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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消除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性

胡永泰

一　引言

当 《华尔街日报》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刊登题为 “中国会议凸显货币冲

突”的报道时，这并不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由于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对

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涉及面已经从美国失业问题 （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７）扩大为美

国金融市场的动荡 （Ｇｕｈａ，２００９）。 “恶中国”的情绪非常高涨，甚至连

《纽约时报》都省去矛盾修辞手法，直接称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 “典型性

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 （强调）”。

不仅英语语言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中受了伤害；历史也发生了错误的转

折。尼古拉斯·拉迪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Ｌａｒｄｙ）说：“美国是瘾君子。我们沉迷于消

费……中国是供应商。他们提供信贷使我们过度消费。”①

无法忽视的是，１９世纪的鸦片战争就是上述事实的佐证，只不过现在

侵略者和受害者二者身份发生扭转，这种历史的转变确实让人始料不及。为

了继续尼古拉斯做出的历史类比，我将对卡尔·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的第一

段进行一段演绎———即中国的理智之光———在２０１１年４月探讨世界的状态和

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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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特学院：中美两国成为连体婴》，圣克劳德州立大学供稿，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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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正困扰着世界———它就是货币战争。２０国集团会议

（Ｇ２０）将在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３日和 ４日在戛纳聚首，试图通过结成一个

圣洁的同盟将这个幽灵驱走：美国的总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美国财

长盖特纳，法国财长拉加德，日本专家和德国夏尔巴人。货币战争由于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存在。Ｇ２０有没有可能退化成 Ｇ２，而中国死守

汇率，与其他国家的抗议针锋相对呢？Ｇ２０难道不能使出政治手腕，使

全球经济复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吗？如果中国能与其他 Ｇ２０成员

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么这将是中国和 Ｇ２０对全球经济复苏。

二　汇率一元论之外的论调

仅凭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和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均无法真实反映中

国的经济状况。然而，二者能够反映出两国的经济状况 （及世界其他地

区） （Ｗｏｏ，２００８）。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央行的不断干预，在外汇市场

中，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而另一点不容置疑的是，美国的低储蓄率

致使美国借用国外资金投资，填补其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美国政府

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方案，随着经济的复苏来减少预算赤字。直白地

说，只有中美双方均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公平减少贸易

不平衡的方案。

鉴于贸易不平衡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简单地说，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不仅要有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还要有大的政策上的改

变，比如降低中国的贸易壁垒，美国削减预算赤字，美国进出口银行扩大贸

易信贷设施等。

颇受好评的 “广场协议” （ＰｌａｚａＡｃｃｏｒｄ） （１９８５年 ９月签署），使日元

大幅升值，但因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掀起轩然大波，仅 １７个月后，它就重蹈

与１９８７年签署的 “卢浮宫协议” （ＬｏｕｖｒｅＡｃｃｏｒｄ）的覆辙，成为博物馆中

的一件展品。随着世界开始走出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时向金

融市场推崇此类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大幅升值对降低美国贸易赤字是否

有效，是令课本书以外的世界生疑的事。当日元兑美元汇率从 １９８５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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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５日元兑 １美元升至 １９８８年的 １２８２日元兑 １美元 （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增值 ８６％），对缓解美日间的贸易失衡却收效甚微 （见表 １）。美国

贸易逆差占国内 ＧＤＰ从３５％降至２８％ （下降０７个百分点），而日本贸

易顺差占国内 ＧＤＰ从３４％降至２６％ （下降０８个百分点）。美日贸易不

平衡变化最大，所占国内生产总值从 ３％降至 １６％ （下降 １４个百分

点）。

表 １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日元升值期间的美日贸易平衡状况

日元／美元
美国贸易平衡

（占美国 ＧＤＰ百分比）

日本贸易平衡 美日双边贸易平衡

（占日本 ＧＤＰ百分比）

１９８４ ２３７５２ －３１３ ２６４ ２６３

１９８５ ２３８５４ －３５１ ３４３ ２９８

１９８６ １６８５２ －３８０ ４１２ ２６０

１９８７ １４４６４ －３６１ ３２９ ２１７

１９８８ １２８１５ －２７５ ２６１ １６１

　　资料来源：贸易数据来自纽约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资料库，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华盛顿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资料库。

１９８５年，日本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大幅提高之后，美国贸易

赤字没有因此而明显减少。原因如下：首先，美国的客户转而从第三世界国

家进口类似产品；其次，为了保住美国市场，日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亚

洲国家进行。由于这些新的海外生产基地从日本引进大量的资本和设备，日

本的贸易顺差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由于超过 ６０％的中国出口商品均产自外资工厂，如果人民币重现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间日元升值的场景，许多外国投资者会将生产经营转移到世

界其他地区去。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提高低储蓄率和削减预算赤字，纵然有

第二个 “广场协议”，也不会减少美国现有的贸易赤字，并将致使美国将从

国外借来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均衡汇率的经济学定义是央行不参与的前提下产生的结算汇率。结

算汇率以国际收支为零进行定义，而不以双方贸易的账面平衡情况 （或

当前账面平衡情况）为零定义。这意味着尽管汇率失调是基于基本均衡

汇率的概念进行定义的，它也空有其壳，因为基本均衡汇率与结算汇率

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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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美国财长盖特纳在首尔的 Ｇ２０峰会上提出，每一个 Ｇ２０成

员国应该防止贸易不平衡持续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４％，这对缓解经济环境

不景气下以生产能力低下和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代表的贸易紧张，是切实

可行的办法。盖特纳的提案在当前全球形势下，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意

义，原因如下：①避免基于均衡汇率理论 （ＦＥＥＲ）对人民币进行衡量的伪

科学及人民币大幅升值和美国贸易赤字大幅下降论调的不科学性；②每个国

家自由选择政策工具，使贸易不平衡处于可控状态；③杜绝以邻为壑的政策

对缓慢复苏中的国际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三　中国应何去何从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向发达国家提供贷款，这着实是件不寻常

的事。特别是当估算均显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美国高得多。这种反常结果

导致：①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为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创

造就业机会；②对稚嫩产业进行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又被称为 “自

主创新”），加快了中国积累资本的速度。压低汇率对加快出口企业、进口

竞争企业成长十分有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入城市为企业成长提供人力资

源。

推动出口、压制进口是中国贸易顺差背后的根本原因。从短期来看，政

府应减少贸易障碍，让更多的进口商品进入中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

还应增加几种新型输入方式，例如教育服务业和旅游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

作支撑，中国应扩大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计划，使得符合条件的中国人到国外

接受更好的大学教育和培训课程。然而，若非为了生产目的，中国不太可能

增加这种类型的输入，因此，这也仅是一种假想。

此外，中国应认识到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为目的的本土自主创新计划，

其实质是将产品收入从消费者转嫁给制造商，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机制。全球

大多数本土自主创新方案，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它们催生的行业不具备国际

市场竞争力。这表明大多数本土创新计划要么是被 “边学边干”的观点误

导，要么是出于对竞租行为的考量。这种误导还导致另一个不幸的结果，即

强调外国对中国进口壁垒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满，加重了对中国出口贸易进

行自卫性反击。鉴于最受保护的产业不会成长为最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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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多只是以此躲避国外竞争的竞租行为。中国可以做到既不弱化技术改

造能力，又能大幅减少本土自主创新的规模。

从长远看，中国的根本任务是改革国有银行系统的垄断地位，将储蓄转

用于国内投资。另一种异常现象是，在华外国私人银行面临的法律限制和针

对经营活动的非正式禁令比国内银行少得多。如不对国内私人银行进行优化

升级，将很难满足劳动力密集度比大型企业大得多的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

求。一个现代化、多元化的金融部门是确保中国储蓄资金过度外流，并保持

快速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方案之一。

中国应通过削减投资和促进消费实现消费性增长。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

意味着较低增长率①。投资率较低，则产能提高较慢。这一建议实则希望中

国放缓实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步伐。这一有缺陷的再平衡建议是基于不加批

判地使用 ＧＤＰ核算身份提出的，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等于需求各组成部分

之和。建议的提出者没有意识到，当国内生产总值大部分用于消费，小部分

用于投资，则仅能保证现有承载能力的充分使用，而不能保证生产能力的增

长速度。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取决于投资下一阶段资

本存量的现阶段资金数量。

中国要实现经济再平衡，要做到两点。首先不靠牺牲国内资本积累，而

靠消除贸易顺差，增加消费。在 ２０１１年 ４月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不再

依靠削减投资遏制通胀，而是快速使人民币升值。将人民币升值作为对抗通

货膨胀的主要手段，意味着以接受暂时的高失业率来换取未来的永久性低失

业率。这是因为，出口制造业通常比投资项目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出口减少

了１０亿元人民币，会比投资项目上减少１０亿元人民币导致更多的失业。将

今日投资的钱用于拓展未来的产能，意味着未来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获得永久

性增加。中国也应降低进口壁垒，因为廉价的进口将刺激消费，帮助控制通

货膨胀。

其次是改变投资方向，使出口型投资转向辅助人力资本形成、加快农村

人口城市化的投资。城市化进程可以成为与出口行业同样重要、持久的增长

动力 （Ｗｏｏ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中国要在百姓负担得起住房的基础上推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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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Ｌａｒｄｙ（２００７：１０）写道，更期望看到增长途径是通过 “降低国民储蓄率”，并降低

“过高投资率”。后者是走上消费驱动增长路径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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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过去１０年间房地产业快速增长，不单体现出投机性需求，也体现出

百姓被压制的住房需求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体现出的住房需

求①。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定居者不符合银行按揭贷款要求，所以产生

了许多投资者将已购买的多处房产租给务工人员，期望租金随着租房者收入

的增长而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住房需求已经被投机者利用。

我们建议中国研究香港和新加坡的低成本公租房计划，建立一个国家住

房计划，使新生定居人口在租房达７个年头后，可以享有以建筑成本价格购

买这些住房的优先权。这种 “未来的主人翁”模式的城市化，可防止投机

导致的高空置率升级到不良贷款问题。中国能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公共房屋计

划，这是因为，在其他国家主要难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土地成本问题，而

在中国，土地多为国有②。

四　实现共同繁荣所需的理智与情感

为了控制住保护主义情绪，在美国进行重要改革也是必需的。众所周

知，通胀后，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在过去 ２０年间几乎没有增长，这种停滞

对保护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将矛头直指全球化竞争的加剧。现实

情况是，美国公司为雇用蓝领工人付出的越来越多，但并没有转化成工人实

实在在带回家的工资。因为，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不断上升的医疗保险费

消弭了工资的增长。如果没有医疗保险的通胀，工人拿回家的薪水会因在过

去２０年中发生的技术创新创造高劳动生产率而出现显著增长。美国总统奥

巴马使更多的工人群体享受医疗保险，但对控制医疗成本问题，他没有提出

任何有力的实施办法。削减预算赤字和因此产生的贸易赤字将是一件难事，

除非进行医疗改革，控制医疗成本。

美国和中国除了各自对贸易不平衡引起的全球性关系紧张有所作为外，

双方也应该携手合作，防止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体制。具体来说，

１８１

①

②

如果投机性需求是楼市炒高的主要原因，租金不会有大幅上升 （因为投机性的投资者往往

会租出空置房）。相反，２０１０年３月，北京的租金价格比２００９年３月上涨 １９６％。见 《中

国日报》“调查显示房价仍然过高”的报道，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ｃｎ／ｍｅｔｒｏ／２０１０－０５／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８３９０５４ｈｔｍ。
应该指出的是，住房建设是劳动力相对密集行业，而家居装饰是劳动力高度密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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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从 ＷＴＯ体系受益匪浅，但其并未主动起到应有的作用，推动多哈

谈判向前发展。巴西和印度在贸易谈判中担当了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的角

色。２００７年６月在波茨坦举行的四国集团会议上 （Ｇ４：美国，欧盟，巴西

和印度），巴西和印度收回早期提出的制造业关税，以换取发达国家对农业

补贴进行的削减，这些国家更青睐与中国进行进口贸易。

美国对保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意志较弱，中国此时应在多哈回合谈判中

表现更加活跃，进一步放开国际贸易限制。这种作用将非常符合中国的利

益，因为巴西现在正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与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的谈判。越来越多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对多边贸易慎而又慎，避免降低关税使

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生产者从中得利，并不断寻求与发达国家签订符合双方

利益的双边贸易协议。因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此时

加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正逢其时。

对世界经济而言，特别需要美国和中国在许多方面 （如汇率政策、财

政预算赤字、放松双边和全球贸易管制、遏制盗版行为、社会安全等方面）

启动经济协调，使收支往来不平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如果两国不通

力合作，在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无法携手，那么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看

到两国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议 （多边），加强核不扩散或消除贫困等方面

的新进展。总之，如果在贸易等争议较少的问题上不能充分运用外交界的政

治智慧，则在那些更重要的目标上就无法取得进展。如果这些问题中的任何

一个取得了进展，那也一定是在经历了充满对抗性的漫长过程之后才能得以

实现。

高度对抗性的结果不一定就是获得进展，相互麻痹或公开冲突，也是对

抗的常见结果。许多专家都指出，２０世纪的 “强国” （前 ５０年是德国和日

本，后５０年是苏联）与现在的 “强国”都发生过灾难性战争。对中国，作

为一个在２１世纪出现的世界强国的悲情预测，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 ２０世

纪崛起的最强国是美国 （而不是德国，日本或苏联）。美国是全球稳定的推

动力量。总之，如果现在的各强国家能有技巧地 （不是放任自流）容纳一

个新兴的中国，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因

此，我们不应放弃希望 （这一点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ＣｈｉｎａＵｐｄａｔｅ项目的分

析师多次指出），中美能够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做到认真合理地缓和双边

紧张关系，确保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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