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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美国,危机前,企业总利润中金融部门的份额达到２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升了２５％(ILO

２００９).

一、简　介

　　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即大衰退表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

因其严重的波动性和不平等而具有不可持续性.尽管世界经济在史无前例的

金融激励措施的帮助下正从危机中复兴,但经济恢复仍然显得脆弱且不完整.
一些经济学家如鲁比尼(Roubini,２００９)和费尔德斯坦(Feldstein,２００９)预言,
双浸衰退将迟早降临美国这个大衰退的发源地.无论怎样,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

危机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瓦解前的“总危机”或最后一次危机.

　　处于危机之中的每个国家都试图利用运行机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

革来重建资本主义经济.人们已达成共识,具有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的自由

市场经济应该由新型的调控体系来控制.但我们不能期待大衰退之后资本主

义的终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是通过新政政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克

服的,而２００８年的大衰退正在政府广泛的干预市场,包括新政政策的情况下

得到恢复(UNEP２００８a).

　　这次,我们看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崩溃和新

自由主义的告终.我们能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瓦解,而是资本主义某一特

殊发展模式的失败.大衰退后将出现一种新型发展模式.这一新模式既非自

发出现,也不是预先规定的.将出现什么类型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和

人民选择什么样的机构.如果我们不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资本主义瓦解,那么

能选择的其中一项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经济

体制远见卓识的﹑更人性化和更民主的发展模式.

　　本论文提出了大衰退之后的一种新型渐进发展模式.首先,有人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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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衰退就是以金融为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崩溃.接着,本文详细说明一种新型渐

进发展模式,最后,讨论新型主要渐进发展模式的议程.

二、大衰退: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

　　大致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美国以典型形式出现的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

被定义为一种积累体制.该体制中,首先金融资本支配经济整体;其次,股东

价值最大化是公司的行为规则;最后,基于金融收入的消费是宏观经济流程的

主要因素.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通过四个步骤登场:金融化﹑证券化﹑金融

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切斯内斯(Chesnais,１９９７)、博耶(Boyer,２０００).

　　金融化意指三项指标的提高:家庭或企业资产中金融资产的比例,家庭收

入中金融收入的比例和企业利润中金融部门利润的比例① .证券化是一种把

非流动资产转变为证券的金融技术.金融自由化指减少对金融市场的调控,
如减少对利率和短期资本国际运动及取消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等的调

控.金融全球化指以短期资本国际自由运动为基础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出现的这四个步骤———金融化﹑证券化﹑金融自

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成了２００８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金融化减少了

真实经济的发展空间.迅速而较好的金融利润日益增加的压力对非金融部门

的工资和就业不稳定性造成了消极影响(ILO２００９).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明显增

长并导致银行体系内部风险集中的证券化,是这场危机的直接成因.金融全

球化造成了不稳定性的增加和收入的不平等(ILO２００８).

　　全球金融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

和对冲基金.机构投资者作为大股东迫使公司采取商业策略使股息①和股东

价值最大化,在股东只有对企业管理的决定权,公司优先考虑股东利益的股东

资本主义情况下尤为如此.为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尝试着实现允许公司

撤销效率低下的组织及解雇冗余员工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因此,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下,公司具有追求短期可获利性和灵活性的行

为规则.如果短期主义在管理中盛行,那么工业关系便变得不稳定,因而,我
们将不能期待工厂中的技术构成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因此,就不能获得通过

提高生产力而增加的长期效率.所以,增长潜力在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下将

会下降.因为股东价值的第一位和对股东以员工为代价获取利益的偏见,金
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具有加剧不平等的内在趋势②.实际上,例如２０世纪９０

①

②

作为美国总利润的百分比的股息,从１９４６~１９７９年的２２．８％翻了一番,到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到
达４６．３％(ILO２００９).

对于五大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来讲,工资份额１９８９~２００５年下降了３．６％,而对于金融化
程度最低的国家来讲,工资份额下降了２％ (ILO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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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美国,虽然总裁的工资暴涨,而真正工资却停滞不前.因此收入不平等

急剧增加.

　　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宏观经济流程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有很大不同.
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维持着“规模生产—高生产力—高工资—大众消费”的流

程.高工资产生的高消费是维持积累体制良性循环的核心变量.因此,保持

高工资是体制的根本之举.此外,保障准充分就业和高工资的劳动力市场的

稳定性是该体制的必要条件.

　　相比之下,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中,具有内在波动性的股票价格和汇率是

宏观经济中的核心变量.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的不稳定性来自这些金融市场

变量的波动性.是基于金融收入的消费—利息,股息和股票价格收入—而非

工资和薪水维持着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宏观经济流程.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个体投资者的从众行为产生的金融泡沫决定性

地造成了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波动不定.金融泡沫的形成和爆破而产生的繁

荣—萧条周期带来了该体制的周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形式是信贷

危机或信贷恐慌.伴随信贷危机而来的信贷匮乏致使公司破产.金融危机便

转变为真实经济的危机,生产显著下降,失业急剧上升.

　　２００８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金融恐慌,其主要的促发因素是资产价格

尤其是房价的繁荣和萧条(美国政府,２０１０).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表明,金融

主导的积累体制并非可持续性的,经济危机产生于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崩溃.
正如博耶争论的那样,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不可持续,是因为它可能造成社会政

治危机.由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产生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布什政府的社会

政治危机,这是从共和党到民主党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奥巴马政府试图

改革金融体制以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调控.从全球来看,２０国集团(G２０)正在

谈论创建一种具有对全球金融市场更强大调控的新型金融体制.

　　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逆向趋

势,出现了大规模的金融非全球化(美国政府,２０１０).人们会认为这种逆向是

一种暂时现象.但是,如果政府和人民在明知调控对经济增长不利的情况下

继续决定调控它们,那么金融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便会永远可逆.几乎所有先

进的经济体制中,投资份额所占的经营盈余百分比都有所下降.这意味着,由
于利润中日益增长的份额已被用于支付股息,利润中用于真实经济中生产投

资的资金便越来越少.因此,如果在通过严格调控金融市场的金融自由化和

全球化中存在逆向,那么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将随着生产投资的增加而提高.

三、大衰退后的新型渐进发展模式

　　现在,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失败后将出现什么样的积累体制还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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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讨论认为,有必要回归凯恩斯类型的干涉主义.强调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

后实施嵌入式市场经济的争论再次流行.从保守派方面来讲,仍存在认为自

由市场是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唯一的解决方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渐进派方

面来讲,有些人认为瑞典、丹麦和芬兰实行的北欧模式是理想的解决方式.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回归福特主义体制已是不可能的了.福特主义体制是

全球化时代之前基本的国内体制.生产和市场全球化在国家层面上决定性地

破坏了“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宏观经济流程.即便金融全球化是可逆的,主
要指标为贸易自由化和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经济全球化也可能不可逆.

　　新型的积累体制可能超越了福特主义和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它将呈现

新的生产力体制和需求体制.它也将拥有一套新的机构来稳定积累体制.按

照调控理论,它将具备一种新的调控模式.简言之,人们将能期待大衰退后出

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新型发展模式可能具有渐进和保守两方面.渐进模式将以社会市场经济

为基础,而保守模式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两种模式都是知识主导的积

累体制(KLAR).由于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以绿色经济

便是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绿色新政或绿色增长以主

要国家议程的身份在最先进的经济体制中出现.

　　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是一种积累体制,这一体制中,知识和创新在价值创

造,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齐姆,２００７).在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

中,灵活的高质量生产体系是生产力体制的基础,而高科技商品的多样化消费

则是需求体制的核心.如图１所示,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是通过

“高质量生产—高增加值—高工资—多样化消费”的关系网完成的.高增加值

是由创新﹑多种经济和含有信息技术的反泰勒主义劳动过程创造的.高增加

值是由拥有工作自主性的知识型劳动力的高价值创造能力来保障的.知识主

导的积累体制的技术范例集合了信息/生物/绿色技术.这些技术需要劳动过

程中具有工作自主性①的知识型工人.

　　机制形式如集体谈判体制﹑技术支付或知识薪酬支付能把高增加值转换

为高工资.有了高工资,知识型工人就能购买各种高科技商品﹑信息商品和

教育/文化服务设施.不像种类较少的耐用品的大众消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

的多样化消费使灵活的高质量生产成为可能.高增加值被共用为高工资﹑高

利润和自由时间.高利润能为高水平的知识投资,包括研发(R&D)投资和人

力资源开发(HRD)投资提供财政支持.知识投资有助于高质量生产体系必

不可少的知识形成和创新.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给

工人提供了通过学习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学习将简单劳动变为知识劳动,

① 工作自主性指,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具有概念功能,有权控制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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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齐姆(２００７).

图１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宏观经济流程

一般工人变为知识型工人,并产生知识型劳动和知识型工人.终身学习是技

术迅速变化环境下再生知识型劳动不可或缺的.

　　带有技术偏见的技术变革和公司的知识内在化在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中

将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知识型工人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较高收入

使知识型工人获取比一般工人更多的知识.因此,知识形成和收入分配之间

存在一种积极的反馈机制.

　　由于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要求工人的“高技术—高参与”,所以它与利益

攸关者资本主义相容,不像与股东资本主义相容的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从

这方面来看,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具有渐进发展模式的元素.然而,正如金融

主导的积累体制,在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中,因工人和技术偏见的技术改革之

间的知识差距而存在两极分化趋势①.另外,由于知识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

存在积极反馈,这种两极分化趋势更强大.

　　因此,需要采取减少工人差距的社会连带知识政策(齐姆,２００７).社会连带

工资政策目标是减少事后不平等,与此不同,社会连带知识政策旨在减少事前不

平等②.对知识密集较低的公司的研发投资和对低工资工人的人力资源开发投

资是社会连带知识政策所必需的.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需要的是以资产为基

础的平等主义而非以收入为基础的平等主义.以资产为基础的平等主义是通

过增加低工资工人的知识和技术来减少不平等的新途径(鲍尔斯(Bowles)和金

蒂斯(Gintis)１９９５).对失业人员和边际群体进行终身教育是必需的.

　　为使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成为２１世纪的渐进积累体制,需要将这一体制

①
②

因此,失业增长对一般非技术工人具有更大的消极影响.
社会连带工资政策是瑞典LO追求的平等主义战略,它与规模生产经济有关,该政策下,一般工

人是工作团队的主力.而在异构知识工人比例高的知识经济中,它便失去了这种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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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社会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中.在社会市场经济中①,政府对市场进行干

预,以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把福利国家变为现实,让工人尽可

能参与管理———庞特森(Pontusson,２００５).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可以在不产

生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使社会民主的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成为现实,而自由市

场经济可以产生具有两极分化的自由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

　　绿色经济是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它能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

碳)排放.以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清洁能源经济或低碳经济

是绿色经济的核心.绿色技术﹑绿色机制和绿色文化是绿色经济的所需之

物.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是绿色经济的主要前提

条件(UNEP２００８a).从高碳规模生产经济到低碳绿色经济的过渡是渐进发

展模式之根本.

　　总之,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社会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是新型渐进发展

模式的核心元素.这个发展模式包含一个更稳定﹑更平等且更绿色的经济增

长(艾珀斯坦,２００９).这一发展模式既与资本主义相兼容,同时又能作为资本

主义之后另一种经济体系的萌芽.

四、新渐进发展模式议程

　　上面提出的新型渐进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能减少体系危险和两极分化的机

构和政策来建立.经济安全网﹑社会安全网﹑自下而上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

的灵活保障应该包括在新渐进发展模式的议程中.

　　首先,经济安全网是减少全球经济波动性产生的体系危险的所需条件.
经济安全网包括金融安全网和就业安全网.金融安全网旨在保护国民经济免

于遭受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引入调控短期资本国际运动的托宾(Tobin)税可

以作为主要的金融安全网.加强短期外债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调控是另一张重

要的金融安全网.不论怎样,通过这些金融安全网,金融市场将被嵌入政府和

其他社会机构以使他们更有效地运作,满足社会需要(艾珀斯坦,２００９).

　　金融调控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这就需要全球协调的财政扩展.
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应该放弃新自由理念中的高条件性和自由资

本流动性方式,应该提倡另一种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政策自主性和更多资

源来增强国内需求与能力的新途径.

　　正如艾珀斯坦(２００９)争论的那样,国际经济结构改革应该涵盖以下议程: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管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通过新自由政策工具扩展发

① (Pontusson)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霍尔(Hall)和索斯凯斯(SosＧ
kice,２００１)把市场经济分为协调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庞特森的社会市场经济相当于霍尔和
索斯凯斯的协调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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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通过鼓励美国之外的国家重新把它们的经济从出口定

位在国内需求之上来减少对美国这一最后圣地的全球购买者的依赖.另外,
需要创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建立调控国家资本流动的新的国际金融结

构.

　　就业安全网指能够提高动态就业稳定性和维持工资的机构.对解雇工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就业保护立法,为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的积极劳动力市

场政策,减少工作时间带来的工作分担,创办为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提供工作

的社会企业,为维护就业稳定性在雇主和工会之间签订的协议等都是就业安

全网很好的例子.从规模生产经济到绿色经济的大转变时期,需要建立能把

碳密集高的部门的现有职业转换到碳密集低的部门的就业安全网.

　　经济安全网是经济的先前稳定器.不用说,作为事后稳定器,为市场上失

业和弱势群体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应该得到加强.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作为全民

福利制度能够有助于提高贫困者的生活质量,改进贫困者的生产力.经济安

全网应该置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而社会安全网则应置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下.
事前经济安全网和事后社会安全网应该合并起来以在全球化时代获得可持续

增长.可持续的全球化需要经济安全网和社会安全网.

　　取得经济增长可能有两种相反的策略.其中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另
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经济.自上而下经济的逻辑是减税和减少对富有的大公司

的调控将会鼓励他们消费和投资,因而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自上而下

的经济期待涓流效应,即经济增长的成果从顶部富有的大公司转向底部贫困

的小公司.自上而下的经济以保守的经济理念为基础.

　　自下而上经济即一种渐进经济理念的逻辑,批判自下而上的经济或经济

政策的自上而下途径.在全球经济范围内,投资并不是涓流而下.它们流向

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富人能获取最高收益的地方(瑞奇,２００７).没有涓流效

应,自上而下的经济便会导致像布什政府时期显示的更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

化.而自下而上的经济认为,有必要对贫困群体和小公司进行广泛投资以取

得可持续且共同的增长.对底部的投资提高了工人和小公司的生产力.

　　自下而上的经济基于一种主张,即工人的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塔
尔博特,２００８).如果工人的高生产力转变为高工资,那么国内市场将会扩大,
因为工资增加会引起消费的增加.高生产力创造高利润,因而吸引更高的投

资.因此,工人的高生产力带来高度的经济增长.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将流向工人生产力高的国家.因此,对人民或工人的

投资,如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人力资源发展投资便是根本之举.对健康和儿

童保育的社会支出也同样重要.

　　经济政策自下而上的处理途径要求严格调控金融市场.没有金融市场的

稳定,就无法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保障.没有劳动力市场的保障,便无法期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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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人生产力的技术的形成.不对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的金融市场进行强有力

的调控,只能激起投机,而不能鼓励生产投资.

　　就业的动态稳定性需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①.灵活保障指动态经济

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工人的就业保障相结合.正如丹麦进行的实践那

样,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通过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构成的所谓的“金三角”来实现的(维尔瑟根和托斯,

２００４).低就业保护,高就业保护和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的高支出是灵活保障政

策的核心.

　　具有迅速技术更新的知识主导的金融体制需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工人

的保障是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可持续的必须之物.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将是

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把灵活保障建于该体制之中.灵活保障是第三种方式,因
为它超越了社团主义或社会民主模式中的严格(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和新自由

模式中的灵活(不安全)劳动力市场.

五、结　论

　　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即大衰退使现行的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崩溃,并预

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将出现什么样的新发展模式尚不能确定.资本主义

目前正处于历史的交叉口,社会将来的方向主要取决于人民的政治选择.如

今,已出现了一种社会共识,即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自由市场经济和股东资

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若要成为可持续,就
必须调控金融市场并控制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共识为新型渐进发

展模式创造了有利氛围.

　　本论文强调了一种新型渐进发展模式的主要议程.新的渐进发展模式的

核心可能是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的本质和宏观经济流

程予以了详细说明.人们认为,如果知识主导的积累体制要作为渐进发展模

式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将其置于社会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中.本文强调的是

社会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是新型渐进发展模式的根本元素.本文提出了新型

渐进发展模式的主要议程,经济安全网,社会安全网,自下而上的经济和劳动

力市场的灵活保障.

　　最后,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一议程.应该组成该渐进发展模式的联盟.
一般来讲,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通过资本家﹑工人阶级和国家的伟大妥协而

出现的.

① 知识型经济中,技术变更迅速,人们并不能轻易地期望获得终身职业的就业静态稳定性.获
得终身就业而非终身职业的就业动态稳定性才是现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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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简主义而非极繁主义是实现这一新渐进发展模式的现实策略.任何发

展模式都具有自己的左﹑右形式.如果一个发展模式想支配一切,它就应该

包括左﹑右两种形式(利佩兹,１９９２).上面提出的新型渐进发展模式可以作

为引导资本主义之后新的经济体系的踏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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