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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人”分析范式与企业生态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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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董金明(１９６４－),男,上海海事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副教授.

　　内容提要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关于企

业生态经济行为动机、模式分析的一种新范式.本文基于“新经济人”理论视

角,着力分析企业生态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论证企业经济理性主

义原则在生态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分析企业生态经济行为与制度约束的

相互关系,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践是一种新的探索,对规范企业

生态经济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经济人　企业生态经济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也是决定或影响

生态经济关系的基本主体之一,因此对企业生态经济行为的科学分析便成为

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理论假设和与之对应的

分析方法的不同,关于企业生态经济行为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基本结论是不一

样的,从而由此引出的制度或政策建议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近年来,现代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中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设,为我们观察和分析

企业生态经济行为指出了新的分析思路.

一、“新经济人”分析范式中的企业行为

　　经济学研究必须运用抽象方法,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不同的

抽象方法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是有重大差别的.在西方经济学那里,“经
济人”概念是一个抽象,它撇掉了人的行为的其他社会特征,认为人的行为动

机服从经济理性主义,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种西方经济学

“经济人”的假设遭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内部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批评.西蒙

的“有限理性”理论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等,实际上都是对“资产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进行的多侧面的

探讨.在社会学领域,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持(MGranovetter)分析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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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古典经济人假设中所包含的悖论,詹姆斯柯尔曼(JamsColeman)以社会学

理性选择理论为核心提出“新社会行动理论”.①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也是一个抽象,是经济范畴的人

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利用这个抽象,马克思说明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话中,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程恩富教授、孟捷教授等,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

人”假设的理论解构或批判,从而逐步建构起一种“新经济人”理论.②

　　程恩富教授对西方经济学沿用至今的“经济人”假设中包含的三个基本命

题及其存在的理论误点,进行了系统归纳和分析,认为“旧经济人”理念视利己

心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分历史时点地把“自私人”抽象化、永恒化

和绝对化,无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心理的作

用.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

之一的“新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１)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

两种倾向或性质.(２)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３)良好

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

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指出:利他行为既存在于单位、家
庭和社会等各个范围,也存在于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至于社

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

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互促性的

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

　　孟捷教授没有明确使用“新经济人”这一名称,但是他肯定性地指出程恩

富教授“新经济人”假说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孟捷教授认为,马克思

经济学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像新

古典经济学那样,从某种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出经济关系的存在.孟捷教授

还指出,利己心范畴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行为中得出的抽象.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始终只把“经济人”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这个

具体总体中的人的行为的抽象(马克思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个提

法).其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只有在相应的生产关系得到阐明之后

才被规定;并且,在分析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这一制度的

多样性时,有必要超越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样的视角,在对人的行为模式

的解释中接纳来自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

　　“新经济人”假设基于整体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论,开拓了一种关于企业

①

②

转引自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科尔曼社会理
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近年来“新经济人”理论主要文献包括:程恩富 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J]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１１);程恩富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 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７(１);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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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分析的新视野.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为基础的传统企业理

论认为,在经济体系中企业是追求最大利润目标的“经济人”.而基于新“经济

人”的理论假设,我们只有在内在动机和外部约束两者的辩证统一中,才能完

整地理解和把握企业的行为和动机.由此引伸出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的结论

是:我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机制的作用,来校正或限制企

业的经济行为.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新经济人”理论并不是一般地否定

经济理性主义的概念,而是认为经济理性主义是反映特定经济关系的一种观

念形态,而并非是一种先验的、关于的人的行为的一般原则.

二、企业生态经济行为和动机的多样性、复杂性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在本质上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运动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而耦合成

为生态经济的复合系统.本文中企业生态经济行为是指企业作用于生态经济

复合系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主要动机

是追逐利润.而其外部约束条件则是指国家的环境立法和政策、公众的消费

心理和消费文化、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行动等.企业生态经济行为中利己、利他

哪种特征占主导,则取决于企业性质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这种作

用的结果来看,它们可能表现为完全不顾保持生态经济关系再生产条件的一

种极端自私行为,也可能表现为兼顾生态经济关系再生产条件的互利行为,或
者表现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行为特征.

　　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例.一方面,市场经

济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对环境保护的社会

运动也逐步发展.１９世纪后期,在当时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各种社会团体发

展起来,它们支持和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试图把社会从过分追求经济“进步”
的状态中扭转过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恶性公害事件的不断发生,人
类的环境意识空前觉醒.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环保运动、生态运动、生态社

会主义运动以及国家环境立法、政策的推进,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环境政治

运动.尤其是,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过程从初期的社会运动形式逐步趋于

法律化、制度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各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主要采取集

会、游行、抗议、请愿等方式,环境运动呈现松散状态,并未形成稳定的政治力

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公众参与形成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形成有

影响的政党,而且公众参与逐步法律化、制度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而且通过立法特别是环境保护基

本法或者环境评价法加以明确规定,公众参与更加具体化.与此同时,从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各国环境保护的公众逐步形成有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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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环境保护非政府大量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环境

运动的代言人.① 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生态经

济行为特征.

　　当代,由于国家法律、社会舆论等对环境保护的呼声和要求日益高涨,企
业在生态保护的行为上越来越多地采取种种策略性行为.企业利益集团越来

越多地利用参与环境的讨论、宣传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效益.但是,托马斯

(Tomas)指出,企业利益集团利用环境讨论的结果是把“对问题的陈述当作了

对问题的解决”(Thomas,１９９９).利用这类方式,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成功地宣传了自己的规则,提升了跨国公司的环保形象,同时将可

持续发展的需求与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需求等同起来.WBCSD的主席

表示,商业如今已被认为在解决环境问题与寻求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做

出了贡献,而不是被描述为生态问题的源头(«欧洲企业观察»,１９９８).该组织

进一步宣称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绿色商业联盟之一”.② 从现实来看,在
一定社会约束条件下的企业生态经济行动的动机和模式呈现多样性和复杂

性.大体而言,企业生态经济行动的动机和模式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１)企业采取积极的生态环境经营战略.从短期来看,企业的生态保护方

面的支出会增加成本,影响利润;但是从长远看,却有利于树立公司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以及政府和社会公益团

体的支持.这些潜在的利益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极为有利.企业采用的主要生

态环境经营战略包括:减少生产中的浪费,由污染控制转变为污染防治;改善

工艺,实行生态化生产;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倡导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对自

然资源进行再投资等.如欧美的一些大型公司,利用环境经营战略来提升自

身的竞争力,成效显著.资料显示,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的１９７２~１９８７年

间,美国企业遵守相关规定而投入的环境保护费用就增长了３５倍.之后该

费用也始终处于增长之中.③

　　(２)企业作为一种被动的、策略性行为而采用绿色管理战略.在环境保护

领域,企业拥有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众多行为监督者,一旦它们有所疏

忽,其社会影响和后果往往十分严重.因此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均

不敢怠慢.但这些环境战略往往是策略性的.一些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所做

的努力是出于平息公司在该领域曾经受到的批评;一些公司是为树立自己“环
境友好”的形象和声誉,从而在其出现环境事故后能得到所在国政府的从轻发

落.布伦顿(Brenton)指出:企业大部分只能成为政府要求它们成为的那种绿

①
②
③

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M]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１７、４３１
[英]简汉考克．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M]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９~３０
董晓同美国跨国公司的环境外交[M]环境问题与国际关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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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它们只做那些要求它们做的以及它们在自身利益中感知到的.① 董晓同

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的考察证实,它们在母国和东道国会采取不同的环境保

护标准.相对于其母国而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经营活动会选取

要求较低的环境标准.② 薛求知等关于在中国上海地区的部分跨国公司生态

态度和绿色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国上海地区,跨国

公司按照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标准主动实施绿色管理尚在少数,大部分跨国

公司实施绿色管理是一种被动的策略性行为.相关调查发现:在上海地区的

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所关心的是其产品在本地区的营销业绩.而认为环

境治理是当地政府的事,至少企业为排污已承受了付费成本,而进行实质性绿

色管理涉及管理体制、组织再造流程等方面的问题,由此所付成本在短期内是

难以收回的.根据调查结果,“典型”的生态生产者并不存在.样本中只有

１４％调查对象接近生态生产者的定义.但是,这些生产者认为经济发展应比

环境保护优先.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想忘掉环境问题.另外一些人认为,其实

根本就不存在环境问题,即使存在环境问题,也不是他们的问题.③

　　(３)企业完全从自身利益考虑对环境保护采取漠视态度或抵制行为.这

类典型案例有美国联合炭化公司的生态灾难以及由于美国工业团体的压力而

导致美国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抵制等.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日,印度博帕尔

(Bhopal,India)的一间美国联合炭化公司(UnionCarbide)的杀生剂制造厂发

生爆炸,超过４０吨的综合性毒物泄漏出来.这场意外重大事故造成３０万人

死伤.由于这次灾难,超过５万人终身残疾并患上呼吸、肠胃、生殖、骨骼及神

经系统的疾病(«国际人权与环境人民法庭»,１９９８).而联合炭化公司为维护

企业的商业利益,拒绝公布泄漏的有毒气体的确切化学成分.而由于无法得

到泄漏气体的确切成分的数据,无法研制治疗受害者的有效方法,暴露于有毒

气体的人的健康损害因此而加剧.④

三、企业经济理性主义原则在生态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

　　“新经济人”理论反对将个人的经济理性(利己主义)说成是一种先验的和

绝对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主张应当超越经济理性来认识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

不足.在我们的时代,增长崇拜、消费主义等现象都是与经济理性主义原则紧

密相联的.为了满足增长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经济理性把导致生态

①
②

③
④

[英]简汉考克环境人权[M]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２、１８、４
董晓同美国跨国公司的环境外交[M]环境问题与国际关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薛求知等跨国公司生态态度和绿色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２００６(６)
[英]简汉考克环境人权[M]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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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系统的破坏和退化过程合理化,并且包容甚至鼓吹这个过程.在这种经济理

性主义的影响下,甚至对环境保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论证,也必须运用经济

理性的术语和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与效益相抵

触的、可能的环境保护措施,往往被决策者以在费用太高或不切实际为由而加

以拒绝.因此,特别应当超越纯粹的经济理性来认识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不

足.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作为资本制度和市场竞争法则的必然产物的

企业经济理性主义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企业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以物质价值优于生态保护为前提,这
是导致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深入

分析.安德烈高兹(GorgAndre)指出: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企业的生产

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

则所驱使.既然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所以,
经济理性的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越多越好的原

则.① 因此,由于只关注简单经济标准,经济理性认为投资于非污染的能源形

式是没有效率的;相反,出于单一的经济标准,可以冒长期的气候波动和随之

而来的栖息地改变以及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但是,经济活动离不开资源

与环境的自然基础.２０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有限性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

注.资料显示,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年间全球经济的人均物质产出以年均２３％的速

度增长.人均产出在２０世纪翻了３番,增长了９倍多.同时期,人口从１６亿

增长到６１亿,增长近４倍,２０世纪物质产出总量增长了３６倍多.② 人们越来

越认识到“我们生存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除了极少量的来自太空的物质

外,地球上只有有限的水、土地及大气,而且土壤、矿产资源和化石资源也是有

限的.虽然自然过程能形成土壤和化石能源,但增加量有限,而且从人类生命

的时间尺度来看,其形成速度也极其缓慢.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遇到了来自自

然的限制.资源耗尽(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已经成为有识之士和

决策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

为重要的问题是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物质和能源经过生产和消费过程,并不

会消灭而是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生态系统.例如酸雨、全球变暖、一氧化碳、
热污染、海洋石油污染等都不可避免地与化石燃料的使用过程有关.由于人

类经济活动“加速积累的废弃物和它们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

比能源枯竭本身对人类福利的威胁更大”.③

　　第二,按照经济理性原则,计算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对生态损害遇到了不

①
②

③

徐艳梅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９４、２９５
HermanE．DalyJoshuaFarley．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 北京:黄河水利出版社,

２００７,８２
同上书,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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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新经济人”分析范式与企业生态经济行为 １３３　　

可克服的困难,甚至会导致荒谬的结论.随着市场中心地位的确立,各种货物

的价值被定义为货币.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要将生态损害转化成经济理性

主义范式中的控制污染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必须实现这种货币化的转换.
但是,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赖性,生态损害随特定的自然

条件变化而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生命

和健康的保持、经济活动、审美、娱乐等各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具有多重价值

取向不能相互代替.在生态危机中,人类的健康、生命的早逝、审美及娱乐价

值的丧失等,这些是根本无法用货币价格进行度量.对此,资源经济学家朱迪

丽丝总结道:必须承认,在生态经济领域确定各种项目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

的客观方法是没有的.就现状而言,成本———收益和相关货币主体技术已被

大大滥用了.但是,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在现有制度条件下若不在生态经济评

估中使用货币价值,整个决策过程则将更加偏向于重视发展,忽视资源保护,
重视物质繁荣,忽视精神愉悦的强大经济利益.①

　　鉴于经济理性主义存在的突出矛盾,生态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的生态

理性原则.生态理性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式的理性.在尊重生命的广

泛的宇宙哲学原则下,这种理性将所有生命系统的互相连接假定为统一的基

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决定了当一件事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

性与美感的时候,就是正确的.相反就是错误的.② 马克思关于生态经济关

系理性原则的理想状态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

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

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物质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

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③

四、企业生态经济行为与制度约束

　　“新经济人”理论主张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约束条件下把握企业经济

行为的心理和动机,强调外部条件与经济主体行为的交互影响,前文已述,随
着环境运动发展和社会制度环境的改进,企业的生态经济行为呈现某种多样

性和复杂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一方面是校正和约束私人资本和

企业集团生态经济行为的一种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企业资本权力和利益

的基本代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即维护资本利益与生态治理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冲突,我们才看到资

产阶级国家生态经济管理行为(立法、司法、政策等)的局限性、妥协性或矛盾

①
②
③

[英]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和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４５０~４５４
[英]简汉考克环境人权[M]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７,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９２６~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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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性.它治标而不治本,所以不能从根本上为现代生态困境指出真正的出路.
宫本宪一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机构具有摇摆性:一方面公共机构以统治阶

级的利益为基础,基本上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优先考虑财产权和经营权;另
一方面,公众的环境保护运动力量日益强大,争取环境权、人权及生存权的社

会运动日趋强烈.因而公共机构正在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摇摆.① 生态经济

关系中的国家权力的折衷性反映在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等具体方面.而相对

于现有的政治、社会、立法和经济机构的力量,环境主义者的力量还相对弱小.
在现实社会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它施予企业生态经济行为

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同样企业生态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的某些利他特征(对
外部环境的保护)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和不确定的.企业行为与生态的紧张关

系没有因此得以根本缓解.

　　就法律制度对企业生态经济行为的约束而言,法律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

规则,它能够通过惩罚或威胁抵制各种违法行为,但是,法律不可能决定或改

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相反,法律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由社会

的经济基础所决定.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

财产制度的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对企业生态经济行为的调整要受

到其财产制度的制约,因而,这种调整作用又是有限的.例如,在环境运动、环
境压力集团的政治压力下,美国于１９６９年通过«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
这部法律的立法特征及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局限性,该法律规定“明显影响人

类环境质量的重大联邦活动”必须附有环境影响报告.但是,在需要对影响报

告的形式、范围和保证环境评价的联邦行为作限定时,国家环境政策法显得不

明确.没有制定详细的程序,没有清楚说明相关影响的范围,没有规定报告要

求的详细程序.因此,尽管由于环境影响报告不合要求而修改了个别项目和

放弃了一些计划,但这至多只是对环境主义者的要求稍作让步.没有证据表

明 NEPA改变了执行单位的基本的优先权和他们政策的发展方向.②

　　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的系统相关性及其特

征,恩格斯作了深刻揭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
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纳为法律面前资产阶级的

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
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③

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B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也指出:
“我们今天基本的环境保护也首先是由民主的公共团体发起和实施的,资产阶

级只是勉强同意而已”.今天我们面临的生态困境是系统性的,它的实质是全

①
②
③

[日]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６７~６８
[英]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和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４５０~４５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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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２辑 “新经济人”分析范式与企业生态经济行为 １３５　　

球经济体系“开始与这个星球本身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进行抗争”.①

　　关于当代生态经济问题的前景及其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福斯特

指出,社会主义提倡最大程度的民主的公共控制,认为普通人民中的大多数对

如何利用集体资源应该拥有发言权.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③ 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生

态经济实践来看,国家权力体系和制度的合理建构和完善对企业生态经济行

为的校正或规范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对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建立

一种基于公有制基础的社会民主管理的合理而科学社会权力体系或结构,需
要付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充分吸取又要努力超越资本主

义的政治文明成就.近代以来国家制度和职能的发展和完善为实现国家科学

主导提供了制度基础.资本主义实现了国家制度的重大历史变革,开创了民

主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建立和完善了由政府、立法和司法等机构组成的国家制

度系统.由于生态经济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经济管理职能也获

得较快发展,从规划到政策,从立法到司法等都取得一定的进步.如果撇开国

家制度的阶级属性,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这一文明成就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

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当然,社会主义是要建立不受私有财产制约

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经济在管理实

践中更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国家的相关职能.总之,在人类实现生态经济协

调发展,逐步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国家制度和职能

的发展和完善是实现国家权力对生态经济过程科学主导的重要的制度基础.

　　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代表着对

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约束下,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及其生态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新经济人”实践,可
以使企业个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能够较好地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规范企业

生态经济行为、构筑生态文明发展的微观基础.

　　公有制经济对国家权力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同时公有制在根本利益上

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使国家能运用其权力对生态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规划,从而

从根本上消解私人资本权力集团对国家立法和政策过程的支配作用.由于资

本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历史性作用,也由于处于强势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造成的生存压力,现实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自觉、合理运用资本力量来发展生产

力.但是,这种运用具有显著特征:一是以公有性质资本为主体,而不是私人

资本为主体,以克服资本主义私人资本权力对社会权力的支配.在公有资本

为主体前提下,在一定的界限或范围内发展非公有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外国

资本.二是,充分运用国家社会等力量自觉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使经济发展

①② [美]约翰B福斯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资本主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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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消除资本增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性冲突.

　　与此同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使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在生态经济过程

的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最根本的途径.只有

通过民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才可能对少数人执政行使最终的决定权、支配权

和监督权.因此,必须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完善作为国家权力

重要体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其中,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国家权

力的民主监督作用.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强
调从生态系统管理,以及生态经济系统管理总体层面上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

的法律体系.同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竭力防止私人利益集团或其他利益

集团对国家权力过度干预、控制或操纵,使法治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协

调发展的有力保障.

　　但是,就现实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公有制占主体的原则和具体企业制度

的构建还在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生存环境的民主政治制度、法律

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偏向包括企业在内的强

势利益集团的倾向,公众对环境权维护的意识和力量还不够,因而这一“新经

济人”实践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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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inming

　　Abstract　The“neweconomicman”hypothesesofModernMarxistpoＧ
liticaleconomyhaveprovidedanewpatternfortheanalysisofthemotiv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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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ndbehaviorofenterprises’ecologicaleconomicactivitiesTherefore,

thispaperexploresthediversityandcomplexityofenterprises’ecologicaleＧ
conomicactivitiesfromtheperspectiveof“neweconomicman”soastodemＧ
onstratethelimitationofeconomicrationalismbothinthetheoryandpracＧ
ticeofecologicaleconomyThroughtheanalysisofthemutualrelationship
betweenenterprises’ecologicaleconomicactivitiesandthesystem reＧ
straints,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socialistmarketeconomicsystemis
significantinregulatingenterprises’ecologicaleconomicactivitiesandrealiＧ
z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
　　Keywords　neweconomicman　enterprises’ecologicaleconomicactivＧ
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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