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基经济-政治经济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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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解析：社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生产

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多、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的数量不变、单位产品所包含的

价值量下降。

2、【答案】D 解析：1只羊=20 只鸡，也就是说羊的价值通过鸡这一种使用

价值表现出来；羊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位置上，鸡处于等价形式的位置上，鸡是

羊的价值形式或等价物。

3、【答案】A 解析：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

关系；它具体包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建立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

费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

4、【答案】B 解析：生产力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组成劳动者是决定性的因

素；生产资料里面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5、【答案】D 解析：商品内在矛盾有四对：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

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个别劳动时间与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

6、【答案】A 解析：货币流通规律是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

规律，其内容是: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

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其基本要求是货币的发行量应相当于商品流通中

对金属货币的需要量。

7、【答案】A解析：货币流通规律是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帀量的

规律，其内容是：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

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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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商品数量 x商品单价）/单位货币流通速度（单位时间里的流通次数），B

项是由货币的定义揭示的。选项 C、D是违背货币流通规律的恶果。

8、【答案】C 解析：价值尺度是指货帀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标准。但它

是外在的尺度；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货币之所以能够衡量

其他商品的价值，是因为它自己有价值。

9、【答案】C解析：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商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供求状况

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种价格与价值不一致的现象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

否定，而且恰好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

10、【答案】D 解析：商品的价值量就是凝结在商品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

类劳动的数量。衡量劳动量的标准是劳动时间，但它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

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

11、【答案】B 解析：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相互交换

劳动。

12、【答案】D 解析：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简单的或偶然的

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货币形式是价

值形式发展的完成形式。

13、【答案】C 解析：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生产的基本矛

盾。该矛盾之所以是简单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理由在于:其一，它是商品和商

品生产一切矛盾，如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个别劳动时间和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根源；其二，它贯穿商品生产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其三，它

决定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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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答案】B 解析：支付手段是指货币在商品赊销、清偿债务、交付赋税、

支付租金以及发放工资时所履行的职能。它是流通手段的特例。

15、【答案】A 解析：劳动生产率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生产使用价

值的劳动就是具体劳动。

16、【答案】C 解析：劳动二重性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

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

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17、【答案】D解析：商品交换的本质是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劳

动的交换；同质才能进行量的对比，而抽象劳动就是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一般的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18、【答案】B解析：劳动创造价值即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是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

造价值即劳动二重性原理。

19、【答案】D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联系的观点。所以研究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

值，理由就是二者之间存在联系。

20、【答案】B 解析：A项的范围过大，生产方式还包含了生产力；C项是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D项是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对

象。

21、【答案】B 解析：A项是政治经济学的硏究对象；C项是研究商品经济

的起点；D项是研究社会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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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答案】A解析：B项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C项是科学社

会主义的任务；D项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目的。

23、【答案】D 解析：人类社会形态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其外延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是社会经济制度。

24、【答案】A 解析：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经济的活动方式和联结方式，

包括联结社会各经济主体的方式、联结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方式以及由此派生

出来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今的两

种基本形态。

25、【答案】D 解析：人类有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文学、艺术、宗教、教

育、体育等等。其中最基本的是物质资料生产。因为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才能提供

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资料，并且物质资料生产对其他的实践活动

也具有决定作用。

26、【答案】C 解析：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矛盾只有通

过商品的买卖才能得到解决。

27、【答案】B解析：商品之所以具有二重性或者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

是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生产不

同商品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

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

28、【答案】B 解析：商品的价值用货帀来表现就是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

的货币表现，是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用汇率表现）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商

品价格=商品价值/货币价值。所以，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分子）成为正比，

与货币价值（分母）变化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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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答案】D解析：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交换依据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选

项 A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选项 B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选项 C是简单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30、【答案】B解析：货币的产生，使一切商品的价值有了一个固定的、相

对同一的表现形式，也使商品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外在地表现为

货币（代表价值）和商品（代表使用价值）的矛盾。在货币形式下，整个商品世

界分为两极:一极是各式各样的商品，它们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在交换中，

它们要求转化为价值，而另一极则是货币。

31、【答案】D 解析：所谓生产方式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方式，它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A项是经济基础；B项是生产力的构成；C项是杜撰的说

法。

32、【答案】D 解析：生产力由人的因素——劳动者和物的因素——生产资

料构成。生产资料具体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33、【答案】C 解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表

现在它们不是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而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或两重属性；

任何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兼有二者。

34、【答案】C 解析：生产资料包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包含生

产工具和辅助材料。A项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它只能够通过劳动者和劳动要素

发挥作用；B项是生产工具的定义；D项的内容不完整，缺了辅助材料。

35、【答案】A 解析：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或者说市

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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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机制，就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市场经济

的运行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其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

核心。

36、【答案】A 解析：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是生产不同商品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了劳动

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

37、【答案】C 解析：通货紧缩是指纸币的发行量少于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

币量，从而引发的纸币升值、物价下跌的现象。

38、【答案】B 解析：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所需要

的货币量，从而引发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

39、【答案】A 解析：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

因。

40、【答案】A 解析：本题是考查价值和抽象劳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价

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

式的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

41、【答案】B 解析：货币的计量单位，如人民币的元、角、分等，就是价

格标准。它通常由国家规定。

42、【答案】D 解析：贮藏手段是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

般代表而被保存起来。执行该职能的货币从本质上讲必须是现实的、足值的金属

货币。在现实生活中，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银行储蓄存款可以成为货帀通行的

贮藏方式。但金属货帀的贮藏能够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而纸币的储

蓄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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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答案】B 解析：A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C项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D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整个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44、【答案】A 解析：生产的内容、方式、性质，决定了交换、分配、消费

的内容、方式、性质。所以生产是社会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环节。

45、【答案】D 解析：生产力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组成，劳动者是决定性的

因素；生产资料里面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46、【答案】A 解析：人类社会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构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不是孤立地研究，而是运用联系

的眼光，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

47、【答案】B 解析：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只是瞬间充当买卖媒介，

而不是最终的归宿，所以履行该职能可以是不足值货币。而纸币就属于不足值货

币的范畴。

48、【答案】B 解析：经济规律按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分为普遍规律、共

有规律和特殊规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属于特殊规律。

49、【答案】C 解析：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即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与

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表现出来。A项是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B项是一般

价值形式；D项是杜撰的论断。

50、【答案】B 解析：商品的二因素或两种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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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在商品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

物的有用性。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表现在:二者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商品；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二、多项选择题

51、【答案】ABD 解析：“一只羊二两把石斧”意味着羊和石斧进行了交换。

通过这种交换，商品的内在矛盾得到了解决。“羊”的价值、抽象劳动、私人劳

动分别通过“石斧”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社会劳动得到了表现和转化。生产

“羊”的劳动与生产“石斧”的劳动哪个简单、哪个复杂，不好论定，所以 C

项错误。

52、【答案】BCD 解析：暂无。

53、【答案】ABD 解析：货币的计量单位（价格标准）是为了实现货币的价

值尺度职能而规定的货币单位及其等份，如人民币的元、角、分等，它通常由国

家规定。C项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价格。

54、【答案】AD 解析：价值凝结在商品里面，它要表现出来就必须借助交

换价值这一形式。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

和比例。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55、【答案】ACD 解析：发挥作用的范围，经济规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①

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规律即普遍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

生产力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节约劳动时间。②在某些社会形态中存在

并发挥作用的规律即共有规律，如价值规律。③只在某一个社会形态中存在和发

挥作用的规律即特殊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按资分配规律、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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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答案】ABD 解析：货币流通规律是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

的规律，其内容是: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

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商品价

格总额（商品数量 x商品单价）/单位货币流通速度（单位时间里的流通次数），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有部分债权、债务可以相互抵消而无需现实的货币支付，由

于货币履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所以该公式表现为: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待实现

的商品价格总额（商品数量 x商品单价）-赊卖商品延期支付价格总额+到期支付

价格总额-相互抵消的支付总额》/单位货币流通速度。

57、【答案】BD 解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继承

的理论成果主要有劳动价值论、把研究的重点由流通转向生产领域。

58、【答案】BC 解析：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

的。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有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其中

A项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D项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理论来源。

59、【答案】ABD 解析：价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它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反映了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平等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

是商品的特性和本质。

60、【答案】AB 解析：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

济两个阶段。简单商品经济又称小商品经济，它是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

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使用价值

（物品）方面的需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发达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

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且是为了价值

（货币）发达商品经济分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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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答案】ABCD 解析：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直接以交换

为目的的经济形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统一。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第一，

社会分工，它决定了生产者或生产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产品的相互交换一一这是生

产力方面的条件。第二，生产资料和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所有（私有制），它意

味着各经济单位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因而它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有偿

的方式进行一这是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商品经济的特征有:以社会分工为基础、

存在交换关系、主要采取扩大再生产的形式。

62、【答案】BCD 解析：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

的能力。它由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和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构成。其中劳动者是决定

性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管理、信息等对生产力的作用与日倶增；

但它们不是独立的实体，只有通过人和物才能对生产力发挥影响。生产力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63、【答案】ABCD 解析：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

四个环节构成，或者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活动。

这四个环节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生产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而

其他三者对生产有反作用。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四个环节之间，存在前后的顺序

关系。

64、【答案】ABCD 解析：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

四个环节构成；这四个环节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生产居于主导地位，起

着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具体体现在选项 A、B、C、D四个方面。

65、【答案】ABCD 解析：暂无。

66、【答案】ABCD 解析：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其作

用不仅体现在推动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也体现在推动同一社会形态由低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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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67、【答案】ABCD 解析：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四个环节中的

各种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建

立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问

题，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

主要标志。

68、【答案】ABCD 解析：价值凝结在商品里面，它要表现出来就必须借助

交换价值这一形式。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

系和比例。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商品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就是

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用汇率表现）的比

率。价值与价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物质基础；价格是价

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69、【答案】CD 解析：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要通过商品的交换（销售）

来解决。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消费者得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让渡了价值；生

产者（商家）则相反。

70、【答案】A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所以 C项错误。

71、【答案】ABCD 解析：具体劳动是生产不同商品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

的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具体劳

动和抽象劳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表现在它们不是两种劳动或两次劳

动，而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或两重属性；任何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兼有二者。

其矛盾性表现在，具体劳动是劳动的自然属性，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

动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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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答案】ABC 解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方式、研究任务等是相

互关联但又相互区别的范畴。D项属于研究方式，而题干所设定的问题是“关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所以，孤立地就内容而言，D项本

身是正确的论断，但它与题干所冋无因果关系。

73、【答案】ABCD 解析：价值凝结在商品里面，它要表现出来就必须借助

交换价值这一形式。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

系和比例。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商品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就是

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用汇率表现）的比

率。价值与价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物质基础；价格是价

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74、【答案】BCD 解析：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一，其统一

性表现在: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商品；使用价值是价

值的物质承担者。其二，其矛盾性表现在:A 项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体

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即相互交换劳动。B项使用价值是一切物品包括商品都具有的共性，

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商品特有的属性，是历史的范畴。C项对同一个人而言，

不能兼有二者。

75、【答案】BC 解析：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经济的活动方式和联结方式，

包括联结社会各经济主体的方式、联结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方式以及由此派生

出来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

经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产品经济

是未来社会将经历的阶段。

76、【答案】ABCD 解析：货币流通规律是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

量的规律，其内容是：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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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商品价

格总额（商品数量 x商品单价）/单位货币流通速度（单位时间里的流通次数），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有部分债权、债务可以相互抵消而无需现实的货币支付，由

于货币履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所以该公式表现为:流通中所需的货帀量=《待实现

的商品价格总额（商品数量 x商品单价）-赊卖商品延期支付价格总额+到期支付

价格总额-相互抵消的支付总额》/单位货币流通速度。

77、【答案】AC 解析：商品的价值量就是凝结在商品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

人类劳动的数量。衡量劳动量的标准是劳动时间，但它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

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它取

决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的“社会”，是“部门”的

意思，即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总和。

78、【答案】AC 解析：按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经济规律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①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规律即普遍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

要适应生产力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节约劳动时间。②在某些社会形态

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规律即共有规律，如价值规律。③只在某一个社会形态中存

在和发挥作用的规律即特殊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按资分配规律、按劳动力价

值分配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

79、【答案】ABC 解析：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经济的活动方式和联结方式，

包括联结社会各经济主体的方式、联结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方式以及由此派生

出来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今的两

种基本形态。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以自给自足为

特征的经济形态。其基本特征有:社会分工不发展、自给自足、以简单再生产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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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答案】ABCD 解析：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经济的活动方式和联结方

式，包括联结社会各经济主体的方式、联结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方式以及由此

派生出来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今

的两种基本形态。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以自给自

足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其基本特征有:社会分工不发展、自给自足、以简单再生

产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