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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卡塞尔提出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到现在快一个世纪了。今天,

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

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理论汇率模型运行的基本环境。在生

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交换直接以国际价值为基础,这时,汇率的

变动仅仅与价格的变动有关,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无关;而在生产要素自由流

动的条件下,国际交换应以国际生产价格为基础,这时,汇率的变动仅仅与劳动

生产率的变动有关,与价格的变动无关。这是因为,作为确定理论汇率的价格,

应该是符合价值的价格,而只有建立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之上的相对价格,才是

符合价值的价格;因此,应当以新的理论汇率模型E=E0Lb

La
·Pa

Pb
来取代原理论

汇率模型,即E=E0Pa

Pb
。但是,考虑到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远非完全自

由,因此,今天的理论汇率应以新、旧模型所计算出的汇率为其上、下限,也就是

说,应该用新模型来修正原理论汇率模型。

  关键词 购买力平价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相对价格 相对劳动生产

率 理论汇率模型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利益问题无疑是一个根本问题。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汇率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卡塞

尔提出的有关汇率问题的购买力平价学说,特别是其中的相对购买力平价理

论,在汇率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被普遍看作是确定理论汇率最科

学的理论。从这个理论的提出到现在,快一个世纪了;其间,国际经济关系发

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在这些变化中,最引人瞩目的

当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了。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国
际经济关系的这些巨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卡

塞尔理论汇率模型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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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汇率模型的运行环境

  购买力平价的思想早在卡塞尔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作为一种理论系

统,购买力平价理论则是1916年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提出的。购买力平价

理论用于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即汇率。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理论逻

辑是,同样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格,因而,同样的商品在各国的价格应该是相

等的,但由于各国货币的名称(单位)不同,在标价时所使用的货币数额也就不

同,利用这些货币数额的差异,就可以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

  按照绝对购买力平价的理论思路,购买力平价学说可表述为:

  E=Pa

Pb
(1)

  其中,E 为汇率,Pa 为A国的价格水平,Pb 为B国的价格水平。通常认

为,Pa 和Pb 是一般价格水平,既包括了贸易品,也包括了非贸易品;按卡塞尔

的看法,贸易品只包括出口品,但不包括进口品,因此,在逻辑上,Pa 和Pb 应

该是对应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价格水平①。

  式(1)是一个高度概括性汇率模型,以此为基础,依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

论,可以构筑起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汇率模型。
  假定Pa0和Pat分别为A国商品基期和T 时期的价格水平,Pb0和Pbt分别

为B国商品基期和T 时期的价格水平,E0 为两国货币间的基期汇率,Et 为两

国间T 时期的汇率,那么,依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确定汇率,可用模型表

述如下:

  Et=E0
Pat/Pa0

Pbt/Pb0
(2)

  式(2)表明汇率会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假如我们将Pat和Pbt理

解为价格指数,式(2)就可简化为:

  Et=E0
Pat

Pbt

  甚至简化为:

  E=E0
Pa

Pb
(3)

  即报告期汇率应该等于基期汇率与报告期A国价格指数和B国价格指

数之商的乘积。理论汇率模型反映了汇率频繁波动的长期趋势,理论汇率是

汇率波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理论汇率也称为长期汇率或基础汇率。

① 参见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186.[英]劳伦斯·
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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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期,或许不是5年,也不是10年,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①

在如此长的时期内,许多影响汇率变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将归于消失。以货币

数量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为例,当商品供给一定而货币供给过多时,必将导致

价格上涨,货币的购买力减弱;反过来,货币的供给不足又将导致价格下降与

货币购买力的增强。不过,就长期来看,一段时期的货币供给过多将为另一时

期的货币供给不足所抵消。就长期来说,货币的供给与其对应的需求,将处于

一种均衡状态,从而不可能对由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理论汇率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再以国际收支为例,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商品都是为了满足进口商品的

需要,即一个国家的出口供给总是对应着进口需求,即使一段时期出现了贸易

顺差,那也必将为下一时期的贸易赤字所消除。因此,长期地看,一个国家的

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也将是均衡的,国际收支对货币购买力和汇率的影响也

可以忽略不计。其他一些对货币购买力和汇率可能产生短期影响的因素,其
作用机制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

  我们认为,研究购买力平价理论运行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其运行的

基本环境,换句话说,理论汇率模型只有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这

个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理论汇率模型应该予以修正,以反映环境条件

的变化,只有这样,理论汇率模型才可能名符其实。

  在购买力平价理论产生的那个时代,以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国际分工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国民经济还存在着

明显的封闭性和孤立性,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缺乏流动性,商品交换几乎构成了

国际经济交往的全部内容,就是国际贸易本身,其发展速度也还落在世界工业

生产的后面。

  国民经济的相对孤立状态和生产要素流动性的缺乏,必然导致马克思所

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国际间的商品交换直接以国际价值为基础,而不像一个国

民经济内部那样,商品交换是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因为国际上并不存在

形成国际生产价格的条件②。当然,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在

世界市场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一个国民经济内部,存在着生产要素在部

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竞争性流动,从而促使同一商品只能具有相同的价值,也
使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只能取得等量利润。马克思说:“竞争首先是在一个部

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

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

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发展到更高的水平”③。但是,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完全普及,

①
②
③

[英]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72、78.
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0、248.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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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没有发展到同样高的水平,因而,各国之

间并不存在生产要素的竞争性流动,“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

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

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强度较大的国民

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

为更多的货币。”①因此,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世界市

场上,只有等量商品取得等量货币,而没有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只有马克

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才构成了购买力平价理论真实的科学基础。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一价定律”的假定之上的,即用相同的货币来

标价,同一商品的价格在各国都是一样的。即使使用各国自己的货币来对同

一商品标价,尽管货币额不同,那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这些不同量的货币

各自所代表的价值量都是相等的。显然,当我们说货币的价值时,并非是说货

币本身的价值,而是指货币背后的、以其标价的那个商品的价值,显然,这个价

值与货币数量毫无关系。而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即符合

这个价值的商品的数量。如前所述,由于购买力平价反映的是汇率波动的长

期趋势,而从长期来看,货币供求又是均衡的,商品的供求也是均衡的,价格与

价值也是相符的,因此,长期汇率即理论汇率仅仅是指各国货币之间的对比关

系,或者仅仅是指各国货币各自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对比关系;货币是价值的

符号,用货币来表示的价值就是价格,就是那个商品的价格。因此,归根结底,
理论汇率就是各国同一商品价格之间的对比关系,这恰恰就是理论汇率模型

所要表述的内容②。

  读者也许发现,在考虑理论汇率时,我们忘记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甚至

理论汇率模型也忽略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劳动生

产率是广义劳动生产率,与今天西方国家统计中的生产率涵盖的范围是相同

的。

  我们假定在T0 时期,A国劳动生产率为La0,B国劳动生产率为Lb0,单
位时间生产的产品A国为Qa0,B国为Qb0,且两国劳动生产率相等,即La0=
Lb0,Qa0=Qb0;我们再假定,在T1 时期,A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为La1,B
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Lb1;在T1 时期的单位时间里,A国生产了Qa1数量的

产品,B国生产了Qb1数量的产品,这时,La1=2Lb1,Qa1=2Qb1。在世界市场

上,由于国民经济的孤立性,即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缺乏流动性,虽然A国生产

两倍于B国的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但两国并不因此在同一时间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14.
这里所说的同一商品,是指同一类或相同的几类商品;更为准确的说,是指对应于各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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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创造的价值就相等。A国在T1 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比B国高一倍,只不过

意味着在同一时间里,A国创造的价值是B国的两倍。虽然世界市场上商品

的价格是由提供这种商品的主要国家的国民价值决定的,但无论A国是该商

品的主要提供国还是B国是该商品的主要提供国,其结果都不会改变。如果

A国是这种商品的主要提供国,则劳动生产率高一倍的A国商品的国民价值

将会降低一半,并以此标准向世界市场出售商品;为了使自己的商品也能在世

界市场上销售出去,B国商品就只能以其国民价值的一半销售其商品。如此

一来,A国的全部商品能够取得原来同样多的货币额,而B国取得的货币额

则只有原来的一半;也就是利用同样的劳动时间,A国取得的货币额是B国

的两倍。在相反的情形下,即B国是这种商品的主要提供国,则世界市场按B
国原有的价格水平销售商品,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A国在同一劳动时间

里生产了两倍于B国的产品,因而仍然可以取得两倍于B国的货币额。因

此,当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时,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只是

表现为其商品数量的差异和所达到的利润率的差异,而不是商品价格的差异,
换句话说,在世界市场上,劳动生产率所影响的,不是商品的价格,而只是商品

的数量和资本的利润率。

  由此可见,购买力平价理论所抛弃的,恰恰是货币数量论,而不是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才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得以成立的根基。

二、理论汇率模型运行环境的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科

学技术革命改变着国际分工传统的自然、地理基础,也改变着规模经济的传统

标准。科学技术革命造成的巨大生产力突破了民族经济的地理界限,不断走

向国际化,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生产力。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为资本国际

化创造了条件。

  资本的国际性是与生俱来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

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① 尽管马克思

所说的并非生产的国际化而只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商品资本的国际

化,但马克思在这里为我们明确揭示了资本向全世界扩张的本性。“不断扩大

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

业,到处建立联系。”②到今天,资本扩张的本性没有变,甚至其扩张的欲望更

为强烈,唯一不同的是,驱使资本在全球奔忙的原因更多了:除了扩大产品销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4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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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还有扩大生产规模,利用别国的某一特定方面的比较利益,降低成本和风

险,垄断,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正在经历的全球扩张过程。经济全

球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后者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战后资本输出最大的特点,是私人对外直

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跨国公司是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而私人对外直接

投资又总是伴随着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和配置。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

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了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伴随着生产要素

国际流动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之上的资本国际化。

  除了资本与生俱来的国际扩张本性以外,1995年开始正式运转的世界贸

易组织也构成了要素国际流动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将

关贸总协定时期已经受到管理的有形商品贸易置于自己的约束之下,而且将

关贸总协定从未管理过的农产品、劳务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际投资统统

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从而为要素的国际流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制度保障。

  要素国际流动与国际贸易相互之间具有可替代性,但这并不等于说,生产

要素在各国之间的频繁流动会削弱国际贸易,会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

相反,由于要素国际流动的方向也受资源禀赋差异或比较优势差异的约束,因
此,要素国际流动能够促进国际分工的深化,进而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

市场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同要素的国际流动难以割裂开来,而
要素的国际流动又往往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进行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很难将商

品与生产要素区别开来,许多进入国际交换的商品,本身就是原材料、零部件、
机器设备。因此,尽管存在着障碍,但从总体上来说,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

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大有利于要素的国际流动。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

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①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然成立,国内

市场与国际市场仍然同时并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

或民族领域与世界市场领域的分隔状态已经大大弱化,而且,这种分隔状况对

要素国际流动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

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在不断深化,各国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加

强;与此同时,各国为了经济的加速发展,普遍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另外,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对要素的国际流动也有着一定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最后,
世界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内市场

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界限。

  生产要素以及商品在各国之间大规模地、频繁地流动,不仅使得各个国民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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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着不可

避免的影响。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就是商品国际价值的货币

表现。但一般地说,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是直接以其国际价值为基础还是直接

以国际生产价格为基础,却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内外曾经

有过长期的争论,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世界市场价格直接以国际价值

为基础,另一种意见是世界市场价格直接以国际生产价格为基础。①

  上述意见分歧大致源于一个因素,这就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否能够

竞争性地、充分地自由流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有两点应该注意。其

一是历史分期,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国际经济背景,有不同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国际经济关系也会有局部性调整,这些因素对要素的国际流动性都

会产生影响。其二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从完全不能流动到充分自

由的竞争性流动,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从国际价值到国际

生产价格的转变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国及其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其结果是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表现

为:一是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这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复兴、贸易自由化以

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

对外投资十分活跃,从5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到70年代其他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再到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使
得对外投资一浪高过一浪,资本、劳务以及专利技术流向世界各地,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不仅在世界上得到了扩张,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三是发展中国家

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逐步走上了对外开放、加速发展经济的道路,这为贸易自

由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发展,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在这些规模和一体化程度不等的区域内部,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和生

产要素的流动性一般都要高于其他地区。国际经济关系调整的主要结果是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现在,不仅仅是商品,而且还

有劳务、资本、专利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愈益自由地在世界各国之间流动。各

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引起要素收益的差异,而各国要素收益之间的差异又因

为竞争的作用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从而使生产要素在各国的收益趋于均

等化,促进并加速着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

  世界越来越开放,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不断增强,理论汇率模型运行的

① 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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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变化,进而对理论汇率模型产生着不可避免的影响。

三、理论汇率模型的改变

  由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它将会对理论汇率模型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假定一种极端的情况,这就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都已

全部得到实现,世界经济已大致像任何一个国民经济一样,生产要素在各国之

间完全可以充分地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

方式同它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方式相比,将会出现

很大的差别。现在,它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方式,将会非常类似于它在一个国

民经济中的作用方式。

  我们再假定B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于A国,因而,B国的利润率也会高于

A国,由于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较高的资本收益就会促使A国的资本流

向B国,B国的资本收益将因资本的增加而下降,相反,A国的资本收益将因

资本的减少而增加,这最终会促成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一个统一的生产价格即

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世界市场上商品的市场价格将会以国际生产价格为依

据,而不再直接以商品的国际价值为基础。这与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

况有着根本的区别。在那里,只有等量商品取得等量货币,等量资本不能取得

等量利润;而在这里,不仅等量商品可以取得等量货币,而且,等量资本也可以

取得等量利润。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论题里面,最重要的区别应该是劳动生

产率变动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论述的那样,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

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不会对国际价值产生影响,对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不会

产生影响,而只对商品数量产生影响。而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

生产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国际生产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从而将会影响各国货

币之间的兑换比率。

  从纯理论上来理解,在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

产品数量即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加,但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却会下降,由于价格决

定于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也会因此而下降。一个国民经济有若干部门,每
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一般都不会相同,因此,其商品价值

与价格变动的方向和变动幅度也会呈现出差异,各部门商品交换的比例也会

发生变动,即是说,各部门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和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变动。

  关于生产率变动对互相交换的两个产品各自价值的影响以及在生产率变

动情况下如何做到等价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

规定性》时有过详尽的描述。马克思在结论中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将会导

致“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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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量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

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

价值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①

  我们假定国民经济只有两个部门,部门A和部门B;并假定A部门的劳

动生产率指数为La,其商品的价格指数为Pa;B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

Lb,其商品的价格指数为Pb,那么,按照我们上面的阐述,两部门劳动生产率

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

  Pa=
PbLb

La
(4)

  即A部门理论价格指数等于B部门价格指数与其劳动生产率指数和A
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之比的乘积。自然,这里也有一个合理基期选择的问题,
而且,Pa 所显示的是符合价值的价格,或符合相对价值的相对价格,即理论价

格或相对理论价格。②

  同理,部门B商品的理论价格也可表述为:

  Pb=
PaLa

Lb
(5)

  在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同一个国民

经济一样,价格是否合理、价格是否符合其价值,这无论从国际商品的等价交

换来说,还是从理论汇率的确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

点,就要确保一个国家的价格变动与其价值变动相一致,使价格总水平的演变

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相适应,也就是说,一国相对价格水平的演变应该与其

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相一致。为此,我们必须将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引入到

价格比较中来,否则,价格比较就失去了合理性,就没有合理的基础。我们可

以将式(3)中两个部门的关系变通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在基期选择合理

的前提下,A国理论价格指数应该等于B国价格指数与其劳动生产率指数和

A国劳动生产率指数之比的乘积。

  我们将这种关系代入式(3):

  E=E0
Pa

Pb
=E0

PbLb

La

Pb
=E0

Lb

La

即E=E0
Lb

La
(6)

  即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依据相对购买力评价理论,报告期汇率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69.
详尽的论证过程请参见拙文.价值、价格和价格体系———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定量化研究

[J].经济学家,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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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等于基期汇率与报告期B国劳动生产率指数和A国劳动生产率指数之

比的乘积。

  将式(5)代入式(3),其结果仍然不会改变。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一般表述方式,式(6)可还原为:

  Et=E0
Lbt/Lb0

Lat/La0
(7)

  其中,La0、Lb0分别为A国和B国的基期劳动生产率,Lat、Lbt分别为两国

T 时期的劳动生产率。T 时期的汇率应该等于基期汇率与A、B两国在该时

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比的乘积,这与式(6)的含义完全相同。

  我们已经发现,与式(3)或式(2)相比,式(6)或式(7)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这就是,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汇率的变动仅仅与价格的变

动有关,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无关;而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汇率的

变动仅仅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有关,却与价格的变动无关。为什么汇率的变

动只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有关而与价格的变动无关呢? 如前所述,在国际经

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得到完全实现和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
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必然引起要素收益的差异,而各国要素收益之间的差异

又必然会因为竞争的作用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从而使生产要素在各国的

收益均等化,价格在理论汇率的确定中不是失去了意义,而是变得不很准确

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完全意味着商品价格在各国的下降,即便都是下

降但在各国下降的幅度也不会完全相同;而经验告诉我们,商品价格常常是伴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但价格在各国上升幅度也不会完全一样。作

为确定理论汇率的模型所使用的价格(指数),应该是符合价值的价格,而只有

建立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之上的相对价格,才是符合价值的价格,即是说,只有

当Pa=
PbLb

La
或者当Pb=

PaLa

Lb
时,价格才是符合价值的价格;而只有当理论

汇率模型为E=E0
Lb

La
时,依据模型所计算出的汇率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汇

率。

  新的理论汇率模型的假定条件是均衡,宏观经济的主要领域都处于均衡

状态;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货币领域的均衡。就长期而言,或者从宏观经济

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均衡是存在的。然而,在任意一个既定时点,失衡

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真实状态;这就是说,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是经常

性的,是一种常态。

四、结 语

  上述有关理论汇率模型修正的论证,是一种纯理论的推导,因而,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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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汇率模型正确与否,尚需大量经验事实的验证,但这已经不是一篇研究论文

所能包容的。不过,我们现在仍可指出,有关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对汇率演变

的影响,已经为人们所注意:“一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较长时期持续地高

于别国,该国货币汇率尽管可能在短期内会有升降的反复,但总趋势将是上升

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始终高

于美国,所以日元兑美元汇率趋于上升。……1960~1979年期间,无论是制

造业整体的日美比较,还是个别产业的比较,都是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另

一方面,在这段时期中,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美元=360日元升到1美元=
175日元(1978年10月)。又如,美国经济评论家丹尼尔·伯斯坦(Daniel
Burstezn)在其1988年出版的《日元!》一书中,将当时日元兑美元汇率上升的

基础追寻到日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绝对差异”①。这也许可以表明,随着关

贸总协定的建立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是商品,而且还有生产要素,
在各国之间越来越自由地转移,按国际价值所进行的交换正在朝着按国际生

产价格进行交换的方向演变,真正的理论汇率日益偏离原理论汇率模型所计

算的汇率,因而,原理论汇率模型的修正也就难以避免了。

  然而,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远非完全自由,而新的理论汇率模型的

建立却是以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完全自由流动为假设前提。由于这一缘故,
在当前情况下,要了解真正的理论汇率,旧的理论汇率模型不可能完全失效,
新的理论汇率模型也不可能完全有效,真正的理论汇率应以新、旧模型所计算

出的汇率为其上、下限,也就是说,应该用新模型来修正旧的理论汇率模型。
不过,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自

由度也会不断提高,国际生产价格亦将一步一步取代国际价值而成为国际交

换的准绳,理论汇率必将越来越远离旧模型而日益靠近新模型,最终,新的理

论汇率模型就会取代旧的理论汇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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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toTheoreticalExchangeRateModel

RenZhi-jun

  Abstract ThePurchasingPowerParitytheoryraisedbyCasselhasex-
istedforalmostonecentury.Today,greatchangeshavetakenplaceinthe
fundamentalenvironmentwherethetheoreticalexchangeratemodelworks.
Inimmobileproductionfactorssituation,internationalexchangeofgoodsis
baseddirectlyoninternationalvalue.Then,thechangeofexchangerateon-
lyrelatestothefluctuationofpriceandhasnothingtodowithchangeofla-
borproductivity.Butifproductionfactorsbecomemobile,internationalex-
changeofgoodsthenshouldtakeinternationalpriceofproductionasitsba-
sis.Therefore,theexchangerateonlydependsonlaborproductivityandhas
nothingtodowithpricechange.Thus,inconsiderationofmoneyquantity’

seffectonexchangerate,weareableto,andtobeexact,weshouldusea

newtheoreticalexchangeratemodelE=E0
Lb

La
·Pa

Pb

  tosubstitutetheoldoneE=E0
Pa

Pb
.

  However,takingthatproductionfactorsarefarfromcompletelyfree
flowamongcountries,theoreticalexchangeratethenshouldacceptexchange
ratescalculatedwithbothnewandoldmodelsasitsceilingandfloor.Inan-
otherword,weusethenewtheoreticalmodeltoamendtheol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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