没什么差别。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只是剩余劳动时间内创

造的并增加到原先预付价值中去的价值。作为资本价值增加指标的利润率,
它是该剩余价值和所有预付价值的比率。

  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可以用总资本价值的增加来表

示。当考虑到资本折旧和非生产性公共开支的折旧时,从剥削角度看的剩余

劳动时间(实际劳动时间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与从

资本角度看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原价值和资本家可利用的最终价值之间的差

别)是有区别的。后者低于前者,这证实了国家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收入并不能

阻止利润率的下降。

结 论

  本人将以利润率递减规律和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作一结论。首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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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不应带有目的地来解释它。它并没有说某一天利润率会低到使资本

主义自动消失的地步。它没有直接地讲但隐含地指出,利润率不可避免地呈

锯齿形而非直线形下降。与利润率递减规律相关的问题是周期性危机的存

在,以及不能控制利润率下降真正期限。危机使资本大量贬值,从而使利润率

回升。因为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价值增加的基础恢复的时刻,所有每一次危

机都是利润率递减的直接结果,这样讲似乎有逻辑错误。每一次危机都是某

一特殊条件下的特定结果,因而它有自身的系统,某一个原因不足以解释一次

危机。然而,从利润率递减规律的存在可以断言,危机是必然的。随着资本价

值增加条件的恶化,资本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容易失调。由于累积效应,当利润

率情况恶化时,其破坏性便难以缓解,最终发展成为危机。

  危机结束时,利润率水平不受任何规律的支配。利润率自动回到一个水

平,该水平并不取决于严格确定的规律的影响力或变量。危机结束时便没有

任何规律可言。认为每次危机结束时,利润率都会回到一个比前一次危机更

低的水平是错误的。这再次表明利润率递减规律是非目的论的。

  最后本人要强调的是,利润率递减规律表明了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现有劳

动时间的限制。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由于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现有的劳动时间的分离越来越大;另
一方面,生产仍然受利润的支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受价值规律根本

控制的商业生产方式,它完全受作为资本价值增加尺度的劳动时间的控制。
最终,两个劳动时间之间的联系(剩余劳动和积累资本的价值)决定了资本家

把利润率作为其决策的主要标准。

  解放现有的劳动时间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只有当价值的增加反映资本主

义体系的条件消失时,它才能真正发生。资本一方面把社会现有的劳动时间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消除这一限制。但

这一作为历史特征指标的矛盾,它自身并不能创造出能克服这一矛盾的条件。
历史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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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lusValueAccumulation,PopulationGrowth
andFallingRateofProfit

ChristianLagarde

  Abstract Thispaperanalysesthelawofthetendencyoftherateofprofittofallfrom
aperspectivebasedonthetensionbetweensurplusvalueaccumulationandthegrowthina-
vailablelabour.Afterhavingshownthatthestandardversionofthislawdoesnotallowto
inferinalogicalwaytheriseoftheorganiccompositionofcapital,itfocusestheanalysison
thedistributionoftheaccumulatedsurplusvaluebetweenadditionalconstantcapitaland
additionalvariablecapital.Withthisasastartingpoint,itassessestowhichdegreeeconom-
icsareefficientintheuseoftheconstantcapitalregardingtheleveloftheorganiccomposi-
tion.Thecounteractingtendencieswillbeorganicallyarticulatedregardingthetendencyto
fall.Adynamicmodeloftheaccumulationofthesurplusvaluemakesitpossibletoanaly-
sestheeffectsthatagrowingrateofthesurplusvalueandofthedepreciationofthecapital
haveontherateofprofit.Finally,thispaperdealswiththeinterventionofStateinwhatre-
gardstheveryexistenceofthelaw.Itsuccessivelydealswith:theinfluenceofStateover
surplusvalueaccumulation,thenonrealisationbyStateofthelaboursuppliedbythework-
ersofthepublicsectorandthenonrealisationofthelabourthatisrealisedincollective
meansofproduction;thenonproductivepublicexpendituresasrequiredlabour.
  KeyWords organic compositionofcapital surplusvalueaccumulation available
labour populationgrowth fallingrateof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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