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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投资自由化的思想渊源

杨国亮

  内容提要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意

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流行的看法是,两者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对立,在西方国家

的历史上交替出现。然而深入研究发现,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资本的根本

主张,而国家干预主义不过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某种“变体”而已。新自由主义是

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潮、学说和政策主张。近年来,在新

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一场“为资本争自由”的

斗争,投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战略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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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韩亮.单边外资自由化———90年代发展中国家外资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00(1).
  ②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804.

  投资自由化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对国际

直接投资日益放松管制或提高待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及其

跨国公司为了实现资本扩张,在国际上极力宣扬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而许多

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和利用外资,也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投资自由化,甚至出现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单边投资自由化”趋势。①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投资自由

化的思想渊源,以揭露其实质。

一、自由主义是投资自由化的根本思想渊源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对待市场、
国家及两者关系上所采取的不同思想和政策体系。一般而言,把强调市场机

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和政策体系称为经济自由主义;
把强调市场机制的缺陷、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和政策体系称为国家

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近代西方国家居统治地位的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这两种思想和政策体系“以表

面上对立的消长形式,成为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上的统治经济思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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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自15世纪至17世纪,产生于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是代表西欧资本原始

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重商主义是对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探讨,它主要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把金银即货币

看作是国民财富的惟一形态,认为除了开采金银矿藏外,发展对外贸易是国家

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带有极端的国

家干预主义色彩。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以积累

本国的金银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不要禁止金银出口,而是让金银

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以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为此,要求

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对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重
商主义者的注意力还局限于流通领域,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还停

留在经济现象层次上。重商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利润只在流通过程中产生,只
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随着英、法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重商主

义这种肤浅的经济学说及其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需要,而被古典经济学及其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所取代。

  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欧洲国家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而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亚当·斯密

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密生活在英国

工业革命前夕,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全建立,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给

予资本以在最大的、没有阻碍的市场中寻求利润的自由。斯密认为,人的本性

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惟一动机是追

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经济行为可以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① 据此,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

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

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贸易上,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反对重商主义为获取

金银而垄断对外贸易。斯密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适应了当时英国工商业

发展的需要,为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论证。

  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革

命”。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传播表明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思想

① “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
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
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
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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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尽管在价值问题上,
边际主义是反古典学派的,并且在探讨经济问题上,边际主义是以主观分析反

对古典学派的客观分析的,但是,“从边际主义的整体立场来说,与其说它是古

典学派的对立者,不如说它是古典学派的补缀者。边际主义只是在西方经济

学的工具箱中增加了一些分析工具,而这些分析工具的应用恰在于论证古典

学派基本理论哲学的正确性。”①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为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国内经济

发展较前期缓慢,其“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也受到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挑战。
在国际上,由于资本积聚和集中加剧,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公司和垄断组织,帝
国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也更加剧了,经济危机有规律地爆发。在此背

景下,马歇尔综合了19世纪上半期英、法两国古典经济理论和19世纪中期以

后新出现的经济学说,建立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

经济学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它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假

设前提和条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

业的均衡,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因此,从总体上来说,马
歇尔仍然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只不过在某些场合,他又表现出相当地(虽
然还是有限地)接受某些国家干预主义行为的倾向。

(二)自由主义是资本的根本主张

  重商主义一向被等同于干预主义。然而,深入、全面地考察重商主义思想

就会发现,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等同。商业资本在历史上是资本的最古老和自

由的存在形式,在过去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执行资本的职能。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商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起了催化作用。商

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反对中世纪封建政权和行会对私人经济和商业的种种

控制和干预的。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业资本家,就其历史任务来说应

该是消除阻碍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一切限制的。就其性质而言,它不应该推

崇政治权威,更不应该主张对私人经济横加干预。因此,有必要对重商主义时

代的商人等级做进一步研究,以揭示这一“悖论”。

  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通,
国际分工初步形成,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在商人等级中逐渐分化

出了一部分国际商人,并形成具有垄断地位的商人资本家,他们“利用王权对

自己的依赖渗透到各级国家机器”,形成了所谓“国家与商贾的联盟”,“如此,
他们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得以用他们的想法左右经济政策的走向,从有利

①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8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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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中获利(分配垄断权、获得国家订货),并保护自己不受法律或税务追

究。”①这一点通过如下事实可以得到印证,即在整个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过

程中,无数重商主义者在论述对外贸易时虽然都力主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干

预主义政策,但在论述对外贸易以外的经济问题时却对国家意志凌驾于私人

经济的现象提出了“无数的抗议”! 这些抗议都见于黑尔斯(Hales,J.)、蔡尔

德(Child,S.J.)、马林尼斯(Malynes,G.)、劳(Law,J.)等人的著作中。这

个存在于重商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奇特现象一直以来为经济史学家们所忽视

了。②

  可见,资本从根本上说是主张自由主义的,即使在被普遍认为盛行干预主

义的重商主义时代也是如此。对重商主义更为严谨的定义应当是,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在整体的商人等级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具有垄断地位的商人资

本家的意识形态。而事实上,在具有垄断地位的商人资本家之外,还存在着大

量中小商人,他们并不受到国家的优待,不拥有各种垄断权利,因而也不是干

预主义的拥护者。

  古典学派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了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新兴资产

阶级的 利 益。“重 商 主 义 学 说 以 为 王 权 服 务 粉 饰 商 贾 阶 级 所 获 得 的 利

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是以崇尚国际最佳状况粉饰英国资本主义的利

益。”③斯密似乎很重视“国家利益”,“但他知道,‘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只

能是一种幻想: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要理解政策及其效

果,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它是如何实施的。”④斯密的“看
不见的手”产生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和谐的观念。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这种

把少数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看作是社会普遍利益的观念,认为事实上特殊利

益和共同利益是矛盾的。“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
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
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⑤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国家的

干预和约束成为必要。

  如前所述,在重商主义时代,资本是以干预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维护一部分国际商人的利益。“但逐渐成熟起来的产业资本要求给予

资本家以在最大的、没有阻碍的市场中寻取利润的自由。”⑥这时候,其自由主

义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了,经济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

形态。正因为如此,古典自由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5~36.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809~810.
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45.
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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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备受推崇。然而,自由主义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根源于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因而是无法克服的,需要经常地用干预主义加以“修正”。一旦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经济发生危机或严重衰退,干预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但它同时又预示着,经过一段时期的干预之后,“新”自
由主义又会“重现”。

二、新自由主义是投资自由化的直接思想渊源

  目前,对“新自由主义”学术界有多种定义。① 综合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

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是指,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张市场的主

导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种思潮、学说和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产生表

明,新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社会意识形态。

(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经济自由主义遭到巨大的

冲击。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会自动实现均衡的理论无法解

释生产的大量过剩、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等现象,也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

失业和危机后的长期萧条等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凯恩斯赞扬重商主义学说,认为它里面含有“科学真理成分。”②凯恩斯所谓的

“科学真理成分”,其核心是国家干预主义。他认为,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

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要“高明”得多。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正是国家干预

主义,它的诞生似乎宣告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新生”。在英国,凯恩斯主义很快

被希望克服失业状况的各种政治势力所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

党派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采取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在美国,正在

推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亲自与凯恩斯讨论经济问题,并且十分赞赏他的观

点。1946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充分就业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就此制定长期

政策并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宣告了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彻底终结。

  然而,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却受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

主义学者的批评。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

①

②

其中,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乔姆斯基的定义: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贸易经济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并包含了一系列
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其完成形态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迈克杰尼斯评论说,新自由主义是我们
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p3及导言p1.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定义: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
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向国际垄
断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
义及其本质.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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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著作。1938年,哈耶

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主题的李普曼著

作讨论会,在这次集会上产生了建立一个新自由主义组织的设想。1944年,
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出版,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在这本书中,
哈耶克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抨击,认为英国工党的社

会民主主义政策必然导致现代奴役制。1947年4月,以哈耶克为首成立了新

自由主义组织“佩勒兰山学会(theMontPelerinSociety)”。该学会一方面反

对凯恩斯主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为
创建一种强硬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

派声称,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分配的做法必将压制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的

积极性,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

20世纪50~60年代正值西方国家经济在国家干预下迅速增长的“黄金时

代”,新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始终没有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所接受。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空前的“滞胀”局面。这种局面的

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在政策上也无所适从,严
重动摇了其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

流派纷纷对主流经济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其中,为对抗凯恩斯主义而出现

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主要派别被统称为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

就业的均衡,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地发展,断言凯恩斯主义

的国家干预是危机的根源。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

当选美国总统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取向,开
始了西方世界持续2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尽管1991年发生的新一轮经

济衰退给新自由主义以沉重打击,但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
给新自由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一些中左

翼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自由主义在经合组织国家

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霸主地位。与此同时,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

义的实验场,而一些国家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国

家走得更远。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

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的经济学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威廉姆逊说,经
过讨论,与会者对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

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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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

(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
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
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

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威廉姆逊认为,上述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
且还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
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① “华盛顿共识”所宣扬的放松对外资

的限制、放松政府管制等投资自由化主张反映了新时期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

扩张的要求。

(二)投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战略工具

  凯恩斯不是把危机和失业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同自由

放任联系起来,因而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政策

实践都是在不违背自由主义根本精神的基础上扩大政府干预的成分,是资本

主义自我完善的一次创新。但是,在肯定国家干预政策的同时,凯恩斯也坚持

认为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分散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私人企业的两大优势所

在。因此,他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决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是在保

留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理念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的局部计划和调

节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经济实行干预。凯恩斯主义是对狭义的自由主义即放任

自由主义的抵制,但它并没有离开广义的自由主义,它仍然坚持个人主义等基

本价值观和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传统经济理论,因而只是自由主义的某种“变
体”而不是终结。②

  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更新,它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为

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渊源,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危机中挽救古典自由主义的

努力”。③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成果,而是更加重视

市场的力量,强调政府作用的限度以及市场与政府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经济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
而是从那里前进。它主张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经济

政策的作用和对市场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

弥补市场缺陷和克服政府失败,以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

①

②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M].何秉孟.新自由主义
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0.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406~407.
左大培.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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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成功的变革,它不仅结束了20世

纪70年代西方国家深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帮助发

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推动其逐步进入以网络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

后现代化和新全球化进程之中。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显著增强。由这些“跨国公司

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

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一

个新的霸权集团。他们为了适应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一方面打破疆域

界限,建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
以协调其在国际贸易、投资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② 然而,“任何时候,自由

贸易以及一般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只有在如下情况发生后才会被提倡,即在一

个国家在经济上对其对手构成了极大优势的时候,因为此时削减其他国家的

作用是该优势力量延长其经济领导作用的具有吸引力的手段。”③新自由主义

正是适应了垄断资本势力要求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和国外民族国家疆

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

意识形态理论。④

  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多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

展开了一场“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

施并堵塞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

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⑤ 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全部

努力都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即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和

投资自由化。⑥ 而“投资自由化是‘自由放任、听之任之’政策在现代社会的翻

版,其目的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贪欲。国际资本虽然也谈论调节,但这种调节

只是由它们自己进行的对自身有利的调节。”⑦因此,推行投资自由化是欧美

发达国家国际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之一。这一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昀献.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J].开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4(5).

罗文东.新自由主义剖析:实质和影响.引自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71.

大卫·科茨.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上)[J].国外理论动态,2005(1).
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361.
马丁、舒曼.全球化的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50.
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A].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35.
布里.多边投资协议[A].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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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广泛传播,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连许多

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投资自由化,甚至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单
边投资自由化”趋势。殊不知,“由‘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政策之净效应时常

以多数人的代价给少数人带来利益,以穷人的代价给富人带来利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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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hinkingSourceofInvestmentLiberalization

YangGuo-liang

  Abstract Economicliberalismandnationalinterventionarethetwo
ideologiesandpolicyclaimsofthewesterncapitalistcountries.Thepopular
opinionisthatthetwoarerepellentandcontraryeachotherandemergeal-
ternatelyinthehistoryofwesterncountries.However,deepresearchfinds
thateconomicliberalismisthebasicclaimsofthewesterncountries,andna-
tionalinterventiononlyacertainanamorphosisofit.Neo-liberalismisakind
ofthoughts,doctrinesandpolicyclaimsdevelopedonthebaseofclassiclib-
eralism.Inrecentyears,leadbycredendumofneo-liberalism,themain
westerncountrieslaunchastrugglewith‘contendingforfreedomforcap-
ital’,andinvestmentliberalizationisjuston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tra-
tegictoolsofneo-liberalism.
  Keywords investmentliberalization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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