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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经典马克思理论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归结为劳动生产率

的差异和技术上的垄断,理论的前提暗含着科技进步主要作用于劳动客观条件

的这一事实。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前提假设已发生明显变

化。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和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制定权差异成为经济全球化条

件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原因。在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国际不平等交

换应从形式和本质两个层面加以定义和讨论,至少呈现出三种状态。从动态角

度来看,国际不平等交换并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过程,其结果必然对资本流动、

劳动力流动以及技术进步等产生一系列衍生性效应,继而对下一阶段的国际交

换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国际不平等交换 技术差异 制度差异 衍生效应

一、引言

  自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兴起,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

的呼声充斥着世界每一个角落。尽管贸易的自由化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规模不断扩大,平均的进出口增长率也超过了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是各经济

体的贸易发展速度、参与贸易全球化的深度却是复杂的,贸易利益分配和流向

也是不平衡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现象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处处存在,尤其是这次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在全球蔓延的经济危机更加剧这种不平等性。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概念、内
涵及其原因等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国际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最经典的论

述来自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当交换行为从国内扩大到国

际环境中时,商品的价值也就随即由生产商品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交换的基础转变为国际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

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

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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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①因此,马克思将不平等交

换的根源归结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继马克思之后,鲍威尔、普雷维什、辛格、
伊曼纽尔、阿明、克鲁格曼、曲建忠、王元璋等主要从资本有机构成差异、工资

率差异、劳动生产率差异、区位差异、经济资源的不对称、垄断等角度,对国际

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展开了研究。

  在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定义和内涵的问题上,国内学者陈同仇、薛荣久认

为,不等价交换就是不按照国际社会必要劳动量而进行的交换②。王元璋认

为在国际市场上等价交换就是国际价值的等量交换,反之就是国际价值的不

等量交换,由于生产条件不同导致交换商品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并不是不等价

交换③。

  通过已有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国际不平等

展开了研究,但是却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从研究角度而

言,大多数学者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研究都仅限于对其原因、定义的分析,
而缺少从整体上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对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研究角度较为片面。其次,从研究方法而言,目前国内外马克思

主义学者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大多都基于文字描述,而缺乏数理模型

论证和实证检验;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能够使用数理方法对该问

题进行研究,但所有模型的构建的基础基本都来源于新古典。这意味着,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来看,目前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通过构建政治经济学模型来说明和验证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还处于

缺失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和原因也逐步

发生了改变,以往的研究已不能完全说明或很好地说明现存的国际不平等交

换问题。因此,本文将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

化发展新变化,对国际价值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行发展和修正,通过技术和制度

两个角度构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研究框架,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定义、原
因、影响因素及其衍生效应进行分析和探讨;最后再利用相关经验数据对发达

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质检的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以及我国现存的贸易问题进

行分析和验证。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65.
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123.
王元璋、阮红新.论国际市场的不等价交换———谈对陈同仇、薛荣久两先生“国际不等价交换

观”的一点看法[J].理论月刊,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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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

理论创新及其衍生效应分析

(一)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基本理论创新及多变量模型分析

  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价值以及所引申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是建立

在符合当时国际经济背景的假设条件下的理论结论,认为科技进步是影响劳

动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仅影响劳动的客观条件,而不

直接影响劳动的主观条件,从而也不影响价值的生产。同时,马克思假定在国

际交换中,决定商品价值量不是国别劳动时间,而是国际必要劳动时间。在以

上假定条件下,马克思就自然得出在国际价值背景下,由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

国家的国别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而导致国别劳动时间的差距。当他们按照国

际价值进行交换时,虽然形式上平等,但是内容却不平等的结论。

  综观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不难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构建国际价

值和不平等交换理论体系时所依据的上述基本假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例如,随着科技进步在全球迅速传播,马克思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所暗含

的科技进步只作用于劳动客观条件,而不直接影响劳动的主观条件,从而也不

影响价值的生产这一假设条件的现实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技术进步带来劳动条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客观条

件方面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

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直接带来了西方社会的工业革命,而机器的广泛

使用,迅速改变了劳动客观条件,机器大生产成为当时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
机器的广泛应用将工人劳动变得简单,使体力劳动者,妇女、儿童都可以胜任,
对工人脑力劳动要求不高。同时,资本主义圈地运动又将大批农民圈进了工

厂,这些迅速积聚包括农民和妇女儿童的雇佣劳动群体本身受教育程度就比

较低,而新成长的劳动力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内,科学技

术进步对劳动的主观条件的影响就变得不那么明显。所以,在这种现实条件

下,马克思考察劳动条件时,自然更多地关注劳动客观条件变化,很少关注劳

动主观条件变化;更多地关注劳动自然时间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关注

劳动密度时间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

  技术进步对劳动条件影响的这种关系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呈现指数

式增长趋势,这首先表现在科技知识总量的“爆炸”,人类在近30年中获得的

新发现和新发明等科技知识大约等于过去2000年的总和。另一方面,科学发

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大为缩短:1900~1930年间,75项重大发现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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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到用于生产的平均周期是36年,到了19世纪50年代,这一周期则缩减到

5~10年。经济的全球化使得技术在全球内扩散的速度大大快于从前,一些

后起国家凭借技术溢出和模仿大大地促进了本国的技术进步。虽然技术先进

国与落后国之间的技术级差仍然存在,但是扩大速度却在逐渐放缓。科技水

平的发展使得科技体系日益庞大,逐渐发展成为门类繁多、纵横交错、互相渗

透、彼此贯通的网络结构,由此带来了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的广泛

应用,形成了更多的中间和专业生产环节,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巨

大。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影响使得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距不断扩

大,这便对劳动者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教育水平越高、掌握的劳动

技能越多,劳动复杂性也就越高,价值创造的能力越强。由此,带动这个社会

教育投资、智力投资的大幅增加。在现代西方经济社会,教育投资费用占整个

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个人教育费用已经占据中等家庭

收入的10%以上。社会教育投资和智力投资增加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普

遍提高了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在美国,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

数占总高等教育人数的比重在1930年分别为87.6%、10.7%和1.6%,到了

2004年,这一比重则变化为69.7%、28.9%和2.4%,具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学历的人数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比重迅速增大。

  可见,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景下,马克思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

的经典假定条件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基本原则,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活动的实际,重新抽象出国际价值理论的假定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国际

不平等交换理论体系,以期更科学、更实事求是地解释当代国际不平等交换现

状。

  为此,我们首先将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引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劳动条

件假定之内。劳动的主观条件是指劳动的熟练程度,劳动复杂程度以及科学

技术在劳动力中运用程度和管理水平等。劳动的客观条件是生产资料的数量

质量、自然条件等。劳动生产率“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

的”,而科技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渗透到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

件之中对劳动生产率起作用,这其中劳动的主观因素———劳动者是决定因素,
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人类劳动,也就不能创造出任何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经典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只不过马克思在界定劳动生产率与价值之间关

系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没能将劳动主观条件变化这一背景条件抽象出

来,而是将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割裂开来了,以致经典理论体系对当

代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本文将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作

为了一个重要假定条件从现实经济活动中抽象出来,并假定技术进步不仅影

响劳动客观条件,而且还对劳动主观条件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客观条件变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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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引起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尽管两者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可能是不同的)。

  另外,除了技术因素之外,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下,资本主义国家是

国际经济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我们提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

论的另一个重要假定,即:垄断、话语权等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以国际价值为

交换尺度原则的重要因素,对国际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当代

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在经济规则和制度制定上具有极

其明显的不平等性。越具有国际经济制度话语权的国家,便越能通过制定“游
戏规则”控制国际经济活动,使得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活动向着有利于本国

利益的方向发展,从国际不平等交换中获得大量好处。

  基于以上两个假定条件,我们将“国际不平等交换“定义为:只要存在着国

际超额剩余价值的跨国转移,那么便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如果从表面和本质

两个层次上考虑,“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内涵则包含如下三个方面:(1)两国进

行国际商品交换时,按照双方同意的价格即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只是“形式上

的平等交换”。(2)形式上等价交换的背后,如果不存在任何超额剩余价值的

转移,那么这种交换在本质上也是平等的;反之则为“本质上的不平等交换”。
(3)如果一国凭借其国际经济制度制定权和话语权左右或控制两国间的国际

商品交换,那么便是“形式和本质上的双重不平等”。

  根据以上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假设前提的发展和内涵的阐述,本文将

当前国际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技术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影

响、技术进步对劳动主观条件的影响以及国际经济制度权差异。国际贸易利

益将由市场和人为控制双重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和流向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

和多元化。

  以两国模型为例,A国以商品1与B国的商品2相交换,两种商品的单

位国际价值为确定的:wW(1)=c
1+v1+m1

q1
,wW(2)=c

2+v2+m2

q2
。

  其中,wW(j)为单位商品j(j=1,2)的国际价值量,cj、vj、mj(j=1,2)分别为

商品j的国际价值中所包含的不变资本量、可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量;qj为产

量。

  假设技术进步对A国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影响均要大于对B国的影

响。如果定义αA 和αB 分别为A国和B国的不变资本技术系数,代表技术进

步对不变资本投入的影响力;定义βA、βB 分别为两国可变资本技术系数,即劳

动间简单与复杂的换算倍数。那么,则有αA>αB,βA>βB。在剩余价值率为

100%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A国商品1和B国商品2的国别价值分别表示

为:

  wN(j)i =
cji+vji+m

j
i

qji
=αic

j+βivj+βimj
αiqj

 (i=A,B,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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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进一步假设制度因素对国际交换活动具有影响,其中A国具有制

定国际交换规则的控制权,而B国没有这个权利。定义0<φ<1为制度系

数,那么,A国与B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模型为:

  ΔWA+ΔW′A= 1-βAα
æ

è
ç

ö

ø
÷

A
(v1+m1)+w(φ)

  ΔWB+ΔW′B= 1-βBα
æ

è
ç

ö

ø
÷

B
(v2+m2)-W(φ)

  其中,ΔWi= 1-βiα
æ

è
ç

ö

ø
÷

i
(vj+mj)表示由于技术差异而形成的国际超额剩余

价值;ΔW′i=W(φ)表示由于制度差异而形成的国际超额剩余价值。

  这样,在当期真实的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A国从B国获得的国际超额

剩余价值变成了两部分加总的结果:包括由于技术差异导致的贸易利益流失

ΔWA、ΔWB,以及由于制度因素导致的产品价值转移ΔW′A、ΔW′B。

  由于dΔWi
dαi =

βi
α2i
>0,dΔWidβi

=-1αi<0
,因此αi与ΔWi 正相关,βi 与ΔWi

负相关。这时,国际不平等交换便呈现出三种状态:

  (1)当α可变,β=β为常数,ΔW′i=0时,即技术进步仅影响劳动客观条

件,不影响劳动主观条件,且不存在国际制度差异。这便是经典马克思国际不

平等交换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因此αi与ΔWi正相关,技术进步对一国劳动客

观条件影响作用越大,该国越在国际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这种交换形式上

是平等的,本质上却是不平等的。

  (2)当α、β均可变,ΔW′i=0时,即技术进步同时影响劳动客观条件和劳

动主观条件,不存在国际制度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间的国际超额贸易利

益的流向变得复杂。以A国为例,当αA>βA>1时,商品使用价值量提高导

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效应大于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带来的商品价值量上升

效应,因此ΔWA>0。此时的国际交换仍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其程度与可变资

本技术系数相同的情况相比较小。当βA>αA>1时,商品使用价值量提高导

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效应小于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带来的商品价值量上升

效应,ΔWA<0,此时A国将从超额贸易利益净流入国变为净流出国。当δ=
α>1时,商品使用价值量提高导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效应同劳动复杂程

度提高带来的商品价值量上升效应相互抵消,ΔWA=0,此时A国虽然表面上

以较少的活劳动(αA>1)换取弱国的较多活劳动,但是较少的活劳动却包含了

较高密度(βA>1)的活劳动,这样两国的交换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可能是平等

的。

  (3)当α、β均可变,ΔW′i≠0时,国际不平等交换不仅由技术差异决定,而
且还受国际制度差异影响。加入制度因素后,国际不平等交换将更加得以强

化。A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掌握游戏规则制定权,因此可以制定通过交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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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制定权从B国获得大量的国际超额剩余价值。φ越大,表示A国与B国之

间的交易规则制定权差距也就越大,A国凭借权利从B国获取的贸易利益 W
(φ)就越多,国际交换也就越不平等。此时,国际交换的尺度已不再是国际价

值,而变为由人为垄断因素所决定,国际交换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不平等。

  通过两国模型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交换是一个利益分配

多元化、复杂化的过程,它同时由技术差异和制度差异双重决定。一国在国际

经济交换中到底是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还是损失价值,最终取决于技术差

异与制度差异间的力量对比和变动趋势。

  综观世界贸易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社会生产力(技术进步)和国际生产关

系(国际经济制度)成为决定国际不平等交换最主要的因素,直接决定国际贸

易利益分配。

  一方面,不同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决定了贸易产品的属性,从而决定其在国

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这直接影响一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由于科技进步和

技术创新大多最先产生于发达国家,所形成的产品大多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

主。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相比,技术密集型产品对生产有很

高科学技术水平要求,在产品研发和创新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高水平的人力

资本、物质材料以及资金,而能提供这种研发条件的国家只有某一个或某几个

发达国家。例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几乎垄断了航天航空、通信信息、生物

化工、医学制药等领域的技术贸易,并且控制了重要工业部门的贸易和科技开

发,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约有70%,这就是发达国家主宰当今国际贸易的

关键所在。因此,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研发中心,掌握

着最领先的科技水平和研发能力,在当代世界贸易中居主导地位,出口商品从

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占据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高增值生产环节

的。与此相反,广大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由于历史上多为发达国家的殖民

地或半殖民地,生产力低下,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是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为

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以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等附加值较

低的产品出口为主,只能获取微薄收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竞争性低端加

工环节。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很多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进入国际贸易市场,
与发达国家一起按照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规则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然而,当
前的国际经济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际

经济制度和秩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它们利用全球最为庞大的跨国集团作为

支配全球市场的手段,控制着全球主要的经济网络;还凭借本身作为全球的创

新和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位,控制着全球主要的知识和信息资源。此外,发达国

家还凭借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国际经济组织有着特殊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国际贸易领域,无论是关贸总协定组织下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还是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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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无不体现了发达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国

际多边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维护自身最大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而多边

贸易谈判机制,则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推行其贸易

霸权的工具。在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下,必然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剥夺与被剥夺的不平等关系,由此直接

影响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从以上分析可知,技术差异和制度差异是当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原

因,两者的交替变换使得贸易利益流向和分配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就目前的

现实情况来看,无论从技术进步角度,还是从国际经济制度权力角度,少数发

达国家均占据绝对性优势,成为国际交换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大量的国际超

额剩余价值源源不断的从广大不发达国家流向少数的发达国家。

(二)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衍生效应分析

  国际不平等交换是一个不断重复和循环的过程,当期的不平等交换对于

交易双方国家而言会得到不同的贸易利益(超额剩余价值),这会对两国下一

期的技术进步,贸易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劳动力流动等环节产生重要影

响,继而再进一步影响下一期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因此,国际不平等交换所导

致一系列衍生效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1.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技术溢出与转移效应

  根据国际价值理论,两国间的技术差异使得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的一部

分商品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形式流入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这使得前者有动

力通过技术模仿和外溢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以此减

少价值的流失,即贸易利益失衡形成了一种技术外溢效应。

  要探讨国际贸易利益失衡分配对技术模仿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必须考虑两

个问题:第一,在什么情况下企业具有能力进行技术模仿,即技术溢出的“能力

条件”;第二,在什么情况下企业具有动力进行技术模仿,即技术溢出“动力条

件”。首先,贸易利益的不平衡分配使得B国在技术外溢前有一部分价值流

入A国,造成了利润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B国要想获得技术外溢,则必须

满足一定的“能力条件”,即第一阶段利润不为零,而且这种利润足够支持第二

阶段的生产成本和模仿成本。否则,B国将没有资金以提供第二阶段获得技

术溢出的支出。这意味着对于技术模仿国而言,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技术外溢

效应产生的首要条件就是两国的初始技术水平差别不能太大。上述的“能力

条件”保证了B国有能力去获得技术外溢,在此基础上要使其进一步有动力

去获得技术外溢,则必须满足预期利润提高的条件,即B国认为获得技术外

溢后的利润会大于没有获得技术外溢的利润。

  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后,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贸易利益将随着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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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逐渐增加。而对于技术溢出国而言,无论对其技术专利保护多么严

密,都无法完全防止技术被模仿,其利润空间会因为国际价值的降低而逐渐缩

小。因此,只要技术发生外溢,技术溢出国所采取的最优策略实际上就是在利

润空间缩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通过技术保护将技术模仿带来的负效应降低

到最小。在技术模仿阶段的末期,技术溢出国凭借初始先进技术所获得的超

额剩余价值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当两国的贸易利润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

时,技术溢出国会将该项技术逐步对外转移。

  2.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资本集聚与转移效应

  国际不平等交换强化了因初始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的国际分工

模式,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以技术和制度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势差。从长

期动态的角度来看,在资本的逐利性驱动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另一个必然的

衍生效应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和转移。

  在非垄断条件下,不平等交换引致的资本跨国转移的核心问题在于劳动

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能够在贸易交换中获得

国际超额剩余价值;反之,则容易在国际交换中损失超额剩余价值。每个国家

基于贸易利益考虑,都会以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进行国际贸易交换,并逐渐放

弃生产效率较低、不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生产,即发生了国际产业转移。

  在垄断条件下,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其实已转变成一种技术控制力的

分配。例如,如果某类产品出口市场由国家A所垄断,其他国家只能够靠产

品模仿满足内需,而不具备出口能力。那么在第一阶段,国家A凭借垄断技

术成为世界上该产品唯一供给者。通过垄断高价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之后,
国家B通过进口该产品进行技术学习和模仿,形成模仿产品的生产能力,开
始生产同类型的相似产品用以满足国内需求,但不用于出口。此时,国家 A
该产品的垄断利润空间会随市场需求量的减少而缩小。如果以上过程不断继

续下去,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通过学习和模仿生产类似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
那么国家A的超额贸易利益会随着国际产品出口量的减少而逐渐降低。第

二阶段,当多数国家都具备出口该类产品的能力时,该类产品的国际供给市场

就相应的从由垄断市场转变为多国共同参与的竞争市场。在竞争市场中,产
品生产的成本问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是各国产品生产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假设国家A该产品生产已进入成熟期,高额劳动力成本完全抵消了技术优势

带来的好处。此时,为了继续保持产品竞争力,国家A便将该产品的生产移

向工资率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即开始对外投资,实现“离岸生产”,或通过许可

证方式将陈旧的技术全部出售,而国内的需求也改为从海外进口。

  无论是完全撤出某类商品生产市场,还是将产品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这
两种由国际不平等交换引起的资本(这里特指产业资本)国际转移效应都会进一

步形成一种资本集聚效应。具体而言,国际不平等交换使得具有技术优势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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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凭借巨大的贸易利益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使它们能够总是站

在产业前沿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顶端。通过转移国内的部分传统产业,使国内的

资金、技术等资源可以更多地向优势产业集中。另一方面,广大欠发达国家作为

承接者,承接的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中边缘化移出产业。这样,产业资本在随着

产业转移过程中,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同性质的集聚:高技术密集型资本

一般集聚在本来就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而低技术密集型资本则集中于技术处

于相对弱势的国家。资本的这种不平衡的集聚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不发

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和高技术密集型资本的流入,强化了下一阶段的国际商品交

换的不平等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国际竞争力丧失和利润最大化的

双重驱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纺织、服装、玩具、皮革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

具有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使后者成为这些产业的

主要集聚区域,例如中国、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这不仅固化了发展中国家原

有的产业模式,而且从实际经验数据来看,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承接劳动密集型

产业中获得明显的好处,在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处于劣势。

  3.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劳动力流动效应

  国际不平等交换不仅带来了资本国际转移和集聚效应,改变着资本在全

球的流动模式和方向,而且还带来了显著的劳动力流动效应。

  低技术资本密集的国家大多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低技术型资本的

移入和密集一方面改变了国内的就业结构,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化

过程,虽然由此带来的增加值不高,但却能够给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并有大量

过剩劳动力的国家带来就业利益。另一方面,这又强化了这些国家低技能劳

动力规模,为高增加值贸易产品的生产和产业的形成带来障碍。

  而对于高技术资本密集的国家而言,先进的资本必然要求先进的劳动力

为之相匹配,这带来了整个社会劳动者劳动复杂程度和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

高。对熟练劳动力和从事更为复杂性劳动的劳动力的需求还进一步促进了技

能工人、专业人才向集中区域的集聚,即形成了低技术国家的“智力外流”现
象。很多低技术资本密集型国家培养出的高级技能人才,受资本的吸引外流

至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国家,这无疑遏制了劣势国家的技术升级战略。

  由此可见,国际不平等交换不仅影响了当期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分配,而且

还导致了一系列衍生效应,即技术溢出与转移导致了资本的国际转移与集聚,
继而形成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集聚的效应。而这些衍生效应,又进一

步改变着下一阶段国际不平等交换格局。

三、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证据与中国情况分析

  前文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原因进行了理论上的描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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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部分我们将试图从实际经验数据中找到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现实证据,
并利用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对我国的外贸经济进行相应的应用性分析。

(一)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证据①

  根据前文的国际不平衡交换理论模型,我们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对技术

和制度因素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我们将两国

商品国别价值的比值看为两国国际贸易交换平等性指数,比值越大表明单位

商品包含的国别价值量差别越大,两国之间产生的超额贸易利益流量也就越

大。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商品价值量差异与两国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差异相关,因此我们构建如下对数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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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iαiq和wNjαjq可看作两国进行贸易交换的商品总价值量。这样,我们

就将比较不同国家单位商品价值量的问题转化为比较贸易商品总价值量的问

题。θ1 和θ2 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差距对不平等交换指数的变动弹性。

  我们采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墨西哥六国相关数据对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进行检验②,希望能得到支持理论

结论的证据。我们用“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工业部门商品价值量”作为衡量

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指标。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根据国际价值理论,
劳动时间是衡量贸易商品价值的唯一尺度。因此,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工

业产品总价值可以直接反映一国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异程度。第

二,劳动者劳动程度的复杂性对商品价值生产的重要影响便可以直接反应在

“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工业部门商品价值量”中,这是单纯在劳动时间数值上

所无法体现的。另外,我们采用固定资本形成额、本科教育毛入学率、国内

R&D总支出三个变量分别表示不变资本、内涵式可变资本和技术进步。

  通过PanelData和时间序列等检验方法,我们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统计验证表明,技术进步不仅仅只是对固定资本投资等劳动客观条

件产生影响,而且还对劳动主观条件产生影响。一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对
该国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劳动技能和受教育水平都起到

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二,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印度、韩国和墨西哥6国的单位时间生产

的工业产品价值量、资本形成额、本科入学率的回归分析发现:在假定每个国

家都有相同的斜率项的情况下,固定资本形成额和本科教育水平均与单位时

①
②

具体实证过程参见马艳、李真:“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多变量模型及其实证检验”一文。
本文将美国、英国和日本看作为发达国家,将韩国、印度和墨西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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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生产的工业产品价值量正相关:固定资本形成额和本科教育水平每增加

1%,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工业产品价值量则分别增长0.78%和0.15%。主要

原因一方面归因于不变资本投资增加而带来的产量增加,另一方面在于教育

水平的提高使得可变资本创造单位价值量的能力不断上升。在假定斜率项相

异的条件下,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固定资本形成额增加对单位时间生

产的工业产品价值量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而

在本科教育影响方面,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后起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

高等教育水平对单位时间生产的工业产品价值量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英国、美
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以印度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

  第三,通过检验证实了:两国之间固定资本形成额差距和高等教育水平差

距越大,交换的工业产品所包含的单位时间创造价值量差距也就越大,两国之

间的表面上等价交换的商品实质上却包含着不同价值量。在将国际经济制度

因素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方程之后,我们发现即使在固定资本形成额差距和高

等教育水平差距都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达国家之间交换的商品所包含的单

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差距仍旧小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价值量差距。
这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成为制定经

济全球化主要“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通过制定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操纵国

际经济组织,从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获取了利润的绝大部分。

(二)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在中国贸易中的应用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逐渐进入高速全盛发展时期,并取得了

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

  首先,技术进步使得我国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教育水平普遍提高。1992
~2006年间,我国的全民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7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

到22%,全国科技专利申请量增长了6倍以上。技术进步通过影响劳动主客

观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贸易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进出口的增长,高技术产品

进口占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从15.9%上升到40.9%,出口比重则从5.9%上

升到30.7%①。同时,技术进步对劳动主客观条件的促进作用,使得我国资本

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比重、出口增长率等方面均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具有

高技术、高资本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增速要快于低技术、低资本

的劳动密集型产品。1986~2001年,我国SITC05、07两类资本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价格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SITC06、08两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价格指数增速却相对缓慢。这说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要高于

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该项产品出口的利润空间,还有利于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http://www.mos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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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结构(见图1)。

  数据来源:①ValerieCerraandSwetaChamanSaxena:AnEmpiricalAnalysisof
China’sExportBehavior.IMFWorkingPaperWP/02/200;②《中国统计年鉴2007》。

图1 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指数与趋势(1986~2001)年

  其次,制度因素对我国处于不平等交换地位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在 WTO
组织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高为我国争取正当、平等的贸易利益起到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首先,我国积极利用规则应对进行的反倾销投诉,如投诉美国钢

铁的自保措施,针对其他成员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对24个国家和地区的44种

进口产品主动发起了近50起的反倾销活动。我国还积极参与 WTO争端解

决机制活动。截至2008年4月,我国在 WTO争端机制下的应诉案约10件,
提出的投诉案2件,并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62件投诉的争端解决活动①。另

外,我国加入 WTO“绿屋”会议,参与 WTO主要成员的决策会议,进入 WTO
规则制定的核心层。在“多哈发展回合”过程中,我国对谈判议题单独提交的

部分提案都受到成员的重视和好评。在我国香港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在我

国据理力争下,最终确定了2013年前取消发达国家严重扭曲贸易的农业出口

补贴。这些行为都积极地维护了我国正当的经济贸易权益。

  技术进步的快速推进与国际经济制度话语权的提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我国的贸易利益,但同时,我们需要清醒的看到在可视的巨大贸易利益背

后,我国在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地位并没有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在科技水平

和国际经济地位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是导致我国

贸易利益折损和流失的主要原因。

  第一,从科技水平差距来看,虽然我国总体的科研队伍的规模和科学技术

水平在逐渐提高,但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产品专利少,长期依赖国外进口问题

突出。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2004
年,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仅排名第24位,处于中等偏下水

① “入世”七年见证中国国际贸易地位六大变化[J].国际商报,200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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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度超过50%,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

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因此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是需采用国外专利技术,需要

交纳大量专利费。

  第二,关键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成为导致我国产品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处
于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的低端的重要原因。根据1990~2007年我国分类

出口年度数据显示,纺织、服装等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的劳动密集类

商品出口的世界份额要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至2007年底,我国

纺织和服装类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重的29.3%,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

的市场占有率只有2.8%和1.4%。① 从国际贸易实际利益所得的角度看,整
个贸易利益被分割成多元,我国从事加工装配获得的收益微乎其微。据统计,
中国厂商每加工出口100美元的商品,所得到的工资、租金、利润等只有15美

元,我国实得外汇收入一般仅为加工贸易出口额的20%左右②。另外,我国出

口贸易多以竞争性强的加工配置商品为主,极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周

期的影响。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速回落11.7%,大规模

以加工出口为主的企业纷纷破产或倒闭,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类出口、电话机

类、塑 料 制 品 和 玩 具 出 口 企 业 数 分 别 比 上 年 同 期 减 少10.95%、6.4%、

10.87%和36.7%③。2008年1月至5月间,中国信保共接到了受损案件数量

和报损金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8%和125%④。

  第三,我国在国际经济上的地位尤其是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话语权方面

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在国际贸易上首先体现在国际贸易摩擦

谈判协调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称。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美对华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例不到6%,但进口

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占美国总进口比例超过22%,这说明美国正在刻意限制

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出口。另外,发达国家在享受我国廉价而又实惠的

商品的同时,又不断对我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提出指责和挑衅,通过制定各种贸

易条款、关税协议、技术壁垒等对我国商品进行一系列出口和进口的限制,并
凭借自身的经济垄断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人为压低我国商品的出口价格,同时

提高进口价格,由此造成我国大量出口利益损失。据商务部抽样调查,1997~
2000年间,我国因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而受阻的出口产品总值达700亿美

元,几乎占了出口总额的25%。技术壁垒将我国传统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制成

①

②
③

④

以上 数 据 均 由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统 计 数 据 库1980-2007年 相 关 数 据 计 算 而 得,http://
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WSDBStatProgramHome.aspx? Language=E.

刘伟.小议调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措施[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学术版,2009(1).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http://www.customs.gov.cn/

default.aspx?tabid=400.
CCTV2008年6月19日《经济信息联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中国外贸企业收款难”,http://

finance1.jrj.com.cn/news/2008-06-20/000003771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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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排挤在国际市场门外,其结果又使这些企业难以通过增加投资或降低成本

来克服技术壁垒,由此进入恶性循环。而发达国家作为设置技术壁垒的发起

者,自然成为技术壁垒的受益者。

  第四,除了账面利益的损失外,国际不平等交换带来的隐性贸易利益流失

问题也已逐步浮出水面。首先,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出口商品中包含大量的

高耗能产品,在外贸顺差利益的背后,实际上存在巨大的生态逆差。根据我国

学者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内涵能源①进行的测算②,出口内涵能源最多的部

门大多集中于服装、机械等低技术高资本的生产部门。从国家流向看,美国、
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成为中国“生态逆差”的主要受益方;同时,这些国家又

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标准,限制从我国进口能

耗产品,造成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除了内涵能源逆差带来的对外贸顺差的

折损之外,账面显示的贸易顺差金额也不能代表真实利益。在中国的出口总

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54.84%③,这意味着

中国有一半左右的出口贸易收益是被外商投资企业所获得。雷曼兄弟投资银

行专家也认为,中国只从顺差中获得了工资和租金上的好处,却没有留下顺差

带来的巨大利润,中国巨额出口实际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四、结论与对策

  根据上文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及其衍生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数据结果可

知,技术差异和制度差异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原因。
一国的技术进步状况和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直接影响该国在

国际贸易交换中的利益分配,无论是通过国际比较还是我国贸易现实状况分

析,都证明了这一结论。尤其是国际制度权力因素,成为技术因素之外另一个

影响国际等价交换的重要原因,而这更加赤裸裸的暴露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为主导条件下国际经济环境的扭曲与不平等,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广大

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更加显而易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如何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制度框架中生存和发展,是我国外贸发展和

整个经济发展首当其冲的问题,而技术进步则是解决此问题最为关键的因素。
为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制定出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技术发展战略,逐渐摆脱

国际不平等交换地位,尽量避免在国际交换中受损。

①
②

③

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
潘家华、陈迎.中国外贸进出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和内涵排放,http://www.rcsd.org.cn/

FCKeditor/userimages/rcsd-20080104040405.pdf.
李翀.从中美经常项目差额看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N].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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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技术溢出是目前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我国外贸企业和部门

在通过进口贸易形式获得技术外溢的过程中,不能单纯盲目的强调技术进口

数量(名义技术外溢),一定要注重技术外溢的质量,要看对技术输入后,该以

何种方式吸收技术、该以何种手段最大程度上获得有效的技术外溢。目前国

内部分工业企业过分强调固定资本投资和形成额,将企业的生产重心放于此。
我们认为,固定资本形成规模的逐年扩大固然对工业企业本身至关重要,但是

须建立在技术研发和吸收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单纯地通过进口先进机

器、仪器等设备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的确具有明显的短期绩效,但从长期

来看,“引进—落后—再引进—又落后”这种模式并非为企业发展长久之计。
据科技部2007年统计,我国大中型企业引进和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费用支出已

达452.45亿元,比1987年增长了5.5倍。然而,在所引进的技术中有许多是

处于技术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乃至衰退期的技术。同时由于我国企业对新技

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偏低,自主研发能力较弱,造成低技术或行业技术偏低的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目前在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多种生产能力闲置在40%以

上。因此,我国工业出口企业应该加强内部科技力量的培养和形成,注重企业

研发部门人员科研素质的提升和研发实力的增强,提高对进口方式外溢的先

进生产技术的学习和吸收,将国外技术经验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本企业的生产

能力,力求达到二次创新,这样才能将技术外溢对我国贸易利益促进的正效应

发挥至最大限度。另外,国家还应进一步完善科技项目评估机制,尤其对引入

的国外科技项目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和有效的价值评估,避免重复引进和

闲置。

  其次,技术自主创新是改变国际不平等交换地位最根本的途径。技术溢

出虽然能够为我国带来较为快捷和显著的短期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工业化

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一种高于模仿贡献程度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熊彼

特曾将技术创新看做是“一种生产函数向另一种生产函数突进的过程”,具有

内生性,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企业能否主动的选择改进生产函数的行为。
我国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无论在R&D经费投入总量、R&D占GDP比重还

是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距。要改变在全球化经济

中的不利地位,我国应不断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并积极制定

各种鼓励和奖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充分发挥自主创新

性知识资本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尽早实现从引进、吸收、模仿到自主创新的

跨越。这是我国技术进步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也是改善我国同发达国家贸

易利益失衡分配状况最有效的内部力量。

  再次,正确面对外需与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
外需(净出口)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在本次美国次债

危机影响下,我们清醒地看到过分依赖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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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国应主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外贸出口生产结构,并逐步将受危机

影响减少的外需部分转移到内需创造上来,尤其是国内消费部分的创造,以此

减少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应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形

成。我国应以民族化、创新化为立足点,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避免边

缘化。同时,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缔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
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货币金融合作协定,加强经济和货币金融上的

合作,促进塑造更为合理、合法、民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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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eticalInnovationandDerivativeEffect
AnalysisoftheInternationalUnequalExchangein

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

MaYan LiZhen

  Abstract ClassicalMarxiantheoryconsideredthedifferenceoflabor
productivityandtechnologymonopolizeisthemainreasonofinternational
unequalexchange.Thepresuppositionofthisconclusionimpliedatruththat
technologymadeeffectmainlyontheobjectiveconditionoflabor.Butinthe
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ispresuppositionhasbee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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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Thegapsoftechnologyandinternationaleconomicpowersbe-
tweendifferentcountrieshavebecomethemainreasonsofinternationalune-
qualexchangein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Inthedoublein-
fluencesoftechnologyandinstitution,internationalunequalexchangeshould
bedefinedanddiscussedfromtheaspectsofformandessence.Andthereare
threestatusesatleast.Fromtheangleofdynamic,internationalunequalex-
changedoesn’taisolatedandstaticprocesswhichmustleadtoaseriesof
derivativeeffectoncapitalflow,laborflowandtechnology,andfurthermore
makeanimportantinfluencetotheinternationalexchangeofnextstage.
  KeyWords internationalunequalexchange technical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ofinternationaleconomicpower derivative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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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