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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来看，租金通常被视作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特定形式，

但其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仍需充分讨论。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构

建了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研究表明，租金会通过作用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社会总

资本扩大再生产来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两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租金榨取的阶级结构、竞争的制度形式、
土地所有权形式、国家的制度形式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等制度形式，从而初步考察了租金与社会总产

值之间的关系，为扩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增长与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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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来看，租金通常被视作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特定形式，但它在

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尤其是正面作用仍需进一步讨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利润和地

租的使用进行了比较: 资本家受到资本竞争规律的限制，必须将大部分利润投入再生产过程，“至于地

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

常的职能。”［1］999因此，马克思认为地租主要用于奢侈性消费，而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他还指出，地租

的存在会压低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从而阻碍资本积累。［1］87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矛盾日益加剧的

时代背景下，租金理论引起学界的热烈关注与讨论，［2］学者们也开始重新评估租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斯科特认为，地租的使用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土地贵族作为寄生性阶级，将

地租浪费于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支出。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土地所有权与资本相互融合，资本主义

部门可以获得地租并将之用于新增投资，从而扩大了资本积累的规模。［3］大卫·哈维指出，地租对经济

增长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作用。一方面，随着商品交换的增长、货币关系的扩散和信用体系的成长，当

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土地被当作一项金融资产，土地买卖以其在未来所提供的租金为依据，土地所

有者有激励推动土地的开发模式、投资及业务以最佳的方式进行，最终使得剩余价值生产与租金提升两

者相互协调;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抬升地租，过剩的货币资本会涌向土地市场，并造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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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的投机泛滥，最终掠夺和破坏土地上的生产活动。［4］克拉特克的观点与哈维类似，认为在土地所有

权与资本相互融合的条件下，如果地租的提升与资本增殖过程联系在一起，那么地租的存在会直接促进

资本积累; 如果地租的提升仅仅依赖金融增殖，脱离了实际的生产和资本增殖过程，地租就会阻碍经济

增长。［5］一些学者还将租金理论拓展至土地市场之外，考察了新的租金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

响。如，曼德尔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卡特尔协议等制度垄断新技术，从而

持续获得一种垄断超额利润———技术租金，企业对技术租金的竞相追逐又会导致它们不断增加研发投

入，从而加速技术革新并导致经济进入长波的上升期。［6］192阿明提出，中心国家可以通过垄断先进技术、
控制金融体系、垄断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资源等方式，从外围国家获取一种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租金。
帝国主义租金的国际转移加速了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并阻碍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全

球经济失衡。［7］

此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学者立足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经验，分析了各种具体形式的

租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苏联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从非国有经济手中获取

了大量垄断租金，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加快了工业化进程。［8］刘守英、孟捷等研究发现，中国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地方政府可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巨

额土地租金，并将之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9，10］青木昌彦等提出，

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政府根据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等反映企业竞争力的指标来相机性地分配租金

( 例如进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行业管制所产生的租金) ，企业间的竞争压力又进一步促使企业将租金用

于生产性用途和技术升级，这种“相机性租金”的运行机制成为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11］穆斯

塔克·汗比较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亚洲国家租金分配政策的经济绩效: 一方面，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政

府具有挑选优秀企业进行技术补贴和快速识别错误决策的能力，因而租金被高效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

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腐败且决策能力较低，产业政策形成的

租金主要用于政治游说等非生产性支出，因而租金使用效率较低。［12］91－103

上述学者的分析都建立在特定租金类型和制度条件的基础上，局部地揭示了租金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但没有围绕这一关系进行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阐述，经济增长蕴

含于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中。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使用价值和价值总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绝

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在工业革命以后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法。在再生产

过程中，社会总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分别考察租金在生产过程和扩大

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分析经济制度对这两种作用的影响，最终构建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

析框架。
二、租金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在分析租金对生产过程的作用之前，需要首先明确租金的定义。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

地租的概念、形成原因及其本质进行了系统阐述。马克思指出，地租是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

而支付给地主的款项，土地的自然禀赋( 肥沃程度、区位、特殊品质) 及土地上使用资本的方式( 资本有

机构成、同一地块追加投资) 会造成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或市场价格偏离其社会生产价格，从而产生

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垄断和土地经营权垄断，这些超额利润被制度化而得

以持续存在，最终转化为地租。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土地之外的要素或

产品，从而衍生出更具一般性的租金概念: 租金是为了使用某种稀缺性要素 /产品而支付给其所有者 /供
给者的款项，它的形成原因是特定制度造成的垄断，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超额利润。

学界对于超额利润的来源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超额利润来源于采用新技术的企业自身的

复杂劳动所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 第二种解释认为，企业的超额利润来源于部门内或部门外的价值转

移。［13，14］根据第一种解释，率先采用新生产技术的企业需要运用经过培训的熟练劳动和参与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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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劳动，这些复杂劳动相比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更大，在工资率保持不变或以低于

复杂劳动超过简单劳动的比例增加时，剩余价值会相对增加并由此产生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来源于

本企业复杂劳动的物化。［15］第二种解释则适用于除复杂劳动参与生产以外的两类情况: 一是当产品以

部门内的平均劳动时间所确定的社会价值出售时，技术先进企业生产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因

此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技术落后企业生产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高出的这部分价值通过社会价

值的形成过程转移到技术先进企业手中，从而构成技术先进企业的超额利润来源; 二是当产品面临“持

续性稀缺”( 即需求长期超过供给) 或存在市场垄断时，产品的市场价值等于生产率最低企业的个别生

产价格或垄断价格，该行业( 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除外) 或垄断性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马克思所分析

的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分别对应这两类超额利润①，它们都是由于社会机制的作用而使社会价值或市

场价格凭空增加一个虚假部分，因而也被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和“虚假的社会价格”，它们的来源不

是本部门剩余劳动的物化，而是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16］从上述两种解释可以看出，超额利润与价值生

产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来源的超额利润对社会价值总量的作用存在差异。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

作为制度化超额利润的租金。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不仅会通过改进生产技术与工艺来提高劳动的客观条件，还会通过增加劳动的

复杂程度和强度来提高劳动的主观条件。［17］劳动客观条件的提高不会影响社会价值总量，但会影响各

个企业生产产品的个别价值，进而导致部门内的价值转移，而劳动主观条件的提高则会直接增加劳动者

创造的价值量。［18］此外，在技术进步产生新产品的情况下，新产品市场出现“持续性稀缺”或市场垄断，

从而产生部门间的价值转移。因此，技术租金( 包括由于技术垄断产生的帝国主义租金) 的来源通常既

包含其他部门或同部门其他企业的价值转移，又包含本企业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增量，后者意味着技

术租金能够促进价值总量增长。至于其他类型的租金( 如垄断租金、由于金融和自然资源垄断产生的

帝国主义租金等) ，由于它们不是复杂劳动参与生产的结果，其来源是其他部门或企业的价值转移，因

而不会直接增加社会价值总量。但是，由于经济总量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核算的，因此，需要将源于价

值转移的租金分为两类: 第一类租金来源于本国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移，该类租金不会影响本国

的价值总量; 第二类租金来源于国际价值转移，该类租金转入国的价值总量会增加，转出国则相反。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 即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 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

一。［19］229一些学者关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测量指标的研究也表明，GDP 不仅是表现价值量的指标，还

是反映使用价值量增长，从而反映生产率水平的指标，在剔除不变价格因素后可以得到: 年净产出 =年

净产出价值×劳动生产率。［20］因此，在讨论租金对价值生产的作用之后，需要进一步分析租金对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对此，可以按照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首先，技术租金( 包括由于技术垄断产生的帝国主义

租金) 的产生会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因此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级差地租Ⅱ是在同

一地块上追加投资产生更高劳动生产率所导致的超额利润，农业土地上的追加投资表现为改良土壤、购
买化肥等方面的投入，城市土地上的追加投资表现为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建筑容积率等方面的投

入，这些投入会导致级差地租Ⅱ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 ［21］最后，其他类型租金的产生并未伴随生产条

件的改善，因而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
综上所述，在生产过程中，租金会作用于社会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租

金的这两种作用都隐含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中。一方面，根据超额利润来源的第一种解释，技术

先进企业运用复杂劳动创造更多社会价值量的同时，也引起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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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绝对地租的来源问题比较复杂: 如果绝对地租的存在是以农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部门为前提( 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

本主义农业符合这种情况) ，那么农产品的市场价值等于劣等地农产品的个别价值，此时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业部门生产的价值，如果农

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 现代农业符合这种情况) ，地主仍可凭借土地所有权垄断收取绝对地租，此

时绝对地租来源于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



思的观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

正比［19］369。结合上文对租金作用的分类，需要重点阐释三种租金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关系。第一，

技术租金来源于先进企业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它的存在会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速技术革新，从

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6］214－215第二，级差地租Ⅱ会引起土地经营者或土地所有者的追

逐，他们会竞相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的肥力和区位条件，因此会降低农产品的生产价格和工商业品的流

通费用，进而导致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提升。第三，帝国主义租金的国际转移同样建立

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之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布伦纳所言，外围向核心地区转移价值的根源在于

这两类地区的阶级结构与生产模式存在差异: 外围地区的主导生产模式是以强制榨取廉价劳动力为特

征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不仅限制了固定资本和技术升级的投资机会，更削弱了工业部门的盈利能

力; 核心地区的主导生产模式是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此，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会

流向劳动生产率更高、投资机会更多的核心地区。［22］79－80总之，由于技术租金、级差地租Ⅱ、帝国主义租

金的产生伴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而有利于租金接受国的经济增长; 其他类型租金的产生与相对剩

余价值生产无关，因而不会直接通过生产过程影响经济增长。
三、租金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

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租金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的观点。为了更直

观地体现这些观点的差异，本文将租金嵌入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之中，通过经济模型来展示租金对社会

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作用。
( 一) 封闭经济模型

在封闭经济的假设条件下，将租金嵌入两部类再生产图式，基本的两部类模型如下:

Yi t( ) =Ci t( ) +Vi t( ) +Si t( ) +Ｒi t( ) ( 1)

其中，Y、C、V、S、Ｒ 分别表示产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利润和租金; 下标 i 取值为 1、2，分别表示生

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 t 表示时期。此时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总量 M( t) = S( t) +Ｒ( t) ，租金占总剩

余价值的比例记为 h( 简称抽租率) 。假设两部类的抽租率相同，由此可以得到租金和利润各自占剩余

价值总量的比例:

h=
Ｒi( t)
Mi( t)

; 1－h=
Si( t)
Mi( t)

( 2)

资本所有者和租金获得者可将他们获得的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由此可以得到两部类的追加投资:

Ii( t) = α iSi( t) +β iＲi( t) = ΔCi( t) +ΔVi( t) ( 3)

其中，i = 1，2，表示部类; α 表示利润中用于资本积累的份额( 简称利润积累率) ; β 表示租金中用于

资本积累的份额( 简称租金积累率) ; ΔC、ΔV 分别为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将剩余价值与预付

资本的比例记为 r( 简称剩余率) ，r =M / ( C+V) ，由此可以得到第 t+1 期的剩余价值总量:

Mi( t+1) =［Ci( t) +Vi( t) +α i( 1－h) Mi( t) +β ihMi( t) ］·r ( 4)

进而得到第 t+1 期的产值:

Yi( t+1) = Ci( t) +Vi( t) +ΔCi( t) +ΔVi( t) +Mi( t+1) ( 5)

结合上述等式，可以计算两部类的产值增长率:

gi =
Yi( t+1) －Yi( t)

Yi( t)
= α i( 1－h) r+β ihr ( 6)

当两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 Y1( t) = C1( t) +ΔC1( t) +C2( t) +ΔC2( t) 得到满足时①，可以得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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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均衡条件可以转化为:

C2( t)
C1( t)

［1+α2 r( 1－h) +β2 rh］=
1+e1( t)
k1( t)

－α1 r( 1－h) －β1 rh。其中，e1( t) =
M1( t)
V1( t)

; k1( t) =
C1( t)
V1( t)

。



部类的均衡增长率。通过进一步考察等式( 6) 中参数值的不同情况，可以得到分析租金影响经济增长

的不同模型:

标准再生产模型: α i =β i 或 h= 0 ( 7)

租金零积累模型: β i = 0; h＞0 ( 8)

租金高积累模型: β i ＞α i ; h＞0 ( 9)

租金低积累模型: β i ＜α i ; h＞0 ( 10)

根据等式( 7) ，利润积累率与租金积累率相等或抽租率为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相同的，最后都

得到统一的总剩余价值积累率 α i。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关于资本家得到全部剩余价值并进行积累的

假设符合这种情况，可将该模型命名为“标准再生产模型”。根据等式( 8) ，抽租率大于零，但租金完全

没有用于资本积累。马克思关于地主将地租全部用于非生产性用途的观点符合这种情况，可将该模型

命名为“租金零积累模型”。根据等式( 9) ，租金积累率高于利润积累率。苏联与日韩等东亚国家在高

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符合这种情况，可将该模型命名为“租金高积累模型”。根据等式( 10) ，租

金积累率低于利润积累率。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印度与马来西亚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符合这种情况，

可将该模型命名为“租金低积累模型”。为方便比较，可进一步得到四种模型的均衡增长率:

标准再生产模型: gi =α i r ( 11)

租金零积累模型: gi =α i r·( 1－h) ; h＞0 ( 12)

租金高积累模型: gi =α i r+( β i －α i ) hr; β i ＞α i，h＞0 ( 13)

租金低积累模型: gi =α i r+( β i －α i ) hr; β i ＜α i，h＞0 ( 14)

从数值大小来看，租金高积累模型的均衡增长率最高，标准再生产模型的均衡增长率较高，租金低

积累模型和租金零积累模型的均衡增长率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租金积累模型的适用范围不仅

限于上文提到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根据租金积累率与利润积累率的大小将其他国家 /地区的租金使

用情况归为这四种模型中的一种。例如，根据哈维对租金用途的划分，如果能够计算美国的租金用于生

产性投资和金融投机的比例及利润积累率的大小，就可判断出美国的租金积累模型。此外，还可结合上

述模型进一步讨论不同租金类型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影响。在投入等量预付资本的条件下，采纳新

技术和复杂劳动的企业可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并获得技术租金，而依靠市场垄断地位获得垄断租金

的企业并没有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其垄断租金来源于其他企业所生产剩余价值的转移。因此，技术租

金的产生会提高剩余率，由等式( 11) 至( 14) 可知，剩余率的提高会提升上述四种租金积累模型的均衡

增长率，而垄断租金的存在并不会直接影响剩余率和经济增长率。
( 二) 开放经济模型

在开放经济的假设条件下，以帝国主义租金形式存在的国际价值转移会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产

生不同作用。由于上文已经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租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为简化模型并突出对

帝国主义租金的分析，在此忽略国内租金的存在，只考察帝国主义租金对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影

响。可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即帝国主义租金转入的国家和帝国主义租金流出的国家，由此可将世

界总产值分为两部分并建立一个简单的再生产图式:

YN( t) = CN( t) +VN( t) +SN( t) +IＲ( t)

YS( t) = CS( t) +VS( t) +SS( t) －IＲ( t)

IＲ= f( Tgap，Pgap，A) ; fT＞0，fP ＞0
( 15)

其中，YN、YS、IＲ 分别表示帝国主义租金转入国的总产值、帝国主义租金转出国的总产值和帝国主

义租金; C、V、S 表示这两类国家内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总剩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租

金是国际技术差距 Tgap、国际市场垄断权力差距 Pgap 和其他因素 A 的函数，其数值大小与国际技术差

距、国际市场垄断权力差距正相关。在第 t 期，这两类国家的追加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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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 αN［SN( t) +IＲ( t) ］

IS( t) = αS［SS( t) －IＲ( t) ］
( 16)

假设在一段时间内，帝国主义租金的影响因素相对稳定，所以两类国家每期都从外部流入或向外部

流出固定数量的帝国主义租金 IＲ，因而 IＲ= IＲ( t) = IＲ( t+1) 。由此可以得到两类国家的均衡增长率:

gN =αNr+
r

r+1
× IＲ
SN( t) +IＲ

gS =αSr－
r

r+1
× IＲ
SS( t) +IＲ

( 17)

因此，相较于封闭经济条件下标准再生产模型的经济增长率 gi =α i r，帝国主义租金的转入会提高流

入国的经济增长率，帝国主义租金的流出会降低流出国的经济增长率。此外，由等式( 15) 可知，帝国主

义租金的流入或流出会直接增加 /降低两类国家的经济总量。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帝国主义租金的流

入会使流入国进入高水平、高均衡增长的发展阶段，而帝国主义租金的流出会使流出国陷入低水平、低
均衡增长的困境。

四、经济制度的作用

在分析租金影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时，我们抽象掉了制度因素，只考虑经

济变量的作用。然而，租金在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实际上根源于经济制度的差异。
一方面，租金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能否同步出现，取决于租金榨取的阶级结构及竞争的制度形式。

布伦纳认为，近代欧洲经济转型的典型特征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造成这种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是剩余( 及租金) 榨取的阶级结构变化。在具体的

阐述过程中，他详细考察了地租和帝国主义租金的榨取结构差异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从地租榨取

的阶级结构来看，17 世纪的波兰和德国东部实行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奴制，因此，地主可以通过

暴力、法律、行政等超经济方式强迫农奴增加绝对劳动时间，而不是通过采用新技术、增加相对劳动时间

的方式榨取地租; 同时期的英国通过阶级斗争成功地建立了典型的“地主—资本主义佃户—雇佣劳动

力”的租金榨取结构，此时自由雇佣劳动可对超经济的剥削方式进行抵制，资本主义佃户则面临同侪竞

争与地租上涨的双重压力，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农业部门对新技术的引进，由此实现租金与相对剩余价

值的协同增长。从帝国主义租金的榨取结构来看，外围地区实行以殖民剥削和超级剥削( 例如农奴制)

为基础的阶级结构，而核心地区实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因此，两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

模式分别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个地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存在巨大

差异，最终导致大量帝国主义租金从外围地区流向核心地区。［22］28－85龙登高在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土地

产权制度时指出，一块土地具有田底权与田面权并存的权力分层结构，地主拥有资产性的田底权并取得

绝对地租，佃农可通过追加工本投资获得经营性的田面权，并取得土地增值收益。［23］这种权力分层的租

金榨取结构实际上界定了佃农对级差地租Ⅱ的收益权，因此能有效遏制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榨取他人

的努力成果，从而激励了农业改良，最终同时实现了地租增长和农业部门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① 此

外，经济当事人之间竞争的制度形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布伦纳指出，在封建农奴制下，领主依靠土

地上的剩余产品能够直接获取生活资料，因而他们的生存和再生产不受其对市场份额占有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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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主要强调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生产模式，因此，没有严格区分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剩余”概

念与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概念所具有的不同阶级属性。此外，中国古代的土地产权制度实际上是领先于欧洲的，近代欧

洲仍然缺少保护佃农投资收益的产权制度。例如，马克思在研究近代英国的农业地租时指出，由于租地农场主进行土地改良的收益会

在租约结束后变成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土地所有者会按照土地价值增进的程度来提高地租，“这样，他们就把不费他们一点力气的社会

发展的成果装进他们的私人腰包———他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但这同时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

不能期望在自己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 参见: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00 页)



他们不用面临生存性竞争的威胁，故而不需要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提高市场竞争力; 而在资本主义雇佣劳

动制下，佃户需要支付工人工资并向地主缴纳地租，他们的收益率受制于平均利润率水平，如果佃户使

用落后的生产技术而导致生产成本较高，那么他们的利润率会低于平均水平，甚至会因为付不起地租而

被其他佃户所取代，因此，佃户之间存在激烈的生存性竞争，他们会积极引进新技术并进行生产性投资，

由此推动了农业部门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地租增长。［22］67－73

另一方面，租金积累率和帝国主义租金的大小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形式、国家的制度形式、国际贸易

与国际金融的制度形式等制度因素。从上文提出的几种租金积累模型及其对应的典型国家的经济实践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国家的制度形式直接影响了租金积累率的高低。马克思关于

租金零积累的观点是在考察资本主义早期英国的农业制度而得出的结论，此时英国皇室和贵族占有大

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有学者称之为“前土地所有权”［24］，因此，地租主要用于封建地主的奢侈性消费，而

不是资本积累。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金融土地所有制”成为占据主导

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25］金融资本对地租的追逐加剧了金融投机，进而导致较低的租金积累率。① 从

国家的制度形式来看，20 世纪 60—80 年代韩国和日本的政府具有相对于利益集团的自主性及高效的

官僚体系，由此产生的“发展型国家”可以高效地利用产业政策和租金来促进资本积累。［26］同时期的印

度次大陆国家则存在众多分裂的党派和“分散化的庇护主义”，由此导致国家能力孱弱和严重的腐败，

产业政策形成的租金被大量用于非生产性的政治活动，从而限制了产业投资规模。［12］91－95此外，国际贸

易与国际金融等制度形式直接影响了帝国主义租金的大小。例如，美国在二战后凭借其债权国地位主

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与规则制定，它通过这两个国际机构对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提

供经济援助，同时对债务国附加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私有化等要求。在鼓动发展中国家进行私有化的过

程中，美国的金融资本趁机收购了能够产生租金的公共服务部门和资源部门，从而攫取了大量的帝国主

义租金。［27］

图 1 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租金会通过作用于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两种作用的大小又取决于具体的经济制度。
其中，租金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作用大小取决于租金榨取的阶级结构和竞争的制度形式，租金对社会

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形式、国家的制度形式、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制度形

式等制度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租金对经济增长的两种作用渠道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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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融化也是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积累率远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参见: 齐昊《长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剩余利用的政治

经济学分析》，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0 期)



如，不同的租金类型会影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率，而剩余率的高低会影响资本所有者和租金所有

者的盈利预期和积累率，进而影响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 不同租金积累模型下的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

产过程同样会通过影响租金所有者获得的资本规模，进而影响其用于技术升级的资本投入量，最终影响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东亚国家与 20 世纪 60—80 年代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发

展模式差异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东亚国家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和剩余率的提高，而且成功地引导企业为了获得技术租金而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规模，最终实现了租金提

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也试图

通过产业政策塑造技术租金来引导企业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但由于国家治理能力较

低和严重的官僚腐败，企业的资本被用于寻租活动而不是技术升级，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塑造了大量

的垄断租金，这些垄断租金并未有效地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
五、结语

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认为地租会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正确地反映了封建残余的

产权形式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现实。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制度条件下，租金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既有研究在特定租金类型和制度条件的基础上局部地揭示了这一关

系，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为此，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构建了一个

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的核心思想是: 租金会通过作用于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来影响经济增长，这两种作用的大小又取决于租金榨取的阶级结构、竞争的

制度形式、土地所有权形式、国家的制度形式、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制度形式等因素。此外，在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与分配理论中，研究者们主要聚焦于工资率 /工资份额、利润率 /利润

份额等分配变量与经济增长率等增长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对租金这种重要分配变量的考察。本文提

出的分析框架初步考察了租金与社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增长与分配理论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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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nt，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Marx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
Yu Chao

( School of Econom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rent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specific
form of surplus value distribution，but its role in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still needs to be fully discussed． This
article uses the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arxist economics to construct a gener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 of rent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rent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by act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and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of total social capital，and the magnitude of
these two effects depends o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rent extraction，the institutional form of competition，the
form of land ownership，the institutional form of the state，and the institutiona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so as to preliminari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t and gross social output，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tending Marxist theory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Keywords: Ｒent; Ｒelative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Expanding Ｒeproduction; Ｒent Accumulation Ｒate;
Institution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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