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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食物链”
———劳资关系紧张背后的系统力量

柳泽民

  内容提要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资本的财富积累

逻辑演绎表现为资本生存空间的不断生产过程,而虚拟经济是这一过程在20
世纪后期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利润空间的挤压和我

国实体经济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地位是“富士康事件”的深层根源。财富

分配的新逻辑和财富创造的新逻辑相互交织,构成虚拟经济时代“财富食物链”
的新形态。这就是“富士康事件”背后起基础作用的无形之网。在虚拟经济时

代,提高财富的创造能力和财富安全的保障能力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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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

  本文系教育部项目“经济虚拟化时代的资本逻辑与精神现象”(编号09YJA720021)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之一。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牵动着整个社会大众的

心,成为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最为敏感的社会神经。一时间,大众媒体纷纷报

道,各级政府会议不断,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纷纷发表意

见和建议,各种学术研讨会扎堆召开,形成一种蔚为壮观的由“富士康事件”引
发的媒体效应和学术现象,而身处社会风尖浪口的富士康集团被描述为“血汗

工厂”、“魔鬼工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着事件的根源和问题的解决之

道。总体来看,媒体以及在媒体影响下的社会大众大多充满着对资方的强烈

谴责之意和对劳动者的深切关怀之情,而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

家们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开出了各种“药方”。最

后,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关注和参与之下,事件终于不再进一步发展,问题也似

乎烟消云散,并因新的社会热点不断涌现而又很快被人们遗忘。然而,在时隔

一年之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起,人们不仅要问,事件背后的真正根源是什么?
笔者认为,在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之外,不能忽视事件背后的那个加深劳资关

系紧张程度的外部系统力量,即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食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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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富问题的当代核心:利益空间的生产

  从表面上看,“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劳动者工资过低、劳动强度过

大,以及劳动的机械化和管理的非人性化等一系列原因导致的结果。也有人

认为是新一代年轻人由于成长环境优越而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以及心理承受能

力脆弱所致。心理学家们则认为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确实,这些因

素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但是问题也恐怕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工资只能那么

低? 如果工资的上涨空间很大的话,为什么非得等到问题闹到无法收拾的地

步才作出让步? 而劳动强度背后也实际上是一种利益链条在起作用,因为工

人们加班与否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果工资足够高,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让劳动

强度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劳动的机械化和管理的非人性化从另一个角度看

是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需要,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利润空间。总之,一切都可

以归结为利益空间的分配。虽然最后工人们的工资待遇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但从郭台铭疲惫的笑容后面似乎也能读出作为资方的无奈。如何实现企业目

标和职工的福利待遇之间的最优均衡是现代管理学的基本内容,我们丝毫不

应怀疑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跨国集团的领导者对提高职工劳动积极性与企业成

长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企业生产中利益空

间的大小以及分配的结构。这实际上是当前财富问题中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

问题:财富空间的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空间是在劳资双方进行利益分配的前提,也决定了

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的最大可能性边界。因此,如何尽可能提高企业的利

益空间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利益空间的扩大

不是简单地通过科学管理就能实现的,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科学管理早已不

是企业竞争和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对于富士康这样的现代化跨国企业来

说,科学管理、合法经营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基本前提,因此从法律上和管理

上去责难它是没有道理的,顶多只能在道义上去谴责。实际上,在科学管理的

前提下,企业利益空间的大小主要与它在整个产业链所处的环节以及对整个

产业链影响力和控制力大小有关。一般来说,处在产业链高端的企业对整个

产业链能起到根本的控制作用,因而在获取利益空间的能力方面也就最强;而
处在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甚微,获取利益空间的能力也就

最弱。因此,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着企业在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如
何提高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成为它获取最大利益空间的基本手段。
从“富士康事件”看,虽然富士康是全球性的现代企业,但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

是它在整个产业链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基本的模式是“代工生产”,也就是

贴牌生产,通俗一点说就是给别人打工,郭台铭不过是高级的“包工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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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空间完全被其他的跨国集团所设定。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企业

和职工之间进行分配整个利益空间就不可能很大,这也是郭台铭无奈之处。
重要的是,“富士康事件”凸显出来的这个方面的问题不是富士康的个别现象,
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较为普遍的现象。虽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经济

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跃升世界第二的位置,成为当之无愧

的“世界工厂”,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却依然十分薄弱。整个

国家如同一个大的生产加工车间,“贴牌生产”和“代工生产”成为基本的生产

模式,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当中处在极为不利地位。所以,整个利益空间也被

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高端的发达国家严重挤压,这是我国财富生产面临的最严

峻难题,也是整个社会劳动者收入增长受阻的根本原因之一。
  “富士康事件”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财富分配中劳动者的收

入过低,不仅绝对数如此,而且在整个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也是如此。这不

仅严重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公平与稳定。首先,劳动者的收入过低严重影响到劳

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是社会财富生产中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素质状况关系到社会财富生产的规模和质量。过

低的收入水平成为劳动者积极性发挥和素质提高的障碍,从而也影响到生产

力的提高。其次,劳动者的收入过低也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民经济的发展以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劳动者的收入过低造成整个社会

的购买力有限,从而影响到社会产品的实现和再生产的实现。这在理论上早

已被马克思所深刻揭示,在实践中被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所证实。当

前,在全球化影响日益加深而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以前那种过分

依赖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已经面临重大挑战,国内市场的稳定和增长

就成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因此,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不是单纯的分配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最后,劳
动者收入过低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之

一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劳动者不能实现富裕目标,那就直接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符。邓小平同志

认为这是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分配过

分的不公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使现代化建设必需

的基本前提不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收入长期过低和社会的两极

分化是关系现代化大业的重要政治问题。劳动者收入过低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个是生产力水平,或者直接一点就是财富的生产能力问题,另一个是分配制

度问题。前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实质上

是如何切“蛋糕”的问题。对后一个问题不是本文主要的讨论对象,而前一个

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归结到如何提高我国在整个国际生产分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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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和获取财富空间的能力问题。这与前文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利益

空间或财富空间的生产。利益空间或财富空间的生产取决于在“财富食物链”
中的位置以及由此决定的获取财富的能力,下面主要分析当今世界“财富食物

链”的基本现状,我国在国际“财富食物链”中的基本位置,以及提高我国财富

生产和保障财富安全的基本能力。

二、两种经济条件下的“财富食物链”

  “财富食物链”是生物学中“食物链”范畴在财富领域中的借用。笔者把它

定义为标志社会分工条件下不同主体在财富生产链条中所处地位,以及由此

决定财富分配关系的范畴。作为“食物链”,它主要涉及多少个环节、每一个环

节的主体的数量与性质、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内容。在生物学意义上,
食物链重在考察各个环节中的生物之间的相互构成的食物链条前后关系,以
及保持整个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按照生物学,如果处在某一个环节的生物

过多或过少,那都将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失序和失稳,最终引起生态灾

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财富食物链”的分析不仅关系到如何获取在“财富

食物链”中的有利位置,而且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的长期平衡、可持续发展以及

如何使经济体避免出现重大危机。
  作为标志社会主体间社会分工和利益关系的“财富食物链”是一个历史的

范畴,在人类社会联系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它最初也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起作用,表现为地域性和差异性。人类原始共同体、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

系、农民或农奴与地主或领主之间的关系、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反

映出不同的“财富食物链”。每一种“财富食物链”都在其所能起到作用的范围

内发挥作用,把不同的社会主体“编织”到整个链条的不同环节,构成整个社会

的利益网,并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根基。随着社会联系横向的不断扩散和纵

向的不断加深,“财富食物链”起作用的范围在扩大,链条以及由此编织的利益

网也更加复杂,不同地区特殊的财富食物链相接,构成更加复杂的利益网景

观。例如,在我国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定,资本

主义的“财富食物链”与清王朝的封建特色的“财富食物链”相接,构成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一条沉重的“财富食物链”。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

WTO以来,社会主义的“财富食物链”与资本主义的“财富食物链”又相互交

织,构成现时代我国社会既对立又合作的“财富食物链”景观。要弄清楚我国

在国际“财富食物链”中的地位和面临的挑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财富食物

链”有清楚地认识。
  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几个世纪中,生产关系经历了数次调整,相应地,资
本主义“财富食物链”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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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34  海派经济学 第10卷第1期

纪后期,虚拟经济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

富逻辑。
(一)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食物链”及其变化

  在虚拟经济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的“财富食物链”虽有变化,但总体比较稳

定。通过暴力方式的直接掠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逻辑。资本主义通

过资产阶级革命打碎封建社会的“财富食物链”,并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

创造出自身财富逻辑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社会化生产

所需的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
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

的被剥夺为前提的。”(马克思,2004:887)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日益

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一方是作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另一方是拥有

大量生产资料而不直接从事生产的资产阶级。而“财富食物链”也非常简单:
雇佣劳动者创造财富,而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劳动者除维持自

身再生产之外的所有劳动成果。从资本家一方来看,虽然有产业资本家、银行

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不同的角色分工,他们中除土地所有者以

地租的形式外,其他都基本上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瓜分劳动

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寄生在广大雇佣劳动者身上的群体。由于这一时期,
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大到对整个行业或社会的控制,技术和规模等都不构成资

本在行业间流动的障碍,因而自由竞争成为基本状态,平均利润原则起着根本

的作用。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先天资源禀赋的

差异很快在资产阶级内部产生分化的作用,企业规模在变化,力量在积聚,直
到出现了可以对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生产起控制作用的力量———垄断。垄

断是一种分割其他企业和社会大众财富的力量,它的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财

富逻辑内部出现了新的变化。垄断企业凭借对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控制而实

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另一种分割。垄断产生后开始出现利润“孤岛”,但在虚拟

经济出现之前,这种分割受到资本扩张悖论以及政府的限制,分割的对象也局

限在实体经济范围内,因而程度有限。另外,随着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斗争水平

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从长期看也存在着刚性上涨

的趋势,虽然总被危机所打断。这是财富逻辑在阶级之间的一点微妙变化。
  在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则
表现为原始的那种财富掠夺关系。虽然在不同时期具体掠夺方式上有些变

化,但侵占领土、瓜分市场、掠夺资源等一直相互交织,财富保持着从广大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向宗主国的单一流向,留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是经济上的依

附、贫穷和战争。这一时期,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生产方式的历史惯性短期

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往往是通过与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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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而把资本主义的财富逻辑与封建的、半封建的财富逻辑连接起来,以至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政府成为为宗主国服务的傀儡。战争开路,签订不平等条约,
商品倾销,以及对殖民地经济命脉的控制,成为资本主义对外的基本财富逻

辑,形成那个时代的国际“财富食物链”。在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直接的掠夺已

经不可能,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剥削的方式,这就是利用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

不平等的地位,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

隐蔽的财富掠夺。
  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扩张的动力机制,追求更多

的剩余价值是它的灵魂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对财富的吸附是它唯一的

生命活动,而且其生命力的旺盛与否取决于这种扩张能力和外部为之提供的

空间大小。“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

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

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

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马克思,
1995:266)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内部对扩张空间的挖掘

和在外部对扩张空间的拓展,构成资本运动的清晰运动路径,资本主义正是不

断通过空间生产而得以缓解或转移危机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是其扩张空

间的基本手段。从长期看,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必然导致资本过度积累的

危机,通过空间生产来寻找新的财富源泉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存逻辑,而国

家力量成为资本开拓财富空间的基本工具。从早期的殖民战争、签订不平等

条约、瓜分世界市场,到后来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构建和重建,以及在资

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大规模公共事业的投资,到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身影。但

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对财富扩张空间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每一次的空间

扩张带来了它自身的新的繁荣,而这新的繁荣很快填满既有的空间,危机再次

来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

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1995:275)这在20世纪70年

代以前表现得非常明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巨

大生产力发展使资本迅速膨胀,实体经济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扩张

空间被消费殆尽。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表现出来的强大冲击力要求摆脱这

种有限的空间生产模式,渴望一种可以满足它无限需求的自由空间。一种新

的资本扩张途径应运而生,这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和现代发达的金融网络体

系,在实体经济之外,形成一种具有强大的社会财富吸附功能的资本形式———
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成的。虚拟经济的出现不仅极大

地改变着过剩资本的活动空间,引起整个世界经济的风起云涌,而且也极大地

改变着资本主义的财富逻辑,改变着整个世界的“财富食物链”性质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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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拟经济条件下财富食物链和世界财富生态

  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是指通过资本证券化、创造大量的金

融衍生商品和掌控发达金融体系和网络来对全社会乃至全球的财富进行分割

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虚拟经济的出现一开始是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生的,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解决现实资本的流动性以及提高生产

效率和减少交易费用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到20世纪80年代,放
松金融管制和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呼声高涨,保守主义革命浪潮席卷全球,金融

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原生功能被淡化。“而热衷于各种有形资产证券

化后定价转让所带来的价差收益。”(罗良清、龚颖安,2009:7)这样,虚拟经济

由原来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功能转变为分割社会财富的利刃。虚

拟经济是资本主义当代的新形态,也是资本财富增值的现代逻辑。在国内,通
过对各种金融资产价格和金融工具的操控来实现对社会大众资本的分割;在
国际上,利用所掌控的发达的国际金融体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在全球各地制造大规模的金融资产投机,形成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借机实

现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财富的分割。
  这一逻辑实质上是隐蔽的财富“抢劫”行为,它构造了一种全新的财富生

态。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财富的抢劫实现的,圈地运

动、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等赤裸裸的抢劫行为充满着血腥味。“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2004:871)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

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获取财富的基本方式是绝对剩余价值的

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都主要局限在实体经济范围内,而且获取增值

的程度受到生产规模和剥削程度的限制,这种积累可称为生产性积累,即通过

生产过程而实现的资本积累。与资本原始积累和生产性积累的方式不同,现
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与原始积累相比要文明得多,处处充满着高科技和文

明的气息,但与生产性积累方式相比,则表现出无限的积累空间。英国学者把

这种积累称为“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幕后状

态重新走上前台,成为资本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在此,剥夺性积累负有双重

任务: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
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

段。”(大卫·哈维,2009:149)剥夺性积累也是通过掠夺、欺骗和暴力为基础

的,就这一点来看,它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方式没有两样,文明的是外表,但在剥

削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达国家是剥夺性积累方式的发明者和大力推行

者。
  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但依然保

持着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强大的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金融体系的建

立,拥有控制全球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强大力量,这一货币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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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体系被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用来作为在经济战略上推动全

球化进程和与之相关的国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强大工具。在国际上大力推行

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
其结果导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频发,世界南北差距继续拉大,以及“拉美陷

阱”和“布罗代尔钟罩”现象的产生。
  总之,资本主义已经将弱肉强食和掠夺与欺诈行为等固有属性充分发挥,
凭借所掌控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和所掌握的现代金融技术,实现了财富增长

模式的重大变革。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已经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

贪欲了。通过虚拟经济他们可以迅速吸附起全球的财富,而把风险和损失转

嫁到全世界。这种转变实现的是资本主义从创造财富到分割财富的重大转

变,这就是当今世界新的财富生态。在这条新的“财富食物链”中,只有剥夺和

被剥夺的双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金融资本家对大众财富的掠夺,在国

际范围内是发达国家通过所掌控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的

直接掠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东南亚地区、拉美地区和俄罗斯的经

济危机对虚拟资本在人类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作出了鲜明的注解。
  但财富是实体经济中创造出来的,而虚拟经济对财富的掠夺大大挤压了

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作为全球化体系重要一员的中国,尚处在工业化过程

中的现实国情和“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对

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股市成为典型的“投机场”,至今局面没有根

本改观。不仅如此,投机风潮还迅速蔓延到任何可能的领域,造成国民经济的

众多问题。当前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投机的重灾区,房产投机成为分割社会财

富的利刃。与此相关,大量的中小企业纷纷脱离实体经济,加入到投机大军

中,不仅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也造成就业的困难和社会趋向两极分化等一系

列问题。
  除了遭遇虚拟经济对利润的挤压外,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

也是实体经济利润空间非常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虽然中国现在

取得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典型的代工生产模式使得我们这个

“世界工厂”地位非常尴尬。“历史上的‘世界工厂’———英国,不仅自己生产产

品,而且生产技术和品牌,‘财富食物链’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今

天的‘世界工厂’———中国,贴牌生产是其主要生产模式,‘财富食物链’的控制

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我们只是他们的‘打工仔’而已,这造就了我们作为生

产大国同时又是财富弱国的尴尬境地。”(柳泽民,2011:21)

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生产的两个基本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富士康事件”背后的深层根源了:一方面,虚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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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起以及由之而来的投机泛滥成为分割社会财富的利刃,从而构成对实体

经济利润空间的严重挤压;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而呈

现出典型“代工”生产特色的生产模式使得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如此一

来,作为劳动者报酬的工资也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和较大的提升空间。虽

然,富士康最终通过集团内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提高职工工资的成本

而使事件得以暂时平息,但在“代工”生产模式以及虚拟经济形成的高程度利

润挤压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这种解决办法很快就会到达它的极

限,而问题也会再次出现。那种道义上的谴责以及种种管理学和心理学建议

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却不是治本之策。另外,“富士康事件”折射出来的不

是社会的个别现象或偶然现象,而是当代社会由虚拟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内在

必然性的外在表现,是虚拟经济时代“财富食物链”上长出的花朵,它以醒目的

方式提醒我们关注作为基础和根源的“财富食物链”本身。因此,必须在更深

层次上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和问题的基础性与重要性,并把提升财富生产能力

和保障财富安全作为虚拟经济时代发展经济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做。
  提升财富生产能力是指在实体经济中提升在产业分工链条中的国际地

位,从根本上改变替世界“打工”的“代工”生产模式,变“制造大国”为“创造大

国”,变“躯干国家”为“头脑国家”,走自主创新之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崛起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

任务,使得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中低端的生产环节,而是强调在自主创新的基

础上形成以高科技产业为引领的、各层次产业优势互补的有机发展模式。改

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和可能,是实现从粗放型发展

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的时候了。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向

着这个方面转变;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把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作

为实现这种转变的头等大事来抓。为此,必须针对当前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

端下决心整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真正培养出符合时代需

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在科技创新方面有足够的投入,并在科技成果的市

场转化和形成生产力方面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虽然引进技术是一条重要经

验,但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要实现科技强国,我们最终必须

依靠自己,走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之路。由于冷战思维、“中国威胁论”以及国

际竞争方面的缘故,当前我国在高新技术引进的外部环境方面,并不是很理

想,这就更提醒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这样的一条路不仅是现代化

建设的需要,而且从实践上看,我们也完全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同时,
在对外开放中,也要着力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在巩固和完善自力(更生)
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

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

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程恩富、侯为民,2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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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财富的安全主要是指在虚拟经济中注意防范国际过剩资本通过国际

金融体系和网络对我国财富的掠取,在国内也要防止由于社会游资的投机泛

滥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的严重困难。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深受投机之害,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国

际游资的大规模投机是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根本之源,20世纪后半期频

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掠取财

富的游戏。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国际大规模游资

通过虚拟经济平台对我国财富的洗劫行为,以及如何防范国内社会由于投机

泛滥而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严峻的任务。当务之

急,是必须制定防范投机泛滥的《反投机法》,对日益泛滥的房产投机行为进行

有力的遏止,否则等到局面继续恶化下去,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

定,也将对房地产业本身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程恩富、侯为民,2011,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政策论”(上),《当代经济研

究》,第4期。
[2]大卫·哈维,2009,《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柳泽民,2011,财富能力:现代财富生产的核心,《现代经济探讨》,第3期。
[4]罗良清、龚颖安,2009,虚拟经济的本质及其影响实体经济的机理,《江西财经大学学

报》,第2期。
[5]马克思,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The
 

“Wealth
 

Food
 

Chain”
 

in
 

the
 

Era
 

of
 

Virtual
 

Economy:
The

 

Systematic
 

Force
 

Behind
 

Tense
 

Laborcapital
 

Relations

Liu
 

Zemin

  Abstract The
 

“Foxconn
 

Event”
 

has
 

a
 

profound
 

background
 

in
 

terms
 

of
 

the
 

times.
 

The
 

logic
 

of
 

wealth
 

accumulation
 

under
 

capitalism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production
 

process
 

of
 

wealth
 

living
 

space,
 

while
 

the
 

virtual
 

e-
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and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this
 

proces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queezing
 

of
 

profit
 

margins
 

on
 

real
 

economy
 

by
 

virtual
 

economy,
 

together
 

with
 

the
 

lowend
 

position
 

of
 

our
 

real
 

economy
 

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constitutes
 

the
 

deep
 

roots
 

of
 

the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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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40  海派经济学 第10卷第1期

conn
 

Event”.
 

New
 

logic
 

of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wealth
 

creation
 

inter-
twined

 

together,
 

which
 

forms
 

a
 

“wealth
 

food
 

chain”
 

in
 

the
 

era
 

of
 

virtual
 

e-
conomy.

 

It
 

is
 

the
 

invisible
 

net
 

behind
 

the
 

“Foxconn
 

Event”
 

playing
 

a
 

funda-
mental

 

role.
 

Therefore,
 

it
 

is
 

of
 

urgent
 

need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create
 

wealth
 

and
 

the
 

ability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wealth
 

in
 

the
 

era
 

of
 

virtual
 

e-
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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