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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

暨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 综述

张广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联合主办ꎬ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承办ꎬ 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 «政治经济学研究» 编辑部、 «当代经济研究» 编辑部、 学习与

探索杂志社、 经济纵横杂志社和 «海派经济学» 编辑部等机构协办的 “第九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论坛暨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ꎬ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在辽宁大学召开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

学、 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大学、 辽宁大学等全国百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ꎬ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深入研讨ꎮ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教授主持开幕式ꎬ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辽宁大学副校

长杨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分别代表承办方和

主办方致辞ꎮ 论坛的召开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 对开拓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问题视阈与研究方法ꎬ 具有积极意义ꎮ
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ꎬ 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践相结合ꎬ 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和丰硕的理论成果ꎮ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ꎬ 是支撑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ꎬ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ꎮ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 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在主旨

报告中指出ꎬ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ꎬ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和发展ꎮ 在研究过程中应从统筹科学的角度来

理解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经济制度与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ꎮ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建平教授认为ꎬ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之一ꎬ 在恩格斯诞辰 ２００ 周年之际ꎬ 我们对恩格斯的最好纪念ꎬ 就是全面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

创立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ꎮ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ꎬ 我们更要从恩格

斯身上汲取学习的智慧和力量ꎬ 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ꎬ 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新宁研究员指出ꎬ 列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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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 范畴的伟大革命导师ꎬ 他把社会分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ꎬ 论证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化

大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ꎮ 列宁认为ꎬ 市场经济同一定所有制关系的结合会随着生产力

水平及其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不同的层次ꎬ 并在历史进程中呈现一定的阶段性ꎬ 这对于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研究员认为ꎬ 金融资本扩张是西方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

原因ꎮ 金融资本积累包含着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方面ꎬ 当生产性积累遇到危机时ꎬ 金融资

本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ꎬ 结果却使危机越来越严重ꎬ 这就是金融资本自身的悖论

逻辑ꎮ 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制度动力ꎬ 在抵御西方经济危机对我

国的影响中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ꎮ
浙江大学卢江副教授认为ꎬ 资本主义国家系统性危机的生成路径包括从经济基础危机引发上层

建筑危机的灰犀牛式路径和由偶然事件开启并导致国家整体事务塌陷的黑天鹅式路径ꎮ 在单点或多

点触发情况下ꎬ 系统性危机存在平行演化、 发散演化和趋同演化三种动态路径ꎮ 依据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和分配等理论发现ꎬ 资本霸权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主导逻辑ꎮ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

的新社会因素不断生成ꎬ 改良主义政策虽然延缓了系统性危机ꎬ 但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被取代的

历史规律ꎮ
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２０２０ 年伊始ꎬ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生ꎬ 由此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ꎬ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面

临重构契机ꎬ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ꎬ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创

新成果ꎮ
谢地认为ꎬ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ꎬ 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ꎬ 应充

分发挥我国的人口优势和市场优势ꎬ 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建立起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ꎮ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更高水平的外循环ꎬ 真正做到利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认为ꎬ 在全面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与发展历程

的基础上ꎬ 国内大循环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换中间的桥梁连接机制ꎬ
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ꎻ 在国际大循环中应发挥我国在生产端和需求端的潜能和优势ꎬ 从低成

本要素优势转变为规模化优势和创新优势ꎮ
清华大学李帮喜副教授指出ꎬ 经济循环过程本质上是价值循环ꎬ 价值在货币、 生产要素和商品

形态之间不断转换是经济运动背后的核心逻辑ꎬ 只有价值能够实现顺利循环ꎬ 经济才能够有效运转ꎮ
实现价值循环的条件是技术结构、 分配结构、 需求结构、 生产结构之间的相互配合ꎮ

南开大学乔晓楠副教授认为ꎬ 我国在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时期分别以内循环与外循环为主体实

现了工业化的两次跃升ꎬ 完成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的历史性蜕

变ꎮ 未来ꎬ 为应对成本悖论以及全球失衡带来的挑战ꎬ 实现工业 “由大到强”ꎬ 推动工业化的第三

次跃升ꎬ 有必要调整国际收支ꎬ 重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ꎮ
福建行政学院谭苑苑副教授认为ꎬ 唯物史观、 唯物辩证法以及实践认识论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

三大科学方法论ꎬ 它们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路明灯ꎬ 又是

我们解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丰富内涵的三把钥匙ꎬ 确立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唯物

史观的方法论遵循ꎬ 我们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多维度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 同时必须坚

持实践认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ꎮ

６４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３. 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最为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之一ꎬ ２０２０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ꎮ
大连理工大学李桂荣教授认为ꎬ ４０ 多年小康社会建设的历程表明ꎬ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ꎬ 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ꎬ 人民至上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价值追求ꎬ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真正落实共同富裕的理念ꎮ
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认为ꎬ 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ꎬ 新时代农民市民化过

程中保障和实现其农地财产权益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ꎮ 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ꎬ 需要构

建以用益物权为主要权属内涵的农地财产权体系ꎬ 创新以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 宅基地资格权和使

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为主的农地财产权经济价值的实现路径ꎮ
河南农业大学赵意焕副教授认为ꎬ 乡村振兴战略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意蕴ꎬ 共同富裕是乡村

振兴的价值追求ꎮ 党的十九大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ꎬ «资本

论» 共同体理论认为ꎬ 集体更能够创造和发展生产力、 集体更利于形成乡风文明的社会氛围和农村

劳动者的全面发展ꎬ 实现乡村振兴ꎬ 应该将国家力量和农村集体力量有机结合起来ꎮ
４. 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数字化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ꎮ 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将会被广

泛关注ꎬ 马克思主义是理解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的思想武器ꎮ 那么ꎬ 数字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

的剥削机制?
华中师范大学孟飞副教授认为ꎬ 数字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性劳动ꎮ

建构在 “一般数据” 基础之上的数字资本从未改变通过攫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本

性ꎬ 尽管它能暂缓资本生产过剩危机ꎬ 但依旧无法扭转资本主义生产比例失衡的趋势ꎬ 也就无法规

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ꎮ
云南大学王守义副教授认为ꎬ 基于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理论ꎬ 数字劳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ꎬ 它加

速了资本积累ꎬ 有利于缓解经济危机ꎬ 但未能真正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ꎮ 遵循 “技术创新—经济周

期—劳动形式变化—资本积累过程” 的逻辑顺序来解读数字经济发展ꎬ 有助于我们摆脱经验主义的

陷阱ꎬ 又能深刻理解数字经济背后的生产关系变迁ꎬ 进而从资本积累和价值创造过程透视数字经济

未来的发展趋势ꎮ
山东财经大学崔宝敏副教授认为ꎬ 无人工厂时代工业生产制造主要以机械化、 自动化、 智能化

的生产方式进行ꎬ 生产过程虽然需要较少的人甚至不需要人ꎬ 然而生产出的财富和价值并没有减少ꎬ
这似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ꎬ 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人工厂生产模式下价值低估命题ꎬ
以此来解释无人工厂的价值源泉之谜ꎬ 并分析了价值低估的四种机制以及价值低估的原因ꎮ

电子科技大学李弦讲师认为ꎬ 数字劳动是数字劳动者在雇佣或者非雇佣关系中ꎬ 通过数字平台

所进行的各种有酬或者无酬的 “生产性” 劳动ꎬ 可以从时代背景、 劳动主体、 雇佣关系、 是否有报

酬等角度来划分数字劳动的不同样态ꎬ 这些不同样态的数字劳动具有数字劳动过程的结构性变化、
产销一体性、 生产与休闲娱乐之间边界的消弭等新的结构性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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