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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杂志编辑.

　　译者按: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生态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斯特发表了

大量的论著.２００６年,福斯特为纪念保罗斯威奇和保罗巴兰«垄断资本»
出版４０周年,在«每月评论»上发表“垄断金融资本”(MonopolyFinanceCapＧ
ital)一文,指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变化充满矛盾.一方面,资
本主义无法寻求到继续推动资本积累的动力,斯威奇和巴兰在«垄断资本»中
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僵局在进一步恶化的同时显现出一系列新问题;另
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在金融的超常爆发中寻找到了再生产的新方式,垄断金融

资本在经济停滞的僵局中反常地快速增长.”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

金融资本阶段,并预言资本主义金融与经济危机将以“全球债务崩溃和债务性

通货紧缩”的形式出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将呈现经济停滞与金融化因果循环

的局面.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资本主义的经历正如福斯特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

义先是经历了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则再次求

救于金融化挽救经济.２０１０年２月,福斯特在«每月评论»上发表“垄断金融

资本时代”(TheAgeofMonopolyFinanceCapital)一文再论金融垄断资本,
以巴兰、斯威奇以及 H马格多夫的理论为基础勾勒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进

程,分析了这一进程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困境的关系.

一、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

　　在«垄断资本»中,巴兰和斯威奇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

断或寡头巨型企业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控制.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

核心特征,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价格竞争、实行垄断是达到这一目

的手段.在这样的条件下,剩余的吸收替代了剩余的生产成为了制约资本主

义经济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长期有效需求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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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论垄断金融资本 １１５　　

　　对资本主义支出的研究表明,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是剩余吸收的两种方

式.对资本积累的追求限制了资本家消费,而已经存在的厂房、设备的闲置又

限制导致产能增加的新投资.经济剩余的增加则意味着工人实际工资增长落

后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人受到更为严重剥削的条件下,以工资为基础的消

费相对于社会产能必将陷入长期不足,这又会加重全社会产能的过剩和投资

的萎缩.因而经济增长迟滞必定是垄断资本统治的长期趋势,经济增长的长

期迟滞也必然伴生越来越严重的就业不足.在劳动力与资本不能充分利用的

条件下,实际经济增长率必然落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因而经济停滞或者

说经济增长迟滞必定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

　　经济停滞并非意味技术和新消费品停滞.无可否认,技术的不断发展是

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资本主义技术发展促进的是

资本主义的潜在生产力和资本积累.具有经济—地理意义的蒸汽机、铁路、汽
车等划时代性发明创造,会创造巨大的新需求使资本主义摆脱现有收入的制

约,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但具有上述划时代意义的新发明远未出现.垄断

资本主义时期的某些新发明的确催生了大量新消费品的出现,但大量事实表

明,这些新消费品满足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需求而是人为创造的需求;此类

“创造性破坏”①以及无谓浪费新消费品的涌现,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长期存

在的市场饱和.

　　巴兰和斯威奇坚持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受到一系列

非常态因素刺激,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势的结果.他们强调,已经成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为重要环节的促销以及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fiＧ
nance,insurance,andrealestate)行业的发展对这一期间的经济繁荣起到了

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冷战期间,特别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帝国主

义和军国主义行为吸收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也是推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繁荣

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政府民用开支在 GDP中的比例已经降低至２０世界３０
年代的极限值,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增长角色的发挥.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些

抵御经济停滞的因素不足以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停滞的长期趋势.

二、经济停滞与金融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资本主义曾经陷入以滞涨为特征的严重危机之中.对

此,通货膨胀是真正的危险成为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判断.于是货币主义、供给

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时间甚嚣尘上———哈耶克转而替代了凯恩斯.２０

① “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是熊彼特提出的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发明包括打破
旧的工艺与产品,发明创新常常会导致前期资本投入的毁坏,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巴兰
和斯威奇强调,技术发明通常是一种毁灭性的创造,并造成经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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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世纪７０年代末,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执行的致使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债务

危机的利率政策改革,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美国企业削减工人工资,政府增

加军费开支、推行国际干预主义政策,大力推动劫贫济富的收入再分配,并借

第三世界的债务重组之机撬动了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面对这一局面,斯威奇和 H马格多夫坚持认为,经济停滞是垄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趋势,金融的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者说实体经济不断出

现的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斯威奇和马格多夫先后出版了«繁荣

的终结»、«经济停滞与金融爆发»等著作,分析了金融产业持续扩张给资本主

义经济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提高、并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经历了严重经济衰退之后迅速增加的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债务,
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水平.基础脆弱的金融业在重重压力之下超

常发展,最终必然危及到经济的整体稳定.”

　　从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美国私人债务总额与 GDP的比率从１１０％增加到了

２９３％;包括政府债务在内的债务总额与 GDP 的比率从 １５０％ 增加到了

３４６％.同时,金融不稳定的案例在周期性的信贷紧缩中不断增加.而不断增

长的债务呈现出典型的“药物依赖”特性———剂量必须不断加大而药效却越来

越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每１美元新债务能创造０．６美元的GDP增额,到

２１世纪开始之时,１美元新债务创造的 GDP增额降低到只有０２美元.

　　从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尽管亚洲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美国却与世界

经济一起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的经济增

长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低于６０年代,８０和９０年代低于７０年代,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低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非住宅净投资从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占 GDP的

４．８％下降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２．８％;非农业工人小时工资在１９７２年达到最

高之后开始不断下降,到２００６年时仅相当于１９６７年的水平.工薪报酬在

GDP中的比率从１９７０年的５３％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４６％.

　　金融化可以定义为经济重心从生产转到了金融.斯威奇认为,金融化是

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他在１９９７年指出,“自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

的经济衰退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呈现出三个重要的历史趋势:第一,经济增

长率下降;第二,垄断或寡头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广泛增长;第三,资
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①.斯威奇还注意到,金融危机与不稳定一直是周期性

繁荣顶点的一部分.可以肯定,投资机会的不足必将促使掌控大量剩余的企

业和富有的投资者将货币资本投入到各种投机性资产之中,金融机构则似乎

① “第二次经济紧缩”是C雷恩哈特(CarmenReinhart)和 K 鲁格夫(KennethRogoff)提出的
概念.他们认为,“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次紧缩”(thefirstContracＧ
tion);而当前的“金融大危机”(theGreatFinancialCrisis)是资本主义的“第二次经济紧缩”(theSecond
Con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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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无尽的金融交易———期货、选择权与衍生产品.纵然时常被信贷紧

缩干扰,在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的支持下,“赌场经济”几十年来的畅行

毫无疑义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改变.

　　金融化可以通过强化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缓解经济停滞的压

力,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将资产价格的膨胀转化为新需求.对于经济金融化可

以肯定的是:第一,金融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金融企业

数量不断增加,大量非金融企业也通过建立金融子公司将业务扩张到金融行

业之中,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第二,金融业替代生

产企业执掌经济权力的格局,通过全球金融化的多种渠道影响着资本主义经

济进程;金融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成为了全球化的新动力,也是新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性因素.第三,金融化以复杂多变的方式影响

着政府债务,改变了财政赤字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

突出.第四,与实体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增长会吹起金融泡沫,足够大的金融

泡沫将迫使央行和财政部出手救局,在这种情况下债务性通货紧缩将不可避

免.第五,金融危机出现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更加依赖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

提供流动性和资本,而中央银行防范金融体系崩溃的作用越有效,越会最终造

成更为严重的危机.第六,金融化不能改变生产领域的停滞,并且还会以某些

方式使其恶化;而在根深蒂固的经济停滞趋势面前,资本主义又只能继续推动

金融化.

三、“金融大危机”与“第二次经济紧缩”

　　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经济持续增长期间,美国典型工龄期劳动者家庭

(workingagehousehold)的收入减少了将近２０００美元;中产阶级收入的降低

甚至相当于最高收入１％家庭的收入额.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高扬的资

产价格无疑是重要的因素;２００６年,暴涨的金融利润甚至占到了企业利润总

额的４０％.

　　C雷恩哈特(CarmenReinhart)和 K 鲁格夫(KennethRogoff)指出,
“金融危机不会在真空中形成,通常情况下只有在经济受到实际损害时危机才

会发生.因而金融危机是经济局势恶化的放大器而不是引发经济恶化的扳

机”;只有以这样的逻辑才能解释当前这场被他们称为资本主义“第二次经济

紧缩”的“金融大危机”.这一逻辑与我们完全一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吹

起金融泡沫,金融泡沫放大了经济停滞的恶果.

　　金融危机中数以万亿美元的损失不过是金融利润对经济增长停滞的“均
值回复”,所谓“金融化危机”只不过是生产停滞的反映.从２００７年９月到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８个月中全球蒸发的资产总额达到了５０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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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票市场蒸发了７万亿美元、住宅市场蒸发了６万亿美元.到２００９年３月,剔
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跌到１９６６年———巴兰和斯

威齐４０多年前出版«垄断资本»时的水平.

　　而仅仅在引发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１年几个月之后,重大的逆

转已经开始,我们正在经历着经济史上最壮观的一次“资产价格推动的复苏”.
这种经济复苏充满了危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初,纽约大学经济学家 N 卢比尼

(NourielRoubini)警告,“资产价格自３月份以来资产价格相继大幅度攀升可

能再次催生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杠杆化资产泡沫”;次月,对华尔街关于金融

推动复苏可能再次导致大规模迅速破裂资产泡沫的担忧,美联储主席伯克南

谨慎地回应说:“很难判断这种担忧是否正确,但我个人不认为目前美国金融

体系存在重大的失调”.

　　华尔街的忐忑不安反映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迅速高扬已经再次脱离了实体

经济复苏的基础.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差异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担忧———迅

速吹起的市场泡沫可能再次迅速破裂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英格兰银行负责

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霍尔丹(Andrew Haldane)忧心忡忡地表达了对“恶性循

环”的担忧:他估计美英两国为银行注入了相当于两国 GDP３/４的资产,如此

巨额的政府援助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金融投机,进而为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

索.
　　奥巴马政府认为通过新的金融管制,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此类

认识显然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停滞与金融的结构性关系,也没有理解金融资本

不断增长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过去一年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再次表明经济

的控制权正在从生产领域转向了金融———即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权力转

变也没有停止.１９９０年,美国１０家最大的金融机构掌握着美国全部金融行

业资产的１０％,２００８年这一数据提高到了６０％;２００６年,全球１０家最大的银

行控制着全球银行资产的５９％,到２００９年这一数据提高到了７０％.考虑到

这样的背景就不会对奥巴马政府的顶级经济官员全部具有直接的华尔街背景

感到吃惊.

　　２０年前 H 马格多夫指出,政府根本不可能对金融化经济进行有效规

制,“一旦债务累积性投机的气球被吹大,政府就一定要避免气球破裂;政府规

制必然因此受到掣肘.除非出于挽救濒于破产的大银行和大公司的目的,中
央银行和政府官员不仅不会强化管制,反而会试图放松管制避免潜在的金融

过剩压垮金融投机”;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也限制了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能

力,政府不得不为金融市场让路.所以,尽管会有新的管制措施出台,但所有

的管制最终都不会有效.
　　尽管美国经济正在表现出来复苏迹象,但正如金融分析师罗森博格(D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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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Rosenberg)所言,这种复苏是“胡迪尼魔术式的复苏”(HoudiniRecoverＧ
y)①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美国利润增加的８０％来自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产业

增加值在第三和第四季度持续下降;同时,消费者惜购、投资孱弱局面没有改

善.这种复苏中的利润增加,不过是致使海外收入增加的美元贬值、两位数失

业率导致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以及减税、降低利率等国家干预作用的综合反映.

四、资本积累的新时代?

　　我们尚不能确定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否超越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如

果１９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２０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给资本积累新方

式奠定了基础,那么尽管目前资本积累变得更加依赖金融投机,在资本主义中

心国家尚未出现堪比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改变.所以,垄断金融资本是垄断

资本主义时期(stage)的一个新阶段(anewphase).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中心

国家资本积累方式演进的结果,实体经济处于不断弱化之中———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出现了一个金融化停滞的陷阱.刁诡的是,金融化又促进了财富与权

力的增长,使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矛盾.但毫无疑问,资本

主义中心国家陷入了不稳定的局面之中,资本积累正在诸多方面遭遇历史性

的局限.

　　资本主义体系经济中最复杂的问题绝大都是全球性的.垄断金融资本与

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外围的金融化有什么关系? 如何理解亚洲特

别是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快速增长.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

经济停滞以及金融化与资本主义外围依赖低工资的出口推动工业化方式有着

结构性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与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有着紧密联系.新

自由主义金融化也试图在不发达国家创立一种新的“金融架构”构造新的金融

性依赖.那些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还无法冲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外

汇与金融的控制,也不得不被动地应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给其施加的压力.尽

管新兴经济体掌握着大量美元债权,但美国经济却不受这些债权国的影响而

继续掌控着支配权.新兴经济体即要依赖海外产品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又要

依赖海外金融市场为剩余寻求安全的避风港.金融化及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

已经在亚洲迅速展现,世界银行已经开始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中国香港、新
加坡和越南的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

　　阿明(SamirAmin)认为,主导全球金融化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

义寡头”,这些寡头得到了国家政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位一体

的鼎力支持.这样的体制可以允许外围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工业化,但这

① 哈里胡迪尼(HarryHoudini)是以逃脱术闻名的魔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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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通过外汇、金融、技术、通信、战略性资源以及军事力量的垄断,不断巩

固着其主导世界的权力.

　　恶化的金融危机与缓慢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病.事实

上,美国的霸权和垄断金融资本帝国的地缘政治关键点都处于危机之中.过

量的美元输出曾经让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基础的美元霸权在越战时期陷入危

机,导致尼克松终结了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今天再次陷入长期贬值的美

元极可能导致新的全球经济灾难.

　　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处于从现代资本主义向某种

社会转变进程之中.事实上,全球环境生态危机已经表明,资本主义文明或许

正在引发一场毁灭人类纪元的终结性灾难;听之任之,资本主义毁灭的不仅仅

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整个人类文明.

　　这个投机性的时代将毁灭一切.在这个困难而危险的时刻,人类要想持

续发展,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陈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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