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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一整套制度设置构成现代金融垄断资本

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ꎮ 美国凭借新技术革命、 金融全球化浪潮以及巨型跨国公司企业组织

创新所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布局ꎬ 开启了第五次资本主义长波上升阶段ꎮ 但新自由主义制

度设置在推动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埋下深刻的矛盾和危机ꎬ 最终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ꎬ
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入新的长波萧条阶段ꎮ 为恢复资本积累ꎬ 资本主义开始新一轮制度转型ꎮ 特朗普

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企图重塑全球价值链ꎬ 抽掉攀升的梯子、 堵塞攀升的通道ꎬ 对发展中国家实

施经济霸凌主义ꎬ 鼓吹军事战争文化ꎬ 甚至向着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霸凌主义演变ꎮ 这迫使中国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开辟新型全球化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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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新一轮资本主义长波下行阶段ꎬ 它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扩张长波时期所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ꎮ 从技术驱动层面看ꎬ 以信

息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已逐渐消退ꎬ 整个社会缺乏带动生产率增长和大

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技术动力ꎻ 从制度设置层面看ꎬ 新自由主义制度设置促进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经

济扩张的潜力已耗竭ꎬ 反而导致了积累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激化乃至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爆

发ꎻ 从市场拓展层面看ꎬ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开拓效应已转化为严重的全球生产过剩、 社

会分裂ꎬ 各国经历了政治极化、 文化冲突和社会阻力ꎬ 美欧民族国家逐渐抛弃以多边主义价值观为

基础的全球治理模式ꎬ 兴起了右翼民粹主义、 种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 “反全球化” “逆全球化”
浪潮ꎮ 特别是以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垄断资本不断加强对弱国经济的霸

凌干预ꎮ 因此ꎬ 深入研究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ꎬ 有利于把握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 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ꎬ 从而为 ２１ 世纪中叶中国的大国崛起ꎬ 引领南方国家开辟共同富裕的

新型全球化和新型现代化道路ꎬ 实现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ꎬ 提供理论探索和思考ꎮ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流派关于当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

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理论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派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ꎮ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论、 熊

彼特的长波机制理论和厄内斯特曼德尔长波理论都把从 “长波扩张” 向 “长波收缩” 转变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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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内在逻辑” 的必然产物①ꎮ 对于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前三次长波波动周

期ꎬ 大多数长波学者争议不大ꎬ 但对第四次长波上升之后的发展趋势则出现了较大的理论分歧ꎮ 有

一些学者认为ꎬ 从 １９７３ 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就进入了持续的长波下降阶段ꎬ 并一直延续到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ꎮ 例如ꎬ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ＯＨａｒａ) 认为ꎬ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６０ 年是美国和世界经济的长波上升时期ꎬ 而 １９７０ 年到 １９９０ 年以后则处于一个长波下降时期ꎮ 他

把经济全球化与形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对立起来ꎬ 断言经济全球化加剧国际竞争ꎬ 削弱了民族国家

自主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ꎬ 而没有一个实行调节主义的国家ꎬ 就难以形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ꎬ 也

不可能出现新的扩张长波②ꎮ 罗伯特布伦纳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ｅｎｎｅｒ) 指出ꎬ 尽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西方国

家出现过短暂的经济繁荣ꎬ 但这里面包含着结构性矛盾和危机ꎮ 他认为ꎬ 一旦以债务为资金基础的、
人为造成的高消费失去其发展势头ꎬ 虚拟需求的增大将导致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愈加严重ꎬ
从而促使一个新的衰退或危机的到来ꎬ 因此资本主义没有形成真正的长波上升阶段ꎮ 以大卫戈登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ｒｄｏｎ) 和大卫科茨 (Ｄａｖｉｄ Ｍ. Ｋｏｔｚ) 为代表的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流派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ꎬ 简称 Ｓ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则持不同的观点ꎬ 他们认为ꎬ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后ꎬ 美国经济增长并非始终处于持续的下降趋势ꎬ 而是经历了一个新的长波波动

周期ꎮ 此外ꎬ 维克托利皮特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ｉｐｐｉｔ)、 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 (Ｉｓｍａｅｌ Ｈｏｓｓｅｉｎ － Ｚａｄｅｈ)、
安东尼加布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ａｂｂ) 和贝赫扎德亚格马尼安 (Ｂｅｈｚａｄ Ｙａｇｈｍａｉａｍ) 等学者也赞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出现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③ꎮ

从各流派观点来看ꎬ 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代表人物保罗斯威奇 (Ｐａｕｌ Ｓｗｅｅｚｙ)、 保罗巴兰

(Ｐａｕｌ Ｂａｒａｎ) 认为ꎬ 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会造成持续的经济停滞趋势ꎮ 约翰贝拉

米福斯特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指出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

和需求逐渐饱和ꎬ 全球生产过剩导致资本积累利润率逐渐下滑ꎮ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扩张性财政政

策的实施促使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资本主义再没有找到一种

能够解决资本积累驱动力问题的方法ꎮ 自 １９７０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除了亚洲部分地区ꎬ 美国和全球经济处

于持续的长波下行和萧条阶段ꎬ 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ꎮ 福斯特认为: “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停滞

僵局已经恶化: 潜在的疾病已经扩散和加深ꎬ 同时出现了新的腐蚀性症状ꎮ”④ 福斯特指出ꎬ 金融化

是垄断资本寻求对抗停滞的重要手段ꎮ 新经济 ＩＴ 泡沫的破灭ꎬ 迫使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ꎬ 形成

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泡沫ꎮ 为了降低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带来的风险ꎬ 这些新的债务证

券被金融证券公司通过 “信用债务掉期” 等方式 “抵押” 以抵消违约ꎬ 从而将债务风险扩散到全球

金融市场ꎬ 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ꎬ 将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推入大萧条的深渊ꎮ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ꎬ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由 “积累体制” 和 “调节模式” 相结合而成: “积累

体制” 是指生产和分配价值的组织和剩余价值生产机制ꎻ “调节模式” 是指 “一整套的规则、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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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 行为模式、 社会网络和组织形式ꎬ 它是能够稳定积累体制的制度”①ꎮ 米歇尔阿格利塔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认为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大规模社会生产刺激大规模群众消费的福特主义资本

积累体制促成了长波上升阶段ꎮ 但是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早期ꎬ 以金融主导的增长体制取代了旧的

资本积累体制ꎬ 这种金融主导的增长体制的主要特征是: 金融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形成联盟ꎬ 反对政

府对金融的监管ꎬ 收入分配大量地向金融财富集团集中②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新增长体制的活

力依赖于金融创新和家庭信贷大规模扩张ꎬ 却导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和陷入长期停滞③ꎮ
美国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流派认为ꎬ 一定时期和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和文化意识形

态的制度设置会促进利润增长和持续的经济扩张ꎬ 但这套制度设置本身又蕴含着结构性矛盾和危机ꎻ
在另一时期和阶段ꎬ 过去的制度设置逐渐成为阻碍资本积累的障碍ꎬ 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的爆发ꎬ 这就意味着唯有通过构建新的 “积累的社会结构” 才能解除这场危机ꎮ 大卫科茨指出ꎬ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ꎬ 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开辟ꎬ 促使资本主义进

入新的长波上升阶段ꎮ 但是ꎬ 此次推动美、 英等主要国家经济长期扩张的重大结构调整却蕴含着深

刻的矛盾: 一是压低工人工资增长以提高剥削程度ꎬ 这显然有利于推高利润率ꎬ 但同时也加剧了相

对于过剩生产能力而言的有效需求不足ꎻ 二是实行经济金融化以转移过剩资本ꎬ 并通过金融泡沫、
财富效应和债务融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ꎮ 这些新制度确实在一定时期能推动利润率回升和投资增

长ꎬ 但当新自由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构” 能量耗尽时ꎬ 又引发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ꎬ 将美欧经

济推入长波萧条阶段ꎮ

二、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机理

“积累的社会结构” 理论认为ꎬ 从 １９４８—１９７０ 年ꎬ 美欧国家出现了 “管制的资本主义”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这种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积累的社会结构” 是从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中兴起的ꎬ 又逐渐演变为利润获取和经济增长的障碍ꎬ 最终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 “滞胀” 危机中衰

落ꎮ 为了挽救危机ꎬ 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维护大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

构” 进行制度转型ꎮ 新自由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构” (ＳＳＡ) 的核心制度包括: “经济和金融的全球

化ꎬ 放松对金融业的政府管制ꎻ 私有化和外包公共产品和服务ꎬ 为大企业和富人减税ꎻ 无约束的市

场竞争ꎬ 市场规则渗透进企业内部ꎮ”④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ꎬ 西方国家政府对富人和大公司的

税收减少了ꎬ 但它对中等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ꎮ 大公司和政府联手打压工会ꎬ 使工会不再能够在公

司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导致工人的工资下降、 工作条件不断恶化ꎮ 银行被解除管制后ꎬ 金融机构

从生产性的借贷转向了投机性的借贷ꎬ 从而制造了一系列高风险金融证券ꎮ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ꎬ 新自由

主义 ＳＳＡ 的确带来了长达 ２５ 年的经济持续扩张ꎬ 但同时也导致了四种发展倾向ꎮ
第一ꎬ 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ꎮ 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利润率上升ꎬ 新自由主义政府主张放弃国家

宏观调控ꎬ 恢复赤裸裸地剥削的资本主义类型ꎬ 这必然造成利润挤压工资ꎬ 收入的增长日益向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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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集中ꎬ 导致美国家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急剧增大ꎮ 到 ２００６ 年ꎬ 美国非农业工人的真实小时工资

已经降低到 １９６７ 年的水平①ꎮ 一方面ꎬ 利润增长速度快于工资有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ꎬ 但另一方

面ꎬ 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普通民众实际收入的停滞ꎬ 必然带来有效需求不足ꎬ 加剧生产与

消费的矛盾ꎮ 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破坏促使资本主义向 “债务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 模式转变———
普通民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 “次贷” 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ꎮ 到 ２０００ 年ꎬ 美国数百万中低收入

家庭不得不依靠信贷去支撑他们的家庭开支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 ＩＴ 泡沫破灭以后ꎬ 金融机构加强推行

个人收入特别是住房的金融化ꎬ 包括向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ꎬ 导致

储蓄率下降和家庭债务急剧增长ꎮ 靠债务支撑的消费高涨在推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经济繁荣中虽然

起了一定作用ꎬ 但狂热的债务经济和信贷泡沫也埋藏下金融危机的祸根ꎮ
第二ꎬ 金融投机盛行ꎮ ２０ 世纪末期ꎬ 美国实体经济领域面对激烈的竞争ꎬ 导致大量资本不断向

金融领域涌入ꎬ 金融衍生品创新和资产泡沫膨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和财富效应又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涌向虚拟经济ꎬ 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被创造出来ꎬ 在全球金融市场通过投机赌博以攫取巨额财

富ꎮ 美国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正是通过对债务的层层包装ꎬ 名曰提高信用等级ꎬ 实则是把高风险

转嫁给全球市场来谋取高额利润ꎮ 科茨还分析了 ＣＥＯ 薪酬制度与金融导向的加强作为一种新自由主

义积累机制的内在联系ꎬ 即在一味追求高利润的氛围下ꎬ “从公司外部任命 ＣＥＯꎬ 使得 ＣＥＯ 工作期

限变短ꎬ 因为现在的 ＣＥＯ 只专注近期公司的股市变现和企业的金融投机活动ꎬ 想通过良好的股市表

现使他自己顺利进入另外一家工资更高的企业工作”②ꎮ 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企业越来越偏离传统

的金融活动ꎬ 通过 “以钱圈钱” 的资本自我循环来增殖的 “魔术”ꎬ 追求利润最大化ꎮ 然而ꎬ 金融

产品的赌博性交易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生产活动ꎬ 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ꎮ
第三ꎬ 产生大规模的资产泡沫ꎮ 在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ꎬ 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为剩余

价值实现提供了长期的解决方案ꎮ 科茨认为ꎬ 企业利润和富裕家庭的收入大于现有的生产性投资机

会ꎬ 因此这些收入被投资于金融资产ꎬ 导致了金融资产价值的不断上涨ꎮ 同时ꎬ 放松管制的金融机

构加大放贷ꎬ 以支持价值不断上涨的金融资产的投机ꎬ 从而推动其价值变得越来越高ꎮ 随着购买资

产带来大量资本收益ꎬ 资产价格上涨变得能够自我维持③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以核裂变

链式反应进行: 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 (房地产放贷机构将债权出售给投资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转移

风险ꎬ 规模约两万亿美元) →房贷抵押贷款债券化 (投资银行将这些抵押贷款资产包装成资产抵押

证券 ＡＢＳ 和抵押贷款证券 ＭＢＳꎬ 将其出售给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转移风险) →穆迪 (Ｍｏｏｄｙｓ Ｉｎ￣
ｖｅｓｔｏ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标准普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Ｐｏｏｒｓ) 和惠誉 (Ｆｉｔｃｈ Ｒａｔｉｎｇｓ) 等评级公司与金融机构相互

勾结ꎬ 给 ＡＢＳ 和 ＭＢＳ 等级评为 ＡＡＡ→房贷信用违约掉期 ＣＤＳ (这些投资银行金融机构又发明了

“信用违约掉期” 等更复杂的资产支持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在金融部门内反复交易) →最终达到数千

万亿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创新产品ꎮ 各种对冲基金机构追捧这些金融创新产品ꎬ 最终形成一个以次

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倒金字塔型债务大厦ꎮ
第四ꎬ 新自由主义政策加速经济、 金融全球化进程与社会分裂ꎮ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

整合到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编织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中ꎬ 成千上万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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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一个个价值创造节点ꎮ 一方面ꎬ 国际垄断资本把生产部门

向南方国家转移ꎬ 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越来越少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所占有ꎻ 但另一方面ꎬ 这也

导致美欧各国国内制造业逐渐 “空心化”ꎬ 日益形成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富豪精英与国内产业 “空
心化” 后贫困的普通民众之间两极分化的鸿沟ꎮ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下ꎬ 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美英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看不见硝烟的 “金融货币战争” 来掠夺和大规模转移发展中国家创造的民族

财富ꎬ 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大ꎬ 各种极端民族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兴起ꎮ
科茨揭示了在以上四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２０００ 年

之后ꎬ 放松管制的金融部门想方设法向更多的人 (包括那些中低等收入者) 提供按揭贷款来谋取巨

额利润ꎬ 先后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 Ａｌｔ—Ａ 抵押贷款和各种其他新型贷款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７ 年ꎬ 家庭债务与家庭收入之比几乎翻了一番ꎮ 到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ꎬ 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

无法持续下去ꎮ 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ꎬ 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ꎮ
随着资金链的断裂ꎬ 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破产ꎮ”① 大规模 “次贷” 违约引爆了 ２００７ 年美国房地产

次级抵押贷款危机ꎬ 购买美国房地产 “有毒债券” 的全球金融机构和银行均遭受重创ꎬ 由此将世界

经济拖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ꎬ 并成为由资本主义扩张长波到萧条长波的转

折点ꎮ

三、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转型及其危害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学派认为ꎬ 结构性危机爆发后ꎬ 资本主义国家要走出 “长期萧条”ꎬ 开

启新一轮扩张长波ꎬ 必须通过制度转型来 “重塑自我”ꎮ 科茨认为ꎬ 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开始

了新一轮的制度转型ꎬ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期ꎬ 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 印度、 匈牙利、 波兰和菲律

宾兴起了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②ꎮ 至 ２０１８ 年ꎬ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在捷克共和国、 意大利、 斯洛

文尼亚和土耳其赢得选举优势③ꎮ 一旦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得到巩固ꎬ 它们将诉诸暴力来快速解决国

内外经济社会问题ꎮ
１. 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崛起的社会阶级基础

当前漫灌欧美大陆的右翼民粹主义、 右翼专制民族主义、 霸凌主义思潮的兴起ꎬ 反映了现代金

融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的焦虑情绪及其潜藏的激化中的社会矛盾ꎬ 表明当前西方国家内部已形成新的

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④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滞胀” 危机后ꎬ 西方国家建立起为大资本利益服务、 放任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剥削的新自由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构”ꎮ 首先ꎬ 里根政府大幅削减富豪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ꎬ 将经

济负担转嫁给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ꎬ 导致此后 ２０ 多年内美国社会总收入急剧地从中产阶级向富人阶

层转移ꎬ 中产阶级队伍不断萎缩ꎬ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产阶级繁荣时代的终结ꎮ ２００７ 年美

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最终将中产阶级推向悬崖边缘ꎬ 大批工厂企业的裁员使得数百万人就此告别了拥

有医保、 收入、 退休金的稳定生活ꎬ 被无情地抛入失业大军ꎮ 其次ꎬ 代表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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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纳税人资金去拯救危机肇始者———金融机构与大资本企业ꎬ 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都明确地意

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ꎬ 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已被少数超级富豪所操纵ꎮ 处于经

济压力中心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对富人和民主党、 共和党建制派精英的愤怒情绪在不断积攒ꎮ 长

期存在的高失业率、 治安恶化、 政治腐败丑闻也显现出两党建制派精英对于危机的无所作为ꎬ 愈加

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政治精英的整体厌弃ꎮ 最后ꎬ 在政治上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ꎮ
白人蓝领阶层这类选民文化程度不高ꎬ 经济上比较困难ꎬ 他们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抢占其就业、
教育、 医疗等资源深感不满ꎬ 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侵蚀感到极为焦虑ꎬ 他们持白人至上主义ꎬ 把

怨恨和不满倾泻到少数族裔和移民身上ꎮ 特朗普选中少数族裔、 非法移民和宗教群体等作为经济不

景气的 “替罪羊” 来转移民众视线ꎬ 赢得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ꎮ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挑战新自由主

义的核心方面ꎬ 强调本土主义、 仇外心理、 白人至上主义以及一种能够恢复过去荣耀的复仇主义ꎬ
鼓吹一整套 “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的战略目标ꎮ 于是ꎬ 特朗普在寻求保护国家安全和恢复美国在

世界上崇高地位的支持者眼中化身为 “民族英雄”①ꎮ
２. 特朗普政权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掠夺民众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化、 虚拟化ꎬ 曾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扩张长波中

起过推动作用ꎬ 由此形成的金融泡沫及其破灭成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和导致经济 “大衰退” 的重要

原因ꎮ 危机爆发后ꎬ 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大规模救助金融巨鳄ꎬ 连续实行了几轮所谓的 “量化宽

松” 政策ꎬ 迅速降低利率ꎬ 向银行大量收购政府、 公司的抵押贷款债权ꎬ 其资金部分来自纳税人的

高额税款ꎬ 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激增ꎮ 自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联邦政府负债从 ８ ９５ 万亿美元一

路飙升到 １９ ４５ 万亿美元ꎬ 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从 ６２ ５％飙升到 １０６ ０％ ꎮ 政府为降低预算赤字和政府

债务ꎬ 便着手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政府投资和社会福利开支ꎬ 提高工薪劳动者的税收ꎬ 延长退休年

龄和提高缴费比率ꎬ 以降低 “年金” 成本ꎮ 所有这些 “紧缩” 措施ꎬ 实质上是用劳工群众的血汗钱

去为大资本金融投机赌博的失败埋单②ꎮ 特朗普政权从联邦预算中削减 １ ５ 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ꎬ
将大量资源转移给富人ꎮ 同时ꎬ 共和党国会带着病态的热情削减对穷人至关重要的福利ꎬ 如削减联

邦政府对超过 ３００ 万人的食品券的支持ꎬ 私有化和惩罚性的医疗保健方法将缩短数百万穷人、 无保

险的年轻人、 无证移民、 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命ꎮ 这些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永久化ꎬ 并通

过取消社会福利计划给普通民众带来更深的痛苦ꎮ
美英等发达国家面对自身的制造业 “空心化” 和劳动力市场恶化ꎬ 不但不自省自查、 锐意改

革ꎬ 反而迁怒于相关贸易国ꎬ 泛起一股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ꎮ 特朗普公开打出 “美国优先”
“雇美国人” “买美国货” 的保护主义旗号ꎬ 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ꎮ 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

双重的: 一方面ꎬ 保护其国内市场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贸易制裁阻断其他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攀升

的机会ꎬ 从而达到美国富豪精英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目的ꎮ 但贸易战的痛苦却由美国工人农民阶级

承担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代表美国 １５０ 多家贸易协会的组织发表声明说ꎬ 过去 １０ 个月ꎬ 美国消费者、 农

民等一直为贸易战的全部成本埋单ꎮ
３. 特朗普政权的霸凌主义行径危害国际社会

第一ꎬ 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ꎬ 鼓吹暴力报复政治对手ꎬ 特别是他关于国家对穆斯林、 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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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 妇女的生殖权利以及排斥少数族裔的威权主义话语ꎬ 使白人至上主义和军事化力量所支

撑的战争文化又重新得到了释放ꎬ 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已从边缘转移到美国政治的中心ꎬ 并日益笼罩

着整个国际社会ꎮ 特朗普督促建立边境墙ꎬ 切断非法拉丁裔移民的流动ꎬ 启动穆斯林旅行禁令ꎮ 对

此ꎬ 乔拉姆齐 (Ｊｏｅ Ｒａｍｓｅｙ)、 亨利吉鲁 (Ｈｅｎｒｙ Ｇｉｒｏｕ) 等学者指出ꎬ 特朗普政权对民主、 共同

利益和社会契约的憎恨显示了过去法西斯主义中的一些特点ꎬ 如白人至上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 强

烈的厌女主义、 反移民狂热ꎮ 法西斯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政治历史背景下有所不同ꎬ 在纳粹德国是公

然将犹太人赶进集中营进行种族清洗ꎬ 而在当前的美国则表现为对强人领袖的绝对服从ꎬ 鼓吹特定

种族的优越地位以及暴力是实现政治净化的形式ꎬ 相信仇恨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ꎮ 特朗普的上台标

志着威权统治和白人至上主义时代的复苏①ꎮ
第二ꎬ 特朗普政权推行经济霸凌主义来打压其他国家ꎬ 目的是让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加强对他国

经济、 社会生活的干预ꎬ 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ꎮ 特朗普执政后ꎬ 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措施ꎬ 肆意挑起全球贸易争端ꎮ 美国坚持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 不对等的贸易政策ꎬ 导致

美国出现对华贸易逆差ꎬ 在双边经贸交往中 “吃了亏”ꎬ 强行对华采取单边加征关税措施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 宣布拟对约 ３０００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２５％关税ꎮ 欧盟、 日本、 加拿大、 墨西哥

等国被任意加征关税ꎬ 印度被取消最惠国待遇ꎮ 特朗普政府执行的 “美国优先” 战略ꎬ 一方面反映

了美国力量的衰落及维持其霸权统治的困难ꎬ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为国际局势的

动荡开启了大门ꎮ
第三ꎬ 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将军事战争文化拖进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ꎬ 并把仇恨、 恐

惧、 军事价值观以及赋予战争机器合法性的武装政策转变为国家身份认同象征ꎬ 目的是维护美国的

全球霸主地位ꎬ 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 “领导地位” 提出挑战的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 “马歇尔基金会” 的演讲时宣称: “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

领导者地位ꎮ” 美国大规模扩张军事工业综合体ꎬ 特朗普 “要求增加数万名士兵ꎬ 扩充已有 ３５０ 艘

军舰的海军和庞大的空军ꎬ 开展以反导弹为基础的天基星球大战计划ꎬ 以及对五角大楼 １ 万亿美元

的加速核武库现代化的投资 (所有这些) 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使五角大楼的军事预算增加超过

９０００ 亿美元”②ꎮ 特朗普政权还频频在全球各地区进行军事威胁和挑衅ꎬ 甚至采用无人机暗杀手段去

打击不驯服的国家ꎬ 从而加剧了全球军备竞赛ꎮ 针对特朗普对朝鲜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ꎬ 美国共和

党参议员鲍勃科克警告ꎬ 特朗普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正朝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③ꎮ
科茨指出ꎬ 尽管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利用了反精英、 反建制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民众运动ꎬ

但特朗普政权是由金融垄断资本家和大企业富豪精英构成———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

勒森 (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出任国务卿、 对冲基金百万富翁斯蒂芬姆努钦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ｎｕｃｈｉｎ) 出任财政

部部长、 高盛总裁加里科恩 (Ｇａｒｙ Ｃｏｈｎ) 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④ꎮ 该政权在经济和社会政策

上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ꎬ 掠夺中产阶级和工人财富来充实超级富豪和大公司资本家的金库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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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武装警察部队加强对民众的监禁ꎬ 推行战争经济和军事化扩张的外交政策ꎮ

四、 中国在 ２１ 世纪资本主义长波下行阶段中的对策

萨米尔阿明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 指出: “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

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 东方和南方复辟ꎬ 而且这种复辟是

与普遍化的、 金融化的、 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ꎮ”① 打着 “反新

自由主义全球化” 旗帜的特朗普政权并不打算触动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ꎬ 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缓解美

欧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措施ꎬ 而是在全球寻找危机的 “替罪羊”ꎮ 目前ꎬ 美国精英层深陷 “修昔

底德陷阱”ꎬ 为扭转美国衰落的经济霸权ꎬ 积极发动贸易战、 科技战、 金融战ꎬ 甚至发动军事战争

去打击其他国家ꎬ 企图向外转嫁危机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ꎬ 从而给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

来动荡不安与全球风险ꎮ 如何应对来自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对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时代挑战已迫在眉睫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以 １９ ８％的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越美国的 １９ ４％ ꎬ 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ꎮ 美国

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提升感到极度不安ꎬ 瞄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贸易战就成为美国抑

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ꎮ 美国以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大规模加税ꎬ 美国所加

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包括航空航天、 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高端机械产品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美国先后对中

兴通讯公司、 华为科技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ꎬ 甚至要求有关国家共同加入抵制行列中来ꎬ
对中国的经济安全、 国家安全造成了全方位冲击ꎮ 破解特朗普政权的经济霸凌主义ꎬ 中国应当采取

以下三个应对策略ꎮ
１. 加快实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建成不依附美国的全产业价值链

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国想要扭转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霸权地位的衰落趋势ꎬ 妄图重新控制全

球价值链ꎬ 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ꎬ 阻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目标ꎮ 针对美国阻碍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的打压行为ꎬ 中国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

济增长方式ꎬ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ꎬ 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ꎬ 改变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顶端的格局ꎮ 中国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规划纲要» 明确指出: “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ꎬ 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ꎮ 不断创造新

技术和新产品、 新模式和新业态、 新需求和新市场ꎮ”② 事实上ꎬ 在今日中国ꎬ 既有大量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ꎬ 又有一套不受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支配的国

有和民营企业体系ꎬ 这种全产业链体系能让中国不仅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劳动密集型产业ꎬ 而

且也能够快速在产业结构中攀升ꎬ 分割全球资本密集型产业ꎬ 并逐渐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崭露头

角③ꎮ 面对特朗普政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ꎬ 中国应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人工

智能、 高铁航空等高科技行业的研发投入ꎬ 打造世界级的创新、 创业、 创投国际平台ꎬ 汇集世界华

裔顶尖人才ꎬ 真正提升中国的制造业地位ꎬ 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ꎮ

３５１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制度转型

①
②

③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ꎬ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６６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４.
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６－０５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７４８１２.

Ｈｔｍꎮ
参见雷少华: «全球产业结构变迁与政治裂隙»ꎬ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２. “一带一路” 倡议引领发展中国家走新型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ꎬ 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的衰落ꎬ 中国开始向着世界体系

转型中制度塑造者的角色转变ꎬ 力求突破和改变以往强权政治、 霸权争夺、 零和博弈的国际竞争逻

辑ꎬ 倡导一种更具包容性、 平衡性、 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理念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带一路” 高

峰论坛上指出ꎬ 当前 “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ꎬ 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ꎬ 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

合ꎮ 地区热点持续动荡ꎬ 恐怖主义蔓延肆虐ꎮ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治理赤字ꎬ 是摆在全人类面前

的严峻挑战”①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方

案ꎬ 要摒弃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弱肉强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和充斥强烈的霸权主义、 强

权政治色彩的中心—边缘结构ꎬ 主张通过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ꎬ
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ꎬ 将中国发展动力传导给沿线国家ꎮ 中国对沿线发展中国家采取 “内生造血

型” 经济扶助方式ꎬ 即通过联通基础设施网络ꎬ 整合区域乃至全球经济资源ꎬ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生产链、 供应链、 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ꎬ 共享全球化成果和红利ꎬ 从而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走上

共同富裕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现代化道路ꎮ “一带一路” 倡议开创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发展

新篇章ꎬ 最终将实现各国共建政治互信、 经济共赢、 文化包容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３. 联合全球左翼政治力量ꎬ 钳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力量法西斯化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觉悟到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造成世界贫富分

化鸿沟、 失业率居高不下、 债务危机、 生态环境恶化和民主腐败的根源ꎬ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陷入

深刻的经济危机、 合法性危机和价值危机ꎮ 在美欧多个国家都爆发了连绵起伏、 声势浩大的罢工、 抗

议示威游行ꎬ 例如ꎬ 希腊大骚乱、 英国伦敦骚乱和全国大罢工、 美国 “占领华尔街” 运动、 法国 “黄
马甲运动” 等ꎮ 在美国ꎬ 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对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性别歧视、 白人至上主义、 仇外主义

等一系列过激言论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声ꎮ 在资本主义陷入普遍危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复兴的

历史趋势面前ꎬ 中国应支持西方国家工人运动、 反种族运动、 反性别歧视运动、 生态修复运动和反对

白人至上主义ꎬ 等等ꎮ 在全球范围内凝聚进步力量ꎬ 形成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力量法西斯化的有力钳

制ꎬ 促使其满足广大民众争取更多社会福利、 自由、 民主的愿望ꎬ 推动更有利于人民福利的社会改革

或制度转型ꎬ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ꎬ 建立更加公正、 合理、 公平、 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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