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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不可持续

———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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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效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
主流的观点是此战略成就巨大,而以仲大军为代表的非主流观点则是得不偿

失。细究之下,后一种观点才是符合常识和理论传统的。即使同意前一种观

点,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出口导向型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要解释

这种状况,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能胜任,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
这种反思的著名先驱是保罗·萨缪尔森。本文更进一步,以生产过剩的视角取

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视角,说明阻碍自由贸易和引发当前经济危机的

根本原因仍是马克思等经济学家指出过的生产过剩。不认真正视和妥善解决

生产过剩问题,国际贸易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

彻底消除。

  关键词 出口导向 自由贸易 消费能力 生产过剩 经济危机

一、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两种评价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

口。由于我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

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成效如

何? 数据显示,1978~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

2.56万亿美元,由世界第22位跃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
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8年已超过30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

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4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
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换句话说,如果仅以美元为计算标准,发生在中国的

经济奇迹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似乎已经证明,我国借助出口导向型发展

战略,的确分享了全球化的经济红利,成了自由贸易的受益者。

  可是从另一角度观察,问题就来了。2005年,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这

样形容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每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欧洲空中客

车公司的大飞机。”此言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在这种交易中中国到底是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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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是亏了,各方意见莫衷一是。只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制造8亿件衬衫对

于能源和生态的消耗与破坏,不知要超过制造一架空客飞机的多少万倍。

  假如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类似于衬衫换飞机,那结果还不算太离谱。需

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另外还有一些被大家熟视无睹的交易:更多的出口产品

没有换回大飞机,而只是换回了外汇,就是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数据

显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955亿美

元,8年间增加了11倍。我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年底的2121.65亿美元,
到2006年10月底已达8800亿美元,从此稳居世界第一,到2009年一季度末

又增至1.95万亿美元。

  很少有人深究以产品换外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仲大军先生从中看出了

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
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在全球间争夺工作机会,出口更多的国内产品,从
而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实质,就是中国年年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不知

不觉间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

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
本来需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本国人民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一个资源对外净输

出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悖论。①

  这种以资源换外汇的发展模式,其代价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济惊人增

长的同时,污染和排放问题也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恶化。根据一些方面的估算,
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半或者

四分之一(这一比例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

斯·斯特恩勋爵于2006年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和经济的报告估计,到2050年,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翻倍。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一项评估则更为悲观,该
评估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翻番。2008年世界银行和

中国政府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每年75万人早亡。

  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将资源枯竭对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影响纳

入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承受。根据

世界自然基金会2008年10月29日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中给出的数据,
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生态“负债国”。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 如上所述,我们得到了巨额

的外汇储备,甚至成了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对此,仲大军先生清醒地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贵金属货币,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

① 仲大军.2006:巨额贸易顺差说明了什么?.http://www.dajun.com.cn/shunc.htm,2007-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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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① 果不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公布

的2008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受美元贬值的汇率、投资

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价格明显缩水,净亏损已达360亿美

元。”

  高额的净出口,在输出自己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之后,
只换来一堆时时刻刻要担心其贬值的货币符号,这显然是赔本的买卖,而赔本

的买卖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仲大军先生对目前片面强调出口导向的发

展模式的评价。

  为什么同样的事实会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
要从一些基本概念说起。

  我们可以把财富大致分为两类: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所谓真实财富,就
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用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是可以实际

维持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物质财富。所谓虚拟财富,指的是货币和以货币

计价的金融资产。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货币,因而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幻觉,
以为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忘记货币本身是不能用来消费的,一旦脱离真实财

富就毫无用处。其实这一常被遗忘的浅显道理,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明白。亚

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引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寓言,说有一个叫米达斯

的人,对黄金十分贪婪,千方百计学到了神奇的点金术,此后凡手指碰触之物

都立即变成黄金,结果他很快就在黄金的包围下饥渴而死。于是亚里士多德

得出结论:以金钱为财富,实际上是荒唐的观念。②

  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对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的认识同样是清

醒的,他在著名的《国富论》中说:“如果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中什么

时候出现了短缺,那么比起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措施

保障金银的供应。如果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如果食品短缺,
人民就必须挨饿。但如果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填补其空缺,虽然会有许多不

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以弥补

货币的短缺,而且也比较方便。如果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

缺,不仅不会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一

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十分必要

的。”③

  搞清楚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这两个概念后,对我国目前出口型发展战略

存在两种相反评价就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如果以虚拟财富来衡量,第一种

①
②
③

仲大军.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http://www.dajun.com.cn/xinsilu.htm,2003-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7~28.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等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长沙:中南

大学出版社,2003,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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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成立;以真实财富来衡量,第二种观点成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假如

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大师复生,他们将会站在仲大军先生这一边,
持第二种观点。

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已经难以持续

  即使我们同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成就巨大,随着世界上贸易保护主

义逐渐兴起,这种战略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已经难以持续。这方面的

具体情况在此不用多说,因为人们对多如牛毛的贸易摩擦事件早已耳熟能详;
力挺自由贸易的 WTO,其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一再遭到挫败的事实也有目

共睹。

  众所周知,WTO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当今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

自由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在18世纪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

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该学说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它具有优势

的领域,并就其他需求与他国进行交易。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它的比较

优势,那么整个世界会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享更大

的全球经济的蛋糕。按照这种理论,既然各个国家都能获益,那么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就理应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皆大欢喜。所以 WTO于

1995年1月1日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
效果令人失望。

  最明显的是,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只是使原有

的壁垒和摩擦换了形式,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
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受到 WTO规则的限制,新贸易

保护主义转而采取一些新的较具隐蔽性的贸易保护方式:(1)通过出口补贴扩

大出口的同时,滥用 WTO框架内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限制进口。(2)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将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纳入 WTO的框架,迫
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扩大出口。(3)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进一步巩固本

国事实上的贸易优势。(4)通过确立劳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

生标准等达到在某些领域全面抬高进口门槛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WTO按理应该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

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原有的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

散化倾向。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通过 WTO推向发展中国家

的,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看起来可能出乎发达国家的意料,因为发达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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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经常爆发贸易摩擦。例如,1997年欧盟强烈反对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

合并,目的就是通过限制对方合并,为欧盟企业争夺国际航空市场。2005年,
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在

多哈回合的中国香港会议中,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
矛盾表面化。在汇率问题上,欧盟一方面和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

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向美国进行攻击,要求其阻止美元的过分贬值。

  这种与全球化相背离的趋势不仅表现在 WTO层面上,而且以发达国家

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受到的各种内部牵制

因素增多,其内顾倾向进一步发展,对外进取意识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以

2005年《欧盟宪法》遭法国、荷兰公投否决为标志,欧盟一体化进入反思、调整

阶段。美国设想建立涵盖34个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进展迟缓,目前美

国只与中美洲5国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与设想目标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趋紧张。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中国的政治盟友。然而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这些昔日的盟友越来越频繁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而且力度不小。

  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正是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

哥以反倾销问题为借口拖了两年,成为“入世”进程中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协议

的国家。“入世”后,中国面对的贸易摩擦更是无日无之。在纺织品问题上,大
家熟知的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第一个

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

织品行业组织早在2004年3月3日就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 WTO
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就有45
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

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统盟友。而

在2006年底落幕的印度对华丝绸反倾销案,是世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之后中

国遭遇的金额最大的纺织品反倾销调查,终裁反倾销幅度在42%~77%之

间。

  中国的出口贸易显然正处在全面受阻的态势,扩大产能———出口———遭

遇摩擦———转战市场———再遇摩擦,已经成为中国许多行业难以避免的恶性

循环。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的贸易模式日显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

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一方面出口量很大,产
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着“倾销”的恶名,还带来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

污染。

  其中症结其实并不复杂,有些官员已经屡屡提及。2006年2月,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指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
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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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工业经济联合会举行的一次国际贸易争端分析会上,商务部副部长

高虎城不无忧虑地指出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危险,“这些产能势必要通过扩大

出口释放,……可以想见贸易摩擦不断增加。”①

  可见,实践已经表明,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但在

中国不可持续,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持续。但是,面对经济一体化遇到的困境,
主流经济学者却囿于自由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多赢的教条,鲜有建设性的理论

贡献。

三、国际贸易实践中的荒诞与理论上的反思

  目前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也有解释。这种理论承

认贸易自由化会对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人会

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群体必然会反对自

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要清除自由贸易的障碍,就需要引入

利益补偿机制,在一国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

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群体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群体,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

长。但利益的补偿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

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国际间的补偿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理论

不承认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只要在各个国家内部

进行一些利益调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认识是十

分肤浅的。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

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

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

能出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

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设想,要
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

一一对应的地方! 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

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
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②在

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

①
②

楼夷.来自“盟友”的贸易挑战[J].财经,2006(总159).
[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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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智

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 不过,这
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

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

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

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

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 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

“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

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这一原理在

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心中犹如金科玉律,尽管现实中自由贸易困难重重,他
们仍然对此坚信不移。不过,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背离,近年来已有个别主

流经济学家开始觉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

缪尔森。

  2004年夏季,已经89岁的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

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

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论文,①对自由贸易理论提出质疑。
他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低于美国。
他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条件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

可能对美国不利。他实际上就是在观察到理论与实践长期格格不入的情况之

后,开始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反思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仅因为萨缪尔

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而且因为他

曾经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铁杆拥护者。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

种既正确又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

1969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确认了让自己满意的答

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 萨缪尔森认为这个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

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一位如此推崇比较优势原理的成

名经济学家,在89岁高龄之际,仍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重新反思自己一直

深信不疑的理论,这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他

① PaulA.Samuelson,WhereRicardoandMillRebutandConfirmArgumentsofMainstream
EconomistsSupportingGlobalization,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ume18,Number3-Sum-
mer2004-Pages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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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学术努力并没有撼动他自己参与构建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不少

学者认为,萨缪尔森只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际贸易

可能对某些国家不利,但没有任何政策含义。所以,尽管萨文一发表就在美国

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引起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复归平静。

  然而,错误的理论终归是经不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拷问的,反思仅仅是开

始。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常识和逻辑为武器,彻底搞清楚“自由贸易会给

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这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信条与国际贸

易实践为何格格不入。

四、彻底澄清阻碍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

  在逻辑上,自由贸易理论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的。这

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

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

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

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
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所以,稀缺性假设是自由贸易理论得以成立的总前提。仔细推敲就会发

现,这个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

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

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

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

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

的,①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

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

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

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

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

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
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

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

① GaryS.Becker.ATheoryoftheAllocationofTime[J].TheEconomicJournal,Vol.75,No.
299,1965,(9):49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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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则效果不彰。由

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

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①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

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

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

件下,生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

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经济学只能对现

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

谓难题。

  认识到消费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消费能力稀缺会导致生产过剩,就很

容易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

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

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道

理就是这么简单。② 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

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假如我们

把就业机会的得失放入视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昭然若

揭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

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

原因。”③

  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是稀缺资源”,但各国

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自由贸易

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

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

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各国虽然仍以“自
由贸易”为旗号,其实都不得不推行老掉牙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

义,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把失业问题推到国外的“以邻为壑”策略,难怪最终要

①
②

③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这一道理马克思也曾讲过:“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

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
这也绝不能恰好使他的20码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
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
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见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7~128.

[美]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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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了。①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国

际贸易遇到的各种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

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遑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五、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由以上论述,我们得到了与主流经济学迥异的结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

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

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

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来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马

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

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担心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扩大,人类对产品的有限

需求可能会低于供给能力,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并引起大规模失业。他因此得

出一个结论:应该养活一些不干活但会大把花钱消费的人,让他们去消费掉过

剩的产品。凯恩斯则观察到预算约束并不是消费能力的唯一约束:“在通常情

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我们认为任

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

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②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

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渐渐在我国经济学界占据重要

地位,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势头很好,甚至比社会主义还要好,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所以鼓吹自

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暂时占上风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几十年时间在历史

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足以说明历史

①

②

在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之际,风起云涌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次挑战主流的贸易理论。在

2008年11月华盛顿首次峰会上,由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庄严宣告:“我们
强调,抵制保护主义至关重要……我们将避免对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的壁垒。”为强调自己的
决心,他们“指示”各自的贸易部长,务必在年底前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然而,这样信誓旦旦的豪言
壮语落地尚不足半年,20国中已有17国实行了47项保护主义措施,而多哈回合谈判依旧是死水一
潭,连那些动辄掀起大规模示威的反全球化组织也懒得理睬了。对此,吉迪恩·拉赫曼(GideonRach-
ma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虽然忍不住想对G20领导人的虚伪嗤之以鼻,但更重要的是探寻其
中原因。为什么全球领导人要发布这些贸易声明,而又无法遵守呢?”(FT中文网2009年3月26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本文的结论就是答案。

[英]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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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现在,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终于爆发大危机了,这就是源于美国次

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那么这次危机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

呢? 我们分析一下危机的起因就清楚了。最初,美国人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

房地产商有许多房子卖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买房子却没钱。这就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他们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

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让银行借钱给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子,开始

时自然皆大欢喜。可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一旦还不上,危机就爆发了。所

以,目前的危机说到底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已经包含

着危机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消费信贷制度,把商品的卖和买之间

的对立推进到资金的借和还之间的对立,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只是使危

机爆发的时间推后了。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
究竟哪个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更为深刻? 究竟哪个学说更接近真

理? 事实胜于雄辩。最近,面对经济危机,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

恩·威廉斯都出来说话了,他说:“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

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①而我国本来就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问题更应有清醒认识,及时调

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我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经到了非调

整不可的地步了,因为这次危机很可能会发展成全球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场

经济危机,目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需求紧缩已经使我国外贸企业成批倒闭,以
资源换外汇这样的赔本买卖我们想做也做不成了。

六、结 语

  本文的主旨是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理论反思,反思的结论是片面

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但笔者并不是要鼓吹贸易保护主义,
只是在理论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问题一直是

文明社会的真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不能采取西方主流经济学那种

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态度,或者通过片面的出口导向战略把问题转嫁外国。
只有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彻底解决失业问题,国际贸易才能

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那将是一种自然的、互通有无的、无须人为“导向”的状

态。

  生产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现象,本来应该是好事。
所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怎样利用生产过剩这个有利条件

① “英国圣公会: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观察是正确的”,新华网,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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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将是后续

研究的内容。总而言之,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在关闭了一扇门

的同时,也打开无数多扇窗。只要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根本不合实际

的理论框架,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我们

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①

Export-orientedDevelopingStrategy
HasNotBeenSustainable

———TheoreticalRethinkintheBackground
ofGlobalEconomicCrisis

LuYing-xi

  Abstract Thereexiststwokindsofcommentsthatarequiteoppositeto
eachotherontheperformanceandtheresultoftheexport-orienteddevelop-
mentstrategyadoptedinmycountry,ofwhichtheoneinthemajorityis
thatitachievesagreatlotwhilethenon-majorideaheraldedbyZhongDa-
junbeingthatitdoesn’tpaytoimplementit.Onsecondthoughts,itisonly
thelatterthatconformstothecommonsenseandtheoreticaltradition.Even
iftheformerisagreesuponforthemoment,strategiesofthiskindinfact
arealreadyunabletobecontinuedunderthecurrentinternationaleconomic
situations.Toexplainsuchaphenomenon,thefreetradetheory,thoughin
themajority,isheldeligiblenolonger,andwehavetopractiseprofound
theoreticalreflections.Oneofthemostfamousprecursorsisnooneother
thanPaulSamulsen.Herebyonthispaperafurtherelaborationmadefrom
theperspectiveofoverproductioninsteadofscarceresourcesoncemaintained
intheleadingwesterneconomicsrevealsthatthefundamentalcauseswhich
preventthefreetradeengenderingthecurrenteconomiccrisisstilllieinthe
productionsurplusaspointedoutbyeconomistslikeMarx.Unlesswetake
seriouslyorsolveproperlytheoverproductionproblem,itwillbeimpossible
fortheworldtradetobeliberalindeedandthepotentialforeconomiccrisis
cannotdieoutdiametricallyaswell.
  Keywords Export-oriented FreeTrade ConsumptionCapacity 
ProductionSurplus EconomicCrisis

① 世界社会论坛(WSF,WorldSocialForum)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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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