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克思和恩格斯创⽴并为后继者所不断发展的
科学理论体系
是关于⾃然、社会和⼈类思维发展⼀般规律的学
说
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
产主义的学说
是关于⽆产阶级解放、全⼈类解放和每个⼈⾃由
⽽全⾯发展的学说
是指引⼈⺠创造美好⽣活的⾏动指南
作⽤
⻢克思主义哲学
⽅法

⻢克思主义是：

❌ ⻢克思主义的内涵及构成
⻢克思主义包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年 2 ⽉，《共产党宣⾔》发表，标志着⻢
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
经济社会历史条件
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

科学性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产阶级
⼈⺠群众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产⽅式

⽆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争
德国古典哲学
⻢哲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政治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

科社
正确”——对的
独有的特征

对⾃然、社会和⼈类思维发展本质的规律的正确
反映

“

集中表现为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产阶
级⽴场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实践性
并随实践⽽不断发展的学说。
⼈⺠⾄上是⻢克思主义的政治 ⽴场。⻢克思主义
政党把 ⼈⺠ 放在⼼中最⾼位置，⼀切奋⽃都致
⼒于实现最⼴⼤⼈⺠的根本利益。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事
⼈⺠性
业的依靠⼒量。需要指出的是，⻢克思主义的 ⼈
⺠性 是以 阶级性 为深刻基础的，是 ⽆产阶级 先
进性的提现。
⻢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
发展性
理论品质。
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动指南
观察当代世界变化的认识⼯具
都是对的
引领⼈类社会进步的科学真理

❌ ⻢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场

资本论——⻢克思最伟⼤的书

⾰命性

🔺 ⻢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的

写给“正义者同盟”的⼀封信

1842

导论

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
归宿
是⻢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点和出发点。⻢克思主义以⽆产阶级的解放和全
⻢克思主义的基本⽴场
⼈类的解放为⼰任，以⼈的⾃由全⾯发展为美好
⽬标，以⼈⺠为中⼼，⼀切为了⼈⺠，⼀切依靠
⼈⺠。
是关于⾃然、社会和⼈类思维发展⼀般规律的科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学认识，是对⼈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
学总结。
是建⽴在 辩证唯物主义 和 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观
和⽅法论基础上，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
⻢克思主义的基本⽅法
世界的思想⽅法和⼯作⽅法，主要包括实事求是
的⽅法、辩证分析的⽅法、阶级分析的⽅法、群
众路线的⽅法等。

❌ ⻢克思主义的⽴场、观点和⽅法

🔺 ⻢克思主义的来源

主体

创⽴者

其他⼈都不（全）对

彻底的批判精神”——都批判，不是全盘否定

“

独有
⼈⺠”“⽴场”
⽆产阶级 ➡⼈⺠
“

我的名字就叫对，就叫正确”

“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是⼀种或⼏种实物
古代 = 朴素
唯物主义：物质第⼀性
机械（形⽽上学）唯物主义：物质是原⼦等粒⼦
机械 < 形⽽上学
——什么是物质
⼈类历史（社会）当做 物质 看待
3 包含 前 2
——⻢克思是第⼀⼈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是⼀切客观存在
➡ 唯物史观（创⽴）——两⼤历史贡献之⼀
王阳明：⼼学，⼼外⽆物
主观唯⼼主义：作为世界本原的意识是⼈的意识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唯⼼主义：意识第⼀性
——什么是意识
客观唯⼼主义：作为世界本原的意识是独⽴于⼈
理，道
之外的客观精神
可知论
有同⼀性（即意识可以认识物质）
唯物、唯⼼
认识的顺序不同
⼆元论，不彻底的唯⼼
试图调和唯物和唯⼼的⽭盾，物质和意识都是本
不可知论
没有同⼀性（即意识不能或不能完全认识物质）
——眼⻅未必为实
原
形⽽上学
辩证法

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性
——先有谁
哲学基本问题两个⽅⾯
物质和意识是否具有同⼀性
——意识能否认识物质

思维（意识）和存在（物质）的关系问题

🔺 哲学基本问题及不同哲学流派

哲学基本问题

三⼤唯物主义、两⼤唯⼼主义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辩证法和形⽽上学

哲学

⻢克思在哲学史上的两⼤历史贡献
⻢克思主义哲学

孤⽴、⽚⾯、静⽌、⽆⽭盾
联系、全⾯、发展、⽭盾

世界是怎样存在的？
——不是哲学基本问题，
只能说是重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
形成

创⽴

⻅ ⻢哲
从⼩商品经济分化出来
资本主义产⽣的途径有两个
从商⼈和⾼利贷者转化⽽成
暴⼒⼿段剥夺农⺠⼟地
❌ 资本主义⽣产关系的产⽣和⽣产⽅式的形成
资本 原始积累 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
暴⼒⼿段掠夺货币财富
资本主义⾰命
最终建⽴起资本主义⽣产⽅式是通过
产业⾰命
社会分⼯的出现
商品经济 是以交换为⽬的⽽进⾏⽣产的 经济形
式。
商品经济产⽣的历史条件有两个：
⽣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使⽤价值 是指商品能满⾜⼈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是商品的 ⾃然属性，⼀切劳动产品共有的属性
商品具有 使⽤价值 和价值 两个因素
价值 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差别的⼀般⼈类 劳动
价值是劳动
价值是商品特有的 社会属性
🔺 价值是什么
交换价值 ⾸先 表现 为⼀种使⽤价值同另⼀种使
⽤价值交换的量的关系或⽐例，决定 商品交换⽐
例的，不是商品的使⽤价值，⽽是 价值
交换价值 是 价值 的表现形式
具体劳动 指⽣产⼀定使⽤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
价值 是 交换价值 的基础
使⽤价值
动，即有⽤劳动
抽象劳动 指撇开⼀切具体形式的、⽆差别的⼀般
价值实体
⼈类劳动，即⼈的体⼒和脑⼒的消耗。
价值量以 简单劳动 为尺度计量的
复杂劳动 等于 ⾃乘 的或 多倍的简单劳动
🔺 价值如何衡量
⾃乘的——⾃⼰形成的
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是在交换过程中 ⾃
发 实现的
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总和的或扩⼤的价值形式
⼀般的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货币形式

简单商品经济
——存在商品交易和交换，就叫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就叫简单商品经
济
——围绕着 “价值”

不可兼得
缺⼀不可

⾦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银
别⼈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不是货币
——货币只能是⾦银等贵⾦属

展开

🔺 价值如何表现

对⽴性
统⼀性

对⽴统⼀的关系
——只有商品才有价值

※

✨价值尺度

货币衡量和表现⼀切商品价值⼤⼩的作⽤

※

✨流通⼿段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现货交易
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般代表被保
存起来的只能

原因

交换
货币 是在⻓期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地充当⼀般
等价物的 商品

五种基本职能

贮藏⼿段
⽀付⼿段

货币被⽤来 清偿 债务 或 ⽀付 赋税、租⾦、⼯资

差别

没有现货
艾特雷军

世界货币
在国际商品流通中发挥⼀般等价物作⽤
⼀极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商品，它们分别代表不同
的使⽤价值
这样，商品内在的 使⽤价值 和 价值 的⽭盾 就发
🔺 货币的产⽣使整个商品世界分化为两极
展成为 外在的 商品 和 货币的⽭盾
⼀极是货币，它们只代表商品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量由⽣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
价值规律的 基本内容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
不要混淆
供求
影响因素
币值
价值规律的 表现形式
是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发波动
价格是由多因素决定的
价值

🔺 价值有何规律

⾃发地调节⽣产资料和劳动⼒在社会各⽣产部⻔
之间的分配⽐例
价值规律作⽤表现在
⾃发地刺激社会⽣产⼒的发展
⾃发地调节社会收⼊分配
可能导致垄断的发⽣，阻碍技术进步
可能引起商品⽣产者的两极分化
消极的后果
⾃发 调节社会资源在社会⽣产各个部⻔的配置，
可能出现⽐例失调状况， 造成 社会资源浪费
私⼈劳动 和 社会劳动 的⽭盾构成私有制商品经
济的基本⽭盾
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 基本⽭盾
⽣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占有和⽣产社会化之间
资本主义的基本⽭盾
的⽭盾

🔺 ⻢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具有了
客观必然性
资本主义要死五遍

⻢克思在 继承 古典政治经济学 劳动创造价值理
论的同时 创⽴ 了劳动⼆重性理论
劳动⼆重性理论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 枢纽
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对 ⽣产性劳动
做出新的界定
科技⼈员、经营管理⼈员在社会⽣产和价值创造
中所起的作⽤的认识
深化对⻢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产要素在财富和价值
创造中的作⽤的认识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关系的认识
劳动者是⾃由⼈，能够把⾃⼰的劳动⼒当做⾃⼰
劳动⼒是指⼈的劳动能⼒，是⼈的体⼒和脑⼒的
的商品来⽀配
总和。
劳动⼒的使⽤即劳动。
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由”得⼀⽆所
劳动⼒成为商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有
劳动⼒商品的 价值 ，是由⽣产、发展、维持和
延续劳动⼒所必需的的⽣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
的：

🔺 劳动⼒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维持劳动者本⼈⽣存所必需的⽣活资料的价值
维持劳动者家属的⽣存所必需的⽣活资料的价值
劳动者接收教育和训练所⽀出的费⽤

劳动⼒价值的构成包含⼀个 历史的和道德的 因
时期，地区
素
劳动⼒商品的使⽤价值 就是劳动，⽽劳动⼜是普
货币所有者购买到这种 特殊商品，能够增殖，货
通商品价值的源泉。
币也就转化为资本。
拓展
劳动⼒商品的使⽤价值➡劳动➡商品价值

❌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具体劳动

从劳动的⽅⾯来看

抽象劳动
不变资本 C

资本主义⽣产过程是 劳动过程 和 价值增殖 过程
的统⼀

可变成本 V

从资本的⽅⾯来看

绝对剩余价值 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
下，由于延⻓⼯作⽇的⻓度⽽⽣产的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 是指在⼯作⽇⻓度不变的条件下，
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剩余劳动时间
⽣产的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 是指企业由于提⾼劳动⽣产率⽽使
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产⾃动化 是资本家获取超
额剩余价值的⼿段，⽽雇佣⼯⼈的剩余劳动仍然
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唯⼀源泉
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
化，就是资本 积累。

转移“⾯粉”的价值
使⽤价值
⽣产新价值
购买⾯粉的 80 元。
借助 具体劳动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不会增殖
购买⼯⼈的 20 元。
由⼯⼈的劳动再创造出来，并能够增殖。

剩余价值 M
剩余价值率 M' = M/V

从实践的⽅⾯来看

🔺 剩余价值 的 ⽣产

决定因素

全天⼯作 8 ⼩时

加班加到死
⼋⼩时⼯作制不许加班，提⾼技术

能够带来剩余价值

衡量剥削程度
前 4 个⼩时，为⾃⼰劳动，创造劳动⼒价值，称
之为必要劳动时间。
后 4 个⼩时，为资本家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称
之为剩余剩余时间。

都延⻓了剩余劳动时间
“绝对”剩余价值没有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的有
“绝对”剩余价值没有技术进步，“相对”的有

超额是原因，相对是结果
不存在绝对“⽆⼈”
转移剥削
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后，如果将其全部⽤于消
费，则⽣产就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进⾏，这
叫资本主义 简单再⽣产（仅理论）。
资本主义再⽣产的特点是 扩⼤再⽣产，资本积累
就是资本主义扩⼤再⽣产的源泉。

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扩⼤再⽣产
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资本家不断利⽤⽆偿占有
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
的 ⼯⼈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扩⼤⾃⼰的资本规
模，进⼀步扩⼤和加强对⼯⼈的剥削和统治。
对⼯⼈的剥削程度
劳动⽣产率的⾼低
资本积累规模的⼤⼩
所⽤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 资本的积累

资本家垫付资本的⼤⼩
⽣产资料 和 劳动⼒ 之间的 ⽐例，叫 资本的技
术构成
不变资本
这两部分资本价值之间的⽐例叫做 资本的价值构
资本可分为
成（C：V）
可变资本
资本的有机构成：c：v

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不断提⾼ 的趋势

可变资本相对量减少
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益相对地减少
不可避免地造成⼤批⼯⼈失业
形成 相对过剩⼈⼝

资本积累的 历史趋势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
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
资本积累
资本有机构成提⾼
相对剩余⼈⼝过剩（失业）
贫富差距拉⼤（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灭亡
购买阶段
货币资本的职能
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
⽣产阶段
⽣产资本的职能
与此联系的是资本依次执⾏三种不同职能
售卖阶段
商品资本的职能
三种职能必须在空间上同时并存
产业资本运动的两个基本条件：
三种职能必须在时间上继起
资本周转时间
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资本周⽽复始、不断反
复的循环，就叫资本的 周转。
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因素有很多，关键的因素有
固定资本——擀⾯杖
两个：
⽣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
流动资本——⾯
⽐例越⼤，周转越快
内容：
依据：
第⼀次划分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是否能增殖（是否能带来剩余价值）
货币资本、⽣产资本
⻢克思的三次划分
第⼆次划分
资本执⾏的不同职能形式
🔺 剩余价值的 循环
和商品资本
第三次划分
流动资本、固定资本
资本的周转⽅式
不变资本
例题
种⽜属于
固定资本
⽣产资本
商品的价值构成：C+V+m
⾯+⼯⼈+剩余价值
社会再⽣产的核⼼问题 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
I ⽣产资料
Ic
Iv
Im
题，即社会总产品的 价值补偿 和 实物补偿 问题
I v + I m = II c
> → 经济危机
II ⽣活资料
II c
II v
II m
经济危机的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以 强
制的⽅式 解决社会再⽣产的实现问题的途径。
例题
这种强制性地恢复平衡，是以社会经济⽣活的严
重混乱以及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极⼤浪费为代价的
资本主义⼯资的 本质
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资 表现为 “劳动的价格”或⼯⼈全部劳动的报
酬，模糊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界限，掩
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关系
成本价格
c+v
利润
r =m
🔺 剩余价值的 分配
平均利润
成本乘以平均利润率
概念
平均利润率
⾏业 间 竞争成的
⽣产价格
成本价格+平均利润
按这个价格来卖
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超额利润仍存在
就是 超额剩余价值
超额利润
⾏业 内
各路资本家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
利润平均化规律作⽤下
分由⼯⼈创造的剩余价值
创⽴了 剩余价值理论
揭露了 剥削本质
阐明了 ⽃争的经济根源
指出了 ⽆产阶级⾰命的必然性
创⽴了唯物史观
⻢哲
❌ ⻢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创⽴了唯物史观
理论上
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创⽴了剩余价值学说
资本主义的基本⽭盾：⽣产资料资本主义私⼈占
有和⽣产社会化之间的⽭盾
这是⽣产⼒和⽣产关系之间的⽭盾在资本主义社
会的具体体现
⽣产相对过剩——倒⽜奶
⽣产相对过剩 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本质特征
不是真的不需要，是⽣产过于盲⽬
经济危机的 可能性 是由货币作为⽀付⼿段和流
通⼿段⽽引起的
🔺 资本主义的基本⽭盾与经济危机
⽣产⽆限扩⼤的趋势与劳动⼈⺠有⽀付能⼒的需
求相对缩⼩的⽭盾
经济危机爆发的 根本原因 是资本主义的基本⽭
盾，这种基本⽭盾具体表现为两个⽅⾯：
个别企业内部⽣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产的
⽆政府状态之间的⽭盾
危机
本质阶段
萧条
经济危机⼀般包含四个阶段：
复苏
⾼涨
对内实⾏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
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
资产阶级礼仪为根本内容的，是资产阶级进⾏政
职能的两个基本⽅⾯
治统治的⼯具
对外进⾏国际交往和维护国家安全及礼仪
主权在⺠
天赋⼈权
分权制衡
⺠主制度
社会契约
⾃由、平等、博爱
私有制原则
“主权在⺠”原则
宪法
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核⼼
法制
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 制度及其本质
分权与制衡原则
⼈权原则
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
⽴法权、⾏政权、司法权
国家政权
分别由三个权⼒主体独⽴⾏使
⺠主是⾦钱操纵下的⺠主
实际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主
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 进步作⽤ 和 局限性
政党制是⼀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的政治制度
进步作⽤ 不考；主要考察 局限性
多党制则是资产阶级选择⾃⼰的国家管理者
实现其内部利益平衡的政治机制
进步性 不考
⻢克思本⼈之⼿的全部学完，下⼀章垄断出⾃恩
❌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格斯列宁之⼿
私⼈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产资料、劳动⼒和商品的⽣产⽇益集中于少数
⼤企业的过程
⽣产集中
其结果是⼤企业在社会⽣产中所占的⽐重不断增
加
垄断形成的两种⽅式
⼤资本吞并⼩资本，或由许多⼩资本合并⽽成⼤
资本集中
资本的过程
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钱被⼤资本所⽀配
垄断 就是指少数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获得⾼额利
润，通过相互 协议 或 联合，对⼀个或⼏个部⻔
商品的⽣产、销售和价格进⾏ 操纵和控制。
获得⾼额利润
垄断形成的原因
避免两败俱伤
形成竞争限制
垄断的 本质 是⼀样的：通过联合来操纵并控制
商品⽣产和销售市场，操纵垄断价格，以攫取⾼
额垄断利润。
垄断没有消除产⽣竞争的经济条件
私有制
垄断必须通过竞争来维持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存在竞争的主要原因：
就三条
不存在由⼀个垄断组织囊括⼀切部⻔、⼀切社会
⽣产的绝对垄断。
竞争的主要⽬的是要获得⾼额垄断利润，巩固、
扩⼤已有的垄断地位。
垄断条件下的竞争同⾃由竞争（为了获得平均利
不仅采取经济⼿段还采取⾮经济⼿段，使竞争更
润）相⽐，具有⼀些新特点：
加复杂。
🔺 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
竞争的规模扩⼤，范围遍及各个领域和部⻔，并
由国内扩展到国外。
⾦融联系
⾦融资本 是由⼯业垄断资本和银⾏垄断资本融合
资本参与
在⼀起⽽形成的⼀种垄断资本
⾦融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包括：
⼈事参与
经济上：“参与制”来实现的
⾦融寡头 是指操纵国⺠经济命脉，并从实际上控
政治上：“个⼈联合”
制国家政权的少数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
通过建⽴政策咨询机构，掌握新闻科教⽂化来左
右和影响内政外交与社会⽣活
对本国⽆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剥削的加强
通过控制市场占有其他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的
利润
垄断利润 是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在社会⽣产和流通
中的垄断地位⽽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额利润
来源：归根到底来⾃⽆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创
通过加强对其他国家劳动⼈⺠的剥削和掠夺获取
造的剩余价值
的国外利润
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进⾏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
分配，从⽽将劳动⼈⺠创造的国⺠收⼊的⼀部分
变成垄断资本的收⼊。
垄断价格 是垄断组织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时，凭借
垄断利润的实现：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垄断组织
其垄断地位规定的、旨在保证获取最⼤限度利润
指定的 垄断价格 来实现的
的市场价格。

政治经济学

⾃由竞争阶段

⻢原理

发达商品经济（资本主义）
——围绕着“剩余价值”

垄断价格 = 成本价格 + 平均利润 + 垄断利润
垄断价格包括 垄断⾼价 和 垄断低价 两种形式

垄断价格

简单
价格围绕 价值
垄断价格的产⽣并没有否定 价值规律，它是 价
展开——价值规律
⾃由竞争
价格围绕 ⽣产价格
值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作⽤的具体体现。
垄断
价格围绕 垄断价格
社会⽣产⼒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产资料在更
⼤范围内⽀配，从⽽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根本原因
产⽣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是国家政权和私⼈垄断资本融
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深化，要求国家垄断资本
合在⼀起的垄断资本主义
主义的产⽣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
缓和社会⽭盾、协调利益关系，也要求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
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
国家与私⼈共有、合营企业
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私⼈垄断资本的再⽣产过
程，包括国家向私⼈垄断企业订货、提供补贴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有五种：
⽬标：
宏观调节
经济快速增⻓、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
平衡
反托拉斯法
规范市场秩序，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社会
微观规制
公共事业规制
公众的合法权益。
社会经济规制
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产⽣了积极的作⽤。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评价
但是，并没有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 是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的
经济关系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
基本⽭盾
⾦融业在国⺠经济中的地位⼤幅上升，⾦融资本
在资本主义国家国⺠⽣产总值和利润总额中所占
的⽐例越来越⼤
随着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下降，⾯对激烈竞
争，实体经济部⻔不得不把利润的⼀部分投向⾦
融领域，导致⾦融资本的急剧膨胀。
制造业就业⼈数严重减少，以⾦融为核⼼的服务
业就业⼈数增加
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
⾦融就是虚拟经济，不创造任何财富

⾦融⾃由化与⾦融创新是⾦融垄断资本得以形成
和壮⼤的重要制度条件。
垄断资本主义的⾦融化程度不断提⾼：

🔺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
发展，另⼀⽅⾯也造成了经济过度虚拟化，导致
⾦融危机频发，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将国内过剩的资本输出
将部分⾮要害技术转移到国外
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确保原材料和能源的可靠来源
展开
私⼈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

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经济动因：

基本形式有三种：
从输出资本来源看

借贷资本输出
⽣产资本输出
商品资本输出
私⼈资本的输出
国家资本的输出
对资本输出国来说是有利的

经济社会后果

坏处可以不谈，但不能说没有坏处

对输⼊国来说是⼀把双刃剑
早期的国际垄断同盟是国际卡特尔

垄断阶段

当代国际垄断同盟的形式以 跨国公司和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为主。

国际垄断同盟 在经济上⽠分世界 是通过垄断组
织间的协议实现的，⽽协议的订⽴、⽠分的结果
⼜以经济实⼒为后盾和基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是由⼀些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出⾯缔结协定所组成的国际经济集
团，如西⽅七国，欧盟等。

促进经济全球化
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国际货币基⾦组织
世界银⾏
世界贸易组织
垄断组织在经济⽣活中起决定作⽤
⾦融寡头
资本输出
世界上的领⼟分割完成
评价

⼆战后，从事国际经济协调、维护国际经济秩序
的国际性协调组织主要有三个：
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
特征
——不重要，很⽼的考点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有

⽣产
贸易
⾦融
企业经营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的发展

🔺 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根本原因
——看到⽣产⼒三个字，想都不要想

导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跨国公司的发展
各国经济体制的变⾰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的
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结果）：
⼜是⼀个充满⽭盾的过程，产⽣积极效应的同
时，也会有消极的后果

⽣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

🔺 空想社会主义的产⽣、发展和局限性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

从空想到科学
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次⻜跃
从理想到现实
从⼀国到多国的发展
从苏东剧变到中国特⾊社会主义蓬勃兴起的过程
圣西⻔、傅⽴叶、欧⽂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
科学社会主义地直接思想来源。
只看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未能揭⽰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
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
局限性
量
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
想社会的现实道路

个体资本所有制
私⼈股份资本所有制
国家资本所有制

⼀个⼈拥有⼀家公司
我们⼏个⼈拥有⼀家公司

法⼈资本所有制

当今的资本，最主要的形式，我这个企业持有你
那个企业的股份

基本⽭盾
⼯⼈
⽆产阶级⾰命

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了科学社会主义。
⻢克思哲学史上两⼤贡献

对⽐
⻢克思在理论上的两⼤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

《共产党宣⾔》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
产⽣。

🔺 第⼀国际和巴黎公社

各国⽆产阶级政党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

坚持⽆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坚持各国党的独⽴⾃主和完全平等

开辟新纪元

科社
——内容简单
——分值⼩，1-3

将⻢克思主义关于⽆产阶级⾰命的理论变成了现
实，建⽴了世界上第⼀个社会主义国家
⼗⽉⾰命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掀起⾼潮
促进⻢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把⻢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列宁留给后⼈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探索出⼀条适合 俄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道路
🔺 ⽆产阶级⾰命与俄国的探索
⾼速发展国⺠经济为⾸要任务
经济发展战略
以重⼯业为发展重点，实现从农业国到⼯业国的转变
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上形成了单⼀的⽣产资料公有制形式
经济体制
在经济运⾏中排斥市场机制，完全采⽤⾏政⼿
段，形成了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
🔺 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
过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政治
⾃上⽽下的⼲部任命制
软弱⽽低效的监督机制
作为⼀种新的社会制度发挥出历史作⽤
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贡献
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引领着前进⽅向
九个⽅⾯（略）
❌ 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坚持科社原则
中国特⾊社会主义蓬勃发展
考虑实际情况
由⾰命的客观形势和条件所决定的
🔺 社会主义⾸先在经济⽂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
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并不违背⽣产关系⼀定要适合⽣产⼒状况的规律
⽣产⼒发展状况的制约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状况的制约
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具有艰巨性和⻓期性
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
执政党对道路的探索需要⼀个过程
⽣产⼒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
❌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与不断完善
历史⽂化传统的差异性是造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多样性的重要条件
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是现实原因
否定之否定
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新⽣事物，不会⼀帆⻛树
在曲折中发展
⼈们的认识也有⼀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既有机遇⼜有挑战
在揭⽰⼈类社会发展⼀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
原始社会 公有 → 私有 → 公有——否定之否定
发展的⽅向。
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旧世界中阐发新世界的特点
🔺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未来社会的科学⽴
场和⽅法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不断深化对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的认识
⽴⾜于揭⽰未来社会的⼀般特征，⽽不作详尽的
细节描绘。
物质财富极⼤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社会关系⾼度和谐，⼈们精神境界极⼤提⾼
🔺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每个⼈⾃由⽽全⾯的发展，⼈类从必然王国向⾃
由王国的⻜跃
我们党的最⾼理想和最终⽬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党的最⾼纲领，当前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
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特⾊社会主义，最⾼纲领最低纲领是统⼀的。

三个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步扩⼤
在经济增⻓中忽视社会进步、环境恶化与经济全
球化有可能同时发⽣。
各国特别是相对落后国家原有的体制、政府领导
能⼒、社会设施、政策体系、价值观念和⽂化都
⾯临全球化的冲击
使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变成⼀种全球⾏为，它既
为⼀国经济竞争⼒的提⾼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存
在着对别国形成依赖的危险。

职⼯参与决策
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
终⾝雇佣
职⼯持股
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般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
业，⽽是靠分红为⽣
社会阶层的变化
⾼级职业经理成为⼤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新变化的表现和特点
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
式发⽣变化
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权利有所扩⼤
法制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以协调社会各阶级、
政治制度的变化
阶层之间的利益
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益扩⼤。
去⼯业化和产业空⼼化严重，产业竞争⼒下降
经济⾼度⾦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财政严重债务化，债务危机频繁爆发
两极分化和社会对⽴加剧
经济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经济增⻓乏⼒，发展活⼒不⾜，周期性危机与结
构性危机交织在⼀起
⾦融危机频发，全球经济屡受打击
科学技术和⽣产⼒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变化的根
根本，其他都是重要
本推动⼒量。
⼯⼈阶级争取⾃⾝权⼒⽃争的作⽤，是推动资本
主义变化的重要⼒量。
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
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产⽣
了⼀定影响。
改良主义政党的改⾰。
从根本上说 是⼈类社会发展⼀般规律和资本主义
🔺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经济规律作⽤的结果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
着资本主义⽣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了变化
新变化是深刻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是，并没有
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
度的本质，也没有改变⻢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
的基本论断的科学性。
经济发展“失调”
🔺 2008 年国际⾦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盾
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归根到底还
政治体制“失灵”
与冲突
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盾。
社会融合机制“失效”
❌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必将灭亡，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

托拉斯——垄断

货币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可以衡量其他商品的
价值
不等于⽆形的货币，⽀付宝⾥的钱是现实的货币
观念上的货币
可以不⾜值
纸币——价值，所以纸币不能执⾏价值尺度功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