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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士院院士.在此感谢CostasLapavitsas审阅本文初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

　　①　Kaneko和 DeWit２００８,pp．９．

　　内容提要　本文分成三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部分,考察了次贷危机的历

史意义及社会代价.次贷危机源于２００７年美国的金融动荡,不久演变成世界

范围内的严重经济危机.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了次贷危机的具体特点,将其与８０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及随后于９０年代发生的危机相对比.另外,劳动力金融化

概念也在本章有所论述.第二部分比较了当前危机与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

论证为什么这场危机的猛烈程度不如大萧条时期.最后,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

探讨了危机的社会代价.上述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不干预市场原则的失败,推

断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关键词　次贷危机　劳动力金融化　美国房产金融结构　贷款证券化　
次贷危机的社会代价

一、次贷危机的具体特征及与日本经济泡沫的比较

　　任何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和具体特征都是由之前的经济繁荣决定的.这

场金融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经济繁荣,因此,为了弄清

楚为什么这场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有着如此巨大的毁灭性,首先有必

要考察之前美国房地产的繁荣程度和本质特征.

　　美国房地产的繁荣始于１９９６年,伴随着新经济的兴盛,延续了大约１０
年.２００１年新经济(或信息技术)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经济复苏和发

展的主要支柱.据估计,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的４０％都依赖于房地产

行业① .

　　没有房产金融的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不可能实现.在美国,住房贷款主

要分为优惠级和次级两种,一般次级贷款人的信用等级和还款能力较低.具

体来说,次级抵押贷款就是将资金借给那些有还贷拖欠记录,或其FICO 信用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３０辑 次贷危机的历史意义及社会代价:从日本的经验来看 ２９　　　

记录(一种由FairIssac公司开发的信用度测评体系,最高分值为９００分)在

６６０分以下,甚至贷款额度占其收入５０％的客户.

　　在过去,银行一般不会向处于次级抵押水平的人群提供住房贷款.但

２００１年之后,美国住房贷款,特别是次级贷款迅猛发展.其结果是刺激房价

稳步上涨.到２００６年,房价水平涨到了１９９６年的２倍.２００６年底,美国未

偿住房贷款总额达１３万亿美元(基本上与GDP等值).尤其在２００１年之后,
次贷占总贷款的比例迅速提高.２００６年,新住房贷款额中有２０％为次级抵押

贷款.到２００６年底,次贷总额达１．７万亿美元,占总住房存量的１３％①.

　　通过一些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出次贷的发展规模.典型的次级抵押贷

款额为２０万美元左右②.美国大约有８５０万户家庭(或２５００万人口)获得了

这一贷款.进一步假设住房贷款额度一般为３０万美元,那么２００６年底住房

贷款总额为１３万亿美元,出借给４３３０万户家庭或美国总人口的４３％.比较

来看,１９９３年(经济泡沫破灭不久)日本未偿住房贷款总额估计为１４１万亿日

元(大约占 GDP的２９％).假设１９９２年平均房贷额度为２７４０万日元,则大

约有５１０户人家或总人口比例的１２．３％ 获得了贷款③.在这里,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不管是从房贷整体来看,还是单从次贷来讲,美国的住房贷款规模

都远远超过８０年代后期处于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

　　日本房产泡沫迅速膨胀,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超过了１４００万亿日元(股票

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计算在内),造成重大资本损失.然而,住房市场只是泡

沫经济的一个部分.股票市场和房产市场整体的投机热度仍然高涨.在危机

出现以前,美国的经济繁荣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行业中:第一是IT产业泡沫

的膨胀,主要表现是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间纽约证券交易的兴盛;第二是２０００年后

的住房热和住房泡沫的破裂.

　　进一步将美国与日本对比可以发现,两国的经济泡沫中包含了一个明显

的共同特征———很容易筹集大量资金用于投机性交易.这一特征最终导致了

泡沫的破灭.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的长期低迷中,大企业越来越依赖于自

我融资.于是,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挪出大量资金灵活地用

于工业贷款之外的领域,比如消费信贷、住房贷款、房地产投机性交易和各种

有价证券.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交易,１９８５年日本的“广场协议”
和２００１年后美国出台的货币政策就是实例.

　　两国经济泡沫的另一共同特征是都利用IT技术来促进包括住房贷款在

内的投机性金融交易.IT技术的发展加快了不同利率下还款额度的估算速

①
②
③

JapanCabinetOffice,PolicyPlanningRoom２００７,pp．７．
JapanCabinetOffice,PolicyPlanningRoom２００７,pp．７．
Itoh２００６,chap．６,whichisalsoinDymskiandIsenbergeds．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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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金融交易更加便捷,银行信用业务更加灵活.尤其在美国,IT技术被金

融行业运用于计算个人信用分数以及筹算在贷款头几年实行“最低利率”的混

合型住房贷款,这一新型贷款吸引了大批低收入劳动者.另外,信息技术的加

盟还为证券结构化提供了可能.

　　政治因素或者说政策因素在美国房地产的繁荣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政策放宽了对金融交易的限制,使得引进

灵活的“最低利率”住房贷款成为可能.第二,１９７７年的社会再投资法(该法

鼓励银行循环利用当地家庭的部分储蓄)和１９８２年的可选择交易抵押平价法

(该法旨在防止住房金融对低收入家庭的歧视)促进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发

展.这种鼓励次级贷款的新政策将个人金融资金重新调动起来,带来了城市

居民新的贷款热.这些金融新业务本身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人权运动发展

的成果,却被金融企业家们横加利用.民主的进步却引发了低收入人群的住

房贷款热潮,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

　　如果将这些新变化放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看,那么金融

系统其实是一种社会机制,主要作用是将社会的闲置资金聚集起来,为资本主

义企业的再生产所用.但在２０世纪以后,劳动工人的积蓄、养老金和保险金

被一起纳入这种社会机制.消费信贷的情况也是一样.

　　传统上消费信贷一般属于典当行、高利贷者(由前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

来)和消费信用公司的业务范围.在当代,这些消费信贷机构规模相对较小,
属于现代银行金融系统的边缘地带.但是,随着大企业越来越依赖于自我融

资,金融机构发现,想要贷款给实体企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大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开始向以劳动工人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提供消费贷款,尤其是住房

贷款.就这样,劳动力逐渐被金融化①.劳动力金融化的趋势在日本经济泡

沫时期已非常明显,最近美国房地产的繁荣更加快了这一进程.银行和相关

的房地产机构以房产增值为诱惑,极力劝说工人贷款购房.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经济泡沫的膨胀主要依赖于从占 GNP１５％的国

内家庭储蓄中融资,但是,美国的家庭储蓄量极低,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不是

依靠个人储蓄,而主要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从全球范围内融资.因此,
美国住房市场的金融行为与早期的日本银行完全不同,甚至与美国储蓄和贷

款协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的金融模式也不一样.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从事抵押信贷的金融企业遵循的是一种“贷款并持

有”的经营模式,这与今天的“发起－配售”模式不同.抵押贷款最早源于放贷

公司,它们收集不到顾客的储蓄,只能将贷款业务出售,其典型的买家是大型

① 这一概念本质上与Lapavitsas(２００９)的观点相似.Lapavitsas认为,对雇佣工人的金融掠夺
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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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投资银行旗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在获得大量抵押借款后,SPV 将

其合并成抵押支持债券,再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有时候,银行也会将预算之

外的抵押款变卖给SPV.这就是“发起－配售”模式的实质.

　　美国房地产信贷市场因此分为了两层:第一层包括原始放贷人(以放贷公

司为代表)和申请贷款的家庭,第二层包括在全球发行按揭证券的金融机构.
新的金融模式将原始放贷人从传统意义上的借贷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储蓄不

再是贷款的唯一来源,鼓励银行寻找非储蓄资金,促进了贷款业的迅猛发展.
同时,这种模式看起来似乎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因为房贷利率

固定不变,但储蓄利率可以浮动).

　　这就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房地产贷款市场的运营模式,而该

模式在８０年代后期住房投机泡沫兴起的日本尚未出现.运营模式的不同很

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房产市场的崩溃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来源,日本巨大

经济泡沫的破灭却只产生了本地效应.在日本,作为贷款持有人的银行遭受

损失,主要是因为经济泡沫破灭带来了贷款质量的恶化.美国经济泡沫的破

灭影响深远,范围极广,则是因为贷款证券和资产证券价格下滑,损害了金融

机构的资产负债平衡,包括投资银行、商业银行、避险基金、保险基金、养老金

和证券公司.

　　同时,这种运营的差异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将公共资金用于向金

融机构购买贷款证券和其他证券,而日本政府则将公共资金注入到主要银行

的股本金上.在美国,政府直到危机加深之后才重新调整对银行的援助计划,
直接向银行股本注入资金.

　　日本与德国的金融体系经常被拿来和美国及英国的金融体系作对比.前

者更多地依靠间接融资(或“贷款并持有”信用模式),后者则依赖直接融资(或
通过证券市场“贷款并发行”的信用操作模式).最近几年盛行一种观点,认为

英美模式优于日德模式.该观点认为,竞争激烈的证券市场更为透明,与依靠

个人关系与私人信息的间接融资相比在分配资金方面更加理性和有效率.今

天,美国的贷款证券化模式成功地从全球聚集资金来满足信贷需求,造成房价

持续上涨,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不幸的是,尽管人们相信贷款证券化可以分散或削减房产贷款(包括次

贷)包含的风险,但这一看法并不能得到充分证明.事实上,贷款证券的风险

并不是完全透明的.StandardandPoor’s和 Moody’s之类的评级机构的误

导性评级使这个市场更加不易看清.２００７年６月,次级贷款证券亏损,大型

投资银行BearStearns的两大避险基金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规避风险的作

用.大约在房产泡沫破灭的６个月后,贷款证券所包含的真正风险开始在美

国显现,并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

　　２００７年,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的次级贷款证券大约为７０００亿美元,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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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证券为６０００亿美元,债务抵押证券为３９００亿美元①.２００８年夏,联邦

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陷入严重危机,于９月份被实质上国

有化.美国一半的优质住房贷款由这类企业做担保.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整

个房产市场的贷款质量在明显恶化.贷款证券正在对全球金融机构进行不可

预知的摧毁性打击.世界金融市场进入了雷区,关于巨额亏损和濒临破产的

报道随处可见.

　　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证明,那些相信自由市场效率,特别是金融市场效率

的自由主义观点站不住脚.它让我们重新思考英美金融体系是否当真优于日

德体系.事实上,一旦住房市场的投机泡沫破灭,美国金融体系将灾难带向全

世界,引起国内外的剧烈动荡;相反,日本危机则基本局限在本土地区,主要是

银行业受到严重影响.另外,欧美政府向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产生的效果

可能与日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后的政策效果不同———当前这场金融

危机可能更难解决.当年的日本在经历了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了十几年

(１９９１年之后几乎零增长),然而,当前的危机则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更严重更

持久的低迷.

二、百年一遇?

　　２００７年５月次贷危机开始显现.对于这场危机,国际经合组织(２００７)认
为,美国经济会因此下滑,世界经济将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迷,不过,这只是一种

“平缓”的调整,最终欧洲将从美国手里接过经济发展的指挥棒,并将其称为

“危机分解局面”.这一预测无疑是建立在对过去投机泡沫的认识上,例如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泡沫的破灭,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２００１年美国新

经济的崩溃.的确,当年的这些事件影响有限,多发生在本地,甚至之后还在

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

　　然而,这一局面在今天不可能重演,因为金融次贷危机的具体特征决定了

当前危机不可能局限于本地.目前,次贷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邪恶的世界经

济危机,曾经在世界各地连续出现的“泡沫－危机－泡沫”循环模式已被打破.
随着金融次贷危机的摧毁力量越来越明显,联邦储备局前主席 AllanGreensＧ
pan为其取名为世纪“海啸”.日本首相 TaroAso赞同 Greenspan的说法,声
称世界正处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当中.这些论断似乎告诉我们,当前这场

世界经济危机真正意味着什么.

　　由此看来,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个疑问:当前危机的摧毁力会强于１９２９
年的大萧条吗? 简单来说,１９２９年危机爆发于美国经济繁荣的结束时期.３

① 债务抵押证券是由贷款证券和其他消费贷款如汽车贷款支持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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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后,危机进一步加深,导致股票价格下降大约９０％,９０００家银行破产,失
业率上涨２５％,GDP下滑４６％①.尾随其后是严重的通货紧缩,世界性农业

危机,金本位货币制度垮台,贸易集团的出现引起的国际贸易缩水,以及世界

经济的普遍恶化.那么,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会引发程度相似或者更严重的经

济灾难吗? 随着“雷曼事件”(２００８年９月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告破产)之后

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担心和恐惧开始在国际金融商业圈内蔓延.

　　经济大灾难再度发生的可能不容忽视.灾难本身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

内部矛盾在当代的一种体现.但是对于危机严重程度的问题还是应该谨慎对

待.过去２０年间曾出现过几次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

经济泡沫的破灭,１９９７~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新经济的崩溃.这些危机

都造成大量金融资本的流失,资本损失与 GDP的比率不低于１９２９年的大萧

条.但是,直到本文写作的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因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下滑

造成的经济彻底崩溃现象.与１９２９年相比,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

必须以一种符合时宜的视角来审查当前的金融危机.文本认为,以下四个方

面的原因使得当前危机的影响不如１９２９危机深远.

　　第一,１９２９年危机爆发后,当时实行的金本位货币制度规定了固定汇率,
迫使各国增加黄金储备,这就限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随后,贸易集

团的形成加速了世界贸易的萎缩.而在当代,浮动的汇率使各国不必再大量

储备用于国际支付的货币,这就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操作提供了空间,政
府可以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的日本那样,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援救银行和

其他金融机构.

　　毫无疑问,公共资金注入金融机构,可以降低世界经济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一举措与美国紧急财政货币政策相结合时效果更加明显.但从另一方面来

看,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在几年内增加财政赤字,加重公

共债务,导致经济的持续低迷,而填补巨额赤字只能通过大借外债来实现,从
而增加了美元的贬值幅度.由此看来,美国政府有必要寻求国际间政治合作,
以避免美元的垮台,并创立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第二,在１９２９年危机中,主要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和利润,
大量削减生产和雇用劳动力.这种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行为在当时造成宏观

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垄断并不明显.即使是企业巨

头也必须在全球竞争压力下运作,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维持垄断价格和垄断利

润.美国汽车行业三大巨头面临的困境就是证明.所以在今天,大企业削减

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情况很可能不如１９２９年严重,而且这种做法不再是造成消

费需求锐减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另外,正如前文所述,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

① Takumi(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对１９２９年大萧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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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依赖于自我融资,所以,它们的商业活动可能不会直接受到金融危机信贷缩水

的严重影响,但极度依赖银行信贷的中小型企业可能会在这场危机中遭受重

创.

　　第三,尽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雇佣劳动和工资水平的影响正在加深,但
程度不如１９２９年严重.虽然人们对未来越来越担忧,但是,个人积蓄、保险、
养老金和包括失业补贴在内的社会福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工人的消费.
同时,失业率上升,劳动时间和工资的减少有助于资本主义企业降低成本,应
对危机.

　　第四,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正在

蓬勃发展.它们的成功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并得到海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的支持.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等手段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顺差可以

直接或间接地缓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比如,进口廉价消费品.虽然

这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工人工资水平降低,但它可以帮助工人劳动者

渡过经济危机带来的生存困难①.反过来说,这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

国家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另外,当前石油价格正处于高位阶段,石油收入的

积累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流通有助于缓解这场金融危机.

　　今天,这四大因素共同作用,减缓了金融次贷危机,使其猛烈程度不及

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但是,不应该将这些因素看成是绝对性和永久性的,因为

我们并不清楚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制住当代金融自我毁灭的内在趋

势.一般来说,危机的剧烈程度更多是由实体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作用和相互

损害程度来决定的.经济危机带给企业和国家的巨大压力很可能会转移到工

人群众身上,至少会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穷人数量急剧增

加.

三、社会代价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政

策.它鼓励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相信没有国家干预的竞争市场,促进了公有

企业的私人化,解除了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多个领域的管制.在全球范围内,
这种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美国金融模式被纷纷效仿.很明显,当前的金融次

贷危机并不是源于地震或战争之类的外部冲击,而是来自于美国金融系统自

身的弊端.

　　这场危机无疑证明了崇尚自由市场效率和美国金融模式的自由主义观点

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我们将经济危机造成的多方面损失定义为金融次贷

① 由此来看,依赖学派(包括Emmanuel１９７２)的不平等交易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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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社会代价.普遍来说,社会代价这一概念包含多种现象,比如,给第三

方或整个社会带来的外部效应,因没能实现最优分配造成的宏观经济损失,以
及由公共政策带来的损失.尽管当前金融危机的社会总代价尚不能完全确

定,但是鉴于早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经验,我们可以确定下面四个方面的损失.

　　第一,抵押债务人的经济损失.截至到２００８年,美国已经发生了２００多

万起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事件.对于那些将住房抵押出去的债务人来说,已
支付的还款和花在家居耐用品上的费用全部作废,其中打击最大的是申请次

级贷款的低收入人群.优级贷款债务人也遭受了损失.随着房价下跌,住房

的市场价格低于抵押的债务,因此债务人只得抽取自有资金来偿还债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大都市的房价下降了一半多.
从债务人的观点来看,继续按照之前的房价偿还贷款并不公平,其中一部分实

际是无偿支付.而在美国,房价的下滑速度甚至比１９２９年时还快,并有望超

越当年２６％的降幅①.假设美国房贷总额与 GDP大致相当,债务人几年内无

偿支付的还款金额可达到当前 GDP的１/３.即使不考虑抵押品赎回权的丧

失,这也是一笔巨大的社会损失.

　　第二,世界范围内各种有价证券价格的下滑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本损失,如
贷款证券,资产证券,股票等.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股票价格降低带来的资

本总损失估计为５００万亿日元,基本与９０年代中期日本的GDP相当,而这还

不包括房地产价格变动带来的资金损失②.目前,我们尚无法确定证券价格

下滑带来的资本总损失与 GDP的比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资本损失

的绝对值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总损失的若干倍.

　　那么,由证券、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滑引发的资本损失到底意味着什么

呢,尤其从劳动价值理论的立场来看待的话? 之前在经济繁荣期积累的资本

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这种损失,但并不能保证两者达到平衡.从另一方面来

看,经济泡沫破灭引发的证券价格下滑对于劳动者个人、企业和社会整体来讲

都是纯损失.诚然,只要资产未真正变卖出手,还存在挽回损失的可能性,但
这是建立在资产价值回升的假设上的.不过,如果通过变卖证券使资金损失

成为了现实,那么购入贬值证券的一方还是有可能从中获益.但无论如何,最
终结果很可能是负值,因为这是一场非零和博弈.总的来说,了解资本损失到

底带来多大的社会效应仍然是一个棘手的理论性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年社会总产品所包含的活劳动是新创造出来的

价值的实质.新价值在资产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和租赁者)和雇佣工人中分

配,其中一部分有可能因为难以在市场上实现而流失(指的是商品无法卖出或

①
②

KanekoandDeWit２００８,pp．２２．
Itoh２００６,chap．６,whichisalsoinDymskiandIsenbergeds．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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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者卖出价格低于正常价格).但是,社会资本的损失并不一定就是未能实现的

价值,也就是说,资本总损失很可能大得多.

　　这种损失可能意味着,第一,过去劳动积累的部分价值流失;第二,收入流

量的重新分配.这让我们想起机器有形/无形损耗,但又并不相同(机器有形/
无形损耗指的是当某一行业中效率更高的机器成为了社会标准,那么在原机

器上花费的劳动时间就是一种损失).在经济危机中,这种损失可能以证券、
股票或房产价格的贬值来实现(在马克思理论中叫作虚拟资本的贬值),其结

果是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年收入流量的分配,流量总和也有可能减少.

　　即使暂不考虑资本损失对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证券价格的下滑也无

疑会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在BasleⅡ条例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

下(由国际结算银行２００４年引入金融行业),现值会计值体系已经成为全球银

行的标准.该标准与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适应,有利于对金融公司和其他商

业公司的股票价格进行估算,旨在为证券股票市场的风险性操纵提供一个更

为透明的环境(这可以算作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金融模式的另一实例).
但是,BasleⅡ条例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使给银行增加了负担,因为随着危机

造成的资金损失增加,维持资本充足率变得越来越困难,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

金融次贷危机.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BasleⅠ条例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让日本银行

吃尽苦头.条例规定,银行必须维持不低于８％的资金充足率,从而限制了银

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能力,延长了危机.总的来说,BasleⅠ和BasleⅡ不但无

法阻止经济泡沫的破灭,还加剧了随后发生的银行业危机.

　　另外,必须指出,当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机构投资人)经营的不仅

仅是资本主义企业与富有阶层的资本,还包括广大劳动人民的个人储蓄、养老

金和社会保险.由于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投资股票和其他证券,因
此,金融机构的资本损失及其他相关损失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劳动人民.正因

为如此,将公共资金用于援救金融系统并不会引起劳动人民的强烈反对.

　　第三种社会损失是用于援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公共资金.举例来

说,布什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初通过金融稳定法,允许将７０００亿美元投入金

融系统.这一金额与日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向银行注入的７０万亿日元大致

相当.在日本,公共资金主要以股本形式进入银行,使其符合BasleI的条例

规定.另外还可以作为补助金补贴给银行,目的是将破产银行重组,使其国有

化,危机渡过后再重新回归私有,例如,日本长期信贷银行重组为新生银行,债
务信用银行转变为清空银行.不过有时候,在银行完成重组和合并后,公共资

金将退还给国家.但综合计算,仍然有大约１０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流失,这
可以算作纯粹的社会损失.在美国,公共资金主要用于从银行购买问题证券.
由于这些证券正急速贬值,很可能美国的一大部分公共资金都会因此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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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稳定法承诺的资金并不是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局在当前危机中支出

的全部公共资金.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决定将７．７万亿美元用于解冻证券市

场①.其中３．２万亿美元已经支付给金融机构,另外由联邦储备局承诺的２．４
万亿美元将投入商业票据市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承诺的公共救助资金总

额约占美国GDP的一半,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费用的９倍.这些资金

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会因为债务拖欠或证券价格下滑而流失,损失直接转移到

了纳税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另外征收

费用的原因).

　　同样,为了防止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也以国

际合作的名义承诺将公共资金用于救助金融机构,几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被国有化或由国家控制经营管理.这些举措完全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背道而

驰,与传统的凯恩斯学说也有不同,实际上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运作方

法.

　　第四,金融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损失:企业收

入和利润减少,产量萎缩,普遍存在闲置资源和闲置生产力的现象.虽然难于

估计具体的损失,但无疑实际损失重大.事实上,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

２００９年都有所下降,基本上为负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整体增长率

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４％ 降为２００９年的－３．５％;美国从１．４％降为－２．５％;日本从

０．５％降到－５．３％;欧盟从１．１％降到－４．０％②.对于个人和社会整体来说,
经济增长率下降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失业率的持续上升.随着实体经济越来越

不景气,失业率将会进一步上升.２０１０年１月,国际劳动组织宣布,在全世界

范围内,失业人数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９７亿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１２亿,２０１０年还将

维持这一高失业率趋势③.

　　总的来说,金融次贷危机清楚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它告诉我

们,有必要结束这种主导了３０年的经济思想.从这场危机中可以看出,资本

主义经济从本质上就存在着矛盾和不稳定性,因此不能将危机的发生仅仅归

咎于不恰当的运作管理和错误的经济政策上.无论是日本的间接融资模式,
还是美国的直接融资,都无法阻止经济泡沫的膨胀和破裂.在新自由主义盛

行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不再受社会的干预和制约,这在金融领域尤其明显.劳

动力的金融化在不受监控的环境中迅猛发展.今天的金融次贷危机正是新自

由主义放任金融资本恶性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当前危机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很值得怀疑.但是,现在还不清楚

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指导理论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不应该是唯一

①
②
③

PittmanandIvery２００８．
OECD２００９,No．８６．
ILObureaureport,inTheFinancialExpress,２ndFebruary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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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的选择.建立在马克思货币、信贷和金融理论之上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说应该

利用这次的危机来实践自己的观点和建议①.用不同于资本主义主流学说的

经济体制来替代新自由主义,更好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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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omeoftheseideaswereputforthinItohandLapavitsas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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