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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与竞争之争

龚维敬

  内容提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这一对社会经济矛盾,各自具

有本身的本质特征,对经济的发展既有消极的抑制作用,又起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人们所处的地位与利益各异,他们对垄断与竞争的特

征的认识有所差异。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垄断与竞争本身所具有的特

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样,人们对垄断与竞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必然产生分

歧,导致争论。本文作者就西方经济学对垄断与竞争特征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梳

理,并予以评述。

  关键词 垄断 竞争 正面效用 负面效用

  一切社会经济现象都存在着利和弊两个彼此对立和相互统一的部分,它
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其矛盾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因此

对事物利弊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垄断与竞争这一对社会经济矛盾与其他现象一样,对经济的发展,既有着

各自的消极抑制作用,又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人们所处

的地位和利益各异,他们对垄断与竞争利弊的认识有所差异。同时,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垄断与竞争本身所表现的特征有所不同,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这样,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对垄断与竞争的认识必然

产生分歧,导致争论。

一

  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崇尚竞争,反对垄断。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期的欧洲,但只到了18世纪中叶,亚当·斯

密(AdamSmith)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一书,才算真正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斯密经济思想形成过程

中,正是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经济的发展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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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迫切需要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体系,这个体系

核心思想就是斯密提出来的自由竞争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像一只“看不见的

手”协调着社会经济活动,成为最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经济体制。①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是继斯密之后的一个重要的自由竞争的推

崇者,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在完

全自由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资本和劳力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

使劳动得到最有效最经济的分配……并以利害关系和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
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资本主义各种

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这时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

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为了缓和当时社会经济出现的各种矛盾,他们认为,自
由竞争经济是当时最好的经济自动调节器,只有这种调节器才能形成和谐的

经济发展。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主要理

论是微观均衡分析。他认为,消费者把消费欲望传递给竞争市场,通过市场又

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借此安置生产,使得生产者之间产生竞争,这种竞争既

保证了合理价格,又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到达均衡状态。③

  自亚当·斯密到马歇尔,西方经济学一直是以斯密的完全竞争理论为基

础,作为一种经济指导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经济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凯恩

斯(J.M.Keynes)经济理论成为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导思想,在凯恩斯理论

诞生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得到了发展,与凯恩斯主义展开了激烈论

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把经济自由主

义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原理。④ 德国新自由主义路德维希·艾哈德说:“一种竞

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又是最民主的制度”,“人类进

步中的巨大进展应归功于自由经济时代最文明的那一个阶段,这是历史的事

实,也是任何经济学派不能加以否认的事实。”⑤

  直到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对自由

①
②

③
④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7.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p113.
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119.
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p72.
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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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经济赞不绝口,他说:“竞争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

市场,发生无意识的协调作用……它经受了任何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考

验。”①

  奉信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大师们虽然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由于自由竞争经济

带来的诸多经济动荡的事实,但他们却对竞争理论仍然推崇备至,坚信不移,
坚持认为“经济自由是经济的最高原则”,“竞争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

经济的制度”,“竞争经受了任何社会经济的最基本的考验”。主要原因是,自
由竞争经济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构成西方经济学的主导理论基

础,并在一个时期内,确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自由竞争经济理论主流派认为,竞争经济是最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体

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自由劳动、自由交换,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协调人

们的生产与消费,及时地通过价格的自由升降,以达到供求平衡,有效地调节

着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是由整个行业产品供求关系决定

的,市场机制的均衡,使生产出来的每种产品的每个单位所费成本,是当时技

术条件下的最低成本,能使消耗一定的生产要素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总是达

到最大值。同时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每个企业可以把生产规模调整到平均

成本的最低点,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要素有效的流动。

  正是由于自由竞争市场存在着消费自由与生产自由,使经济上的进步与

各种条件的改善都有保证,自由竞争的实现,使经济体系协调进行,是高效率

的生产体系与合理的资源流动的最好手段,因而,它能够把人的力量最大限度

释放出来。

  同时,主张自由竞争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还认为,竞争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

的主要动力,凡是没有竞争的地方,也就没有进步,久而久之,经济就停滞,社
会就会停止发展。

  事实上,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确立,曾
经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全球经济繁荣,
归因于自由竞争理论。直到目前,这一理论仍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

作用。

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产生了一系

列弊端,在理论界,许多经济学家早就对自由竞争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这样,

① 萨缪尔森.经济学[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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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争论必然是此起彼伏。

  自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完成了古典经济理论之后,自由竞争经济

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

家就指出,自由竞争理论存在着缺陷。

  著名法国空想主义者沙利·傅立叶(CharlesFourier)的理论思想产生于

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时,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

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暴露出许多社会固有矛盾,他看到了市场经

济诸多破绽,认为自由竞争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他揭露道:“工业的过分发

展会给文明制度带来极大的不幸”,“商业处于欺诈竞争之中,处于欺骗和混乱

的无政府状态之中”。①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的垄断现象日益扩展,完全竞争理论已不能

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庇诺·斯拉法(PieroSraffa)首先对完全竞争从

理论上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完全竞争价格理论的缺陷,认为在收益递增条件

下,企业的均衡条件不能表示为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所以成本递减较快的企

业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他可以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最后把成本递

减较慢,成本较高的企业打败,成为市场上的垄断者,从而斯拉法得出结论,在
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不是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它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市场机

制。②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对西方经济理论是一次大震动,自由竞争经济理

论长期统治经济理论的地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众多经济学家对自由竞争

经济理论群起而攻之。约瑟夫·熊彼特(J.A.Schampeter)说:“完全竞争不

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为理想效率的模范。”③爱德

华·张伯伦(EdwardChanberlin)和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对完全竞争

理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体系是对自由竞争理论的一次严重挑

战,罗宾逊说:完全竞争“并不是理想的”理论。④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Keynes),在他

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理论提出

了批评,他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真正的自

由市场的障碍存在着不可克服性”。⑤

  即使是信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对完全竞争持不同看法,
哈耶克说:“这种完全竞争理论的内容几乎根本不能称为竞争……‘完全’竞争

①
②
③
④
⑤

沙利·傅立叶.傅立叶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124,p240.
庇诺·斯拉法.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J].经济杂志(英文版),1926(12).p543.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134.
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p16.
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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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一切竞争活动。”①

  近期内,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中,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对自由竞争理论进一

步表示了怀疑的态度。1998年 在 美 国 出 版 的 理 查 德 · 布 隆 克 (Richard
Bronk)著作《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一书,直面正题。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自
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日益受到挑战……许多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

无力防止和解决的,有些问题会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极大的加剧。”②

  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自由竞争经济理论持否定态度,主要是竞

争理论在某些条件下,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本身都却有着难以克

服的本质矛盾。

  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着无数买者和卖者,生产规模小而分散,难以实现规模

经济效应,不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积极效应的增长。

  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产品生产是同质的,不能满足社会消费者不同偏好

的需求,也就决定了企业间不存在有效的竞争。

  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掌握完全信息,这一

点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达到的,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各企业为了谋求独自

发展,必然进行资本与技术的重复投入,结果造成资源浪费,同时,由于买者和

卖者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无效率产生。

  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只追求短期利润极大化,靠牺牲企业长期利益而提

高企业竞争地位,从而导致损害经济效率的提高。

  仅就当今世界经济现状而言,市场经济一直动荡不安,屡见不鲜的经济衰

退,司空见惯的金融危机,使得理论界产生极大的疑虑。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彼此之间展开

了激烈的争夺战,其结果是不惜成本大幅度降低价格,使生产条件不断恶化,
有的甚至倒闭,以致社会就业减少,生产下降。

  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产品价格是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
一些部门的产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企业就会涌入这些利润高的行业,与之

相反,一些部门的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企业就会转移他们的资金,使得大

量资本游荡不定,生产秩序遭到经常性的冲击,造成盲目竞争和过度竞争,从
而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经济衰退。这是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固定资本投资下降,贸易保护

主义盛行,国际贸易减缓,这就产生了与生产直接相关所需资本以及与贸易相

关所需资本的减少,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这些过剩资本由

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游离出来,这种脱离现象所游离出来的大量资本,流向不

①
②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p87.
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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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无所归宿,在世界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的局面下,转入虚拟资本,流入金融市

场,这种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货币资本的剧烈竞争,造成了屡

屡发生的金融危机。

  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扩张时期,主要表现在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加

强,全球性的资本流动达到了空前规模,但这种流动表现为单向的,美国凭借

其经济优势,把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本吸引进来,实际上是利用了世界各国的储

备来发展美国经济,富了一方,却穷了全球,资本市场自由化的结果,带来了近

期内全球性灾难性的经济衰退。

  所有这些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本质上就有着内在的不可克

服的矛盾,是任何经济学大师们所难以回避的理论难点。

三

  在垄断与竞争的争论中,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自由竞争经济理论一直占

据主导地位,垄断理论始终是处于被贬低的地位,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垄断本

身有着诸多缺陷,对经济发展存在着消极作用。

  早在亚当·斯密完成竞争经济理论之前,古典经济学奠基者、重农学派的

创始人,法国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Quesnay)在他的《租地农业论》著作

中,提出了赞赏自由竞争,反对垄断的思想,他说“国家的各个制造业在取得垄

断的特权中相互破坏……为了求得特殊的利益,而颠倒了自然秩序”。①

  亚当·斯密在奠定古典竞争经济理论的同时,指出了垄断存在诸多弊端,
他说“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好比他们对妖术的恐惧与疑惑”,“垄断者使市

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得不到充分的供给”,垄断价格“是向买

者榨取的最高价格”。②

  在理论界,人们从来就对垄断存在着很大的偏见,最典型事例是法国经济

学家奥古斯丹·古诺(AugustinCournot)于1838年出版的《财富理论的数学

原理的研究》一书的遭遇,该著作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垄断理论,成为西方垄断

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奠基性的著作,对自由竞争理论是一次沉重打击,在当时竞

争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竟然把这本著作打入冷宫,被湮没近半个世

纪,无人问津,这是理论界一个最有传统偏见的典型事例。

  经济学大师阿弗里德·马歇尔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其理论核心,他的代

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微观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对垄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

大量抨击,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反对垄断理论集大成的著作。他认为,垄断企业

①
②

弗朗索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32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17,p56.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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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规模生产,会阻碍技术进步,增加成本,抬高产品价格。①

  直到今日,在长期形成的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有关市

场结构部分,大量揭示垄断存在着诸多弊端,垄断的存在会使企业产品产量

低、价格高,垄断的存在会导致产品成本高、效率低,垄断的存在会造成不合理

的资源配量,垄断的存在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等等。

  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垄断予以贬低,说明垄断本身的确有一定局限性,
必然带来诸多弊端,对经济发展有着负面效应。

  垄断企业控制着主要经济部门的生产,操纵着这些部门的销售市场,它们

凭借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获取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垄断利润,垄断者把大

量利润转化为资本,在不断增长实力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加强垄断

实力,垄断者有着强烈的追逐资本增殖的欲望。

  垄断者通过大量资本集中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加不合理,两极分化趋势日

益加剧。随着垄断势力加强,资本有机构提高,必然出现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相

对减少,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垄断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日益自动化,产业

结构的不断调整,带来了大量排挤工人的现象;垄断可能促成通货膨胀,使劳

动人民购买力日益缩小,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

社会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

  垄断势力利用垄断地位,把非垄断性的中小生产者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

转移到垄断者手中,进行资本重组,给中小企业带来了灾难性打击。

  垄断企业增殖的界限是市场的容量以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企业通过兼

并活动,提高了在该部门中的垄断程度,促使了某一部门生产的增长,以致超

出了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从而引起企业生产能力开工严重不足。

  垄断企业控制着一个部门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种缺乏市场压力

的企业,尽管浪费了资源,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垄断利润,造成生产要素利用率

下降。

  垄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利润规律的驱使,是以利润高低为导向,哪里

利润高,资源就流向哪里,利润就是一切,经营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在利润指挥

棒指使下,大量资源流向不定,无所归宿,以致生产比例失调,资源配置紊乱。

  垄断价格使市场价格扭曲,这种扭曲了的价格必然导致扭曲的市场供求

关系,它就不可能组织有效生产。

  垄断行为也会延缓经济发展。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当某部门生产过剩时,资本就会流向其他部门,当一

个部门为少数人所垄断时,他们不是采用转移资本的办法来调节生产,而是用

压缩生产的手段继续维持其垄断地位,这就迫使部分生产能力长期闲置,造成

① 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5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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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停滞。

  垄断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成本过高,以及大量广告费和流通费用的

增长等因素,使得产品的垄断价格提高,并把这些由于垄断所造成的价格提高

都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从而削弱了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进一步加剧

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造成生产下降,经济发展减缓。

  垄断控制着市场较高份额,能够以高额垄断利润出售商品,可以向消费者

转嫁高额成本,在这种较低市场压力下,垄断者不需要兢兢业业地改善管理水

平,降低生产成本,造成垄断企业生产低下。

  通过兼并活动,垄断企业规模大幅度增长、组织机构庞杂、官僚主义盛行,
非生产人员徒增,流通费用比重上升。

  少数大企业规模大,垄断性强,他们之间势均力敌,彼此间垄断竞争破坏

性大,会导致整个部门的波动。

  垄断企业画地为牢,分兵把守,形成地区割据,各自为政,阻碍货畅其流。

  垄断企业设置障碍,严密进入壁垒,使技术、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难以在

企业间流动。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垄断企业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给整个经济带来了不

良后果。

四

  人们对西方经济理论总是有一种错觉,认为正面论述垄断理论是被人们

所忽视;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rodDemsetz)曾对一些古典经

济学著作做过一次统计,认为垄断理论在这些著作中并没有受到重视,并说直

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经济分析没有触及垄断问题。① 如此偏颇之词,有背

事实。

  事实上,只要我们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正

面论述垄断理论的线索,一直贯穿整个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众多经济学家总结

出丰富多彩的垄断理论,与竞争理论同时并存,并在与主流派竞争理论不断斗

争中得到发展。

  在19世纪上半叶,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Mill)虽然是自由竞争

理论的信奉者,他却对垄断提出过正确看法,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了批评。他论

述工资理论时,分析了垄断对工资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劳动力由一个行业转

移到另一行业遇到的阻碍,主要是行业的垄断所使,这种垄断导致工资的差

异,亚当·斯密把这种工资差异归因于竞争,穆勒的见解是“这里不是竞争的

① 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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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而是缺乏竞争所致。”①

  19世纪上半叶正是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理论最盛时期,就在此时,法国

经济学家古诺出版了西方经济中系统研究垄断理论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

里为西方垄断理论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给垄断理论基本原理打下了

坚实基础,对自由竞争理论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长期以来,垄断总是遭到人们的唾弃,自人们研究垄断理论以来,一些经

济学家只是客观的论述垄断的基本原理,很少涉及垄断的正面效应。到了19
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规模的扩大,一些经济学家对垄断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他们看到垄断除去存在着一些弊端外,还发现垄断具有一些特有

的优势。约翰·克拉克(JohanClark)认为,托拉斯组织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

率优势,联营本身常常是形成足额资本和在经济周期萧条阶段应付灾难所必

需的。乔治·冈顿(GeorgeGonton)进一步论述了垄断的优越性,他认为,资
本的集中并非把小生产者赶走,“只是将它们并入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生产体

系,使之能够更廉价地为共同体生产财富,同时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收入。”他
还反驳了资本集中会破坏竞争的说法。②

  阿弗里德·马歇尔是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信奉自由竞争原理的大师,即
使像这样一位显赫人物,到了他的晚年,面对垄断存在的现实,也不得不考虑

垄断问题。他叹息英国没有像美国和德国那样强大的垄断组织,主张英国建

立垄断联合,克服英国工业技术落后,增强英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③

  20世纪30年代,经济的垄断因素不断加强,特别是1929年到1932年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传统的竞争理论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理论

界不得不予以重新思考,改弦易辙,于是出现了研究垄断理论的新流派:张伯

伦与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他们的著作对西方垄断理论有着重大的突

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垄断竞争革命”。④ 他们认为,纯粹

竞争和纯粹垄断只是两个极端的市场类型,这种市场只是理论分析的市场,实
际生活并不存在。同时,他们提出,在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两个极端市场之间

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⑤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竞争理论的基础。

  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指责学术界对垄断所加的不实之词、为垄断正

名的主要学者,他对自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有关垄断的评价给予了针锋相

对的批驳,他说:“在英美世界内,垄断从来就是被诅咒……他们实际上把自己

不喜欢的商业上的任何东西都归于垄断,这种恶势力,尤其典型的自由主义资

①
②
③
④
⑤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4章第2节.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M].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p577.
阿弗里德·马歇尔.工业与贸易[M].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9.p655.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M].第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p230.
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58,p3;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理论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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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看来,垄断几乎已成为一切弊病的始祖。”“我们早已反驳过的一种极普

通的社会批评,把美德归于竞争,邪恶归于现代产业垄断……在这种解释的图

式中,垄断扮演了动脉硬化病的角色,它经由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成

就,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命运起反作用。”①

  熊彼特断定垄断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他说:“现代大企业极为重要的一

点是,由于它出产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比完全竞争制度下同

一产业部门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远为有利,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认

为“一个完全竞争体系是最理想的节约的体系”的命题,已经是不复存在了。
“垄断价格并不必然比竞争价格高,垄断产量并不必然比竞争产量少。”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经济学的兴起,尽管存在着学派理论的分歧,但
是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规模经

济、企业兼并、进入壁垒、产业政策等问题,这些都是垄断理论的关键内容,产
业经济学的发展就把垄断理论作为一门系统学科正式在经济理论中诞生。

  近年来,产业经济学有关垄断理论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

是博弈论的应用。这样,当前垄断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垄断与竞争之

争,而是把垄断理论较多地应用到实际运用中去,这又把垄断理论大大向前推

进一步。

  众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在实践中总结出垄断理论的积极作用,主要的指导

思想是,他们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垄断,一种是非效率垄断,是依靠独占形式

的市场权利,另一种是效率垄断,是由于企业创新形成的市场优先地位。③ 特

别是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垄断利弊随之发生变革,当前垄断仍存在着诸多弊

端,但它的积极因素却日益显露出来。

  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垄断集团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进行全球一体

化战略,力图用跨国公司组织形式,通过世界市场机制,利用各国的优势条件,
把一国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再生产环节转移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
形成全球范围的国际垄断。各国垄断集团通过跨国兼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

个强大的一体化组织,以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在不断增长实力的基

础上加强竞争能力。垄断集团如果不进行规模庞大的资本积累,不能在很大

程度上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本实力,就不能取得优势,就有被对方打败

的危险,也就不能保住自己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当前国

际垄断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垄断型跨国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

①
②
③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125.p176.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100.p106.
新自由主义学派虽然强调竞争经济的作用,但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却对垄断作了客观

论述。他认为应区分两种垄断,一种垄断具有负面效应,另一种垄断则有正面效应,前者应予以制止,
后者应利用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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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汽车工业,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有52家大型汽车公司,到90年代末只

剩下20多家,有人估计本世纪前10年,全球性跨国汽车公司可能只有10家

左右。世界性跨国飞机制造垄断集团目前只剩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了。其他

行业的情况都正在向这个趋势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垄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

世界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竞争,谁拥有先进技术,谁就能打败竞争对手,
占领世界市场,增强垄断实力地位。在一个部门里,发明一项新技术的企业,
可能改变原有部门内在垄断结构。在各个部门间,由于新技术的交叉,就会出

现各个部门之间垄断者格局的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技术难度大,知识集约程度高,只有实力强大的垄断实体

才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一旦控制垄断技术,在市场上拥有占有率就会迅猛上

升,拥有高门槛的保护,进入壁垒的保护,使得其他垄断者难以与之竞争,这种

垄断实力依靠技术因素的竞争,是远非昔日的技术竞争可以比拟的。所以说,
当今垄断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产物,微软公司称霸世界软件市场,就是一个明显

事例。

  规模经济是垄断优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标识,企业规模的扩大,生产要素投

入的相应增加,必然形成成本递减、收益递增,这就是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只

有建立大型企业体制,才能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合理规模不是一

成不变的,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变化,技术进步,企业适度规模亦在不断变化,
企业最佳经济效益是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取得的,这样,规模效应是垄

断在该部门逐步加强形成的。

  垄断还可以不断调整积累结构,加快积累速度,以推动经济增长。垄断资

本的资本积累结构主要来自于两方面,通过内部增长形成的垄断企业,说明这

些企业具有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有更多的利润收益,使其本身

得到不断发展;通过外部兼并形成的垄断企业,表明社会资源从经营不善的企

业向效率高的企业转移,从而提高资源收益效率。与此同时,银行资本结构的

变化也加速了金融业垄断企业积累速度,一方面在大银行实力不断加强的同

时,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兴起,金融业结构多样化使得社会闲置资本最大程

度地积累起来;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资本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本形态结构的

变革,使得实物资本向虚拟资本转换,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增长。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通过几次企业兼并高潮,使得历来垄断资本集中速度慢于资本积

累速度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变,目前资本集中在资本积累中已占有主导地位,这
就根本改变了垄断资本积累中原有结构格局,这种局面的改变,使得垄断的加

强对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速度进一步加快,积累规模更加扩大,对经济发展起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面对垄断与竞争同时存在着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这些本质特征,人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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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断调整对垄断与竞争两者利弊所表现特征的认识,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把垄断优势与竞争优势很

好地结合起来,以便更有利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
[3]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4]弗朗索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沙利·傅立叶.傅立叶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奥古斯丹·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庇诺·斯拉法.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M].经济杂志(英文版),1926.
[9]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阿弗里德·马歇尔.工业与贸易[M].伦敦:麦克来伦出版社,1919.
[11]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58.
[12]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3]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萨缪尔森.经济学[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6]哈耶克.哈耶克文集[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17]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8]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9]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20]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M].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22]Flystein,Neil.TheTransformationofCorporateControl.HarvarduniversityPress
CambridgeMass,1990.

[23]Hansmaun,Henry.TheOwnershipofEnterpris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
bridgeMass,1996.

[24]Karier,Thomes.BeyondCampetition:TheEconomicsof Mergersand Monopoly
Power.NewYork:M.F.ShapeInc. ,1993.

[25]Scherer,F.M.andDavidRoss.IndustrialMarketStructureandEconomicPerform-
ance.HaughtonMifflinCo.Boston,1990.

[26]Schneider,Samuel.ThreeAmericanEconomicProfessorsBattleAgainstMonopoly
andPricingPractices.TheEdwinMellenPressLewiston,1998.

[27]Sutton,John.TechnologyandMarketStructure:TheoryandHistory.TheMIT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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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48   海派经济学 2004卷

CambridgeMass,1998.

FightbetweenMonopolyandCompetition
GongWei-jing

  Abstract Thesocialandeconomiccontradictionbetweenmonopolyandcompetition
withtheirownessentialcharacteristicsinmarketeconomybothrestrainsandaccelerates
thedevelopmentofeconomy.Underthesamehistoriccircumstance,peoplehavedifferent

positionsandinterestsandholddifferentopinionsonmonopolyandcompetition. Withthe
developmentofsocietyandeconomy,thecharacteristicsofmonopolyandcompetitionkeep
changingatthesametime,whichleadstodivergenceofopinionsandargumentonthem.
Thispapersumsupandcommentsondifferentopinionsinwesterneconomicsonthechar-
acteristicsofmonopolyandcompetition.
  Keywords  monopoly competition positiveeffects negative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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