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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初探
吴秀生
（全国政协 北京 100811）
摘 要：马克思总结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为我们解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提
供了根本的理论前提。当今时代，我们不得不拓展新的生产概念，对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方式作
出理论解释。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力，其特点：一是以信息这种特殊的产品为生产对象的；二是
生产量的增长倍率大；三是生产的不平衡性。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关系的特点是：信息成为人与人
结成的生产关系中首要的中介，围绕信息而展开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点。广义
虚拟经济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制信息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核心；这种生产方式正在把传统的物
质资料生产整合到它的范畴中；这种生产方式重塑了产品货币关系；这种生产方式突出了泛媒体
在生产中的参与性；这种生产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生产程序；这种生产方式突出了文化与生产的关
联性。广义虚拟经济大生产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呼唤信息态自我意识的觉醒；二是企
业要在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大循环中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三是企业要充分重视产品的信息
容介，使容介既科学合理又现实可行；四是企业要充分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保有和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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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WU Xiu-sheng
(CPPCC, Beijing 100811, China)
Abstract: The summar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rules made by Karl Marx has provided for human beings theories to
expla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present era, new production concepts have to b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time of the general virtual economy. Production capability of the GVE has
features: First, information is the object of production. Second, rate of production growth becomes larger.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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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becomes imbalanced. Production relation of the GVE has features: in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media in human relation of p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s based on information is the
focu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duction mode of the GVE has features: First, dominance of information is the core
of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Second, traditional mod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s involved into its category.Third,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remod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and money. Fourth,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highlights participation of the pan-media. Fifth,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process; Sixth, the mode emphasizes the relevance of culture and production.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the GVE
makes new demands: First, awakening self-consciousness of information state. Second, enterprises are supposed
to pursuit the basement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GVE. Third, enterprises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Rongjie state of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sensible and realistic. Fourth,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uman capital.
Keyword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roduction mode,dominance of information, self awareness of
information state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变革是信息在生产中

史发展进程，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前提。当今时代，

的溶入和生活中的凝结。信息是广义虚拟经济的

随着信息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加

核心，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大生产时代，从

大，作为一种新型态的生产方式，也应该成为研

而即是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笔者认为，信

究者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得不面对广义虚拟经济

息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而存在的，信息又是改变

现象，不得不拓展新的生产概念，不得不对广义

人们行为方式并且使人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源泉，

虚拟经济的生产方式作出理论解释。

信息大生产是相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出现的一
种新的生产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
生产具有首要的意义，它深藏着解读人类社会的
秘密。这是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的统一。从逻辑

一、信息与生产、生活的内涵
界定

顺序上讲，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理解精神生产的前
提，物质资料的生产深藏着精神生产的依据；从

信息与生产、生活的关联度加强，是我们这个

时间顺序上讲，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代生产的基本事实。那么，什么是信息，它与生

一定会带来以心理和精神需求为主要支撑的新的

产、生活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

生产力的繁荣，进而产生新的生产方式。这种生

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信息是自然界和人类

产方式从根本上讲就是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

社会中普遍的一种存在。之所以称之为存在，是因

前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后者则是

为“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①。

时代的新课题。从 14、15 世纪起，在 500 多年的

信息有其存在的独立性，不承认它的独立性，很

人类历史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逐渐走向世

多理论问题无法深入。林左鸣先生已经完成了信

界性，世界性大国出现相继出现催生了这一进程。

息在宇宙中的独立存在的本体论证明②。在我们约

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和消

定俗成的观念中，信息并不陌生。但是，信息与

费也逐步形成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总结了物质资

生产、生活的关联，有些侧面是我们较为熟悉的，

料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为我们解读人类社会历

有些侧面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纳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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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信息观念中。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

深刻的意义。可以说，人类生活过程必然凝结为

方面来理解和界定信念概念。

信息，生活中又片刻不能离开由生活过程凝结而

（一）作为知识意义上的信息。

成的的信息。现代生产往往是这样的：从生产—

通过信息来引导生产，信息是生产要素。我

生活—信息完成半个循环，从信息—生活—生产

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海洋中，没有信息就无

又完成另外一半循环。这似乎才是生产的完整的

法生存，不会甄别信息将被信息淹没，已经成为

大循环。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从制度、文化到

现代人的基本生存、
生活状态。我们依靠各类资讯、 产业、产品，从群体到个体，在广义生产循环中，
技术水准、商业模式、市场信号去生产，所以信

都有自己的信息态参与其中。

息常常表现为生产的要素。这是这个时代常用的

勿庸置疑，物质资料的生产仍然是当今人类

信息概念的基本内涵，我们在理解信息与生产的

社会的首要任务，并且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无

关联关系时，已经约定俗成地定位在这个概念上， 法改变这个事实。但是，从以上我们拓展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观念也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观念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人正在以匪夷
实质上，我们指称这个信息概念时，是指信息是

所思的速度生产和消费着信息，信息资料的生产

引导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之一，这是我

和消费需要正与日俱增。在我们的经济总量中，这

们这个社会主流的信息观念。

部分的份额在飞速增长。正如德国著名诗人、思想

（二）作为产品意义上的信息。
实质上，信息绝不仅仅指以上的内涵。商品

家歌德说：
“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④
在信息概念下，人类必须拓展生产观念，对社会

的物质态和信息态疏离化，信息本身成为产品。 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进行重新思考。
我们生产的东西具有越来越强的信息容介特征，
我们在消费过程中又越来越注重商品满足人们的
心理需求的功能。也就是说，人们不仅通过信息

二、 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力范畴

而生产物品和服务，而且把信息本身变成产品。
用信息来生产信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生产
的显著特征。

那么，什么是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力？这是一
个不需要太多理论论证，只需要罗列一些事实就

（三）作为生活意义上的信息。
当代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

能触摸到的一个概念。
按照国际上比较统一的估计，以股票、债券、

化凝结。人的类生活过程普遍凝结为信息，从而

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为主要买卖对象的虚拟

使信息态成为大生产流通中的主角。人的本质是

经济，即便在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

社会性，因而人的生活本质上是类生活。由于生

至少也是实体经济的 5、6 倍之多。否则，就难以

活过程所具有的天然的时间性，使其作为进入生

解释一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股票交易所、基

产和流通时的对象，具有不便。但是，信息正好

金公司等机构仍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事实。我们

抽象掉了过程的时间性，从而使信息进入生产和

现在习惯上仍把这些部门视为非生产部门，把这

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生活过程凝结成的信

些行业的人们视为金融服务业从业者。但是，我

息态，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对象。笔者在与晓林

们又坚定地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其

先生共同完成的著作《看不见的心》中，已经对

数量是实体经济的 5、6 倍之多，其中的从业者又

③

区别于劳动对象化的生活对象化 作过分析和研

经营、操控着现代经济的核心。把这个行业的从

究，劳动对象化凝结为产品，生活对象化仍然可

业者仅仅视作一个“服务员”
，把庞大数量的经济

以凝结为产品。前者是物态化产品，后者则是信

排斥在生产之外，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生产概念，

息态产品。这个过程及其抽象，在人类历史中有

是不是让经济的主角和配角发生了错位。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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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角度看，金融业是现代经

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这些有别于传

济的核心部门，是虚拟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

统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新生产部门，我们有必要跟上

生产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财富信息的生产部门， 时代的步伐，拓展生产的概念。在我们的大生产观
如果把信息当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对象，现代金

念中，除了物品与服务应当纳入生产范畴，信息资

融业蕴藏着庞大的生产力。

料的生产也应纳入生产范畴，应当建立一种广义虚

再按照国际上比较统一的概念，以动漫、电

拟经济的生产观念。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广义虚

影、音乐、绘画、会展、论坛、广告、策划为主

拟经济的生产力正在膨胀。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到

要形式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狂飙突进。全世界文

今天，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发达造就的，是人类的活

化创意之都琳琅满目，花样翻新。不管是刻意打

动范围扩大、交往需求放大的结果。没有物质资料

造的，还是已经初步形成，都市在被符号化。即

生产的充足与充分，人类仍会在温饱线上挣扎。人

便是在某一都市内部，也有许多城市都在乐此不

类要承认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马克思说，

疲地在城市划出一片区域来，作为自己的文化创

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的民族基础，使生产变成世界

意片区。而文化创意产业，如同我们上面提到的

性的了。⑤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毕竟出现了不同于

金融业一样，其所创造的经济量在整个经济中的

以往的新形态的生产力，它相对于并有别于物质资

比例也在飞速增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它们

料的生产力而存在，我们可称之为广义虚拟经济的

视作非生产部门，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地提供了产

生产力，其特点：一是以信息这种特殊的产品为生

品，提供了就业，完成了税收。我们现在已经习

产对象的，这种产品有时容介于物质商品之上，有

惯了称这些文化创意行业为音频信息供应商、视

时看来起来子虚乌有，但又实实在在地存在，比如

频信息供应商，创意正在应成生产、交换和流通

品牌；二是量的增长倍率大，它使整个人类社会生

的对象，这些部门理应被视作生产部门。

产力呈加速度发展，如果说以往物质资料的生产力

再来看看我们暂定为 IT 业的这个部门。实际

呈算术级数增长，在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力呈几何

上，当今的 IT 业已经远远超出了信息技术的范畴。 级数增长；三是不平衡性，有些国家和地区突飞猛
互联网的使用成本越来越低，廉价、轻薄；网上

进，有些则难步后尘，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

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浏览、购物、支付、聊天、 形态是实体经济，有些国家其主要经济形态是广义
通信、找资料、听音乐、看电视；网民越来越多， 虚拟经济。
光中国网民就有 4 亿之众。而且，没有人怀疑这

拓展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力观念，并不是理论

个趋势仍在加速。互联网正在把全世界的人变成

的游戏，它的意义在于，我们现行的经济统计方法

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消费者，正在以

远远跟不上经济实态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

飞快的速度把庞大的人群拉到其中。从广义虚拟

和对它的管理、引导，都需要新的生产观念。另一

经济的角度看，互联网正在完成全球信息的生产、 方面，地球的村庄效应越来越明显，资源、能源的
分类、集成、分配，分工越来越细，效率越来越高。 供应日见紧张，把生产引导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一个搜索引擎创造一个财富神话，一条时髦短信

的信息生产上，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本出路。

创造一个大工厂的产值的例子，在当今时代并不
鲜见。这是整个社会生产能力增长的表现。这样
一个部门，如果把它排斥在生产部门之外，且不

三、 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关系

说它提供的产品、完成的产值以及就业和税收，
在这个平台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技术日新月异、

按照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分析工具，生产关

新内容目不暇接，从信息这种特殊产品而言，这

系是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义虚拟经

不是生产又是什么。

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作为新形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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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必然在生产中形成新形态的生产关系。

自由，有的投资人本身就是经营者、生产者，有

现代社会，观照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关系，有

的就是自己的工作室，他们之间有时不仅仅是利

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信息的独立性和容介性。所谓

益共同体，也是精神共同体。他们之间特别注重

独立性是指信息对物质和能量的信赖程度越来越

精神与心灵的交流，思想火花的碰撞。这个业态

低，信息载体越来越小，信息载量则越来越大。 中，光有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还有与经纪
所谓容介性，是指信息与对象的融合，其主要表

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这个分工往往较为明确，在

现为商品的信息容介性和人力资本的信息容介

利益关系上有明确的合同约定。这与传统意义上

性，乃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容介性。现代社

的劳资关系差别很大。但是，不管这种关系有多

会，信息成为人与人结成的生产关系中首要的中

复杂，还要紧紧抓住人力资本的信息容介性这条

真正的生产力，
或者财富潜力，
介。因而围绕信息而展开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主线。这个业态中，
应当成为广义虚拟生产关系的重点。在信息面前， 蕴藏在人力资本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有
人们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基

的关系，都要围绕着最大限度地发掘或激发人力

本关系。比如，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生产资料的

资本的潜力来展开。在利益关系上，在工作氛围

所有制是决定生产者之间关系中首要的关系，信

上，如果不能顺畅地实现这种潜力的迸发，人们

息的所有制关系也已成为生产资料中至关重要的

之间结成的关系就不能叫理顺。这个业态的生产

一环
（对信息所有制关系，
我们在下面还会论述）
。

关系毫无疑问是以信息为轴心的。

以股票、债券、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为

以 IT 技术为支撑的这个广义业态中，人们

主要买卖对象的虚拟经济产业中，人们之间的关

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内容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

系就不同于以往物质资料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比

往往结成同盟关系，内容提供者的产品创意必须

如股票市场上大股东、广大小股民与基金经理之

通过技术来实施，这层关系相对简单。内容提供

间围绕财富信息而展开的生产关系，既有一种建

者和平台建构、维护人之间共同经营信息平台，

立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博弈关系，又有一种共同

共同分享利益。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而他们与通过股票市场

是围绕信息平台而展开的，他们又共同面对一个

融资来发展业务的物质生产部门存在疏离化倾向。 庞大的生产和消费对象——网民。由于平台有近
这种生产关系比起单纯的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们结

似于无穷大的容量，它正在日益把全社会的复杂

成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但是，不管其中的关系多

的社会关系纳入其中。信息生产者有时是网络编

复杂，实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追求信息对称的

辑，有时就是网民，比如博客和论坛。生产者和

目标永远是一对矛盾，而围绕信息的占有关系形

消费者，随时在台上，随时又在台下，互换着角

成了相互间关系是其核心。要想解开这个业态中

色。社会的阶层，不同的意愿表达群众，在互联

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关系的迷雾，必须紧紧抓住信

网上尽情展现。互联网正逐渐地使越来越多的网

息这个核心。当然，这里的信息不仅仅指一种消

民变成内容提供者，网民之间的分化倾向也十分

息（甚至简单地理解为内部消息）
，而是容介于个

明显，社会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正日益透过互联网

股、大盘之上的信息，是非主观、非客观的，像

这个媒介而展现出来。以互联网这个信息平台而

决定天气状况的云层。没有对其清晰的把握，难

展现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逼迫人们不得不正视

以厘清隐藏其中的生产关系。

它、研究它。比如，现在政府不得不关注互联网

以动漫、电影、音乐、绘画、会展、论坛为

不良内容对公众的危害性，不得不关注网络舆论，

主要形式的文化创意产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

互联网正在成为最强势媒体。某种程度上，这个

不同于以往物质资料生产中结成的关系。由于其

趋势正在影响整个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以

强调创造性，人们之间的关系更较开放、包容、 及各行各业与政府的关系、中介组织的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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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得不考虑，在这个信息平台上，应不应该有

生产整合在一起。现在，人们如果仍停留在用物

制高点，谁应当占据制高点，进入互联网端口的

质资料的供求关系来解读现代经济的话，恐怕永

群体正与日俱增，正重新塑造整个社会关系。人

远走不出死胡同。这就要求人们拓展生产的观念，

类社会的大生产正在以网络为媒介，并通过这个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生产的规律，适应生产的

媒介改变生产本身。

发展。在传统意义上，实体经济往往被看做是主

可以讲，我们现在提出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

体，虚拟经济被当成客体，一个是本，一个是末。

关系概念，还仅仅是一个破题。对它的定性的研

所以，金融被看做是服务业。但是，现代经济，

究或许还为时过早，它正一天天地改变生产者之

实体经济的变动往往受制于虚拟经济的变动，虚

间的关系，一天天地催生新的社会阶层，乃至重

量大于实量，虚的方面往往成为撬动实的方面的

塑整个社会结构。

原动力。信息流变动在前，物流变动在后，有些
信息流经过反复变动后，物流就根本不需要变动，

四、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的
几个特点

这样的例子在很多产业部门并不鲜见。
（三）它重塑了产品货币关系。物质资料生
产方式下，物品与货币的关系基本上以商品的稀
缺程度为依据，后来加上了服务。当服务成为商

还按照马克思给我们的分析工具，生产方式

品的附加值（其实也是产品）大踏步进入经济总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广义虚拟经济的生

量时，仍然没有改变以稀缺程度作为货币供应关

产方式即是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

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全社会的货币量与商

一。这种新形态的生产方式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

品、服务量是基本等同的，中央银行作为货币管

方式的特点，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理机构对货币供应量的把握相对容易，财政当局

笔者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具有以下
特点：

在使作财政政策时也容易判断。即是说，物质资
料生产方式下，产品与货币关系基本上是均衡的。

（一）制信息权成为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

但是，在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下，因为信息介

的核心。虽然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但信息

入商品，信息对商品价值产生黑洞效应（容介于

仍然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正如资本主义所

商品之上的信息像光和电一样吸引消费者）
，从

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一样，信息所有

而根本上改变了商品与货币的均衡关系。非均衡

制实质上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的核心。不管是

关系成为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下产品货币关系

知识意义上的信息，还是作为信息态的产品，亦

的常态。我们无法估计股票价格到底在什么水平

或是生活对象化的凝结，信息的使用、占有关系

上是合理的，我们也难以想象一个远离实用价值

是这种特殊生产方式的核心。现代社会的所有制， 的时尚奢侈品会飙升到多高的价位。这就为一个
很大程度上已不表现为物质资料的占有，而表现

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以及货币管理当局对

了信息的占有。所有制本质上讲是一种制产权， 货币数量、货币策略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挑战。
信息所有制本质上讲是制信息权。现代社会，强

转变调控思维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比如，对房

势的价值观、制度、文化，发达的资讯，过硬的

地产业的调控，现在就不只是通过房贷利率，或

经济、军事实力，都是获得制信息权的重要筹码， 像过去发个社评就可以起到作用。它连着社会公
而一旦获得制信息权，其他问题似乎迎刃而解。

平正义的目标，连着几十个产业加金融业，连着

（二）高整合性。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正在

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这个业态中反映出，货币

把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整合到它的范畴中，或者

关系的调整必须有深刻而宽广的视野，保证既公

说，广义虚拟经济的大生产正在把物质资料的小

平正义又健康发展，难度极大。尤其要善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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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市场情绪。再比如股票市场，现在从加息

部门的生产成本，能提供生产者组织生产的信号。

和减息，到准备金率的调整，汇率的变化，财政

这是把信息交易在生产中前置的好办法。进一步

政策的变化，加税和减税，一揽子行业振兴计划

讲，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价格炒到一定高度，可

的推出，等等，几乎都会在股票市场引起连锁反

以提高污染制造者的成本，从而起来减少排放的

应。管理机构在推出这些政策时，往往特别强调

作用。我们无法对这种碳交易的实际运行效果作

它的信号作用，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反过来讲， 出预测，至少设计者是从以上的逻辑设计的。这
当市场上弥漫着一种情绪时，调控当局又会通过

种生产现象是崭新的。还比如，有的地方实行起

释放一些信号来改变不利的市场情绪，以求市场

的“土地银行”
，这是一个通过金融手段增加耕

企稳。这种经济体系之下，产品货品关系不再是

地总量的好办法。有关部门借出土地，在一定期

过去可以计算出来，一定程度上像天气变化一样， 限内还回超出借出量的土地，连本带息。这是把
弹性更大，变数更多，市场对调控水平的要求更

土地使用权利变成“金融产品”的一种交易形式，

高。想要在推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力求精准， 同样是一种信息交易前置。现在，我们已经逼近
就必须把市场情绪作为第一信号。

了突破 18 亿亩耕地的边缘。国土的信息交易有

（四）它突出了泛媒体在生产中的参与性。 利于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对土地的吞失。
笔者在几年前就提出，媒体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

（六）它突出了文化与生产的关联性。在物

看，是基础设施。长期以来，我们专注于铁路、 质资料生产方式下，文化不是生产要素，有形的
公路、机场、码头、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在

赋于这些部门以拉动经济的重要“马车”作用。 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文化是生产的重要原料，
殊不知，现代传媒业已经深入到经济体系的每一

掌握着文化资源的人力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根神经。从信息生产的视角看，传媒是信息这种

由于文化资源的全球性，一个国家可以开采别的

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不但如此，我们现在已经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资源，也不鲜见。比如，中华

进入了泛媒体时代，许多载体可以被赋于媒体的

民族的许多传奇、故事，各种艺术形式，就成为

意义。比如，手机就被媒体化了。任何一个产业

美国好莱坞影视制造商的生产要素。现在，敏感

部门、监管部门、中介组织都不能不关注媒体形

而有远见的商家正在全球寻找文化资源，为未来

象和通过媒体产生的影响力。这有点像一个数字

的生产竞争做准备。

旁边还有个乘数，那个数字通过媒体这个乘数可
以将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力扩大很多倍。
（五）它颠覆了传统的生产程序。传统的生
产程序往往是生产在前，销售在后。先购买原材

五、广义虚拟经济大生产对企
业经营的新要求

料，然后加工销售，回笼货币。现在的生产程序
往往“倒因为果”
。一种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前，

理论的唯一作用在于它可以使人们的行动自

往往已经以信息的方式提前销售给了对方。或者

觉。广义虚拟经济大生产观念的提出，对企业经

说， 销 售 在 前， 生 产 在 后。 还 有 一 种 常 见 的 现

营来说，应该具有比较现实的指导意义。

象，生产之前，往往靠“蓝图”引导。一个蓝图

首先，呼唤企业的信息态自我意识的觉醒。

往往可以找到数目可观的风险投资。这是一种信

什么叫信息态自我意识？企业是为社会提供产品

息在生产程序中的前置现象，在现代社会十分常

和服务的单元。在广义虚拟经济生产中，企业向

见。再比如，现在兴起的碳交易，就是一种权利

社会的提供的每一件产品和每一项服务，都会形

交易。排放权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排放权交易本

成一个信息态。企业整体也会以品牌的形式展现

质上是信息交易。信息交易信号，影响实体产业

出一个信息态来。特别是由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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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务正业，是正业中的正业。

在在的效益。这种情况之下，企业应该时刻有清

第三，企业要充分重视产品的信息容介，使

醒的信息态意识。比如，品牌意识。笔者在《企

容介既科学合理又现实可行。也就是说，企业要

业广义虚拟经济活动中的形与神》一文中，曾经

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充分的信息容介，以达

提出，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品牌经营， 到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和企业基业的常青。企业要
至少可以形成以下几条共识：
“第一，品牌是以

力图用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自己确定的生活方式和

其背后的信息为支撑的，信息与价值共生；第二， 价值观，企业要学会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来引导
品牌信息不能迅速形成，但可以迅速逃逸；第三， 产品和服务。但是，企业在甄别使什么样的信息
品牌信息与企业价值循环的各个链条相关联，而

往自己的产品上容介时，需要有一定的功夫。如

并非一个单独的经营环节；第四，品牌信息需要

果容介了不能使自己的产品增光的信息，会起到

专门的管理和监控。
”再比如，上市公司信息发

帮倒忙的作用；如果不按信息容介规律去有步骤

布，这是一个从企业商业模式、企业制度、文化、 地实现容介，也会适得其反。企业经营者在经营
技术支撑等全方位的信息态表征，这些表征都可
以证券化，并通过形成的筹融资能力表现为效益，

中不乏以上体会。
第四，企业要充分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人

所以企业人必须对这些
“家当”
有清醒的自我意识。 力资本的保有。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下，对有形
其次，企业要在广义虚拟经济生产大循环中求

资源的占有甚至垄断，成为生产者角逐的主要目

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凸

标。但是，在广义虚拟经济生产方式下，对文化

显了信息流的作用。管理者密切注意信息流，要学

资源的开发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就要求

会通过收集信息、加工处理信息、生成信息来管理

企业要特别重视人力资本的保有和使用。文化的

企业。企业管理者如果达不到经济学家的水平，至

载体只能在人身上，企业人对以人为本应该有更

少也应该成为经济问题的观察者，对宏观财政和货

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币政策、产业状况、投资者心理等诸多问题保持相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一种新的生

当的敏感性。企业领导人不应该把自己仅仅定位于

产方式的汹涌之势，研究并破解它的发展规律，

一个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学者，这是广义虚拟经济

以适应人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如孙中山

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企业领导人忙

先生所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昌，逆

于参加各种论坛、会议、头脑风暴的意义所在，这

者则亡”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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