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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全国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
徐

尚

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
五次研讨会,
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
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
天津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人文学院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协
办,
于2
0
1
5年1
0月2
4日在天津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
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开大学、
中央党校、
四川大学、
辽宁大学、
厦门大学以及

天津财经大学等国内4
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1
4
0 多位代表出席了本届论坛。
论坛深入研讨了如下议题: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逻辑;
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种调
节作用;
土地制度改革;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和现实价值;金融与资本
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关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格局重构;
等等。

一、国内经济热点问题的研究
(一)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在主题发言中提出,进入 2015 年以来的中国经

济运行,已经初步表现出新常态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质特征。他根据“认识新常
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新常态”这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框
架,从确保 GDP 中高速增长、加速创新型国家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从严保护
生态环境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善民生、重点发展

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使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协同发
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九个方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评论与
展望。其中,加速创新型国家建设要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战略为重点。重要
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既是企业获取合理商业利润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
保障自身安全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要全面实施以中国特色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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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要根据每个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具体确定该
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和速度。
天津师范大学李家祥在主题发言中,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概括
新发展阶段的长期趋势、把握新发展阶段的首要矛盾、体现新发展阶段的理论
传承四个方面,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理论应该被定位为新经济阶段转换理论,提
出新常态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内在逻辑,是继指导思想论、战
略目标论、根本动力论、发展方式论、阶段转换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发展理论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
天津财经大学王晓林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斯密意义上“经济人”的利己是
以“不损人”为底线的,占据首位的“理性”则具有道义、良心。斯密意义上的
“自发生成的市场经济”以实体经济为主,基本手段和目的是高效率增加实体
经济总量,而资本主义在操作中则与之相悖,以虚拟经济为主,基本手段和目
的是以钱生钱,偏好垄断和军事、金融扩张。在新常态下,依然必须明确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着力弘扬“天下为
公”。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答、解决的是在新常态
中央财经大学哈战荣认为,
背景下如何整体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统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它是对如何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总体布局,是
引领新常态的实践纲领。
中国人民大学齐昊和张晨依据社会积累结构的增长模型,基于对不同所
有制企业劳动时间和技术进步速度的观察,提出假说:国有企业所导致的配置
效率与生产效率之间的权衡仅仅在短期中存在,而在长期中,私有企业建立在
超时劳动基础上的配置效率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会通过生产效率
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对这一假说的检验表明,国有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
并没有产生拖累作用,并且在长期中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赵峰、赵翌辰、梁钰晨基于马克思两部类模型对中国经济进
行了宏观和结构分析,提出中国经济处于不稳定发展的阶段,生产资料部类处
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并由此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和生产
资料优先增长的一般结论。
中央财经大学肖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力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
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提出未来中国
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成功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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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解读了“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发挥政府作用”
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

2016年第3期

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

185

前提,由于制度前提的错位,它不可能正确说明当代中国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
市场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才是正确的研究范式。其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以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为前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
要基础,党领导的政府必然在资源配置中始终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区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将市场与政府这两种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看作是不可
分割的整体。再次,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市场作用不够充分和政府职能定
位不够清晰仍然是当前主要问题。为此,在理论上,既要认清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府的性质和职能。
中国人民大学沈尤佳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自动收敛的理想主义,
助长了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深受其影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主义倾向,
产生了在效率与公平排序上的错位,收入不平等被要求宽容。根据马克思主
义立场,效率与公平的二元对立只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里面存在,如
果摆脱资本积累强加给物质资料生产的逻辑,回到物质资料生产的本原含义,
效率与公平是同一件事情。中国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史使它有可能在人

类历史上探索到一条与资本统治的逻辑截然不同的道路。

厦门大学肖斌提出,有的学者主张,土地资源的配置同样应让市场起决定
性作用,政府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只能是在遵循土地市场规律前提下用于
弥补市场失灵的非取代性行为。在理论上,这种观点混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与新自由主义 “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理论分野,将所
谓的“土地市场规律”奉若圭臬,无视政府对土地资源进行直接配置的特殊性
与正当性;在实践上,由其派生的建议则旨在最终实现土地渐进私有化改革之
企图。对此,我们必须要保持理论清醒,明辨是非曲直,要特别警惕一些别有
用心之人把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当作助推颠覆性土地改革的“东风”。
“私地悲剧”是马克思土地所有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贺汉魂、许银英认为,
思想的重要内容。依靠私有化来提升效率和避免农民的人道灾难只是幻想。
国家是一国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农民不应拥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益,包括因城
镇化增值的土地权益,通过土地私有化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对正义的越界。
天津财经大学王可根据住房改革的国际经验,提出单纯依靠住房的私有
化和市场化改革无法解决不同阶层的各种住房需求,任何国家住房问题的解
决都离不开政府扶持。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济思想及文本研究的新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和现实价值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CC BY-NC-SA 3.0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南开大学刘凤义认为,劳动力商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价值

186

海派经济学

第14卷第3期

以及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特殊性,为我们解读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提供了
适当的微观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
一般规律的起点,也是我们从资本主义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角度,立体认
识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是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领域问题的理
论基石。
《资本论》“非经济学化”倾向的最明显后
中国人民大学郑吉伟提出,当前,
果就是在承认马克思辩证法的科学性的同时,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深
化《资本论》的研究,首先要将《资本论》定位于经济学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李玉峰追溯了恩格斯早期经济思想在与其世界观的相互作
用中共同转变、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对社会生活、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推动
着恩格斯逐步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而新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又推动着
恩格斯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力、价值、竞争、经济危机等问题
的认识。
中央财经大学张忠胜提出,在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研究上运用偏离系数
方法构建的价值转形模型中,偏离系数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含义至关重要。按
照分期单体系解释方法提供的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理解,冯金华的“价值转形
伪问题说”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再现了新李嘉图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法
论支持者对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否定论证。冯金华的“价值转形伪问题说”
不仅不成立,更是一种伪价值转形问题研究。
(二)利润率下降理论研究
《资本论》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剩
清华大学王生升指出,
余价值率是与单个资本相关的更抽象的范畴,而一般利润率是与社会总资本
相关的更具体的范畴。不变甚至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
润率的过程,不仅仅是计算公式中分母数值的变化,更是社会总资本运动中内
生性失衡对单个资本运动条件的破坏过程。有关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研究
重点,应当是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内生性失衡,它是理解“较高的剩余价值率
最后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的关键。
四川大学骆桢认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技术构成提高与有机构成提高在
逻辑上并不能直接等同。技术构成提高却不导致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类似于
西方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内生增长条件。这意味着,技术构成提高导致有机构
成提高的时候,人均产出最终将难以实现持续增长。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
率下降,可以被看作是生产力进步受到阻碍的表现。因此,利润率下降并不是
一个由技术进步决定的独立运动过程,而是应该纳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
析框架中。当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和持续增长的时候,利润率下降
CC BY-NC-SA 3.0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会因为不变资本变便宜而受阻;
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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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新动向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
天津财经大学马国旺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
SSA)是指一种能够长期

满足资本积累条件、缓和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稳定长期利润率预期、
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系统。可以将“积累的社会结构”(
SSA)理论

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中间层次理论。该理论的启发意义在于:首先,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制约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只有坚持和完善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我们才能避免陷入西方国家的政策困境。其次,探索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SSA 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 SSA 的

制度优越性应当体现在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体制、超越

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超越西方学界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两难抉择,从根
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积累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从
源头上防范经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张开提出,
SSA 理论也可看作是对罗斯
多尔斯基“呐喊”的理论回应。
南京财经大学周绍东提出,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基本
框架,采用“劳动—分工—所有制”的分析主线,可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
展理论的基础上,更新理论硬核,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性复兴。
天津商业大学王坤介绍了科亨对诺齐克自我所有理论的批判。根据科亨
的观点,基于当代无产阶级特征的新的变化,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非全部由
剥削导致,因此有必要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转向利益与负担平等
视角来研究社会正义问题。
(二)金融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彭五堂认为,斯威齐金融不稳定假说从垄断资本理论的
角度阐述了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崛起引起了价格波动,非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操作来对冲价格波动
的风险。在单个企业层面,这有利于稳定企业经营;但是在宏观经济层面,金
融投机的增多却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不平等,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往往由金融危机引发。
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认为,明斯基和马克思在经济图景和方法论上存在
着许多共性和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都从资本积累过程当中发现资本主义经
济存在内生不稳定性的根本缺陷。但是在对这种不稳定性和危机产生的具体
根源的判断和分析上,马克思认为,不稳定性的根本来源或触发处在于实体部
CC BY-NC-SA 3.0
The World明斯基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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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利润的下降;
在于金融部门债务及其所产生的支付承诺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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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金融部门的洞见与马克思关于实体方面的理解有机结合起来。

四、当代资本主义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伟提出,新自由主义将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保护自身经
济安全的各种屏障,便利发达国家长久地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垄断利益。其中,
市场化会削弱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关键产业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使政府丧失
对经济风险的防御能力以及聚集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能力,加剧贫富分化,引
发社会危机;自由化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暴露在与跨国垄断企业
的“公平”竞争中,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因为失去应有的保护而被跨
国垄断资本控制。私有化肢解了在国家经济安全中起到“看家护院”作用的国
有企业,为跨国公司消灭了竞争对手,让跨国公司得以更加顺利控制原来国有
企业控制的关键产业。
南开大学乔晓楠在分析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中
国需要在推动自身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产能合作,拓展传统制
造业的转型与输出,并且通过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建立国际金融合作的
新平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重构。
华中科技大学杨成林认为,资本逐利的本质是全球经济中去工业化现象
的根源。各种去工业化成因,如国家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都是这一根源在
经济上不同方面的反应,因此这些成因可被纳入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框架之中。
东北师范大学孙业霞回顾了当前学术界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各种观点。
她提出,根据马克思关于货币职能的论述,建立超主权货币具有理论和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也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凯旋强调,在多层治理体系下的欧盟社会政策的特性,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盟内部权能的分配,以及联盟政治系统的影响逻辑。在
经济与社会权能极不对称,影响逻辑有利于资源雄厚者的情况下,欧盟社会政
策呈现出了弱再分配性、从属性、协调性和范式性等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下的
资本主义霸权本质,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中国在参与构
建国际贸易新格局中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确保“一带一路”战略布
局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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