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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大思路
———社会经济科学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中国适用
崔摇 巍
( 济南社会科学院,山东济南 250002)
摘摇 要: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理论,
其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以及制度变迁的作用。 但发达国家理论家自身
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分析模型。 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
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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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
结构及要素关系

家为了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不断地探讨资本社会
经济发展问题。
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出宏观经济增长理

摇 摇 (1)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

论;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英国

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 经济增长理

己的模型;20 世纪 80 年代的增长模型以罗默、卢卡

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
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

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
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

济学派。 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

值,认为工资应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

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

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

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

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

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

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

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

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

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

进步。[2]

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
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
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济实际并且没有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其

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局限是就经济而论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

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辨证统一关系。 生产力要素包

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

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

革命兴起及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

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

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

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1]
20 世纪 5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 盾 加

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
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这些促使资本主义国

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
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而是仅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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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

(3) 关于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

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

济着眼并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

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

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影响关系来

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

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 生产力的 3 个

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

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

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并且明确指

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 生产关系在不断变化发

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

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因

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此关系要素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而调
整。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
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

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

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 劳动力

对象的渗透,使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

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

本( 生产工具) 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

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

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 L1 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

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
用。 公式可表述为:
社会经济 SJ = [ 劳动力 L2·教育 J( 劳动力 L1 +

资本 Z1 / 资本 Z2 + 劳动对象 D) ] ·科技 K

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而劳动力 L2 与教育结合是为
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
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而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讲科技是第一生

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

产力。 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

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 离开劳

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 因此,公式可另表述

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

为:

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 SJ = 劳动力 L2·教育 J·科技 K( 劳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

力 L1·科技 K + 资本 Z1 / 资本 Z2·科技 K + 劳动

积累, 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 社 会 经 济 系 统 持 续 发

对象 D·科技 K)

展。 在劳动力 L1 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

公式中劳动力 L1 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 L2 为

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 L2

后备劳动力。 资本 Z1 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

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家庭起着决定作用,

本 Z2 为金融资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

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社会义

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 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

务。

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金融资本泛
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生产力
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
刻影响。 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
社会经济 SJ = { [ ( 劳动力 L2·教育 J < 劳动力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实际就是人力和物质资本
不断积累的结果,而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本中以人类
智力即科学技术为资本的积累。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
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 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
质的提高,其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

L1 + 资本 Z1 / 资本 Z2 + 劳动对象 D > )·科技 K]

累。 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

劳动积累( 资本和资源) 、劳动创新( 科技) 、劳动技

·国际经济影响 GJ}

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

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 因此贸易依存

能转化( 教育) 的投入函数。

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
越大。

(4) 资本及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
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 马克思学派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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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

和制造工艺, 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 实现由资源 -

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

产品 - 废弃物流程,向资源 - 产品 - 废弃物 - 再生

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

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
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

(6) 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

J 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因此必须加快
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

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直

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

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的

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 载体冶 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
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资本 “ 表现冶 为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

即资本 Z1 和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 Z2。

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
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金融资
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
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

[3]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变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
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 从质
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
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
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 从量的方面
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
相互影响关系。 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
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
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定货币只要相对体现
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
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
胀的可能性。
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
不成问题,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
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7) 科技 K 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

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
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
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
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
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 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
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科学科技
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贡献愈来愈大。

[4]

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
完善产品设计, 降低能耗物耗,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
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
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
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 科技进步改变了原有经
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劳动力密集
型向知识科技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使传统经济萎
缩,使以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造成整个社会高投
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

(5) 劳动对象 D 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

向,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效益。 而增长方

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

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

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

式的转变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展的实践。 在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

主要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中。

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

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

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

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

高度。 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

大,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变,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

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

仍然脱节。 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

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业越来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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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
及制度作用

范的经济。 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
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 经济活动的主体———家

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某种

摇 摇 (1)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

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 在制

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 其社 会 表 现 形 式 是 经 济 制

度的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某种经济手

度。 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

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

展为基础。 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

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

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

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 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

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 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
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

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 基本

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

发达国家一些理论家把研究重点放在资本、土

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 经济

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 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

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

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

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

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反之,资本与土地收益低劳动力

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 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

获取就高。 他们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比

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

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 但他们却

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避而不谈其引发的社会问题。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

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市场

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

经济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

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

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的经济。 但是在中国,市场经

会动荡。 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

济制度尚未健全,有一些漏洞滋生欺诈贿赂等非法

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

行为,因此必须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使经济主体

碍作用。 进而公式表述为:

的作为规范化。

社会经济 SJ = { [ ( 劳动力 L2·教育 J < 劳动力

L1 + 资本 Z1 / 资本 Z2 + 劳动对象 D > )·科技 K]

·国际经济影响 GJ} ·生产关系影响系数 S

企业出问题往往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

经济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

经济关系及制度表现层次为:社会习惯、政治
( 党派) 政策 寅 政府规范 寅 法律规范。 经济关系及
制度变迁直接是为适应社会习俗、党派政策的需要
的。
经济关系及制度累积演进随着历史社会的时空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

条件变化而调整并发挥作用,经济关系及制度间还

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

存在彼此依存的关系,某单项经济关系及制度能够

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

发挥作用依赖制度体系的配合支持,同时这个制度

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 但经济

本身也成为配合支持体系的力量。 因此,经济关系

运行方式相对比较容易变化。 每一项制度都有产

及制度的范围愈广、层级愈厚,表示人类所能成就的

生、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

社会愈进步。 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必然拥有系统的

而变化。

经济关系及制度结构。

在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经济
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 有利于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
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
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将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

3摇 上层建筑构成、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及模
型中的结构地位

摇 摇 经典的划分科学的方法是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两部类,而社会科学又划分为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等部类,而经济又是社会、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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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结构分析理论只有

充分改革社会政策使之反作用于经济,才能更好地

在马克思创立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后才成为可能。 生

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产力及其构成与生产关系及其构成,以及由此构成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影响关系理论,是认

也最为直接,它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影响系数是大

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建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于 1 还是小于 1。 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

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

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上层建筑层次,上层建筑的主

大。 而政党的民主宪政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

要要素包括: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和思想

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文化,这里的制度法律指的是社会制度,而思想文化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

又被称为意识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间接、

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 它不仅具有相对独

整体、宏观的作用。 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

立性,而且广泛地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

社会经济 SJ = { [ ( 劳动力 L2·教育 J < 劳动力

领域,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 思想文化产品也直接

·国际经济影响 GJ} ·[ 生产关系影响系数 S + ( <

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

L1 + 资本 Z1 / 资本 Z2 + 劳动对象 D > )·科技 K]

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

社会结构 + 制度法律 + 党派政治 >·思想文化) ·

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

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都受到国际社

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

系数]

会及各方面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因此表述为:

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出广泛性,与资本
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

社会经济 SJ = { [ ( 劳动力 L2·教育 J < 劳动力

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

·国际经济影响 GJ}·{ [ 生产关系影响 S + ( < 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

L1 + 资本 Z1 / 资本 Z2 + 劳动对象 D > )·科技 K]

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

结构 + 制度法律 + 党派政治 >·思想文化)·系数]

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

·国际社会影响 GH}

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 因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此,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

也发生深刻变化,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

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

及时有效地调整管理方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才能

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人

4摇 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

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
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经济资
源是基础,组织资源占主导,文化资源趋于物质化。

及其模型反映

摇 摇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

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

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

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

社会存在仅仅被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

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

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

业阶层等。

政治存在的反映,仅仅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

社会结构阶层中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是收

反映。 因此,也就不能完整科学地认识什么是社会

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而结构阶层中的最大矛盾

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什么是社会意识及其基本内涵,

仍然是二元结构矛盾,即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

也就更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

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

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

社会阶层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相对比较

题。

稳定,而目前中国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人口所占比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

例还很低。 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因而必须

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

22

崔巍: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大思路

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包含社会政

指数、意愿指数或人气指数衡量反映市场买卖情况,

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

并依此为参数判断经济的发展走势。

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

这些理论是基于市场心态的观点去分析经济情

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况,研究的是某段时期内市场参与者的心理与事实。

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

当然,心理理论也有严重弱点,常使分析市场动态的

和文化意识也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人感到困惑。 但无论心理理论有多少严重缺陷,毕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
“心理冶 要素占据重要位置,但论述基础往往给人以

竟启发了马克思学派将社会心理上升到社会经济意
识,进而完善了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模型。

唯心主义的感受,过分强调心理作用。 如果把心理

目前,中国房地产在多数城市的居民收入与房

理解为社会心理,进而升华为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

价比不仅超过 8 倍一般警戒线,甚至部分城市已达

社会经济意识,便更容易理解社会经济意识及心理
的能动作用。
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
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的社会
经济意识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
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存在。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 存在冶 分
析模型,可“ 完整冶 表述为:
社会经济 SJ = 液 { [ ( 劳动力 L2·教育 J < 劳动

到 10 倍、15 倍。 经济甚至社会矛盾突出迫使政府
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而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时间为经
济周期的半径即 3 ~ 5 年。 当普通百姓认识到房地
产市场价格必然下跌 3 年时便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经
济意识。

这一社会经济意识支配的结果就是人们在 3 年

内租房而不买房,这将对社会经济存在形成巨大的
能动作用,房价下跌将成必然。
房地产市场求大于供时价格会上涨,于是因为

力 L1 + 资本 Z1 / 资本 Z2 + 劳动对象 D > ) ·科技

有利可图,开发商会进一步投资。 供过于求时价格

社会结构 + 制度法律 + 党派政治 >·思想文化) ·

那些处于迅速扩张把现金押在销售回款上的企业,

K] ·国际经济影响 GJ}·{ [ 生产关系影响 S + ( <
系数] ·国际社会影响 GH} 一 ·社会经济意识 Y

就下降,于是因为无利可图,开发商会望而却步。 而
资金链条会越来越紧,若超过承受能力,有相当一部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

分开发商会遭到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 此时,市场

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

才会转到另一个上升周期,新的心理反映、经济预期

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相对规范来加以

和社会经济意识将重新产生,并发挥相反的作用。

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 = 利润的程度。 如

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的分析,不

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

仅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经济意识对社会经济存在

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以及核能、太阳

所形成的巨大能动作用,并且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心

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

理、预期与社会经济意识的差别。 心理无论是社会

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但自然环境对社会经

心理、阶层心理还是个人心理,都是一种感性的、表

济影响究竟多大,却无法计算。

面的、一般的对社会经济的反映;预期上升到一定的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

理性,是对社会经济存在的一种推理、判断;而无论

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

是社会性心理还是社会性预期,一旦形成社会经济

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

意识就将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力量。[5]

会经济发展问题。
(2) 任何社会经济意识因素状态的变化都会对

经济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导致市场交易及其
价格的波动。 因为任何部类的社会经济存在都由买
卖双方构成市场,对市场行情的不同看法必然反映
到市场上,市场意识及参与者的心理就在两个方向
上相生相克。 发达国家理论家发明了许多所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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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originated from classic economic school represented by Adam

Smith and David Richardo, has been prevail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WW域, which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cumul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鄄
m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cognition,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orists in developed nations to estab鄄

lish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nalyzing model entirely and scientifically. In order to instruct and
serv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ectly, it must comply with Marxist Methodology to found sci鄄
entific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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