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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逐步发展为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

展的高级阶段。当前的经济危机从深层次原因上讲就是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场危机的解决必将推动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

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为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运动做了物质准备,另一方面又对当前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了威胁。

  关键词 经济危机 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

  2008年,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自20世纪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

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

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

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可以预见,危机的演变以及各

国的应对措施,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由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一般认为是由于美国的“透
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弊端等因

素所造成的。事实上,这仅是现象层次上的原因,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来分析这场国际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实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

盾、从其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认识这场经济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
这场危机直接的表现,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

度投机性,及其管理失控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其

更深层次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对抗性爆发。它

同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但同时又明显体现出垄

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些特征,是超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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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资本主义

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了重大变革。“从总体上和趋势上说,20世

纪80年代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已经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跨部门、
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

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逐渐形成全球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垄断资本超越

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垄断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和统治形式更加完备。”①

  从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之间,出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作为垄断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一)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推进自由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

肆扩张和蔓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向右翼思

想靠近,从而使以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

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

  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西方国家改变了经济调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和管制。以

美国为例,1992年克林顿上台执政以后,一方面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在通

信、银行、金融市场、交通运输等领域放松或取消限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
另一方面,大力扶持科技研究与开发,发展高科技产业,重视教育和培训,加紧

对外经济扩张,其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争取在世界市场上

占有更大的份额和优势。

  (二)垄断资本既寻求国家支持,又力图摆脱国家限制,超越国界,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垄断资本超越国界,力求在全

球范围内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
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459家,国外分支机构达到689520

① 罗文东.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影响[J].国外理论动态,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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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27辑 当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影响 159  

家。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43个;而全球最

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几乎占了全球生产性资产的25%,15家跨国公

司几乎控制了全球基本商品的贸易。从更大范围讲,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已

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并且控制着60%的

世界贸易、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90%以上的民用科技开发与转让,在国

际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领域中占有越来越强的垄断地位。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们与母国的

经济连带关系和政治依从关系有所减弱,从而出现了“无国籍化趋势”。在跨

国公司基础上出现的全球公司(GlobalCorporation),更是一种“国籍不明

的”、脱离了母国身份并超越了国与国界限的超国家垄断组织。由跨国公司和

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

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

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

主导地位。

(三)全力推行经济全球化

  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
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使国家

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国

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

  欧共体在1977年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1993年建成统一的欧洲大市场;

1999年统一的欧洲货币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正式形成。1989年美

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1994年墨西哥加入,三国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

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1993年以后举行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开始经济一体化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操纵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来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

系中的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
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纷纷建立,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超过以

往任何时期。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

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到20世纪初,列宁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

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以后,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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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

系。”①“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

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经济全球化由以往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逐步发展到产业资本和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阶段,西方垄断资本将世界大部分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连为

一体,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到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作为人类科

技进步和世界交往扩大日益深化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资本主义生

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为垄断资本的对

外扩张,国内经济危机的缓和,提供了新的调节手段,进而为当代资本主义开

辟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当前经济危机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但是后者只是前者发展的高级阶段。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垄断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

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改变

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推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基

本原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反而使帝国主义

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新经

济”衰退,以及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都表明西方经济日

益向投机的、“赌博”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

危及实体经济,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最令人担忧的是,全球

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拖累甚至阻滞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已经持续缩减。而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交替

下挫的负向财富效应的拖累下,美国居民消费日益疲软。由于自身股价下跌,
美国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而由于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下

跌,美国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在2009年陷入

衰退几乎已成定局。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等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

济体在2009年的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③

①
②
③

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8~579.
同上书,332.
国纪平.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N].人民日报,2008-1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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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场经济危机的成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

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因素,尽管各方的说法还不尽

一致,但以下几点已为多数人所认同。“第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源头祸水;
第二,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第三,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滞后,致使

‘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从根本上讲,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

经济危机,与由于1973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季的国际性震荡使

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着密切

的关系。正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最终

导致了这场危机。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

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这就使得像美国国际

集团(AIG)这样涉及多领域的“巨无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无人监管

的灰色地带,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金融创新”,而最后创新出来的金融产品眼

花缭乱,金融链条越来越长,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最后推动危机的爆

发。“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

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
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

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

发生了破裂。”①

  随着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导致大笔

“热钱”在全球各地流动,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

错节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金融背景下,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

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了其他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

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才会迅速地演变成一场全球性

的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进一步推进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在吵闹声中展开了一次罕见的全

球性合作。法国总统萨科齐9月23日在联合国作为欧盟主席发表讲话,他提

议召开八大工业国组织峰会,解决目前的危机。他表示需要共同重建一个受

① 皇甫平丽、刘延棠.美国自由经济的反讽[EB/OL]. (2008-11-23)[2008-12-10]ht-
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Appraise.asp? boardid=12&topicid=185547&postid=
1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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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仅凭市场运营者的判断来开展金融活动。他呼

吁对跨国银行和信贷机构实施更多监管,提高交易透明度,改变当前的模糊状

况。为了拯救这场危机,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英格兰银行以及加拿大、瑞典

和瑞士等国央行,均一再下调基准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说,当前

世界经济正处于陷入“全球性衰退的关口”,各国必须加强合作才能渡过难关。
卡恩表示,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有三点:发达经济体监管失败、大型私营金融

机构管理风险以及市场的约束机制存在漏洞。他说,当前危机清楚表明,现有

金融体系不能适应全球化金融市场的要求,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疑问。

  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携手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可以预料的是,这场经济危机过后,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不仅不会退却,反而会在危机的解决中进一步深化,超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会继续发展。“金融危机加速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和新

兴经济地位的上升。其结果不是全球化的停止或倒退,而是全球化的新格

局。”①这场由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演变成全球尤其是资本

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依然在起

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提出,由于资本主义单个企业生产的

组织性、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危

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中向前发展,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

破坏更大,而危机过后又会带来经济更大的繁荣。但是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

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资本的目的就是

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一本性,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危机就如幽

灵一样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直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也无法适应其生产力

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

三、经济危机与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危机与机遇并存

  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世红分析说,美式

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一直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两个“美国品牌”。可如今,世界

对“自由资本主义”前途的担心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美国意识形态的霸权也

处于“危机中”。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一贯以“低税收、少调控、小政府”
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自由资本主

义的倡导,使自由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走向繁荣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门票。但

① 杨沫.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的机会[EB/OL]. (2008-11-09)[2008-12-10]http://
gms.sysu.edu.cn/read.asp? ArticleID=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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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美国出口产品也受到质疑。2002~2007年间,欧洲的社会主义者

和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者就曾经对美国经济模式提出质疑,称之为“牛仔资本

主义”,但当时一片繁荣的景象掩盖了批评声。而现在,自美国而起的金融风

暴拖累了全球发展,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与自由资本主义相矛盾的“政
府干预”措施救市。

  这些举措说明了什么?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明确提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

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

阶”①。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的新阶段之后,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

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

来。其中,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

平,而且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
日益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自主劳动和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奠定了物质技术

基础。此外,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

巨型跨国公司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逐渐

形成全球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体系。由此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
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也为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当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促进了超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

削和统治,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给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

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借口,肆意削减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减免资产者的

税收,压制国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凭借雄厚

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

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0世纪的东欧剧变和苏

联解体,可以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结果。
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尽管需要全球合作,尤其是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

国的合作,但资本主义世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攻击。资本主

义世界一方面要求中国在全球化解危机的合作中,做出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

又担心中国因此而扩大对世界的影响力,对外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模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如支持国际反华势力,丑化中国的政治制度,批评

中国的人权状况等,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遏制。邓小平曾告诫我们:
“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

① 列宁.列宁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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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

界大战。”①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既互相并存,又互相斗争。面对

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主义必须完成新的历史性任务:一是如何有

效地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以
保证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最终取胜。我们只有在积极吸收和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时,自觉抵

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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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CurrentEconomicCrisison
CapitalismandSocialism

DaiJin-ping GuoYi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thenew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
revolutionandtheeconomicglobalization,thestatemonopolycapitalismhas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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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developedintothesupranationalmonopolycapitalism.Thesupra-
nationalmonopolycapitalismistheadvancedstageofthedevelopmentof
monopolycapitalism.Thecauseofcurrenteconomiccrisisisthenecessary
consequenceofthedevelopmentofsupernationalmonopolycapitalism,and
thesolutiontothecrisiswilldrivethedevelopmentofsupranationalmonop-
olycapitalism.Fortheworldsocialistmovement,thedevelopmentofsuper
nationalmonopolycapitalismpreparesthematerialfoundationforsocialism
andcommunism,butitconstitutesarealthreattocurrentsocialism.
  Keywords economiccrisis supernational monopolycapitalism so-
cialist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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