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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最大化模型

冯金华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重新定义了企业的收益和成

本;根据收益和成本,推导了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再根据剩余价值函数,讨论

了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企业(如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和生产非生活资料

的企业、完全竞争企业和垄断企业及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剩余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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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冯金华(1957-),男,安徽黄山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一、价值函数

  设某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简称“劳动”)为L,生
产的产量为Q。Q(L)是行业的生产函数。假定Q(L)过原点、先递增上升然

后递减上升、最后下降。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该行业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总

量(用Z表示)为:

Z=L
  单位商品价值量(简称“价值”,用z表示)为:

Z= L
Q(L) (1)

  下面以价值函数(1)为基础,推导企业的收益、成本和剩余价值函数,并讨

论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收益和成本,不同于西方经

济学中的相应概念。

  前者的基础是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决定企业的收益和

成本,后者根据的则是浮现在市场表面上的价格。

二、企业的收益

  再设该行业包括n个企业。其中,第i个企业(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

下,可简称为“企业”)使用的劳动量为l,生产的产量为q。q(l)是企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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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假定它与行业的生产函数一样,也过原点、先递增上升然后递减上升、
最后下降。于是,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总量(简称“收益”,用R 表示)
可以写为:

R=z·q(l)= L
Q(L)·q(l) (2)

  (2)式是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来决定企业收益的基本公式。它表示:一个企

业的收益等于该企业生产的商品数量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乘积。

  进一步来看,一个行业使用的劳动量就是该行业中所有企业使用的劳动

量之和。如果用췍l表示除企业i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雇佣的劳动量,则整个

行业使用的劳动量就可以表示为:L=l+췍l。同样,一个行业生产的产量就是

该行业中所有企业生产的产量之和。如果用췍q表示除企业i之外的所有其他

企业生产的产量,则整个行业生产的产量就可以表示为:Q=q+췍q。

  于是,企业的收益函数可以更加具体地表示为:

R=
췍l+l

췍q(췍l)+q(l)
·q(l) (3)

三、企业的成本

  在不考虑生产资料的耗费及其价值转移的条件下,企业的成本显然等于

它所雇用的劳动力与劳动力价值的乘积。但是,“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

身。”①为明确起见,这里用同样的“单位”来衡量劳动力和劳动量。例如,假定

企业雇用一个工人劳动了10个星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既可以说,企业使

用了这个工人10个星期的劳动力,也可以说,企业使用了这个工人10个星期

的劳动量。按照这一约定,企业的成本又可以看成是它所使用的劳动量与劳

动力价值的乘积。用公式表示就是:

C=w·l (4)

  其中,C代表企业的成本,w 代表劳动力的价值。

  所谓劳动力价值,说到底,就是维持单位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

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

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

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

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②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
同上书,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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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维持单位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为e,每一单位

生活资料的价值为zj(下标j代表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则劳动力的价值可

以表示为:
w=zj·e (5)

  在日常生活中,“生活资料”一词所指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生存资料、发
展资料、享受资料等等;但在这里,它的含义却要狭窄得多———实际上,它只是

生活资料的一个部分,即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直接相关的那一部分。与其他

行业一样,生活资料行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简称“生活资料价值”)也等于该

行业的劳动总量(用Lj 表示)与商品总量(用Qj 表示)的比率,即:

zj=
Lj

Qj(Lj)
(6)

  将(6)代入(5)后,劳动力价值函数可以具体化为:

w=zj·e=
Lj

Qj(Lj)
·e (7)

  在(7)式中,维持单位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取决于自然

的、历史的和道德的等方面的因素,因而可以看成是所谓的“参数”。关于这一

点,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
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

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

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

它有哪些习惯和要求。”①

  再把劳动力价值函数(7)代入(4),则企业的成本函数可以更加具体地表

示为:

C=w·l= Lj

Qj(Lj)
·e·l (8)

四、剩余价值函数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企业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按照马克思

的说法,“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

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

动力。”②“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③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企业的剩余价值(用 M 表示)可以看成是它的收益R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4.
同上书,368.
同上书,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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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C之间的差额,即:①

       M =R-C

= L
Q(L)·q(l)- Lj

Qj(Lj)
·e·l (9)

  这是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的最一般的表达式。根据企业的不同性质和不

同类型,它可以具体化为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例如,根据(9)的结构特点,可
以把所有的企业均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两类,即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和不

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这两类企业又可以按照竞争或垄断的程度进一步细分,
例如分为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三种子类型。为叙述的方便,下面用

“剩余”和“剩余的最大化”这样的简短说法来代替“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

最大化”。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做虽然有方便的好处但却也有引起误解的危

险。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剩余”和“剩余价值”是两个具有本质

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剩余”是任何一个生产力稍有发展的社会都具有的东

西,它常常和“剩余产品”之类的术语连在一起用;而“剩余价值”则是资本主义所

特有的———它是一般社会的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采取的特殊的形式。

五、剩余的最大化

  现在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分别研究它们的剩余价值生产。
讨论的秩序是:先分析生活资料行业,再分析非生活资料行业;在生活资料行

业中,先分析相对简单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完全竞争和垄断,再分析更加一般

的不完全竞争。

(一)生产生活资料的完全竞争企业

  对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来说,由于它所在的行业就是生活资料行业,故
在(9)中有L=Lj、Q=Qj。于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可表

示为:

M= Lj

Qj(Lj)q
(l)- Lj

Qj(Lj)
el (10)

  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同时又是完全竞争的,则它的行为就不会影响生

活资料的价值,故在式(10)中,等号右边两项的系数Lj/Qj=zj 为大于0的常

数。于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完全竞争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用M1 表示)可写为:

M1 =zjq(l)-zjel  (zj,w>0) (11)

=zjq(l)-wl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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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w(=zje)为常数

  根据数学的原理,当连续可微函数在不包括端点的开区间内取得最大值

时,它在最大值处的一阶导数必等于0。因此,如果假定剩余价值函数是连续

可微的,则它在(0,+∞)的范围内取得最大值时必然有 M′=MR-MC=0,
或者 MR=MC。这里,M′表示边际剩余,MR 和MC 分别为边际收益和边际

成本。于是,剩余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可以简单地表示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

本。这样,生产生活资料的完全竞争企业的剩余最大化必要条件可简化为:

M′1=zjq′(l)-w=0或者zjq′(l)=w (12)

  其中,等式左边的zjq′(l)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①,右边的w 是维持单

位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价值,即劳动力价值。于是,整个式子意味着,要
使剩余价值达到最大,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必须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如果从

(12)的两边约去共同的因子zj,则可以得到相应的剩余产品最大化的必要条

件q′(l)=e。它意味着,要使剩余产品达到最大,劳动的边际产品必须等于维

持单位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

  为了说明上述条件的必要性,我们来看当它不满足时会导致什么样的结

果。一方面,如果zjq′(l)>w,则这意味着增加一单位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价值大于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价值。于是,增加劳动量有利。另一方面,如果

zjq′(l)<w,则这意味着减少一单位劳动所节省的生活资料价值大于所损失的

生活资料价值。于是,减少劳动量有利。总之,无论是zjq′(l)>w,还是zjq′(l)
<w,只要两者不相等,剩余价值就没有达到最大。此时,通过增加或减少劳动

就能够增加剩余价值。这就证明:剩余最大化的必要条件确实是zjq′(l)=w。

  需要指出的是,zjq′(l)=w(以及更加一般的“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

的边际成本”)仅仅只是剩余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句话

说,当企业达到剩余最大化时,它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必然相等,反之,当它

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时,却并不一定就达到了剩余的最大化。此时的

剩余既可能是最大化的,也可能是最小化的,甚至还可能既不是最大化的,也
不是最小化的。

  图1是生活资料行业完全竞争企业剩余最大化的几何表示。其中,边际

收益函数zjq′(l)是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曲线,其“起点”(即与纵轴的

交点)为zjq′(0)>0,“终点”(即与横轴的交点)则等于使生产函数达到最大的

劳动量;另一方面,边际成本即劳动力价值 w>0为常数,即是一条水平线。
当劳动力价值大于或等于劳动量为0时的边际产品价值但小于最大的边际产

品价值,即当zjq′(0)≤w<zjq′(l2)(zjq′(l2)为最大的边际产品价值)时,边际

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有两个交点。左边的d1 位于边际收益曲线的上升

① 这个概念同样是借自西方经济学,但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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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相应的劳动量为l1,右边的d0 位于边际收益曲线的下降部分,相应的劳

动量为l0。容易证明:右交点d0 是剩余最大化的,从而,相应的劳动量l0 是

剩余最大化劳动量,但左交点d1 则不是———实际上,d1 是剩余最小化的,从
而,相应的劳动量l1 不是剩余最大化劳动量。例如,在右交点d0 的紧邻左

边,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故增加劳动量有利,而在其紧邻右边,边际收益小

于边际成本,故减少劳动量有利。这说明d0 是剩余最大化的。另一方面,在左

交点d1 的紧邻左边,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故减少劳动量有利,而在其紧邻右

边,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故增加劳动量有利。这说明d1 是剩余最小化的。

图1 生活资料行业的完全竞争企业

(二)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企业

  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是垄断的,则由于整个行业的劳动量和产量就

是垄断企业的劳动量和产量,即在式(10)中有Lj=l、Qj=q,故生活资料行业

垄断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用 M2 表示)可写为:

M2=l-el2
q(l) (13)

  其中,收益函数(即l)非常简单———它是一条过原点、向右上方倾斜的

45°线;成本函数(即el2/q)则比较复杂:它经过原点,先递减上升然后递增上

升,中间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部分。

  如前所说,剩余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剩余价值函数的一阶导数即边际剩

余等于0,或者说,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垄断条件下,该条件可以表示为:

M′2=1-el
2

q2
2q
l-q

æ

è
ç

ö

ø
÷′ =0

  其中,边际成本函数(即上式第一个等号之后的第二项)是一条从大于0
处开始、先下降然后上升的U 型曲线。它与横轴的交点可能有2个、1个或0
个。当边际成本曲线与横轴有两个交点时,它在两个交点之间的部分将位于

横轴之下,此时的边际收益为负数———它相应于总成本曲线的向右下倾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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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图2以此为例说明了垄断企业的剩余最大化。其中,边际收益曲线与边

际成本曲线的左交点(位于边际成本曲线向右下方倾斜部分)是剩余最小化

的,右交点(位于边际成本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部分)是剩余最大化的。与右交

点相应的剩余最大化劳动量为l0。

图2 生活资料行业的垄断企业

(三)生产生活资料的不完全竞争企业

  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是不完全竞争的,则它的剩余价值函数就回到

了一般的(10)式。换句话说,生产生活资料的一般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同时

就是该行业中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用 M3 表示),即

M3=
Lj

Qj(Lj)q
(l)- Lj

Qj(Lj)
el

  与同属生活资料行业的完全竞争企业或垄断企业相比,剩余价值函数

(10)要复杂很多———无论是收益方面(等号右边的第一项),还是成本方面(等
号右边第二项),莫不如此。

  尽管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剩余价值函数更加复杂,但从“几何”上看,其形状

仍然是比较“单纯”的。例如,在收益方面,它的边际收益函数是一条先上升然

后下降的倒U 型曲线;在成本方面,它的边际成本函数是一条先下降然后上

升的U 型曲线。因此,与对完全竞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分析相比,对不完全

竞争企业的分析实际上并不像初看时那样困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完

全竞争场合,由于不再存在“线性”的收益曲线或成本曲线,剩余的最大化还是

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①

  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典型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如图3所

① 在完全竞争和垄断的情况下,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总有一个是线性的:完全竞争企业的成本
函数C=wl是线性的,垄断企业的收益函数R=l是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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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它们有两个交点。其中,左交点是剩余最小化的,右交点是剩余最大化

的。右交点决定的最优劳动量为l0。

图3 生活资料行业的不完全竞争企业

(四)非生活资料行业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与生活资料行业相比,在非生活资料行业中,企
业的剩余价值函数要更加简单一些。这主要表现在成本方面。无论企业是完

全竞争的,还是垄断的,或者是不完全竞争的,只要它生产的不是生活资料,则
其成本就是劳动的“正比例”函数:

C=wl
  其中,劳动力价值w 是不受企业行为影响的“参数”。于是,成本函数是

一条过原点、向右上方倾斜、斜率等于劳动力价值的直线。相应的,边际成本

函数是恒等于劳动力价值参数的水平线:

MC=w
  回顾前面的讨论可知,在生活资料行业中,只有当企业是完全竞争的时

候,才可以得到如此简单的成本函数和边际成本函数。

  另一方面,生产非生活资料的一般企业(或者其中的不完全竞争企业)的
收益函数为:

R= L
Q(L)q(l)

  它是一条过原点、先上升后下降、在上升时先递增上升后递减上升的S
型曲线。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是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曲线。把生产

非生活资料的企业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完全竞争企业作一比较即可发现,两者

的收益曲线以及边际收益曲线在形状上基本相同———区别仅仅在于弯曲的程

度以及曲线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

  由于生产非生活资料的企业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完全竞争企业在成本方面

完全相同、在收益方面非常相似,故我们可以按照前面讨论生活资料行业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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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企业的方法来讨论现在的非生活资料企业。为避免重复,这里不再赘述。

  尽管就一般性的非生活资料企业(或其中的不完全竞争企业)而言,其剩

余生产和剩余最大化等问题与生活资料行业中完全竞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非生活资料行业中的一些特殊企业(即其中的完全竞争企业和垄断企

业)却具有一些新的、仍然值得考察的特点。

  例如,当企业是完全竞争的时候,其剩余价值函数(用 M4 表示)为:

M4=zq(l)-wl  (z,w>0) (14)

  其中,产品价值z和劳动力价值w 均为参数。于是,剩余最大化的必要

条件———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可以写成:

zq′(l)=w
  等号左边的zq′(l)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右边的w 为劳动力价值。换

句话说,对于生产非生活资料的完全竞争企业来说,剩余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为

“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值”。这个条件与我们讨论生产生活资料

的完全竞争企业时所得到的极为相似———惟一的区别是,在后者那里,等号左

边的一般产品价值z换成了生活资料价值zj。

  再来看垄断的情况。在生产非生活资料的行业中,最为简单的是垄断企

业。如果一个企业既是生产非生活资料的,又是垄断的,则它的剩余价值函数

(用 M5 表示)简化为:

M5=l-wl (15)

  这里,不仅成本方面非常简单———是一条过原点、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而
且,收益方面也同样简单(甚至可以说更加简单)———是一条过原点的45°线。

  在这种情况下,剩余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变为:

1=w
  尽管这个条件非常简单,却会引出一些前面不曾遇到过的“有趣”结果。
首先,如果劳动力价值w 大于1(即成本曲线比收益曲线更加陡峭),则在任何

劳动量上,边际收益都小于边际成本,此时,剩余最大化劳动量当然是0。其

次,如果劳动力价值等于1(即成本曲线与收益曲线重合),则在任何劳动量

上,边际收益都等于边际成本,此时,出现的是“多重均衡”———任何劳动量都

是均衡的剩余最大化劳动量。但根据剩余价值函数(15)可知,此时的剩余价

值量等于0。换句话说,多重均衡的每一个都等价于劳动量为0时的均衡。
最后,如果劳动力价值小于1(即成本曲线比收益曲线更加平缓),则在任何大

于零的劳动量上,边际收益都大于边际成本,此时,一个“异常”的现象出现了:
剩余最大化的劳动量变得不再确定———它“多多益善”。因为随着劳动量的不

断增加,收益与成本的差额即剩余价值会越来越大。于是,企业有无限扩大劳

动量和生产的动机———除非受到来自市场等外在方面的限制。换句话说,对
于生产非生活资料的垄断企业来说,剩余价值模型本身并没有有限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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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均衡点在无限远处,或者,在由外部因素限定的某个边界处。

  在上述生产非生活资料的垄断企业的模型中,最后这种情况最能体现正

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狂热”:“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

的。……他[指资本家———引者注]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

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
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

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

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①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既包括完全竞

争企业,也包括垄断和不完全竞争企业),剩余价值的来源都是清晰可辨的,因
为它们的剩余存在的条件(即 M>0)最后都可以归结为q(l)-el>0,即剩余

产品大于0。但是,如果所讨论的企业不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则剩余的来源就

会变得模糊不清。这个结论现在很容易得到证实。例如,在生产非生活资料

的企业是完全竞争的时候,其剩余存在的条件是zq(l)-wl>0。当z≠zj(这
是通常的情况)时,它不再有q(l)-el>0这样的简单结果。这里,剩余产品

这个来源已经被价值形式所掩盖。当企业是不完全竞争的时候,这一来源甚

至更加模糊也更加难以理解,因为此时剩余存在的条件是:

L
Q(L)q(l)-wl>0

  它与剩余产品的概念相去甚远。实际上,即使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非

常简单的垄断情况下,剩余的来源也同样不容易理解,因为此时的剩余条件

为:l-zjel>0,或者1-zje>0。没有哪一个可以提供剩余产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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