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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体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逻辑
孙立平

前些天，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最近想谈谈新经济的问题。
其实，说谈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把我查找的一些有关这个问题
的资料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和初步的思考呈现给各位，
并期待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我特别强调，不是使用了新技术的经济就是新经济，不是
生产了一类新的产品的经济就是新经济，甚至生产了一种革命
性的颠覆性的产品也不见得是新经济。新经济将会体现的是一
套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逻辑。这些逻辑有些可能是我们喜欢
的，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有的甚至是对我们的一种严峻挑战。
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都只能面对它。除此之外，别无
选择。
为什么我要强调新经济体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逻辑？因为
这涉及到对新经济的确切界定。我们知道，“新”是一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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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当我们用“新”来定义某个事物的时候，其含义往往
是模糊的，因为凡是与“旧”有所不同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新”。
特别是，我们本来就是处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在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新的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把一般意义上的“新”，与能够带来“质”的变化的“新”
区别开来，否则新经济的概念会由于过于笼统而失去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想用“体现一整套新逻辑”的表述，来把
新经济分离出来，并将其与传统经济区别开。这个“一整套新
逻辑”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索：新的技术逻辑、新的资本
逻辑、新的商业逻辑、新的劳动逻辑。
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把我认为有意义的资料以及我
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一些粗浅思考分列如下。

新的技术逻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新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前提。但需要
弄明白的是构成新经济基础的新技术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
与此前不同的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逻辑赋予新经济以一
种质的飞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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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技术，我是绝对的外行，但从阅读

调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作用。他认

到的资料看，下面的两个说法可以给人们一些有

为，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 18 世纪初期，生

益的启示。

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

一个是，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鸣

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从 16 世纪起，科学和

教授最近提出一个说法：谷歌、亚马逊、脸书、

技术发明的伟大时代开始了，在 18 世纪后这个势

腾讯和阿里巴巴这 5 家超级公司，已经抢占了未

头日益强劲，而从 19 世纪初开始，更进入了鼎盛

来十年的制高点。而这五家公司的技术优势都包

时期。而在这当中，资本的积累则是技术进步的

含两个相同的底层密码：数据智能、网络协同。

重要推动力量。

它们能够成长为超级公司，也是“数据智能”和“网

资本的积累，在今天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

络协同”双轮突破的结果。所谓数据智能，简单

事情。但从历史上看，资本的正名则是一场观

来说就是让数据帮人类决策。网络协同，则是用

念革命的结果。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传统农业

算法、云服务来实现资源的匹配。在曾鸣教授看

社会，在其所形成的朴素价值观中，资本意味

来，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是构成未来新商业文

着某种罪恶，至少是与不道德相联系的。所以

明 DNA 最重要的“双螺旋”，这两者的有机融合，

在那时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将钱生钱、利滚利、

将创造新商业时代新的物种。

精于计算等当作负面的东西。如韦伯所指出的，

而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和里
德利（Matt Ridley）则强调“不同想法的交配”。

宗教革命，特别是新教伦理的出现，才开始使
资本恢复了名誉。

在《 理 性 乐 观 派 》（The Rational Optimist ，

而在今天，资本尤其是金融以前所未有的方

2010）一书中，里德利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不

式在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

同的想法开始了交配”。比如，火车运输这个点

没有天使投资，没有风险投资这些新的资本形式，

子，源自将高压蒸汽机与在铁轨上行驶的运矿车

很多新的技术和新的想法就会胎死腹中。

相结合；而除草机这个主意，则是把缩小版的汽

资本的本质是增值，并透过其令人惊异的增

油发动机与缩小版的收割机结合的产物。各种富

值过程改变着经济和社会。法国学者皮凯蒂利用

有想象力的发明皆如此。这些想法在脑海中的交

300 多年的跨国历史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的倒 U

汇，带来了各种机械改良的爆炸性涌现。其实，

形曲线，证明了在长时段中贫富差距加剧的趋势，

我们可以想想，滴滴也好，共享单车也好，都是

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他的研究表明，从

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形成的种种新的想法再交配的

较长的时段来看，资本收益率会高于经济增长率。

结果。

换句话说，长时段历史所展示的贫富差距扩大的

而在所有这些技术进步中，最能够体现上述

趋势是拜资本所赐。

特质、能够为新经济奠定全新基础的，就是人工

而在今天，资本增值的逻辑在新技术的推动

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力的可能超越。

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投入和产

因为我们现在经济中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现有人

出之间的线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在过去的时代，

类智力水平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人工智

虽然资本本身有着巨大的增值冲动，但增值的过

能会走到哪一步。对人类智力的超越虽然有可能

程却要受到一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即投入和产出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它同时展示的也是一种全

的线性关系（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

新的前景。

陈志武教授举了个例子说明这种逻辑是什么
样的：在腾讯 QQ 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

新的资本逻辑
凯恩斯在分析近代经济增长的时候，特别强

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
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 100 万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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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收 100 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

淡蓝的……可以说凡是能走路的人行道都被摆上

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

了这样的单车。有时候路过这里，我会想，用得

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

了这么多的单车吗？你只要看看那整整齐齐的阵

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

势，只要看看那鲜有的路人，就知道很多单车根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至少意味着过去多少年

本没人动过。

来，包括在传统的资本时代所形成的财富逻辑和

这就是一种阵势，就是一种比拼，就是一种

财富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某些具有新特质的

残酷的博弈。那整齐雄伟的车阵，不禁让人想起

资本可能会获得无限赢利的前景。而所谓“融资”、

陕西出土的兵马俑。我们知道，其结局，也许是

“烧钱”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前景的预期

非常惨烈的。

的基础上。附带说一句，这也许就是近些年经济
中出现明显脱实向虚的趋势的一个重要背景。

这种赢者通吃，不仅仅是表现在同行业中，
同时也表现在不同行业之间，而后者在过去的传
统经济中是很少发生的。在传统经济时代，见多

新的商业逻辑

识广的过来人总是告诫后生，千万不要轻易涉足

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在 10 月 20 日召
开的华为 Mate 10 系列新品发布会上表示：“手

你不熟悉的领域。然而，在新经济时代，这已经
成了老黄历。

机行业在洗牌，未来全球品牌也就 3 家，甚至

前一段时间，马云无人超市的消息满天飞。

更少都有可能，中国市场也会有很多厂家会消失

最近的消息是，刘强东也在做无人超市。马云和

掉。”

刘强东比那些经营了多少年超市的老板更懂超市

上面的话，也许是在用一种形象的语言告诉
我们新经济时代一种冷酷无穷的现实：赢者通吃。

吗？显然不是。但那些由经验丰富者经营的超市
很可能在这些陌生闯入者的碾压下消失。接着是

过去的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成功创业

加油站。马云在 10 月初宣布，将在杭州建“无人

的故事，其中的一些，颇有屌丝逆袭的意味。这

智能加油站”，并在加油点周边配备便利店。到

样的故事很能鼓舞人心，似乎创意价值无限。但

了 10 月中旬，京东也宣布京东的品牌将会入驻中

要看到，在大多数创业故事的背后，往往都是残

国石化旗下 2.5 万家易捷便利店，消费者可以实

酷的资本比拼。最近一段时间，清华大学校园的

现网上订单，下线取货。而中石化也将借助京东

周围，摆满了一排排的共享单车，黄的，灰的，

的电商模式，进一步对加油站进行智能化改革。

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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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6 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居民社区内，民众在第
二代“无人超市”内选购商品。据介绍，第二代“无人超市”提
供免费 Wifi 服务，应用了智能对讲、智能门禁、智能监控，引入
安全结算通道，解决了第一代“无人超市”普遍关注的超市运营、
顾客指引和尾随进出门产生的商品安全问题。同时引入“无人童
书馆”，提升民众购物体验，为社区儿童阅读提供便利。

据有关报道，与传统的加油站相比，“无人
智能加油站”有颠覆性区别：从你开车进入加油
站——加油——付款——离开，没有一个服务员，

阿里巴巴的无人超市

可能要更为糟糕——劳动力资产处于逐步被淘
汰的状态。
本世纪初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失

更没有一个收银员。不用排队、不用下车、不用

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在这篇文章

拧开油盖，一路畅通无阻。

中我写道：不知道历史上的失业应当如何解释

在现代技术和资本这种魔幻般的摧枯拉朽的

和界定，至少就今天的失业而言，实际上是这

力量面前，我们最终所要面对的也许是一种很残

样的一种情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技术的

酷的现实：赢者通吃，横扫天下。在这种情况下，

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组织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企业，尤其是其

效率，我们事实上只需要整个劳动力中的一部

中的弱者，生存之路在哪里？

分按现在的工作时间来劳动，就可以使我们人
类生存下去了，而且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还会

新的劳动逻辑

生存得很不错。换句话来说，不需要大家都来

10 月 23 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的封面图

劳动了，至少不需要大家都来拼命地工作了。

中，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乞丐坐在街上乞讨，身

如果是在任何其他动物那里，这将带来一种富

旁的机器人向他手里的杯子里投掷螺丝和螺帽，

足而悠闲的生活，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

他身旁的小狗也惊讶和担忧地看着旁边走过的机

人类这里，却不。在人类这里，把它弄成了一

器狗。这张图片的主题是：“未来，人类将会向

种叫做社会问题的东西，即失业。于是，在物

机器乞讨”。

质财富大量涌流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党领袖、

赢者通吃，通吃的不仅仅是企业，是竞争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在为

对手，同时也包括了普通劳动者。当人们听到“无

一个问题发愁：如何在不需要那么多劳动的情

人超市”、“无人加油站”这样的字眼的时候，

况下让人们多劳动，也就是扩大就业。

感觉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惊奇，同时也包含着颤

换言之，我们现在可能还缺少一种能够承接

栗。如果说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看到

技术进步成果的制度安排。未来的路在哪里？也

的还仅仅是劳动力的劣势地位，但实际的情形

许哲学才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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