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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成本的劳动价值论基础

袁 宜 陈承明

  内容提要 本文在比较成本模型中引入“等价物”的概念,得出价值规律作

用下的国际贸易流向,并限定了国际交换比例的范围,发现和比较成本的结论

相吻合,进而证明了国际等价交换是互利的、但不一定是等量国别劳动相交换

的观点,最后证实比较成本分析等价于价值分析、比较成本优势等价于个别价

值较低的竞争力优势,从而揭示出比较成本所暗含的劳动价值论基础。

  关键词 比较成本论 劳动价值论 国际价值 价值规律

一、引言

  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数百年来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

基石,至今仍对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理

论从互利的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原因,但没能将国际交换完整地建立在价

值分析的基础之上(章昌裕,1985)。就一种商品的生产而言,在国内,劳动生

产率较低的生产者将被价值规律所淘汰,但在国际上,却存在由劳动生产率较

低的国家生产并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出口、且使后者放弃该商品生产的

现象,这是否违背价值规律? 比较成本论未对此加以说明;就两种商品的交换

而言,在国内,等价交换要求等量劳动相交换,但在国际上,却出现交换的两种

商品含有不等量劳动的现象,这是否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 比较成本论对此

未能加以解释(王林生,1981)。这就使比较成本论“授人以柄,使后来许多经

济学家认为可以藉此证明比较成本理论与劳动价值论是没有关系的”①。

  卡尔·马克思科学地提出了“国际价值”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

念,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马克思没来得及对这些概念和

理论进行系统的、详尽的论述(王赛惠,1983;颜鹏飞,2001)。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对外开放亟需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指导,我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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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界掀起了探讨比较成本理论“科学内核”的高潮①。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

价值论仅仅是比较成本论的出发点,在分析国际商品交换时,李嘉图放弃了劳

动价值论(章昌裕,1985)。国内学者继而就如何将比较成本论科学完整地建

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展开了探索和论证。但至今对此问题的解释还只

是停留在“只要葡萄牙80个人的劳动和英国100个人的劳动等于同量的国际

社会必要劳动,亦即等于同量的国际价值,那么它们之间就可以交换,而且是

等价交换”②的表述上。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假设,并未证实葡萄牙80个人

的劳动和英国100个人的劳动之间的等价关系。对于等价交换下的国际交换

比例问题,迄今的文献尚不能给出确切的交换比例值(或计算方法)③,也未能

对该比例所处的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定,因此并未排除如下的可能性:等价交换

时的国际交换比例可能并不处在李嘉图的互利贸易范围之内,由此导致比较

成本论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

表1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示例

1单位呢绒 1单位葡萄酒

葡萄牙(人/年) 90 80

英国(人/年) 100 120

  贸易流向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否存在对应关系? 等价交换下的国际交换

比例是否必然位于李嘉图互利贸易范围之内? 等价交换是否一定是等量劳动

相交换? 国际贸易仅仅是互利的结果,还是价值规律使然? 本文试图在对

“2+2”模型进行价值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由此揭示比较成

本模型所暗含的劳动价值论基础。

二、“2+2”模型的价值规律分析

(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模型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了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

的模型(即“2+2”模型),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比较成本理论。表1就是李嘉图

提出的一个经典示例。英国生产1单位呢绒或1单位葡萄酒所耗费的劳动时

①

②

③

关于这场讨论的综述可参见章昌裕.近年来我国关于“比较成本说”的讨论综述[J].经济学
动态,1985(2):34-39、43.

引自唐海燕.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M].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53.着重号为
笔者所加.

虽然有些学者声称求得了等价交换点(如陈琦伟(1981)),但其论证过程均存在偏颇甚至谬
误,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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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长于葡萄牙,也就是说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葡萄牙,因此,一般公认英

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均处于劣势,而葡萄牙则处于优势。李嘉图认为,只要

两国生产的相对成本不同,由英国分工生产其劣势较小的商品,葡萄牙分工生

产其优势较大的商品,则两国仍能互利贸易。

(二)对李嘉图经典示例的价值分析

  价值规律的结果是保留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生产者、淘汰商

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的生产者。因此,衡量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在某

种商品的生产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归根结底要看该企业或国家生产1单位商

品所包含的个别价值是否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在仅有两家企业或两个国家组

成的简化模型中,上述标准等价于该企业或国家生产1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个

别价值是否较另一企业或国家为低。

  笔者拟通过在比较成本模型中引入“等价物”的概念,换算出各国产品所

含个别价值的大小,由此进行比较分析。

  1.贸易流向分析

  “2+2”模型只含有两种商品,是简单的物物交换。我们可以任意选取一

种商品作为等价物,来表现另一种商品的价值。在此先以葡萄酒作为等价

物①。尽管不同国家生产1单位葡萄酒所耗费的国别劳动时间不同,但葡萄

酒只有一个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际价值,设为V1,因此,葡萄牙

生产的每单位葡萄酒与英国生产的每单位葡萄酒代表着相同的国际价值量

V1。在国际贸易前,按等价交换原则,在葡萄牙国内,1单位呢绒可以交换到

9
8

单位葡萄酒;在英国国内,1单位呢绒可以交换到10
12

单位葡萄酒。因此,葡

萄牙生产的每单位呢绒的个别价值等于9
8V1,英国生产的每单位呢绒的个别

价值等于10
12V1,显然,英国生产的单位呢绒所含个别价值量较低。所以,尽管

从表面上看,英国呢绒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葡萄牙,但价值分析告诉我们,
英国在呢绒生产方面具备国际竞争力,应该向葡萄牙出口呢绒,换取作为等价

物的葡萄酒;而葡萄牙在呢绒生产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应停止呢绒生产并进

口呢绒。

  再以呢绒作为等价物。尽管不同国家生产1单位呢绒耗时不同,但含有

等量的国际价值,设为V2。在国际贸易前,按等价交换原则,在葡萄牙国内,1

单位葡萄酒可以交换到8
9

单位呢绒;在英国国内,1单位葡萄酒可以交换到12
10

① 为了易于理解,不妨将等价物视作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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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呢绒。因此,葡萄牙生产的每单位葡萄酒的个别价值等于8
9V2,英国生

产的每单位葡萄酒的个别价值等于12
10V2,显然,葡萄牙生产的单位葡萄酒所

含个别价值量较低,具有国际竞争力,应该向英国出口葡萄酒,换回作为等价

物的呢绒;而英国在葡萄酒生产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应停止生产并改为进

口。

  可见,无论以何种商品作为等价物,分析结果均指明了相同的贸易流向。

  总之,价值分析表明,英国生产的每单位呢绒所含的个别价值量较低,葡
萄牙生产的每单位葡萄酒所含的个别价值量较低,因此,英国和葡萄牙分别在

呢绒和葡萄酒的生产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按照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机制,英
国应分工生产并出口呢绒,同时进口葡萄酒,葡萄牙则应反之。价值分析所指

明的贸易流向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完全一致。

  2.等价交换与贸易条件分析

  由于1单位呢绒的国际价值(V2)必然处在英国生产的1单位呢绒的个别

价值(等于10
12V1)与葡萄牙生产的1单位呢绒的个别价值(等于9

8V1)之间,即

有10
12V1<V2<98V1,所以,10

12<
V2

V1
<98

,这说明,由等价交换原则决定的1单

位呢绒交换葡萄酒的国际交换比例一定是位于10
12

单位葡萄酒与9
8

单位葡萄

酒之间的某个值。李嘉图在其分析中假设国际市场上1单位呢绒正好交换1
单位葡萄酒。由于英国生产并出口呢绒、葡萄牙生产并出口葡萄酒,因此得到

英国将以100人的劳动产品交换葡萄牙80人的劳动产品的结论。其实,等价

交换时,呢绒和葡萄酒的国际交换比例是位于1︰1012
与1︰98

之间的某个值,

1︰1仅是一种假设的特例。因此,英国100人的劳动产品(即1单位呢绒)将

与葡萄牙6623
至90人之间的某个水平的劳动量生产的劳动产品(即大于10

12

单位且小于9
8

单位的某个量的葡萄酒)进行等价的交换。由此至少可以发现,

英国必然将用较多的劳动量与葡萄牙较少的劳动量相交换,因此,从国别劳动

量上看,李嘉图示例中的等价交换一定是不等量的。可见,以不等量的国别劳

动相交换为由,割断比较成本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是欠妥当的。

(三)“2+2”模型的一般分析

  下面就“2+2”模型的一般情况进行讨论。假设有A、B两国,生产 X、Y
两种产品,A国生产1单位商品X 和1单位商品Y 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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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小时和Ya 小时,而在B国生产则分别为Xb 小时和Yb 小时(Xa、Ya、Xb、

Yb 均为正值)。在国际贸易前,A国国内的交换比例是1X=Xa

Ya
Y 或1Y=Ya

Xa

X,在B国国内为1X=Xb

Yb
Y 或1Y=Yb

Xb
X。再设每单位X 商品和Y 商品的国

际价值分别是V1 和V2(V1、V2 为正值)。

  1.贸易流向分析

  (1)当Xa

Ya
>Xb

Yb
时

  以Y 商品作为等价物,则A国生产每单位X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Xa

Ya
V2,

B国生产每单位X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Xb

Yb
V2。因为Xa

Ya
>Xb

Yb
且V2>0,所以

Xa

Ya
V2>

Xb

Yb
V2,因此B国生产的X 商品个别价值较低,具备国际竞争力,应分

工生产并出口X 商品、交换Y 商品。

  由于Xa

Ya
>Xb

Yb
等价于Ya

Xa
<Yb

Xb
,以X 商品作为等价物,则A国生产每单位

Y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Ya

Xa
V1,B国生产每单位Y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Yb

Xb
V1。

因为,Ya

Xa
<Yb

Xb
且V1>0,所以,Ya

Xa
V1<

Yb

Xb
V1,因此A国生产的Y 商品个别价

值较低,具备国际竞争力,应分工生产并出口Y 商品、交换X 商品。

  此外,在满足Xa

Ya
>Xb

Yb
的前提下,仅就Xa 和Xb 的关系而言,Xa 既可能大

于Xb,也可能等于Xb 或是小于Xb(由于并没有限定Ya 和Yb 的大小关系,因
此上述情况都有成立的可能)。当 Xa>Xb 时,表明B国生产 X 商品的劳动

生产率高于A国,因此,此时X 商品的贸易流向是与由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

向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出口相一致的;当Xa<Xb 时,表明A国生产X 商品

的劳动生产率高于B国,但此时X 商品的贸易流向反而是由劳动生产率低的

B国向劳动生产率高的A国出口;当Xa=Xb 时,表明A、B两国生产X 商品

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但此时X 商品仍是由B国流向A国。由于三种情况都

有可能发生,这就说明,价值规律作用下的贸易流向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之间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

  倘若我们仅关注Ya 和Yb 的关系,同时不限定Xa 和Xb 的大小关系以使

上述不等式保持成立,同样可以得到Y 商品的贸易流向与各国生产Y 商品的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不必然对应的结论。

  可见,在“2+2”模型中,出现一种商品逆劳动生产率方向的国际流动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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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

  (2)当Xa

Ya
<Xb

Yb
时

  以Y 商品作为等价物,由该不等式可以推知A国生产每单位X 商品的

个别价值(等于Xa

Ya
V2)比B国生产每单位X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Xb

Yb
V2)低,

具备国际竞争力,应分工生产并出口X 商品、进口Y 商品。

  由于Xa

Ya
<Xb

Yb
等价于Ya

Xa
>Yb

Xb
,以X 商品作为等价物,由后式可以推知B

国生产每单位Y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Yb

Xb
V1)比A国生产每单位Y 商品的个

别价值(等于Ya

Xa
V1)低,具备国际竞争力,应分工生产并出口Y 商品、进口 X

商品。

  此外,在满足Xa

Ya
<Xb

Yb
的前提下,仅就Xa 和Xb 的关系而言,Xa 既可能大

于Xb,也可能等于Xb 或是小于Xb(由于并没有限定Ya 和Yb 的大小关系,因
此上述情况都有成立的可能)。当Xa<Xb 时,表明A国生产X 商品的劳动

生产率高于B国,因此,此时X 商品的贸易流向是与由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

向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出口相一致的;当 Xa>Xb 时,表明B国生产 X 商品

的劳动生产率高于A国,但此时X 商品的贸易流向反而是由劳动生产率低的

A国向劳动生产率高的B国出口;当Xa=Xb 时,表明A、B两国生产X 商品

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但此时X 商品仍是由A国流向B国。由于三种情况都

有可能发生,这就说明,价值规律作用下的贸易流向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之间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

  倘若我们仅关注Ya 和Yb 的关系,同时不限定Xa 和Xb 的大小关系以使

上述不等式保持成立,同样可以得到Y 商品的贸易流向与各国生产Y 商品的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不必然对应的结论。

  (3)当Xa

Ya
=Xb

Yb
时

  以Y 商品作为等价物,由该等式可得:Xa

Ya
V2=

Xb

Yb
V2,因此两国生产的每

单位X 商品个别价值相等,表明两国在X 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超出对方的

竞争力,也就不会产生国际贸易。

  由于Xa

Ya
=Xb

Yb
等价于Ya

Xa
=Yb

Xb
,以X 商品作为等价物,由后式可得Ya

Xa
V1=

Yb

Xb
V1,因此两国生产的每单位Y 商品个别价值相等,表明两国在Y 商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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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也都不具备超出对方的竞争力,也不会产生国际贸易。

  总之,在各种情况下,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都将使一国分工生产并出口个

别价值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口个别价值较高、因而不具有竞争力

的产品。这与价值规律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但国际贸易的流

向却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

  2.互利贸易、等量国别劳动交换与等价交换的关系

  由于1单位X 商品所含的国际价值V1 必定是位于A国生产1单位 X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Xa

Ya
V2)和B国生产1单位X 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Xb

Yb

V2)之间的某个水平上,因此,由等价交换原则决定的1单位X 商品交换Y 商

品的国际交换比例(等于V1

V2
)必然应限定在以Xa

Ya
与Xb

Yb
为边界的范围之内,而

这一区间也正是比较成本分析所得出的互利贸易条件的范围①,这意味着等

价交换时的国际交换比例一定落在李嘉图的互利贸易条件范围之内,因此,国
际间的等价交换一定是互利的。

  此外,等价交换是两国商品按其国际价值量之比所决定的国际交换比例

进行的交换,未必正巧导致两国在国别劳动时间上的等量交换。例如,假定

Xa

Ya
<Xb

Yb
且Xa>Xb,根据上文的分析,A国将出口X 商品用以交换B国生产

的Y 商品。再设由等价交换决定的1单位X 商品交换Y 商品的国际交换比

例为α,则必然有Xa

Ya
<α<Xb

Yb
。由于A国生产1单位X 商品耗费Xa 小时的

劳动,B国生产α单位Y 商品耗费αYb 小时的劳动,且αYb<
Xb

Yb
Yb=Xb,所以

αYb<Xb<Xa,说明在这种情况下,A国必然用较多的劳动时间(Xa 小时)与

B国较少的劳动时间(αYb 小时)相交换,而这样的交换是等价的。可见,等价

交换未必是国别劳动的等量交换。

三、比较成本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基础

  由于Xa

Ya
>Xb

Yb
等价于Xa

Xb
>Ya

Yb
。根据上文的价值分析,前式表明B国生产

的X 商品个别价值较低,具备国际竞争力,A国生产的Y 商品个别价值较低,
具备国际竞争力。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方法,即“两优取其重,两劣取

① 关于李嘉图互利贸易范围的讨论,参见唐海燕.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M].广东:汕头
大学出版社,19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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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轻”的原则,后式表明B国在X 商品的生产上具备比较成本优势,A国在Y

商品的生产上具备比较成本优势①。由于前后两式等价,因此在Xa

Ya
>Xb

Yb
的情

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和个别价值较低的竞争力优势是等价的。

  同样,Xa

Ya
<Xb

Yb
等价于Xa

Xb
<Ya

Yb
。前式表明A国生产的X 商品个别价值较

低,具备国际竞争力,B国生产的Y 商品个别价值较低,具备国际竞争力。后

式表明A国在X 商品的生产上具备比较成本优势,B国在Y 商品的生产上具

备比较成本优势。前后两式等价,因此在Xa

Ya
<Xb

Yb
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和

个别价值较低的竞争力优势是等价的。

  最后,Xa

Xa
=Xb

Yb
等价于Xa

Xb
=Ya

Yb
。前式表明A、B两国生产的X 商品个别价

值相同,生产的Y 商品个别价值也相同,谁都不具备胜过对方的竞争力。后

式表明两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的比较成本优势相同。由于前后两式等价,因

此在Xa

Ya
=Xb

Yb
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和个别价值较低的竞争力优势是等价

的。

  综上所述,在任何情况下,比较成本分析等价于价值分析,具有比较成本

优势等价于具有个别价值较低的竞争力优势,而正是这种优势引发了国际贸

易,并决定了国际贸易的流向,因此,由比较成本优势所引发的互利贸易同时

也一定是价值规律使然的贸易,这便是比较成本理论所暗含的劳动价值论基

础。

四、结论

  本文运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对比较成本模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
现由价值规律指明的贸易流向与比较成本分析的结论相一致,但与各国劳动

生产率的高低并不必然对应。本文还限定了等价交换时国际交换比例所处的

范围,发现这一范围与李嘉图的互利贸易条件范围正好吻合,进而证实等价交

换一定是互利的、但不一定意味着各国国别劳动的等量交换。最后,证明了比

较成本分析和本文所采用的价值分析在实质上的等价性和结论上的一致性,
由此揭示出比较成本理论所暗含的劳动价值论基础。

  但是,本文只给出了国际交换比例的上限和下限,对于等价交换时确切的

① 关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判定方法,参见熊贤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分离和结合[J].国际贸
易问题,1991(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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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换比例值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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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oundationofComparativeCostinthe
TheoryofLaborValue
YuanYi ChenCheng-ming

  Abstract Byintroducingtheconceptofequivalentintothemodelofcomparative

cost,thispaperfindsthedirectionofinternationaltradeunderthelawofvalue,andcon-
finesthescopeofexchangeratio,whichareconsistentwiththeconclusionsofcomparative

costanalysis.Withtheseresults,thispaperthenjustifiestheviewsthatinternationale-
quivalentexchangeisalwaysreciprocalbutnotnecessarilyequalinquantity.Finally,with

theconclusionsthatcomparativecostanalysisisequaltovalueanalysisandthatcompara-

①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也未涉及具体交换比例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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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costadvantageisequaltotheadvantageoflowerindividualvalue,thispaperreveals
thefoundationofcomparativecostinthetheoryoflaborvalue.
  Keywords ComparativeCostTheory LaborValueTheory InternationalValue 
TheLawof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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