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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

性)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或原因,由基本矛盾

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生产的社会性为虚

拟经济的生成提供了温床和条件,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把虚拟经

济的气泡鼓起并膨胀起来。两种因素相互联结、相互推动,使虚拟经济与现实

经济的矛盾生成、深化、发展并尖锐起来,结果导致一轮轮金融危机的发生。政

府制定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制度和防范措施,只能缓解而不能铲除和根绝这些

矛盾。在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这些矛盾的深化和发展,造成我国金

融危机的可能性。

  关键词 金融危机的根源 生成机制 相关原因 可能与现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动荡不断发生。从

墨西哥金融体系的崩溃,到东南亚金融系统的多米诺骨牌瘫塌,络绎不绝的金

融危机,无不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08年以来,由于法国金融丑

闻的暴露、美国次贷危机的突现,金融风暴的危险性又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何

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又提上理论界和各国政

要的议事日程。本文拟对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

性进行研究,以求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如何规避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社会稳

定、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一、从关于金融危机根源的几种观点谈起

  由于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及其灾难性后果,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根

源和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政策失误”说。日本经济学家馆龙一郎、石弘光等认为,20世纪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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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的日本泡沫经济系由政府实行的财政扩张政策和金融放松政策导致

而成①;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把一连串世界性金融危机归罪于经济

政策中的自由贸易政策、私有化和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等趋势②;德国《FIR》杂
志经济学博士乔纳森·特南鲍姆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是“由某种经济政策

和观点上的失误所导致的崩溃性的危机”③。从金融危机的生成和崩溃过程

来看,经济政策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若把它说成是诱发金融危机的

根源,似有不妥。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准则和措施,是为解

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协调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制定的。它不

能决定国民经济运行中矛盾的有无,不能取消经济运行中的比例关系,只能对

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比例关系进行调节和干预,从外部施加影响。西方经济

学论证的政策无效性规律④,我国学者论证的政策效力递减规律⑤,从另一个

侧面说明经济运行失衡或危机的根源不在经济政策,而在经济过程本身。经

济失衡包括金融危机的根源,只能从经济过程内部去寻找。

  第二,“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离”说。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

从物质经济学的角度,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

离”⑥。其实,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的分离,只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和表现,
不是其根源和原因。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离的程度,只表示经济运行

气泡生成的速度以及距离经济气泡崩溃、金融危机爆发路程的长短和时间表,
至多只能算作对金融危机生成机制某种程度和某一方面的揭示,而不能说明

其他任何问题。寻找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寻找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相

分离的根源。林顿对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而未揭示

问题的本质。

  第三,“投机心理动因”说。我国学者张建伟认为,“投机者‘动物精神’(非
理性冲动)是形成市场不稳定的根源”。“风险市场投资中存在的集体‘无意

识’现象,即投机者在某一时刻忽然对股价保持同质预期,从而导致泡沫经济

破裂即金融危机的发生。”⑦这是对西方经济学“心理原则”方法论的具体运

用。以“心理原则”为基础的方法论,并非丝毫没有客观依据。但这种方法论

抛开人的社会性,将孤立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对之进行脱离社会、脱离人的本

质的分析,甚至把人的心理归结为“动物精神”,并把由此分析的结果作为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馆龙一郎、石弘光等.日本泡沫经济的成因及影响[J].经济学动态,1993(9),63.
乔纳森·特南鲍姆.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大危机:金融艾滋病[J].经济学动态,1995(11),

14.
乔纳森·特南鲍姆.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大危机:金融艾滋病[J].经济学动态,1995(11),

14.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58.
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19.
陈炳才.金融艾滋病: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危机[J].改革,1996(1),71.
张建伟.泡沫经济的实证分析和制度分析[J].经济学动态,199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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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原则和规则,这是把心理因素的作用绝对化,把非把决定因素说成

决定因素,用非本质联系掩盖本质联系,充斥着庸俗唯物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精

神。心理因素只能由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引出,并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决

定和制约,而不是相反。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现象及其根源,不能只在心理因素

上打转转,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发掘。

  第四,“制度根源”说。日本学者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金融

危机时,还把其根源归结为日本传统金融制度的“疲劳”、“欠缺”以及近年来的

“金融自由化运动”①,我国学者也有人从信用制度上挖掘其根源的②。其实,
他们忽略了以下几点尽人皆知的常识:(1)制度属上层建筑范畴。上层建筑是

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主

要手段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缓解经济基础乃至整个经济过程中的矛盾,使经济

社会顺畅发展。(2)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金融危机滋生的条件,而非原因,它
只使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接近于现实性而不具现实性,金融危机有可能转化为

现实,是经济过程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3)从方法论上看,“制度根源”说是

用西方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法分析经济过程得出的结论。虽然制度分析法在

揭示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决策者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

和创新来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分

析方法否认经济过程的内在矛盾,把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说成是经济过程的

主要问题,把社会弊端及危机归因于制度失调,因而,这依然是只从事物的外

部联系上分析问题。用这种方法研究金融危机,是无法揭示其根源并得出正

确的结论的。

  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金融政策,不在金融制度,也不在人们的“投机心理

动因”,一句话,不在经济过程的外部,而在经济过程的内部,在于经济过程内

部的矛盾性。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别的,只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

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

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

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多样性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社会性,把分散而相对封闭的局部生产转变为社会

规模的大生产,把分散而相互割据的市场联成统一的大市场。这一重大变化,

①
②

魏加宁.日本“住专问题”:是金融危机还是制度危机[J].改革,1996(3),117-118.
魏加宁.日本“住专问题”:是金融危机还是制度危机[J].改革,1996(3),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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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使每个新开办企业所需货币资本的最低限额大大提高,而且也使众多老

企业为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货币资本积累的最低限额大大提高,同时,也使社

会为兴办大型事业所需货币资本额大大增长。要满足这种庞大的资本需求,
仅靠个别资本的积累是无济于事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渴望拓宽融资渠道,由
此便呼唤了信用制度包括货币金融制度的产生。在具有广泛分工的社会化大

生产中,属于社会分工不同肢体的人们之间的交换活动是要付成本的,但由于

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大,交易成本也不断上升。为减

少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人们在对信用制度和货币金融制度不断完

善的同时,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诸如银行券、期票、汇票、债券、股票

等。近年来,应市场不断深化和社会化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又派生出一系列

金融商品。由于这些信用工具及其派生的金融商品可在市场上买卖,于是,在
它们为各市场主体履行融资职能,完成各项融资任务的同时,又在现实经济运

行之外,形成一个以现实经济为基础的虚拟经济的运动。

  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又使相互联结的

商品生产者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在信

用制度和货币金融制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然推动

人们把各种信用工具及其派生的金融商品当作投机的对象。由利益驱动而引

发的一轮轮投机,形成物质经济运行中的气泡并使之像吃了增长剂一样,迅速

增长、发育和膨胀起来,从而使这些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的名义价值与其所代

表的现实经济价值相互背离,由此便形成了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同

时,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着广泛的不确定性,政府用于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

节的制度措施不可能完美无缺,这就必然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

投机行为活跃化,从而使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的名义价值飞升而离开现实经

济的实际价值更远,使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的矛盾不断深化、发展并日趋尖锐

化起来。虚拟经济的运行是要靠现实经济来支持的,而当虚拟经济的膨胀使

现实经济不堪重负时,现实经济就会崩塌,虚拟经济的气泡就会破裂,金融危

机就会发生。

  总之,生产的社会性为虚拟经济的生成提供了温床和条件,占有制的局部

性(私人性或多样性)把虚拟经济的气泡鼓起并膨胀起来。上述两种因素相互

联结、相互推动,使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生成、深化和发展起来。虚拟

经济与现实经济矛盾发展和尖锐化的结果,导致一轮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市

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运动,具有一定的

反复性和周期性。政府制定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制度和防范措施,只能缓解

而不能铲除和根绝这一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

样性)的矛盾,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或根本原因。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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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直接来源于由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

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这一基本矛盾所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

性。

  虚拟经济,就是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运动,也即以有价证券、期
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商品为主体的虚拟资本的市场交易活动。现实

经济就是以投资在社会生产领域并发挥职能作用的现实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再

生产过程。由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

经济的矛盾,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直接表现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因

此,我们研究作为金融危机直接原因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实际上,
也就是研究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

  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定期给所有者带来收入的所有权证

书,是虚拟的、幻想的资本。由于这种所有权证书可在市场上买卖,因而,它就

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这种特殊形式的商品只是一种纸的凭证,本身没

有价值,因而,它的市场价格就不由它的“价值”来决定,而只能由它有权获得

未来收益的大小及其可靠程度、银行利息率以及由有价证券需求强度导致的

有价证券买卖双方的竞争来决定。有价证券有着独特的价格运动形式,它的

价格可以脱离现实资本的运动而独立地上涨和下跌。这种有价证券价格脱离

现实资本运动的上涨和下跌,使它在价值形态上的积累成为现实资本再生产

过程中的经济肥皂泡①。

  虚拟资本是应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有权索取的未来

收益又是由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支付的,因此,现实资本运

动则成为虚拟资本运动的物质基础。同时,虚拟资本的运动对现实资本的运

动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杠杆,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需求,促进了现实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
另一方面,它又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

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②,从而深化和发展了现实资

本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矛盾,增大了危机的可能性。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不仅

具有质的矛盾,而且也具有量的不一致性。由于虚拟资本是名义的货币资本,
是与现实资本积累相背离的借贷货币资本在有价证券形式上的单纯积累,是
经济上的肥皂泡;由于虚拟资本的价格有着特殊决定方法,即不由它所代表的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5、538.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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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资本的价值来决定,而由它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以及需求

强度变化所引起的虚拟资本买卖双方的竞争来决定①;由于虚拟资本价格具

有脱离现实资本运动而独立上涨和下落的特殊运动形式;因而,虽然在某种情

况下,虚拟资本量的变化可以反映现实资本量的变化,但在通常情况下虚拟资

本量的变化并不反映现实资本量的变化②。又由于银行资本无论在物质组成

还是在其来源上大部分由虚拟资本组成③,随着信用的扩张和创造信用的技

术手段的发展,虚拟资本的运动日益与现实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相分离,虚拟资

本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使虚拟资本量在现实资本再生产的某些阶段

急剧膨胀和增大起来,从而使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现实资本。

  既然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
“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

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

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④。
由于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具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会随着有权索取的

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变动”,“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

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这就使其价格“部分地具有投机的性质”⑤。
虚拟资本市场价格的投机行为,刺激了信用的膨胀,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进

一步助长虚拟资本市场价值的投机。于是,随着虚拟资本投机行为的扩张和

信用的不断膨胀,虚拟资本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离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

价值越来越远。于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便不断发展和尖锐化起来,
从而使通往金融危机的路程也越来越短。

  虚拟资本作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资本扩

大再生产的资本需求,促进了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和繁荣。现实资本

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和繁荣,造成了人们对未来收益的乐观预期。这种乐观预

期,一方面导致了现实资本再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也
助长了证券市场投机,使虚拟资本的量进一步膨胀;从而使虚拟资本与现实资

本的矛盾达到了异常尖锐化的程度。于是,虚拟资本那种带来未来收益的特

性大大丧失,它们的市场价格“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⑥,“汇票流通会

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⑦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0.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9、553.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5、538.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2.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0.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8.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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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①,“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

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虚拟资本与现

实资本矛盾的统一体终于破裂,“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

的货币危机”便呈现在人们面前②。

  关于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及其引发金融危机的过程,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作了详尽的分析。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形式虽然发生了

巨大变化,但世界经济的格局并未变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依

然存在,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元性)的基本矛盾及其

派生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以追求未来收益

为目的的虚拟资本的投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局部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依然接

连不断,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依然没有过时。以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

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今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四、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国际地

位大大提高,经济社会一片繁荣,但是,也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

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与国际上各种不确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我国

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在我国现阶段,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上面说过,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

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多样性的矛

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进步,生
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得到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乃至各地区之间

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由于改革开

放,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迅

速发展的生产社会化水平,使我国新兴产业及其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本起点迅

速提高,也使我国一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单位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最低

限额大大增加。要满足这些庞大的资本需求,单凭间接融资这一渠道是远远

不够的,而必然要借助于其他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这样,在我国市场经济运

行中,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营主体,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和规避各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3.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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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风险,必然要把各种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当作投机的对象,生产社会化高度

发展所导致的庞大的社会资本需求与占有制的多样性所导致的金融投机,在
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使我国金融领域发生紊乱,滋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性。

  第二,我国现阶段也存在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即虚拟经济与现实经

济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门类齐全的

金融市场体系。这一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不仅为现实资本的运行和发展

提供庞大而及时的资金支持,而且还为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即虚拟资本的运

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所有制呈现多样性的条件下,由于虚拟资本价格决

定及其运动方面的特点,再加上众多投资者追逐利润的投机行为,使虚拟资本

与现实资本的矛盾日益深化和发展,这就增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

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现实。

  第三,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虽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仍有许多不完

备之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仍不健全,必要的监管机构和监管

制度还未完全建立;金融决策主体多元化,不能对重大金融决策进行必要的协

调和统一;金融法规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金融保护制度、对金融犯罪的惩治

制度和对重大金融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等。金融体制的上述缺失,使我

国不能对本国资本流动尤其是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流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

制,从而降低了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增大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第四,金融体制的“定向”改革,增大了我国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一个时

期以来,我国把金融开放目标大体定为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一些

经济学大家甚至金融部门有人一再宣称,只有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中国的金

融体制和金融体系才算是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了达到完全的“仿真”效
果,提出以西方特别是美国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作为参照,请美国人帮助我国

设计金融改革和开放蓝图的思路。并且,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还做出“引进

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选择①。殊不知,在当今世界上,金融和国防是国家强盛

和安全的两大支柱,而且金融安全是国防强大和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许多

国家为保障金融安全,都要设立他国金融资本进入的障碍。中国建设银行在

纽约和伦敦设立近二十年的代表处,至今不能升格为分行,中国银行在新加坡

至今还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②。而金融体制的“定向”改革,却使我国金

融体系门户大开。截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
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

①

②

江涌.反思中国金融的“定向”改革开放[J/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
02/05/Content_7565897.htm,2005-02-05.

胡雄.中国银行狼烟四起[J/OL].环球视野(191),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
asp? NewsID=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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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金融公司。外资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几乎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金融领域。至2007年5月底,共有42个

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896亿元①。外国资本的大批

进入,给我国金融领域带来了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强化了金融危机的可

能性。

  第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国家宏观调控效能不佳。从所有制

结构来说,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

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和27%;GDP,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

比重分别为78%和22%。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

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和52%;全国就业人员,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

比重分别为32%和68%;GDP,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7%
和63%。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私营经济的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

5.5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私营企业主群体与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资本额

相当于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私营经济的逐利性和投

机性,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②。在对外经济结构上,对外贸易依存度高

达64%(2005年),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些贸易大国18%和20%的外贸依存

度;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在企业结构上,
近年来,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

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许多行业的排头兵正在或已经为外商并购,在
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产业排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28个主要

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③。对外经济结构的失衡,
将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度膨胀。2005年房地产投

资占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23.05%,房地产开发投资2006年前三季度比

2005年同期高出2.1%。2006年6月底,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达3.4万亿

元,同比 增 长20.6%,其 中 房 地 产 开 发 贷 款 余 额 增 长28.9%,同 比 上 升

10.2%。此外,外资也大举投向房地产业,目前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第二大行

业。2006年外资房地产企业合同金额、实际使用金额同比分别上升25.4%和

27.89%④。在房地产商的炒作下,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2007年7月底,北
京某楼盘开盘即达到每平方米1.4万元高价,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该楼盘开

①

②

③

④

尚前名.应高度重视我国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J/OL].环球视野(197),http://www.global-
view.cn/ReadNews.asp? NewsID=14085.

李成瑞.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J/OL].环球视野(197),http://www.globalview.cn/
ReadNews.asp? NewsID=14089.

李成瑞.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J/OL].环球视野(197),http://www.globalview.cn/
ReadNews.asp? NewsID=14089.

吴莲.从房地产失控看过度市场化变化的危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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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第二天又猛涨至每平方米2万元①。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对房地产业进行调

控,但其走向总是与宏观调控目标相左。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和恶意投机

行为,必然加大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使金融危机的危险性大大增强。

  第六,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充满了许多变数。(1)国际金融体

系存在诚信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实力不断衰落,布雷顿森

林体系解体,美国既不肯放弃给自己带来巨大收益的霸权,又不愿承担相应稳

定国际金融的义务,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此后,随着美国经

济的调整和金融化的发展,具有严重投机倾向的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中占据

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不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反而以本国利益最大化原

则选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有意无意地去制造金融危机,为本国金融资本创造投

机获利机会,使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进一步升级。最近,美国发生的次贷

危机,法国兴业银行“魔鬼交易员”凯维埃尔的“戏剧性”表演,又使国际金融市

场处于新的道德风险和诚信危机之中。遍及国际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和诚信

危机,不能不使我国金融体系具有极大的风险性。(2)欧美国家联手围剿中

国。一方面,利用“国际惯例”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以便通过收购中国金融机

构,达到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利用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压
中国人民币升值,以便国际过剩资本通过合法、非法渠道进入我国,这不能不

使我国金融安全承受巨大的压力。(3)最近,西方主要央行又先后向商业银行

注资1万多亿美元,使本来已相当严重的国际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大量国

际游资寻找新的出路,一些金融巨头和国际炒家要借机转嫁风险,大发横财,
这不能不使我国金融市场面临极大挑战。(4)与美元连续贬值相对应,我国人

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利率倒挂,将会使巨额国际投机资本通

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大批国际“热钱”的进入,将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推波

助澜,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增大我国驾驭金融市场的难度。国际“热钱”的进

入,还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非正常增大,迫使我国增大基础性货币投放,结果

将使我国本已存在的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使我国本已出现的通货膨胀进一

步加剧,从而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5)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化

程度的加深,各国金融运作的联系日益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形成一个整

体。在这个国际金融大家庭中,一国草动,八方风起,金融风波“链锁反应”的
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国际金融体系运行中的诸多变数,不能不增大我

国金融危机的危险性。

  总之,目前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来自国内,而且也来自国外,它是

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给我国国民经济运

① 富子梅,欧阳国滔.房地产进入疯狂境界[J/OL].环球视野(173),http://www.globalview.
cn/ReadNews.asp? NewsID=1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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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对

此,我们不可疏忽大意。

五、几点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仍存在着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存在着金

融危机的可能性。虽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可能与现实紧密相连,因此,
必须树立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高度

关注金融市场的各种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在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但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尤其对西方

金融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还明显不够。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进
一步研究西方金融理论。还要联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联系几百年来

屡屡发生的金融危机史,研究当代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基

金组织、金融运作法规及其典型案例。做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使我国在当

今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处变不惊,驰骋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各项法规,都是由处于垄断地位的欧美银行集团

主导、制定和操控的,集中体现了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我们必须认清其本

质,放开手脚,联系当今国际金融运作的实际,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一套具有

自己特点的、独立而高效的金融体制、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清算支付系统、内部监控系统、信用评级系统和金融

法规等等,排除国际势力的干扰,维护本国金融系统的安全。同时,在必要时,
还要敢于利用国际金融法规和惯例,发挥自己的优势,与西方金融集团较量,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鉴于当今国际市场信用缺失、投机盛行,国内金融体制不尽完善,市场发

育还不成熟,有必要建立和不断完善金融情报的采集、研究和处理系统,为我

国金融当局及时提供信息和决策参考。同时,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联

系,金融决策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金融决策首长负责

制,建立健全金融决策重大失误的责任追求制度,以提高决策层的金融安全意

识和责任心。

  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维护并巩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

的主体地位,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

挥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在金融市场的辐射力、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

力,引领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行为,拟制过度投机,保证金融市场健康有序运

行。

  最后,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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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产业,完善和发展相关产业,合理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落
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增强抵御金融风险

的经济实力。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波正向全球蔓延,我们必须提高警

惕,做好工作,积蓄力量,积极应对。

CausesandGeneratingMechanismofFinancialCrisisand
itsPossibilityofOccurrenceinChina

ZhangZuo-yun

  Abstract Thecontradictionofproductionsocialityandprivateowner-
shipistherootcauseoffinancialcrisis.Andthecontradictionofvirtuale-
conomyandrealeconomyderivedfromthebasiccontradictionisthedirect
causeoffinancialcrisis.Thesocialityofproductionprovidedahotbedfor
thevirtualeconomy.Furthermore,theprivateownershipbubbledupthe
virtualeconomy.Twofactorsaffectedwitheachotheranddeepenedthecon-
tradiction,makingthevirtualeconomyandrealeconomybecomemorecon-
tradicted,leadingtofinancialcrisiscontinuously.Thesupervisorysystem
andpreventivemeasuresmadebythegovernmentonthefinancialmarket
canonlyalleviate,butcannoteradicatethesecontradictions. Underthe
effectofinternationalanddomesticuncertaintyfactors,thedeepeningand
developmentofthesecontradictionsbroughtthepossibilityoffinancialcri-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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