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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erse trading use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similar 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Your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are converted into points according to time, just as students get scores through hard work, and the prior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is judged by your total points, just like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mechanism. You can't guarantee that others won't
"work hard together and secretly" and you still need to make const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keep your priority in gett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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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重新设计交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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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摘要：逆向交易采用的是类似高考的激励机制，你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按时间付出换算成积分，就如学生通过努力获得
的分数，获得产品和服务的优先程度按你的总积分来判断，就如大学的招生机制那样。你无法保证别人不会“明上说一
起不学习，背地偷偷刻苦勤奋”，你依然需要不断为社会做出贡献，来保持你在获得产品和服务的优先程度。
关键词：交易，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分配

1．引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一直以来都是世界难
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今社会上两大主义，然而
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自己的一套反映自身中心思想的
经济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出了他们的
理论体系，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
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那么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
应该展现出明显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为本

质的区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经济包括着人类的
生产、储蓄、交换、分配的各项活动；生产是这一动态
的基础，分配是这一动态的终点。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一
套属于自己的经济制度来描述经济中社会主义式的分
配，那么目前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完整的。公平与正义
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只有在最基本的经济
体制内改革才能还原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最终目的
[1]。
这社会上有很多公益类项目，有一些是并不盈利但
对社会有很大积极影响的，而这却和目前的经济制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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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矛盾，目前的经济制度下任何项目一定需要有人出
钱才能运作起来，要有盈利才能实现，而公益项目只能
靠个人或组织以慈善的形式运作，让大众广泛受益和没
有盈利产生了矛盾。需要资金到位才能达成交易这一门
槛也会限制其生产力，当甲方有需求但资金不到位，乙
方也不能开始生产。社会企业在进行商业运作的同时还
担负着改善社会问题的使命，如何兼顾两者值得探讨。
在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下，以上海市L机构为案例，分析
发现社会企业中存在两种并行的制度逻辑——市场逻
辑和公益逻辑，这两种制度逻辑的互动与冲突导致社会
企业目标难以兼顾[2]。
战争一直是人们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起因涉及
软性的宗教，种族问题，也涉及硬性的利益问题，如果
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同样有可能导
致社会分崩离析[3]。如果要熄灭利益和贫富差距造成
的硬性战争导火索，就需要一套正和博弈为主的新经济
体制的建立。若能将整合博弈的经济体制实现，国际内
所有国家都会开始同步发展共同富裕。
人在生下来后，就会开始适应这个世界的环境，这
个世界上的秩序，培养出适应制度的经验和处事，间接
地影响了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很多人的价值观是在一个
大的环境背景下总结出的生存经验。所以一个能培养一
个人好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制度的建立尤为重要，这能
从根本上杜绝不好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制度
是一套暗示剥削才能生存的体系，虽然本质是交换，却
暗示着相互掠夺，只有掠夺才能生存的生存道理，让人
们的内心深处普遍扎根着不安全感，而这样一种生存道
理会在特定情况下激发出人们损人利己的动机，消极的
影响了人们对待人和事的态度。追根到底，目前的经济
制度以零和博弈为主，才引起了上述经济制度对世界的
影响，所以接下来本文会探究一种以正和博弈为主的社
会主义式经济制度。
人与经济是一体的，人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
人。人是通过其活动所获取的物质生活资料来确保自己
的生存的，直接以经济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换句话说，
人不仅要依靠经济而生存，而且就在经济中生存[4]。

2．方法
2.1．价值判定

对于产品价格的判定，就算不看实际投入的成本，
不同的人在其价格上也会由于禀赋效应[5]产生不一样
的看法，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每一件产品的价格。所以
就需要一套新的价值判定方法判定出每样产品让人们
信服的价格。
社会是由人和自然组成的，人们通过智慧和劳动，
将自然资源加工成消费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任
何一样消费资料，都源于大自然，归大自然所有，而人
们将自然资源加工为消费资料提供给别人时，付出的只
有时间。所以任何消费资料的价值可以用时间来衡量，

因为为了更容易统计价值，故可将时间按比例转化为积
分的形式以统计。
由于产品和服务都按照时间做价值判定是一项复
杂而庞大的步骤，而且重新按时间投入决定产品和服务
价值会重构社会收入分配，与利益受损一方建立敌对关
系，在前期依然按照目前货币的市场定价来决定产品和
服务的价值，这并不会影响体系最终目的。
相关规则：
1. 一个人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投入了时间N，那么
这件产品价值为N
2. 乙方给甲方提供服务后，体系自动承认乙方的投入时
间
3. 一件产品从资源采集，到资源加工，到物流货运，分
别花费了时间A，B，C，那么产品总价值N=A+B+C
4. 一件产品从资源采集，到资源加工，到物流货运，分
别花费了时间A，B，C，那么产品提供出去后，体系
分别承认资源采集，资源加工，物流货运贡献了价值
A，B，C
2.2．价值承认

逆向交易与交易之间的区别在于逆向交易遵从社
会主义思想，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
控制产品、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
逆向交易中每个人都汇聚作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
个人，每个人的甲方都代表社会，当满足了他人的需求
后就是为社会产生了有效价值，系统就会给予相应积
分，承认其贡献。
逆向交易秉承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将社会的生产资
料公有化，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最终目的是分配给每
一个需要的人而不是为了卖出更高价钱获得更高利润，
人们在获取产品和服务时，所持有积分和货币有所不
同，积分并不是用来交换和消耗的存在，而是用来做获
取产品和服务时用户优先度权重的排名砝码，所持有的
积分越高优先权越大。
相关规则：
1. 乙方的限量服务和产品按甲方富有程度从高到低按
顺序提供
2. 甲方获得服务与产品后，总的时间贡献值不会像钱一
样花出去，甲方总的时间贡献值只是个参与排名的砝
码
3. 可持续生产的产品也按客户的富有程度按顺序和叠
加的方式提供
4. 排名靠前的用户可以
2.3．乙方规则
2.3.1．企业

创造的价值=交易总数*（生产时间转化的积分数+
交易额外积分）
交易上限=用户平均交易次数*(用户总数+最近特
定周期新增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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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职员

回报=基础劳动时间*职位学历要求对应回报加成
+所在企业的受益客户和总价值承认的分配。
2.4．甲方规则
2.4.1．供小于求情况下

获得顺序按个体总财富大小顺序排序，总财富=总
积分*用户总数。
2.4.2．供大于求情况下

假设公司A有1000名客户，公司持续生产产品，此
刻能提供富有度第100名客户2个产品A，而这名客户却
要了5个产品，那么多出来的3个产品，从倒数前3富有
度的用户中每人减去1个此刻可以得到的产品A数量。
假设公司A有1000名客户，公司持续生产产品，此
刻能提供富有度第100名客户2个产品B，而这名客户目
前表示不需要，这名客户富有度往后2名客户每人此刻
可以获得的产品B增加1个数量。
2.5．实现方法

该制度比较依赖于线上的系统平台，可以出品一款
APP，以商业模式运作，以时间衡量价值，转化为积分
存在。扩大用户基数和行业覆盖面，随着用户基数的增
长和用户的黏性提升，完善管理体系，使得体系里的虚
拟积分权威性尽可能接近货币。
前期涌入的客户推测出来大部分会是有时间有好
奇心的人，这一类人群通常会是学生或者员工一类的人
群，生产力比较低，用户在体系中的定位相当于各种个
体户。产品在前期应通过包装而成为一款特色社交
APP，通过互相实现愿望获得时间的贡献积分，这相当
于还原社会交易初期各种个体户之间的小本交易。
中期，客户数量达到了客观的数字，产品可以开通
wifi号，公众号等功能，推测最先能吸引到一些成长型
小型企业，工作室和本地店铺的加入，在产品里提供活
动和福利，赚取流量和用户。考虑到这阶段很多产业的
供应链还不完整，很多需求链也没闭合，产业就算为用
户提供了服务和产品，现实中的成本在软件用户中也找
不到弥补，所以这阶段用户可以混合一般的资金交易在
其中。
产业的供应链难完整，需求链难闭合，是产品在走
向后期最大的挑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公司主
动拉拢一些成长型企业进来以外，产品还要从功能上还
原一个好的合作体系，让产品有能自己“创造企业”的能
力，通过活动激发用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产品内部
拥有有别于现实社会的特有交易项目，增加产品里积分
的不可代替性。
公司应寻找一种和电商平台互利共赢的方式，获取
商家资源，前期可以作为一款让商家处理滞销商品的平
台，让用户按积分竞获产品，用实在的物质收获吸引更
多用户，也为以后产品企业入驻提供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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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动拉拢一些大型企业和名人加入，企业和企
业之间也可以在产品里通过产品的规则不需要钱也能
完成一些合作，争取通过用户面的扩大完善好每一个产
品供应链，闭合尽可能多的需求链，使得用户慢慢的可
以在产品里获得一些生活中花钱才能获得的服务和产
品。
企业中包括了提供服务的企业和生产产品的企业，
其中生产产品的企业由于实物成本较提供服务的企业
更高而较难引入这样一套体系。运营方可以把广告的模
式进行改变，如果有需要推广自己产品的企业打算在产
品内做广告，可以就按照体系的规则来，在产品的广告
获动里发布自己自设数量的产品，每个月在这个月贡献
的价值最多的前面对应用户可以免费领取这些产品，让
用户通过竞争才能得到这样的产品，广告的效果也较
好。需要推广的公司需要在产品注册用户，当参与广告
发布的企业越来越多，需求链环节越来越多，体系对实
体企业的吸引力就会慢慢提升，也会对一般用户的吸引
力有了提升，就可以对实体企业做了用户的留存。
公司应集思广益，寻找更多聪明和有知识文化的人
一起探讨完善体户群和行业范围的方案。
为了避免后面加入的用户积分从零开始追不上先
加入的用户，产品应具备一套新用户社会贡献积分转化
算法，这套算法里着重提升学历学位的转换加成，激励
一些高学历技术型人才的加入。
后期，经过实践证明了体系的可行性，摸索和完善
了体系之后，开始向外国发展，开始发售磁卡。规模越
来越大，产品里虚拟的时间积分就越来越有权威性，社
会的讨论越来越多，政府就会开始重视。

3．结果
这套制度是一套包含正和博弈的交易，应用于世
界，世界的主题从掠夺的竞争变成贡献的竞争，可以从
根本上积极影响了人们今后的处事动机。
当今交易制度以利益驱动生产力，全凭一个人的资
金拥有量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贡献价值，不能通过科学
的方法判断一个人的各方面素质和社会贡献潜力，最后
衍生出了违反人道主义的剥削阶级，过度在乎利益驱动
而与社会最根本的人性背道而驰，忽视了社会最基本的
人道主义,收入分配不公是引发中国人经济增长与幸福
感背离的主要原因[6]。逆向交易化繁为简，从卖方出
发，首先承认卖方的贡献，相反的对人们的需求追求降
低了门槛，也为人们做出贡献的想法降低了实现的门槛,
让人们公平的竞争。
首先承认贡献者的贡献，取消需要的人资金的门
槛，贡献者不再需要思考如何将自己产品卖出高价，只
需要考虑自己想贡献的东西有没有人需要，这样可以大
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浪费。
逆向交易从交易对象这方面将交易对象一律宏观
看待为社会的一部分，却细化了付出回报的路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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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里一个人想要做一家手机公司，首先需要讲通投资
人投资，投资人投资后两个人最后是否能得到回报要看
用户是否买单，就像是一场高难度赌博游戏；逆向交易
里你想要做一家手机公司，只要通过联系获得手机制造
厂家的服务，获得运营公司的服务，获得货运公司的服
务，至于最后你的手机受不受大众青睐，服务于你的公
司都不用担心，因为它们接受帮助你的时候已经得到了
基本的贡献承认。这套体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
让人们获得生产资料的门槛大大降低，避免了生产资料
私有制下，资产阶级垄断经济权力的根本目的[7]。

4．讨论
逆向交易采用的是类似高考的激励机制，你为社会
做出的贡献按时间付出换算成积分，就如学生通过努力
获得的分数，获得产品和服务的优先程度按你的总积分
来判断，就如大学的招生机制那样。你无法保证别人不
会“明上说一起不学习，背地偷偷刻苦勤奋”，你依然需
要不断为社会做出贡献，来保持你在获得产品和服务的
优先程度。
体系里每个人的总财富=总积分*用户总数，总积
分相当于一个人目前为止赚到的所有钱，用户总数相当
于目前为止交易过的所有客户，这样的财富计算方式会
让两个规模有一定差距的同行企业产生更大的财富差
距，反而会增加贫富差距，但体系按富有度排名分配劳
动资源，财富的差距不会拉大其购买力差距，就像考试
获得的成绩再高，也只是第一名。当一个人在某个行业
取得很巨大的收获后，再高的收获也不会再提升自己的
购买力，但能保持就算不工作后长时间内购买力不会下
降。这一点就利用了人性，这一设定是希望削弱财富顶
端的人生产欲望，去除垄断现象，加快每个领域产品的
更新换代，留给人们更多阶级提升机会。
这套经济制度里人们获得产品和服务不再有资金
限制，但假若这样一套体系内不再参与工作的人数开始
有大幅度提升，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的话，每个人获得
产品和服务也会开始逐渐困难，进而促使人们从新工
作，最后社会的总生产力和总需求满足动态平衡。
这套经济制度里价值的判定纯粹按付出得时间来
判定的话，会出现虚报时间成本的现象，原本五分钟流
水线生产的产品或许会有人虚报时间成本为三十分钟，
如果没法解决信誉问题，就会有套利，就会有人凭空获
得高奉献值，整个体系就会崩盘。
首先，逆向交易这套制度需要依附于一个互联平
台，企业在平台上为产品的定价决定公开的产品上架频
率，如果假定某企业只有一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只能
一次生产一样某产品，时间成本五分钟的产品在平台上
一小时最多可交易十二次，而时间成本三十分钟的产品
一小时最多交易两次，无关公司实际的生产速度，这样
保证了定价的高低不能凭空套取高利润，再在这基础之
上，系统定义里加上“交易达成得到的回报加上一定的

交易提成”，一定时间内交易达成越多回报就会越高，
如果虚报了过低的时间成本，交易量也受限于实际的生
产能力。
按时间计算成本做工资的话，每个工作职位的时间
回报也不一样，因为学历越高的人做的工作普遍也要比
学历低的人做的工作对社会价值更大。用时间计算工资
并不与这一事实存在矛盾，假设在系统内某个人应聘进
入了某企业的一个职位，系统会根据这个职位的学历要
求给予提成，承认每个人工作之前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
时间成本。
相对于现在“你得到我就会失去”的交易制度，“你
得到我也没有损失”的逆向交易或许容易出现互相之间
进行没有实际交易内容的刷交易记录行为，互相之间凭
空刷取价值积分，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不公平的财富增长
现象，体系就会崩溃。结合了实际情况后，社会上其实
很少会出现两个生产单位之间就能形成闭合需求链的
现象，体系里可以设定成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出现了
交易后这样一个供需关系就固定住，被需求方不再对原
本的需求方有需求的交易。如果是实际的需求链闭合关
系，就要提供反向需求关系的申请。当一个生产单位的
受众多到一定程度，多少就会有人是生产单位也需求的
生产单位，体系可以定义生产单位的需求用户中每一百
位用户里可以无条件建立一位反向需求关系，之后还是
要根据现实的数据确定特定的行业多少位需求用户里
可以无条件建立反向需求关系。
公有制和私有制长期以来是并存的，历史上是这
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这样，自然在不同的社会形
态中公有制和所有制都有不同[8]。逆向交易制度中，
企业生产的产品跳过了价格限制按人们的资产总额按
顺序全部提供给需要的人，这是市场上产品的公有制；
人们获得的产品和企业获得的收入是自己的，这是个人
财产的私有制。
信贷是当今经济制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信用
制度加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信用在加快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似乎与资本主义危机根源融为一
体，投资扩张导致生产无限扩大[9]。逆向交易制度重
新调整了信用结构，将每个人的信用建立在整个社会的
基础上，最大化趋近实现人们无条件获取产品和服务，
从而可以舍弃货币的根本属性，也取消了货币限制的生
产力，让有需求的交易都接近无阻力的达成，让社会总
生产力无限趋近了社会总需求，大大避免了资本主义危
机的可能性。
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资金问题是影响国际发展的
关键[10]。若是实行逆向交易制度，发起援助的国家会
当即获得价值的承认，财富得到增加，得到援助的国家
生产力上升，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提升，而发起援助的
国家财富大于得到援助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能
优先获得得到援助的国家产品和服务，实现双赢，最后
世界各国都能同步应用最先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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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社会主义不仅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制度，而
且这套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具优越性。目
前的逆向交易制度还停留在纯粹理论阶段，到完美应用
于实际社会或许还需要很多改进，但改进的步伐要始终
向着最终目的——实现正和博弈为主的社会；实现社会
在不过度损耗环境下最大化生产和最充分化对总需求
的分配；让人与人之间真正公平地追求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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