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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里的“同一种商品”指满足人相同需要的商品.本文中,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任何商品能

且仅能满足人的一种需要,从而,任商品两个商品之间的关系,就分为两种情形:其一两个商品满足人

相同的需要,其二两个商品满足人不同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商品所满足的人的需要作为划分

商品种类的依据.如果两个商品所满足的是人的相同需要,则称为两个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如果两

个商品所满足的是人的不同需要,则称这两个商品是不同种商品.

　　例如,不同的棉衣都满足人保暖御寒的需要,那么,不同棉衣就是同一种商品;棉衣满足人保暖御

寒的需要,而面包却满足人充饥的需要,从而棉衣和面包满足人不同需要,从而,棉衣和面包就是不同

种商品.

　　实际上,在分析地租理论时,经济学史上的研究者没有对商品种类的划分作出深入而严格的分析

(例如李嘉图等).

　　②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分析存在级差地租时小麦价格的决定时,默认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

小麦之间没有差异,在默认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小麦之间没有差异的基础上,认为小麦的价格等于

劣等地上生产单位小麦的成本.

　　内容提要　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进行改造后,我们会

发现,当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商品价格可视为由

有用性、生产成本共同决定的,并且还存在有用性、生产成本共同决定价格的价

格公式.

　　利用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本
文建立了解释城市房价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　地租理论　商品价格　房价模型

一、引　言

　　马克思令人满意地解决了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① 间没有差

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认为存在级差地租时,商品价格决定

于劣等地上生产商品的成本.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得到了经济理论研究者们

的赞同.然而,马克思等得出这一结论的默认前提,是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

商品间没有差异.②

　　不过,对于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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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２９辑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１１５　　

问题,马克思却没有给出回答.例如,在优等地、劣等地上生产甘蔗时(设甘蔗

仅用于榨取蔗糖),如果优等地生产的甘蔗比劣等地生产的甘蔗蔗糖含量高,
那么,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 对该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回

答.①

　　然而,住房价格却正是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同一种商品存在差异的例子:
对城市的地段和住房而言,好地段(具有交通便利等优势的地段)可视为优等

地,差地段(具有交通不便等不足的地段)可视为劣等地,相应地,好地段的住

房和差地段的住房就可视为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从而,城市房价现象

也可视为存在级差地租时的商品价格现象中的一种,只不过,在城市住房的例

子中,不同等级土地上的商品(不同地段的住房)之间存在差异(在交通条件等

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城市房价指的例子中,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地

段的住房间价格存在差异:好地段的住房(优等地的商品)具有交通便利等种

种优势,从而房价高;差地段的住房(劣等地的商品)具有交通不便等种种不

足,从而房价低.

　　显然,我们将无法直接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来解释城

市房价.因为,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是“优等地生产的商品的

价格＝劣等地生产单位商品的成本＝劣等地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从而,利用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来解释城市房价时,会得出“好地段的住

房的价格＝差地段生产单位住房的成本＝差地段的住房的价格”这一明显错

误的结论.

　　要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理论来解释城市房价和建立城市房价数

学模型,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不同

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

　　本文首先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

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之后,利用不同

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本文建立了城

市房价的理论模型.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文献综述;第三节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

决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

价格决定理论;第四节为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价

格决定的一个例子;第五节利用第三节得出的价格决定理论,来建立城市房价

模型;第六节为本文房价理论模型对房价现象的解释;第七节为总结.

① 此时,我们仍可认为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等于劣等地生产单位甘蔗的成本,但是,我们不
能认为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会等于劣等地生产单位甘蔗的成本.原因在于,由于优等地生产的甘
蔗比劣等地生产的甘蔗蔗糖含量高,从而,优等地生产的甘着的价格要高于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
(这里,假设甘蔗仅用于榨取蔗糖,且蔗糖含量高的甘蔗价格高),从而优等地生产的甘着的价格要高于
劣等地生产单位甘蔗的成本(因为劣等地生产单位甘蔗的成本等于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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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价模型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

(一)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与房价模型

　　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关注的,是存在地租(级差地租)时,商品价格

决定的理论问题.虽然经济学史上众多研究者如配第、坎蒂隆、斯密、安德森、
阿隆索、赫德、巴洛维等都对地租理论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然而,在地租理论中

价格决定理论上,研究者做出的探索却不多.① 现有的关于地租理论中价格

决定理论的研究成果中,以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的观点相对鲜明,②其中又以

马克思的表述最为清晰,可视为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典范.例如,马
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小麦的价格决定时,认为小麦的价格等于劣

等地上生产单位小麦的成本.我们用P表示商品的价格,用 C０ 示劣等地生

产单位商品的成本.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示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

理论,那就是:

　　P＝C０ (１)

　　然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马克思

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仅仅建立了不同等级土地生

产的同一种商品间不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而没有建立不同等级土地

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以种植甘蔗为例,马克

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仅仅解决了不同等级土地上产的甘蔗之间不

存在差异时的甘蔗价格决定问题.如果优等地生产的甘蔗比劣等地生产的甘

蔗蔗糖含量高,此时,优等地上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是如何决定的? 对此,马
克思的地租理论的价格决定理论没有给出回答.

　　房价数学模型研究是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

建立的房价模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特征房价模型,第二类,是非特

征房价模型,第三类,是其他类型的房价模型.其中,特征房价模型和非特征

房价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解释变量的不同.

　　以 Lancaster(１９６６)的消费者理论和 Rosen(１９７４)的特征价格理论为理

论基础的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PriceModel),是近几十年来房价模型的主

①

②

配第、坎蒂隆、斯密、阿隆索、赫德、巴洛维等的研究重点在地租量的决定,未深入研究“存在级
差地租时商品价格是如何决定?”这一问题.而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则不同,他们较深入地研究了“存
在级差地租时商品价格是如何决定?”这一问题.

例如,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的«论地租»一章中分析谷物价格决定时,指出
谷物的价值是由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即劣等地)决定的.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
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较高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如本文后面所述,马克思更是深入地分析了
存在级差地租时的商品价格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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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型(GordonFM,etal,２００２).特征房价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住房由于

具有各种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特征,从而能按照某一价格出售(Rosen,１９７４),
住房之间 的 价 格 差 异 来 源 于 住 房 之 间 的 特 征 的 差 异 (Chin TL,Chau
KW,２００３),从而,可把住房的特征作为解释变量,把住房的价格作为被解

释变量,采用数学工具(统计学)建立房价数学模型.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描

述,就是:

　　P＝f(Z)＋ε (２)

　　其中,P为住房价格向量,Z为影响住房价格的因素向量(住房的特征),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Anselin,１９８８;Orford,１９９９).

　　近３０年来,大量的房价模型是围绕这一研究思路展开的.例如,Kain
andQuigley(１９７０)以基本居住条件,住房质量,附属设施等作为解释变量,建
立了圣路易斯市的住房价格数学模型;Wabe(１９７１)以交通成本、绿化情况、
住房面积等为解释变量建立伦敦市区的住房价格模型,Evans(１９７３)以住房

面积、距CBD的距离、住房使用年限三个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伦敦的住房价

格模型,PaulCheshire和StephenSheppard(１９９５)以卧室数量、厕所数量、停
车场、楼层数为解释变量建立了 Darlinton市的房价模型,AlastairAdair,

StanleyMcgreal,AustinSmyth,JamesCooper& TimRyley(２０００)以交通条

件、住房使用时间、住房面积等作为解释变量建立Belfast市的房价模型,并分

析了交通因素在住房价格决定中的影响,GordonFMulligan,RachelFrankＧ
lin,andAdrianXEsparza(２００２)以住房位置、住房面积、住房使用时间等作

为解释变量建立了亚利桑那州的 Tucson 市的房价模型,马新思和李昂

(２００３)以物业费、区位、橱卫装修情况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北京市房价模型,

WenHai－zhen等(２００５)以住房面积、距市中心距离、装修程度等为解释变量

建立了杭州的房价模型.Anderson和Crocker(１９７１)、HenryMKMok等

(１９９５)、Piyushtiwari(２０００)、SibelSelim(２００８)等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特征房价模型可被研究者们用于分析住房各种特征对住房售价的影响,
如分析住房的居住质量和交通条件对房价的影响(KainandQuigley１９７０;

Rechardson Alastair Adair,１９７３;Redolph１９８８;Can１９９０;Dubin１９９２;

AlastairAdairetal２０００),分析住房周边的设施和环境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AdersonandCrocker１９７１;Wilkinson１９７３;SmithandDeyak１９７５;Nelson
１９７８;Mark１９８０;Clarketal１９９７),特征房价模型也可被用于分析居民对住

房的各种特征的需求(Chinloy１９７７;BlomquistandWorley１９８１;Malpezziet
al１９８７).

　　研究者建立的特征房价模型中,许多模型取得了较高的 R２.例如,Wabe
(１９７１)建立的伦敦住房价格模型的 R２ 高达０９０,Evans(１９７３)的房价模型的

R２ 高达０８４.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影响城市的房价的因素中,住房具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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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特征价格模型之外,许多研究者在建立房价模型时,作为解释变

量的是宏观经济指标如利息率、经济增长率、收入水平以及住房的生产成本

等,这些解释变量不是住房本身具有的特征.我们把这一类型房价模型称为

非特征房价 模 型.例 如,James MPoterba,David NWeil,RobertShiller
(１９９１)以生产成本、居民收入、使用成本等为解释变量建立了美国房价模型.

Stevenetal(２００１)以建造成本、就业率、劳动者人均收入、实际利息率、移民

人数 为 解 释 变 量,建 立 了 澳 大 利 亚 的 城 市 房 价 模 型.KABentson,

TBBooher,JAFlory(２００５)以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总入住量、租金房价

比四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住房售价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了美国住房价格模

型.PeterAbelsonetal(２００５)以利息率、人均可支配收入、汇率、消费者价格

指数等为解释变量建立了澳大利亚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的长期价格模型.非特征

房价模型与公式(１)所示的模型是类似的,只不过,作为解释变量的,不是住房

的特征而已.

　　研究者建立的非特征房价模型中,许多模型也取得了较高的 R２.例如,

JamesMPoterba,DavidNWeil,RobertShiller(１９９１)建立的美国房价模型

的R２ 高达０７９.PeterAbelsonetal(２００５)建立的澳大利亚长期房价模型的

R２ 高达０９６.KABentson,TBBooher,JAFlory(２００５)以建立的美国

住房价格模型的 R２ 高达０９３.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住房价格的决定中,收
入水平、住房生产成本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除了上述特征房价模型、非特征房价模型之外,一些研究者建立房价模型

时,作为解释变量的,既有住房的特征,也有宏观经济指标.如BernaKeskin
(２００８)以住房面积、住房年龄、居民平均收入等为解释变量建立了伊斯坦布尔

的住房价格模型,该模型的 R２ 达０６１.

　　而按模型结构划分,研究者们所建立的房价模型则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线性模型.线性房价模型可表示为P＝α∑βkSk＋ε,其中Sk 为解释

变量.如 Wen Hai－zhen(２００５)建 立 的 杭 州 市 房 价 模 型、BernaKeskin
(２００８)建立的伊斯坦布尔房价模型.第二类是对数模型.对数模型的模型结

构为logP＝A＋∑
i
αiLogzi,其中zi 为解释变量.如 Evans(１９７３)建立的伦

敦房价模型、PeterAbelsonetal(２００５)建立的澳大利亚长期房价模型.第三

类是半对数模型.半对数模型可表示为P＝α＋∑αilnZi＋ε,其中Zi 为解释变

量(温海珍,２００４).

　　许多经济理论研究者都意识到,在住房价格决定规律与地租理论中的价

格决定规律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

论,又可视为地租理论中价格决定理论的典范.然而,通过文献分析,我们会

发现,不管是特征房价模型、非特征房价模型,还是其他房价模型,研究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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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１１９　　

房价模型时,大都把影响住房价格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住房价格作为被解

释变量,直接建立了住房价格的统计模型,没有提及存在级差地租时的商品价

格决定的特殊规律,更没有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商品价格决定理论作为

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商品价格等

于劣等地生产商品的生产成本.而现有的房价模型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一思

想.

　　房价模型研究者没有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商品价格决定理论作为理

论基础,是有其原因的.其根本原因之一,是马克思没有建立不同等级土地生

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而对城市住房

而言,不同等级的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存在差异(不同地段上建的住房在

交通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需要利用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

存在差异时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理论,来建立房价模型.

　　(二)改造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是房价理论模型的重要

研究方向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不同等

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那
么,该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就可用于建立房价数学模型.这将给利用

地租理论来建立城市房价模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

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

　　这里,我们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

地租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

价格决定理论.为建立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

理论,我们先引入“有用性”这个概念,然后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建立不同等级

土地生产的商品“有用性”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

(一)有用性的概念,有用性与价格的关系

　　１．商品有用性的概念

　　众所周知,商品用于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但是,商品要满足人的某种需

要,商品必须具备满足人某种需要的能力.就像甘蔗要用于满足人们榨取蔗

糖的需要,那么,甘蔗必须含有蔗糖.蔗糖含量为０的甘蔗,是不能满足人们

榨取蔗糖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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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而且,在满足人某种需要时,同一种商品①间满足人需要的能力还存在差

异.例如,甘蔗用于满足人榨取蔗糖的需要.不同甘蔗满足榨取蔗糖需要的

能力还存在差异:有的甘蔗蔗糖含量高,满足榨取蔗糖需要的能力强;有的甘

蔗蔗糖含量低,满足榨取蔗糖需要的能力弱.再例如,棉衣用于满足人保暖御

寒的需要.不同棉衣满足人保暖御寒需要的能力也存在差异:有的棉衣保暖

率高,满足人保暖御寒需要的能力强;有的棉衣保暖率低,满足人保暖御寒需

要的能力弱.

　　商品具有的满足人某种需要的能力往往可用商品的某些客观指标来衡

量.比如,甘蔗具有的满足人榨取蔗糖的需要的能力,就可用蔗糖含量来衡

量.蔗糖含量高的甘蔗满足人榨取蔗糖需要的能力强,蔗糖含量低的甘蔗满

足人榨取蔗糖需要的能力弱.棉衣具有的满足人保暖需要的能力就可用棉衣

的保暖率来衡量.保暖率高的棉衣满足人保暖需要的能力强,保暖率低的棉

衣满足人保暖需要的能力弱.面包具有的满足人补充营养需要的能力就可用

面包的营养含量来衡量.营养含量高的面包满足人补充营养需要的能力强,
营养含量低的面包满足人补充营养需要的能力弱.

　　需指出的是,本文上述观点与Lancaster(１９６６)的观点是类似的.②

　　为了比较同一种商品间在满足人需要的能力上的差异,和分析这种差异

在价格决定中的影响,我们引入“有用性”这一概念.本文中,我们把商品本身

具有的满足人某种需要的能力称为商品的有用性.

　　由于商品具有的满足人某种需要的能力可用商品的某些客观指标来衡

量,而且商品有用性的定义就是“商品具有的满足人某种需要的能力”,从而,
商品的有用性也可以用商品的某些客观指标来衡量.例如,对面包而言,我们

可以用营养含量这一客观指标来衡量面包有用性的高低:营养含量高的面包

具有的满足人补充营养需要的能力强,从而有用性高,营养含量低的面包具有

的满足人补充营养需要的能力弱,从而有用性低.

　　我们假设可用一个数量来表示商品的有用性.由于商品的有用性可以用

商品的某些客观指标来衡量,我们假设某商品的有用性是该商品的某些客观

指标 X１,X２,的函数,即有:
　　U＝U(X１,X２,)
　　例如,某面包 A 的营养含量为 N,从而,该面包的有用性就为 UA ＝
UA(N).

　　本文中,商品的价格指单位商品能交换到的货币数量,相应地,本文中,商

①
②

本文中,同一种商品指满足人相同需要的商品.详见本文第一节.
Lancaster在其 Anewapproachtoconsumertheory一文(载于TheJournalPoliticalEconoＧ

my,Vol７４(１９６６))中认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过程,就是消费者收集商品具有的特征的过程.从
而,根据Lancaster的观点可知,商品要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商品必须具有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某
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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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２９辑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１２１　　

品的有用性指单位商品具有的有用性.

　　２．商品有用性与商品价格的关系

　　在本文上述商品有用性的定义下,我们会发现,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下,对
同一种商品而言,如果商品之间有用性存在差异,那么,在消费者选择和市场

机制的作用下,商品有用性的高低将决定商品价格的高低,并且有用性高的商

品价格高,有用性低的商品价格低.例如,对面包而言,如果面包 A 的有用性

高于面包B的有用性①,但面包 A 的价格却低于面包B的价格.此时,对消

费者而言,购买面包 A显然比面包B划算,从而,所有消费者都购买面包 A,
面包B就卖不出去.面包B生产者为了把面包B出售出去,只有降低价格,
使得面包B的价格低于面包 A 的价格.而且,对一些商品而言,在完全竞争

性市场下,我们可认为同一种商品之间,商品价格之比将等于有用性之比.例

如,对甘蔗而言,当甘蔗仅用于榨取蔗糖且从甘蔗中榨取蔗糖的成本可忽略不

计时,完全竞争市场下,甘蔗之间的价格之比将等于蔗糖含量之比.因为此

时,如果甘蔗之间价格之比不等于蔗糖含量之比,那么,肯定有一种甘蔗卖不

出去,从而甘蔗出售者就会调整价格.而按照本文的有用性的定义,甘蔗的有

用性实际上可用甘蔗的蔗糖含量来表示,从而我们就可认为,甘蔗之间价格之

比将等于有用性之比.

　　由于完全竞争市场下,同一种商品之间,有用性高的商品价格高,有用性

低的商品价格低,而且对于某些商品而言,还存在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的

情形,从而,为了建立数学模型,我们大胆地假设:完全竞争市场下,同一种商

品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

　　设商品１、商品２是同一种商品,商品１的有用性、价格分别为 U１、P１,商
品２的有用性、价格分别为 U２、P２,根据上述假设,我们有:

　　
P１

P２
＝

U１

U２

(二)有用性存在差异时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默认前提,是不同等级土地上生

产的商品之间没有差异,也即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之间有用性不存在

差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商品价格将等于劣等地生产单位商品的成

本.用公式来表示,那就是P＝C０,其中P表示商品的价格,用C０ 表示劣等地

生产单位商品的成本.

　　如果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之间有用性存在差异,商品价格将是如

何决定的? 该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里,我们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

① 即面包 A的营养含量高于面包B的营养成分含量.这里,我们假设可用营养含量来代表面
包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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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的价格决定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之间有用

性存在差异时,商品价格的决定理论.

　　设有优等地和劣等地,并在优等地、劣等地上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不同

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的有用性存在差异.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

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

　　设劣等地生产的商品的有用性用 U０ 表示、价格用P０ 表示.设有某等级

的土地①上生产的一商品,该商品的有用性用 U 表示、价格用P表示.由于不

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是同一种商品,根据假定“完全竞争市场下,同一种商品

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我们可知:

　　
P
P０

＝
U
U０

　　由上式可得:

　　P＝
U
U０

P０ (３)

　　类似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劣等地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等于劣等地生产

单位商品的成本”,我们可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时,劣等地生

产的商品的价格P０ 等于劣等地生产单位商品的成本.我们用C０ 表示劣等地

生产单位商品的成本,从而有:

　　P０＝C０ (４)

　　把P０＝C０ 代入公式(４)可得:

　　P＝
U
U０

C０ (５)

　　公式(５)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性时,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

的同一种商品间有用性存在差异时的商品价格决定理论的公式化表示.公式

(５)得以成立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条件,是同一种商品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

用性之比;第二个条件,是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长期竞

争均衡时P０＝C０ 将成立).

　　公式(５)表示,存在级差地租的情形下,当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

商品的有用性存在差异时,商品的价格将是由商品的有用性和生产成本共同

决定的:某商品的价格P将与该商品的有用性 U 成正比,与劣等地上生产的

① 这里的“某等级的土地”,指不同等级的土地中任意一等级的土地(包括优等第、劣等地).可
以证明,即便是劣等地生产的商品,其价格也可用公式(５)来表示(证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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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１２３　　

商品的有用性 U０ 成反比,与劣等地上生产商品的生产成本C０ 成正比.①

　　对比公式(５)和公式(１),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同一种商品

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与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间不存

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同

一种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考虑到了商品有用性的差异对商品价

格决定的影响.而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之间没有差异的价格决

定理论却没有考虑到有用性的差异对商品价格决定的影响.

　　公式(５)得以成立的条件之一,是“同一种商品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

比”.然而,对许多商品而言,虽然我们可认为“同一种商品间,有用性高的商

品价格高,有用性低的商品价格低”,但是“同一种商品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

用性之比”不一定能够成立.不过,当“同一种商品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

之比”不成立,而“同一种商品之间,有用性高的商品价格高,有用性低的商品

价格低”成立时,公式(５)仍有意义.此时根据公式(５),我们可认为存在如下

价格规律:某商品的价格与该商品的有用性呈正向变动,与劣等地生产的商品

的有用性呈反向变动,与劣等地生产商品的生产成本呈正向变动.

四、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商品的有用性

存在差异时价格决定的一个例子

　　为进一步说明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商品有用性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

论,这里提供一个例子.

　　设土地仅分为两个等级:优等地和劣等地(设优等地数量有限,劣等地数

量无限),且在优等地、劣等地生产的商品都是甘蔗.假设甘蔗仅用于榨取蔗

糖,且从甘蔗中榨取蔗糖的成本可忽略不计.此时,我们可用蔗糖含量来代表

甘蔗的有用性,并且认为甘蔗之间价格之比等于蔗糖含量之比(即有用性之

比).设甘蔗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

　　此时,我们可认为,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等于劣等地生产单位甘蔗

的成本,但是,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是如何决定的?

　　我们分别用P０、P１ 表示劣等地、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分别用 U０、

U１ 来表示劣等地、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有,用S０、S１ 分别表示劣等地、优等地

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由于可用蔗糖含量来表示甘蔗的有用性,从而,我们

① 如果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每一单位商品都一样(即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的有用性没
有差异),此时,任何商品的有用性 U都等于劣等地上生产的商品的有用性 U０(即 U＝U０),从而公式
(３)就会变为P＝C０,即商品价格将等于劣等地上生产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第７３５页的地租理论的例子中的价格决定规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７３５页所举的存在
级差地租时小麦价格决定例子中,认为小麦的价格等于劣等地上生产单位小麦的成本,其默认前提,就
是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小麦没有差异(从而有用性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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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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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U０＝S０、U１＝S１.

　　由于甘蔗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甘蔗之间价格之比

等于有用性之比(蔗糖含量之比),从而,我们可用公式(５)来表示甘蔗的价格.
根据公式(５),我们可知,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

　　P１＝
U１

U０
C０＝

S１

S０
C０

　　上式表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优等地生产的甘蔗价格决定规律将为:优
等地生产的甘蔗价格将与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S１ 成正比,与劣等地

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S０ 成反比,与劣等地生产甘蔗的生产成本C０ 成正比.
　　设已知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为S０＝４００克/株,劣等地生产甘蔗

的成本为C０＝２元/株,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为S１＝１０００克/株.
此时,我们可知,优等地上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

　　P１＝
U１

U０
C０＝

S１

S０
C０＝

１０００克/株

４００克/株 ×２元/株＝５元/株

　　下面,我们分三种情况,来分析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与优等地生产的

甘蔗的蔗糖含量、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的关

系:

　　(１)如果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从１０００克/株提高到１２００克/
株,劣等地生产的甘蔗蔗糖含量不变,优等地、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也不变,
此时,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多少?

　　此时,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

　　P１＝
U１

U０
C０＝

S１

S０
C０＝

１２００克/株

４００克/株 ×２元/株＝６元/株

　　(２)如果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从４００克/株提高到５００克/株,优
等地生产的甘蔗蔗糖含量不变,优等地、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也不变,此时,
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多少?

　　此时,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

　　P１＝
U１

U０
C０＝

S１

S０
C０＝

１０００克/株

５００克/株 ×２元/株＝４元/株

　　(３)如果劣等地生产的甘蔗成本从２元/株提高到３元/株,优等地、劣等

地生产的甘蔗蔗糖含量不变,优等地、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也不变,此时,优
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多少?

　　此时,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为:

　　P１＝
U１

U０
C０＝

S１

S０
C０＝

１０００克/株

４００克/株 ×３元/株＝７５元/株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当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从１０００
克/株升高到１２００克/株时,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将从５元/株上升到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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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１２５　　

元/株;当劣等地生产的甘蔗蔗糖含量从４００克/株上升到５００克/株后,优等

地生产的甘蔗价格将从５元/株下降为４元/株;当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从

２元/株上升到３元/株时,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就从５元/株上升到７５
元/株.也即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价格与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成正

比、与劣等地生产的甘蔗的蔗糖含量成反比、与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成正

比.由于此时,我们可用蔗糖含量来代表甘蔗的有用性,从而表明:优等地生

产的甘蔗的价格与优等地生产的甘蔗的有用性成正比、与劣等地生产的甘蔗

的有用性成反比、与劣等地生产甘蔗的成本成正比.

五、城市房价的理论模型

　　这里,我们利用不同等级土地生产的商品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
来建立城市房价的理论模型.在利用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间存在差异

时的价格决定理论来建立城市房价理论模型之前,我们先分析住房的有用性

和地段的关系,并引入“劣等地段”、“劣等住房”等概念.

　　在分析城市住房价格模型时,为简化分析和建立模型,我们假设城市所建

的房屋都是供居民居住的住房,并假设城市周边有足够的土地用于建设住房.

(一)住房有用性,及住房有用性与住房价格的关系,劣等地段、劣等住房

　　１．住房的有用性,及住房有用性与住房价格的关系

　　本文中,商品有用性的定义是“商品本身具有的满足人某种需要的能力”.
按照本文的商品有用性的定义,住房的有用性则是“住房具有的满足人居住需

要的能力”.

　　影响住房有用性高低的因素有两类.第一类因素,是住房本身的因素,比
如住房的结构、装修、面积、新旧程度等.结构合理、装修好、面积大、崭新的住

房有用性高,结构不合理、装修差、面积小、陈旧的住房有用性低.住房本身因

素也可被称为结构因素(structuralattribute).第二类因素,是住房的外部因

素,比如住房所在地段的交通、生活设施等.交通便利、生活设施发达的地段

(往往是市中心)上的住房有用性高,交通不便、生活设施不足的地段(往往是

城区①边缘)上的住房有用性低.住房的外部因素又可被分为位置因素(locaＧ
tionalattribute)和邻近因素(neighborhoodattribute).

　　我们假设可用一个数量来表示住房的有用性 U,并假设住房的有用性 U
可表示为交通条件(T)、生活设施(F)、住房结构(S)、装修(D)等住房外部因

① 本文中的“城区”,是指城市中建有房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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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素和住房本身的因素的一个函数:①

　　U＝U(T,F,S,D,)

　　观察市场上的住房价格现象,我们会发现,竞争性的市场下,有用性高的

住房(面积大、装修好、交通便利、生活设施发达的住房)价格高,有用性低的住

房(面积小、装修差、交通不便、生活设施落后的住房)价格低.本文中,为了建

立住房价格数学模型,我们先假设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

　　EdgarOOlsen(１９６９)作 出 了 与 本 文 上 述 假 设 类 似 的 假 设,Edgar
OOlsen假设不同的住房具有不同数量的提供住房服务能力的量,并且不同

住房之间,仅存在提供住房服务能力的量的差异,并且价格之比等于含有的住

房服务能力的量之比.②

　　２．劣等地段和劣等住房③

　　一般而言,城市建房时,将优先在较好的地段上建房.较好的地段用完之

后,才会到较差的地段上建房.本文中,我们进一步假设城市建房时,是严格

按照先利用好地段、后利用差地段的顺序来建房的.此时,当城区④面积不断

扩大时,城市的地段将按照从好到差依次被用于建房.

　　我们把城市中所有已建住房的地段中最差的地段称为劣等地段,把建在

劣等地段上的住房称为劣等住房.劣等地段相当于地租理论中的劣等地,而
劣等住房则相当于地租理论中的劣等地生产的商品.一般而言,城区边缘的

地段可视为城市的劣等地段.

　　我们用 U０ 表示劣等住房的有用性.

　　需指出的,对处于不断发展的城市而言,不同时刻的劣等地段、劣等住房

是不同的.⑤

　　３．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和价格

　　用C０ 表示生产单位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⑥,用P０ 表示劣等住房的价格.

　　我们假设城市住房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此时,类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具有不同偏好的住房消费者而言,住房有用性函数可视为是不同的,而对偏好不存在差异
的住房消费者而言,住房有用性函数可视为是相同的.本文中,我们还假设住房消费者之间的偏好不
存在差异.此时,对城市住房而言,仅存在一个住房有用性函数,对任何一单位住房而言,都存在一个
唯一的有用性的值与之对应.

EdgarOOlsen,ACompetitiveTheoryoftheHousingMarket,TheAmericanEconomicReＧ
view,Vol５９,No４,Part１,(Sep,１９６９),pp６１２~６２２

本文中,我们假设有充裕的土地供城市建房使用,城市建房时,是不会出现土地短缺的.
这里的“城区”指城市中建有住房的区域.
例如,２０００年的劣等住房在２００５年就不一定是劣等住房.因为,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

的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差的地段被用于建设住房时,２００５年的所有被用于建房的地段中,２０００年的
劣等住房所处地段已不是最差的地段,从而,按照劣等住房的定义,可知２０００年的劣等住房在２００５年
将不再是劣等住房,从而,２０００年的劣等住房与２００５年的劣等住房将是不同的.

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C０ 可视为等于劣等住房的建造成本 Cc 与劣等地段的土地价格 Pl 之
和,即有C０＝Cc＋Pl,其中Cc 指生产住房所需支付的除去土地购置费用之外的成本,Pl为把单位住房
占用的土地视为一单位土地时劣等地段土地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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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劣等地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等于劣

等地生产单位商品的成本”,我们可认为,当住房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

长期竞争均衡时,劣等住房的价格将等于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即有:

　　P０＝C０

　　因为,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时,如果劣等住房的价格高于劣等住房的

生产成本,那么,在劣等地段生产住房就会有经济利润,从而,住房生产者(房
地产开发企业)就会增加住房产量,同时,还可能有新的住房生产者加入住房

生产中,从而,劣等地段的住房的供给量就会上升,住房价格就会下降(假设住

房需求量不变),直到劣等住房价格降低至等于生产成本为止.显然,劣等住

房的价格也不会低于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从而,当住房市场处于完全竞争

市场下的长期竞争均衡时,劣等住房的价格必然等于其生产成本.

(二)住房价格的理论模型

　　我们假设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并且住房市场处于长期竞

争均衡.在这样的假定之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地租理论的价格决定理论(即公

式(５))来建立城市房价数学模型.

　　设城市中某套住房的有用性为 U,价格为P.我们已知劣等住房的有用

性为 U０,生产成本为C０.利用公式(５),我们可知:

　　P＝
U
U０

C０ (６)

　　公式(６)就是基于地租理论中的价格决定理论的城市房价理论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和住房市场处于长期竞争均

衡两个条件下,我们可直接推导出公式(６).推导过程如下:

　　由于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从而可知
P
P０

＝
U
U０

,从而P＝
U
U０

P０.又由于住房市场处于长期竞争均衡,此时可认为劣等住房的价格等于劣

等住房的生产成本—即有P０＝C０.把P０＝C０ 带入P＝
U
U０

P０,就可得P＝
U
U０

C０,即公式(６).

　　住房价格公式(６)表示,在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城市住房

市场处于长期竞争均衡时,城市中,某套住房的价格与该套住房的有用性成正

比,与劣等住房的有用性成反比,与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成正比.

　　我们得出公式(６)的假定条件之一,是“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

比”.设立这一假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房价的数学模型.现实中,我们可以

认为“住房之间有用性高的住房价格高、有用性低的住房价格低”.比如,在面

积、新旧、装修等一样的前提下,竞争性市场下,好地段(具有交通便利等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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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好处的地段)的住房有用性高、价格高;差地段(具有交通不便等种种不足的地

段)的住房有用性低、价格低.但是,我们很难认为“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

用性之比”.不过,当“住房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不成立,但“有用性

高的住房价格高,有用性低的住房价格低”仍然成立时,房价公式(６)仍有意

义.此时,根据房价公式(６),我们可以推断住房价格决定中存在如下规律:城
市中某住房的价格与该住房的有用性呈正向变动,与劣等住房的有用性呈反

向变动,与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呈正向变动.

六、本文房价理论模型对房价现象的解释

　　根据住房价格公式(６),我们可对住房价格的变动规律做出解释.这些解

释与常见文献的解释稍有差异,但与实际的房价现象是一致的.

　　公式(６)表示,当 U０、C０ 保持不变时,住房价格 P将与住房的有用性 U
成正比.而公式(６)中,住房的有用性 U 是交通条件(T)、生活设施(F)等住

房外部因素和住房结构(S)、装修(D)住房本身的因素的一个函数,U＝U(T,

F,S,D,).从而,公式(６)就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U０、C０ 保持不变)时,某
套住房的价格与该套住房所在地段的交通条件等住房以外的因素及该套住房

的结构、装修等住房本身因素有关,而且,住房所处地段交通越便利、结构越合

理、装修越精美,那么,住房价格就越高.这与现实中的住房价格现象是一致

的.

　　公式(６)表示,当 U、U０ 保持不变时,住房价格P将与劣等住房的生产成

本C０ 成正比.一般而言,城市发展过程中,建设住房时,是按照先利用好地

段、再利用差地段的顺序来建房的,此时,新建的住房将是所有已建住房中所

处地段最差的住房,从而,新建住房将是劣等住房.从而,公式(６)就表示,当

U、U０ 保持不变时,城市住房的价格将与新建住房(劣等住房)的生产成本成

正比,新建住房的生产成本越高,城市住房的价格就越高.这也与现实中的房

价现象相一致.例如,近年来许多城市(如北京等大城市)中,旧住房价格就受

到新建住房生产成本的影响,新建住房生产成本提高后,旧住房价格的也不断

提高.

　　公式(６)表示,当 U、C０ 保持不变时,住房价格P将与劣等住房的有用性

U０ 成反比.对许多城市而言,离市中心越远,交通条件、生活设施就越差,此
时,城区边缘的地段,将是所有地段中最差的地段,从而,城区边缘的地段将是

城市的劣等地段,城区边缘的住房将是城市的劣等住房.从而,某年城区边缘

的住房的有用性,往往可视为该年的劣等住房的有用性 U０.从而,公式(６)就
表示,当 U、C０ 保持不变时,住房价格P将与城区边缘的住房的有用性 U０ 成

反比,这表示,城区边缘的交通条件、生活设施等的改善将导致城市中房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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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①

　　虽然当前的文献没有注意到上述“城区边缘的交通条件、生活设施等的改

善,将导致城市中房价的下降”这一房价现象,但是,该价格现象是普遍存在

的.例如,以北京市为例.在１３号地铁线和８号地铁线建成以前,由于通州、
上地等城区边缘地段交通条件较差②,导致在市中心的住房和城区边缘的住

房做选择时,消费者宁愿花费高价购买市中心的住房,也不愿意花低价购买通

州、上地等城区边缘的住房,结果北京城区中心的住房的升值压力很大.而当

北京市建成了地铁１３号线,地铁８号线之后,大大改善了通州、上地等城市边

缘的交通条件,此时,居民就开始考虑到通州、上地等城市边缘地段买房,从而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区中心住房的升值压力.也即地铁线的建成改善了城区

边缘的交通条件,产生了降低城区中心住房价格的作用(或者减缓城区中心住

房升值的作用).

　　根据公式(６),我们可知,积极改善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交通条件、生活

设施等,将有助于降低城市房价.

七、总　结

　　在同一种商品之间价格之比等于有用性之比、市场处于长期竞争均衡等

条件下,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之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论

可用公式P＝
U
U０

C０ 来表示,其中 U０ 为劣等地生产的商品的有用性,C０ 为劣

等地生产单位商品成本.

　　利用不同等级土地上生产的同一种商品之间存在差异时的价格决定理

论,城市住房的价格模型可用公式P＝
U
U０

C０ 来表示,其中 U０ 为劣等住房的

有用性,C０ 为劣等住房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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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城区边缘交通条件、生活设施等的改善,意味着住房有用性 U０ 的提高.由于 U、C０ 保持不变
时,城市住房价格P与有用性 U０ 成反比,此时,有用性 U０ 的提高将导致住房价格P的下降.从而在
其他条件不变(U、C０ 保持不变)时,城区边缘交通条件、生活设施的改善,将导致城市住房价格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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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的住房有用性的定义,可知住房的有用性是交通条件等因素的一个函数,且交通条
件越好,住房有用性越高,交通条件越差,住房有用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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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ofMarx’sLandRentTheoryand
itsApplicationinUrbanHousePriceModel

WangLinhai

　　Abstract　AfterwereformedMarx’spricedeterminationtheoryinland
renttheory,wefoundthattherehidesoneimportantcommoditypriceforＧ

mulainlandrenttheory,whichisP＝
U
U０

C０

　　Usingpriceformulahidinginlandrenttheory,wegettoknowthaturＧ

banhousepricecanberepresentedbypriceformulaP＝
U
U０

C０

　　KeyWords　landrenttheory　commoditypriceformula　housepr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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