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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
与国际金融危机
文/吴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以金融体系崩溃为

发了遍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解决危机，

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值得

欧洲各国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进行长期的基础设

关注的是，
为何出现了一些国家的财富向发达国家

施投资；二是进行地理扩张，其中开拓跨大西洋贸

金融垄断集团大规模转移现象？这反映出当代资本

易占据首要地位。但到了 1860 年中期，
这些方式已

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剥削掠夺方式）出现了何种

没有能力吸收资本和劳动盈余。法国爆发了 1871

新特征、
新趋势？本文着重回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

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
美国在内战结束后也爆

重塑国际政治经济
政策在过去数十年中兴风作浪、

欧洲的剩余资本被
发了无产阶级运动。1870 年后，

格局的历史，
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与

迫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
在海外掠夺殖民地来

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及反抗新自由主

应对国内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问题。因此，
对不发

义及其剥夺性积累的全球左翼政治运动的特征和

达国家进行渗透，
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

前景。

了重要的出路，
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帝国主义
殖民扩张政策的内在驱动力量和重要的经济根源。

一 、资 本 积 累 方 式 的 三 次 变 迁 与 资 本
主义危机
自 19 世纪私人垄断资本 主义阶段进入 21 世
纪初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的资本
积累方式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1 ．旧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积累及帝国主义争
霸战争。

在这一阶段，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性，
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
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日益激烈，
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
2 ．二战后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
二战后，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

15 世纪末至 18 世纪晚期，这一阶段资本主义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旧殖民体系土

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掠夺金银财富，
进行资本原

崩瓦解，西方垄断资 本转而采取以加强经 济渗透

始积累。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为

与 经 济 扩 张 为 主 要 形 式 的“经 济 殖 民 主 义 ”，将 发

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
发动侵略战争

展中国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和依附

去拓展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在殖民地建立新

不等价交换和
地位。采取的手段主要有资本输出、

的资本积累中心。到 19 世纪晚期 20 世纪初，
主要

金融垄断。

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各国垄断资产

其次，
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美国

阶级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
商品销售市场和资

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罗斯福“新政”

本输出场所。

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
开始了社

1846～1850 年，资本主义爆发了 第一次严重

会民主福利国家建设，
利润被重新投资于经济增长

的过度积累危机，欧洲地区经济出现崩溃，由此引

以及新技术、固定资本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更新

10

决策与信息
2012 年第 08 期 总第 333 期

智库报告
ZHIKUBAOGAO

面，
二战后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福利国家建设使
工会力量得到增长，
迫使社会支出和工资开支不断
上涨，
资本积累的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严重资本积累危机征兆的显露，
垄断资产
阶级不得不改变这种战后时期形成的资本积累模
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
式和统治结构，以私有化、
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
“四化”
为核心内容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了凯恩斯国家干 预主
义，
成为美英主流经济理论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统
治的基石。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特征、
表现形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
式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度积累危机的解
决方案，
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
供方便，把穷人的财富转入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
家的财富转入美英发达国家特权阶级手中。
上。大规模民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资
本积累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及，
使得工人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 积累方式主要采取三 种
途径：

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
而且成为日益

第一，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
强

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
资本主义基本矛

迫发展中国家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彻

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战后，
美国试图为资本

底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把发展中国家的

主义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

人们经过多年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

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并为了对抗社会主

家养老金、
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

义阵营，推行“马歇尔计划”
，对盟国进行强有力的

领域，
就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

经济援助。美国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流向欧洲，
作

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被全面

为回报，美国向其他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接受

私有化了，社会生产被去工业化，资源和垄断公用

了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品，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事业部门这些能够带来大量稳定租金收入的行业

的资本积累实现了快速增长。

和部门被大量转手给西方金融力量，
结果必将造成

3 ．由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转向新自由主义
资本积累方式。

失业蔓延、
物价飞涨，
资源被提升到国际垄断价格，
而劳动力却根据本国行情定价。例如，
国际货币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战后资产阶级现代自由

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
接受新

“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刺激大规模社
主义派构筑的

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
结果导致

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促进经济和

水、电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资源和公

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力已被耗尽，
不但不能服务于垄

共服务的价格远远超过这些国家人民能够承受的

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导致严重的“滞胀”危机。

程度，
最终导致普遍饥荒和各种危机。

一方面，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国

第二，
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放弃了在实物生产领

家干预理论，
长期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

域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他们现在的资本积累

激经济增长、抑制经济危机，西方经济逐渐形成了

方式是
“以钱挣钱”
，
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

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经

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
“四大病态”
。另一方
重、

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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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

域中如何吸收庞大的过剩资本已变得愈加困难，
越

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
以便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

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
证券等金融

贬值和财富转移，
掠夺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民族

市场进行投机。在强迫各国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

财富。

同时，美国金融寡头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

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

国家惯用的掠夺手法是，运用手中雄厚的资本，
通

高杠杆相互间或者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
将

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
首先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

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
全球股市、

以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利用投资攫取当地发展的红

关的大赌场。但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

利；二是利用手中的资本推动当地 廉价劳动力步

新产品”
或金融衍生品，
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
公司

入创造财富的行列，为它们日后掠夺创造条件。财

债务以及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包装而成；

富积累一旦达到预设目标，国际垄断资本就改变

要高杠杆运作，
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就需要举借新

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

的债务。正是在这种不断“举债”购买由各类债券

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

包装成的金融衍生品的恶性循环中，
美国经济中由

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

金融衍生品有毒资产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这些国家捞取

股票促销、庞氏骗局、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整体财

永久利益。

产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流失、债务责

第三，
通过军事凯恩斯主义武力剥夺他国石油
战略资源，
以维护美国的全球资本积累和单极全球
霸权。美国企图通过战争来控制中亚里海、
波斯湾
的石油战略资源。近十年来，美国积极抢占伊 拉
克、
阿富汗、
利比亚、
科索沃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
要地，在这些国家扶植亲美政府上台，使这些国家
的石油资源和市场沦为美国全球资本积累的牺牲
美国就能控制全球石油战
品。如果再控制了伊朗，
略资源，
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为 国
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
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
比以往任何一种
资本积累方式都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寄生性和腐
朽性。

任程度的提高、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
对财产的剥夺，
这一切就成了
“滞涨”
危机后资本主
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
同美国操纵下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
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有着密切
的关联。次贷危机爆发后，
除美国银行业遭受重创
外，从欧洲到亚洲，多家国际银行因广泛参与美国
次贷市场而蒙受损失，并大规模收缩相关业务，
导
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枯竭，
迫使欧洲、
日本、
澳大利
亚等国央行纷纷加入救市行列，
频繁向金融系统注
入巨额资金。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后向欧
洲蔓延，又引发了欧洲股市大幅度震荡，大量资金
从新兴经济体国家撤离，
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
弱、
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股票下跌更为严

三 、新 自 由 主 义 资 本 积 累 方 式 导 致 国
际金融危机爆发
2008 年 美 国 金 融 危 机 迅 速 蔓 延 到 欧 洲 国 家 ，

重。由此导致了美国、日本、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
国家 GDP 连续下降，
工业产值下滑，
失业率大幅上
升，
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

转变为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

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美国信用评级近

机，它实质上是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国际金融垄

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
挪

断资本集团在以经济金融化 、金融虚拟化和泡沫

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
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

化、
金融资本流动及金融运作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

的大规模街头骚乱，
美国
“占领华尔街”
抗议活动迅速

掠夺性金融体制下，
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所带来的

蔓延。戴维·哈维认为，
这种妄图通过
“概念化的资本

恶果。

流动”
来
“圈钱”
、
暴露人类最歇斯底里的贪婪欲望的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布雷 顿森林 体 系 崩
溃，
美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美国在实体生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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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正在激起

四、
新自由主义将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新
自由主义、
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1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的一个重要

社会政治斗争。
当下，
反抗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和反抗新自由主
义剥夺性积累的运动交织在一起，
前者的主要活动

特征是使资本的逻辑压倒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

是雇佣劳动者反抗资本剥削 、改善生存条件的运

辑，在扩 大经 济“效 益 ”的 同 时 ，将 私 先 于 公 、经 济

动；
后者包括对从古典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对文

利益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
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化、
历史与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当代金融垄断资本

和社会分裂。

掠夺的反抗。现在，从伦敦到曼哈顿，从科隆到东

在这种新式资本主义剥削掠夺机制下，
导致了

京，
从马尼拉到利马，
从汉城到魁北克，
从巴塞罗那

在人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
反倒出

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新自由主 义全

现了历史罕见的 10 亿人口没饭吃、部分国家彻底

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呈燎原之势。此外，
反对新

丧失发展能力的境况，
这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新

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运动还包括：
印度人民反对

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自由主义、

由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大坝建设项目的计划，
巴西争

过去 50 年来，工人们在新自由主义的肆虐中

夺土地耕种权的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

一无所获。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计算机和网络

以及在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瑞典和巴黎等地进行

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

着的各种反对生物剽窃的农民运动、
反对转基因食

“优化”
和劳动生产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

反对私有化的政治斗
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

的提高。
各国资本在提高本国经济世界市场竞争力的

争、发展中国家争取劳动权或妇女权利的运动、
抗

口号下，
把提高资本利润放在首位，
而把广大非熟练

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财政紧缩方案的运动

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造成了西方国家大规

等。这些激进政治运动组织，
有许多相聚于世界社

模的结构性失业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特别是东欧

会论坛，试图达成一定共识，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

剧变、苏联解体又使得全球的工人阶级增加了近 20

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团体。

亿。因此，
全球产业后备军的过剩供给导致了过去 30

仍在发展和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资本主 义

年间工人阶级的权利日益被剥夺，资本剥削愈加残

制度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加公正、

酷，
工人阶级的总体生存条件日益恶化。

合理的社会形态的渴望和探索，从而将逐渐增强世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
美国的工人阶级开始

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力量。可以预见，
在全球无

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
表

反新自由主义洪流的驱
产阶级汇合成的反资本主义、

面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已被极少数超级

动下，
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
“超越”
：
一是在经济

富豪操纵。经济自由主义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

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

发。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

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
私有化、
市场化的局

事 ，它 们 出 售 的“有 毒 ”资 产 的 收 益 作 为 利 润 已 进

限性将被重新认识，
普通民众唯有在努力实现真正的

入金融寡头的口袋。对它们造成的损失，所谓 的

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的基础

“民主政府”
却公然包庇、
纵容，不仅金融寡头几乎

上，
才能摆脱贫困。二是在政治发展上将超越
“一超”

无人受到法律制裁，
政府反而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

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
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

这些
“纵火犯”
。在民众看来，
金钱力量已深深操纵

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
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

和扭曲了政治过程与政策制定。愤怒的抗议者们于

性、
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
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

是爆发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统治，
尤其是

和国防自卫化机制。
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

反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
“占领华尔街”
运动。

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2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这种赤裸裸的帝
国主义掠夺行径，
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无产

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
（作者：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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