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与 “应变”
——疫后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修为

一场突袭而来的新冠疫情，在给全球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使得全球经济蒙上阴影，

亦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了变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威尚未消散，全球

化再次处于疫情引发的“熔断”状态，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陷入“停摆”，世界政治经济

趋于“收缩”。当开放和包容可能不再成为当下全球化的主流，全球经济“慢性萧条”的

苗头开始显现，传统意义上的总量型、稳定型战略机遇期正在缩小，我们需要通过追溯

世界经济的演化机制及其结构性矛盾，思索中国经济下一步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与关键

路径，特别是在区域化和数字化中探寻经济治理的新规则、新议题和新空间。在上海市

经济学会和世界经济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相关领域的知名学

者，共同探讨“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修为”，在“变”中求解“应变”方略，

推进合作共赢，彰显大国责任。

权衡研究员认为，在“大变局”与“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要避免出现“大乱局”，

就需要顺应大变局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从发挥比较优势

规律、遵循自由贸易，到注重公平贸易、安全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实践逻辑转

换，密切关注新规则及其核心议题，积极推动和引领世界开放包容发展以及国内经济转型

升级。蔡昉研究员认为，新冠疫情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收入分配的一次压力测试，历史将

摒弃以自由放任的市场为魂的涓流经济学，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理念以及在各种风

险挑战中托底民生的新机制，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华民教授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从国

家同质到国家异质，从国家间相互合作到理性协调，再到大国博弈的演变过程。“和平接力”

与“和为贵”是值得倡导的，异质国家走向合作的答案只能是“求同存异”。李实教授认为，

欧美抗议警察暴力执法运动背后，是疫情之下底层民众对社会长期财富分配不公的抗争。

资本的全球流动，高科技的加速发展，以及各国公共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加剧了全球财

富分配不平等。中国应该引以为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潘英丽教授认为，全球经济

正在进入慢性萧条期，在其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将难以避免。在“去全球化”

背景下中国面临“去工业化”的压力，中国工业只有“瘦身”才能“强体”。中国当下经济转

型的核心是培育有效率的企业组织，而培育好企业的关键是政府行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黄建忠教授认为，全球化发生逆转并非始于疫情，全球化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实体经济结

构性矛盾及其作用下普遍的收入分配两极化。存量上的“挂钩”和增量上的“脱钩”，将

是全球化中长期的趋势。当我国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变异，更加需要主动创造和动态把握，

特别是加强产业链的稳定性与供应链的安全性，重点打造六大供应链。殷德生教授认为，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格局将进一步强化；

二是美德中三大产业链之间的联系网络将以数字化形式趋于更加紧密。全球产业链不会收

缩，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的趋势将日益加强，并

将深度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和形态。

——主持人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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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呼唤新规则 ：
核心议题与中国角色

权衡 ,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大变局与大

复兴相互联系，大复兴是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变局也为大复兴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个逻辑框

架下，笔者倾向于聚焦大变局下的新规则，具体从国

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问题角度，进

一步思考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

以及中国如何推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的发展与创新。

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在逻辑

理解大变局的内在逻辑，至少要把握以下几个方

面的变化特征 ：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实践与传统理论的背离或脱节。

面对近 10 多年来世界经济的近乎“长期停滞”和“持

续衰退”，传统宏观分析框架已经显得无能为力，这也

是我们对大变局的直观印象。长期以来，我们理解世

界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是按照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

模型与周期理论加以解释，相应地针对需求不足问题，

从短期出发进行逆风向调节，试图从危机、萧条中刺

激经济增长，实现新一轮周期发展。但是，自 2008 年

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世界经济实际上连续遭受一系列

冲击，虽然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机构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然而 , 经验和事实都表明，即使采取凯恩斯

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甚至负利率货币政策等刺激，世界经济增长仍然持续

低迷，尤其是国际贸易持续多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

拉动增长的“引擎”已经失灵。可以说，上一轮全球

化发展导致的金融危机与失衡，其背后的需求与供给

的总量过剩的矛盾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所有出现的“逆全球化

思潮”、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围绕贸易、投资

问题等出现的双边、多边等纠纷，很大

程度上都与 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

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与之相关的

一个问题则是，为什么传统的宏观经济

分析框架失效了？是既有的传统宏观经

济政策机制有问题了，还是世界经济增

长陷入长期低迷甚至长期停滞的“新常

态”？我们会不会面临长时期的世界经

济内在的“收入不平等”与“全球性老

龄化”两大问题导致的“供需结构性陷

阱”？这是理解大变局的重要维度。

二是世界经济投资与贸易关系发生

变化。长期以来，国际贸易被当作世界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各国发挥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国际贸易自由

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国际投资增长迅速上升，特别是国际直

接投资、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国际

资本流动迅速加快，国际贸易与国际投

资的相对地位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依靠全球产业链

分工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国际投资占

比不断上升，全球正在出现所谓“投资

取代贸易”的新态势和新趋势。与之相

关，传统的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为中心，“边境口岸管理”为主导的规

则导向，正在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化、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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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为中心，进而出现“边境内管理”

为主导的规则变化。为此，传统的所谓

以贸易为中心的“规则”和地位相对不

重要了，促进国际直接投资更加便利化、

自由化，成为新的趋势和动向之一。

表面上看，国际贸易领域出现各种

保护主义，甚至 WTO 上诉机制发生停

摆。其背后实际上是贸易与投资关系在

全球化深度发展中发生深刻变化，国际

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层次变革，世界经

济正在从要素开放向制度性开放发展，

从而出现了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新规

则和新动向。这也对几乎所有开放发展

的国家和经济体提出了新要求。

三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

变化。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 年来，中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

发展时期。在近 180 多年的时间中，中

华民族先后经历了“盛世－衰落－崛起”

的历史过程。70 年来，我们创造的世

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

的“两大奇迹”，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也

是中国不断实现追赶发展的历史。中国

从 2010 年开始，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加上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发

展，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世

界工厂”与“世界市场”两个方面，成

为世界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

经济的地位作用及其对世界经济的重大

贡献等，都决定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在重大和深刻的变化中，中华民族

的复兴，必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复兴”必然

会继续对“大变局”产生更加深刻、更

加长远的历史性影响 ；与此同时，“大变局”也必然会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

“大变局”下的“新规则”及其核心议题

毫无疑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引发全球

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大转型与大变革。问题是，

如何避免“大变局”出现“大乱局”特别是“全球乱

象丛生”呢？面对“大变局”，人们焦虑的不是变局

本身，因为变局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

人们更担心大变局会因为某些因素而出现“大乱局”

甚至“大乱象”。笔者认为，大变局亟需新规则，只

有顺应大变局的内在规律和趋势，形成新规则，才可

能以百年新规则引领百年大变局。

“无规矩，不成方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之所以保持基本稳定与和平发

展，关键在于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发展中，基本坚

持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

投资贸易规则。几十年来，国际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

化，特别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各国不

断呼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现有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更加完善和有效。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也是国际体系演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演

变来看，当前尤为迫切的是，针对国际经济格局与全

球化深度发展的态势，完善和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贸易

规则，从而更好地顺应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

实践逻辑来看，二战以来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从一

开始所谓“讲规律”阶段，即按照国际分工体系与比

较优势发展的规律，各国按照各自比较优势最大化的

经济学规则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 ；到了

WTO 时代，开始进入“讲规则”阶段，即要求各参

与 WTO 的成员国，必须按照 WTO 的各项规则参与

国际经贸关系，如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等规则。

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不断演变，特别是全球

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发展，国际分工从强调产业分工转

向产品内分工，分工体系的深度演变使得各国参与全

球价值链的程度产生差异，于是基于所谓“权利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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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国际经贸关系开始进入“讲公平”阶段，即所

谓自由贸易重要，但是公平贸易更为重要，要求贸易

发展中权利、利益公平和对等。本次新冠疫情全球蔓

延以后，人们又开始关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

稳定性，因此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出现了所谓“讲安全”

的阶段，提出各国应当面对并更好地解决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的安全和稳定发展。与此同时，国际投

资贸易规则的演变与发展，也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逐渐转向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大变局的现实背景下，传

统的国际贸易秩序开始被打乱、贸易与投资关系发生

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公平贸易、自由贸

易、安全贸易等价值立场上出现撕裂和对立，国际投

资贸易规则正在出现碎片化、双边化、区域化、高水

平、高标准并存的新趋势、新动向，同时也加剧了“规

则乱象”。目前，各种层次、各方面的规则五花八门、

层出不穷。但是，传统的 WTO 下一步改革方向在

哪里？顺应数字化方向的治理规则如何？ USMCA、

TPP 和 CPTPP 是否代表了新一轮投资贸易规则的新

方向和新动向？各种双边和区域性规则最终可否成为

全球性规则？这些规则是否体现了百年大变局的演变

趋势，能否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利益和

话语权，能否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体

系？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

我们也需要格外关注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国际

投资贸易规则演变背后一些重大的新的投资贸易议题

的出现。从以往的历史和现实发展来看，任何新规则

发展和演变的背后，必然反映的是一些核心议题的变

化，不仅仅是规则本身或者新的概念问题。根据笔者

观察，国际经贸领域如下几方面的新议题，就值得我

们在思考新规则的时候予以高度关注 ：

一是零关税、零壁垒与零补贴议题。从 WTO 的

关税减让议题，到 USMCA 提出的三零原则，是国际

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变化和新议题。客观上说，WTO

的关税减让原则主要还是聚焦促进自由贸易的议题，

但是今天已经发展到需要高度关注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问题 ；而且，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演变来看，

顺应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的

趋势，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可能是

一个新的方向和趋势，值得我们在思考

新规则时重点关注。

二是国民待遇与国际投资规则问题。

顺应国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趋势，原

来 WTO 框架下的仅限于贸易相关的投

资措施和概念，也需要重新定义。例如

CPTPP 和 USMCA 已经把投资定义为“投

资者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具有投

资特征的各种资产，包括企业、股份、

债券、衍生权利、合同、知识产权以及

其他有形或无形的财产权利等”。这意味

着对投资的国民待遇从准入后的国民待

遇发展到覆盖准入前和准入后两个阶段，

实际上涉及内外投资者的公平待遇问题。

此外，涉及投资争端的解决机制、投资

者或者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等，都需要

格外关注国际投资议题，这些议题显然

比原来的标准和要求更高。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议题。这是新规

则涉及的最核心的主题之一，也是最具

争议的议题之一。知识产权保护议题的

核心是高标准、广范围，涉及技术转让、

保护主体、保护客体、数据保护、侵权赔偿、

企业收购和兼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复

杂议题与协商一致问题。特别是随着服

务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如何保护好

知识产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在新一轮

规则制定和谈判中也是焦点议题之一。

四是竞争中立议题。如何处理好市

场竞争问题，不仅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问题，更涉及如何恰当地制定产业政

策问题。高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应

当遵循竞争中立的市场原则，创造更加

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秩序和环境。在新一

轮规则制定过程中，各类企业主体特别

是涉及国有企业，如何与其他所有制的

经济主体实现公平竞争，如何处理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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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企业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今后在新

规则制定中需要深化思考的重要议题。

中国需要向世界充分说明，目前国有企

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已经与传统的国营企业概念完全不同 ；

中国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就是在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五是数字贸易议题。数字化已经成

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加快推动

国际电子商务发展，也是各国促进经济

发展的现实选择。但是，面对数字化和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多现实问题和

议题不得不提出 ：比如，数据跨境流动

与国家安全问题、数据流动与个人隐私

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等问题。

这些都是需要根据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

发展的趋势，重新思考的国际投资贸易

新议题。

六是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发展

中国家身份”以及“劳工保护”议题

等。随着国际贸易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深

度发展，个别国家会借所谓市场经济地

位、发展中国家身份说事，即使像中国

这样市场化已经高度发展的经济体，仍

然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期

排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同时提出所谓

超经济发展阶段的“劳工保护”原则等，

试图影响国际投资贸易的发展。需要指

出的是，这些规则尽管不一定构成新规

则的关键性议题，但会严重影响发展中

国家国际投资贸易的议题设定和谈判地

位，必须予以重视。

“大变局”下中国的新角色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

然会在大变局中面临更多机遇和更大挑

战。笔者以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决定了中国在大

变局下推动和引领新规则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不能缺

位，也不能失语 ；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顺势而为、积极作为，在推动和引领新规则的演变和

发展过程中体现大国责任，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面对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新态势，中国要

更加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经济，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积极推动和引领世界开放包

容发展。要加快建设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

港，推动要素市场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营造市场化、

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通过深化全面改革，特

别是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建设高标准的公平统

一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升市场化配置资

源的水平和程度，以国内大市场开放发展对接国际大

市场，高质量建设好“一带一路”，推动国际合作与

共赢发展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发挥中国经济

推动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最终

以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去推动和引领

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和发展。

另一方面，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中国要加快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引领中国经济尽快实现“强

起来”的奋斗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的发展

特别要防止“三个陷阱”：一要加速创新驱动发展，

迅速提升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防止长时间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摆，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二要加快推动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引导和超越传统国际

关系中的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倡导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三要发挥

大国负责任的形象和作用，承担起与中国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提供国际

公共产品，发挥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积极作用，避免

“金德尔伯格陷阱”，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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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流经济学的最后盛宴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面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这一百年未遇的重

大危机，遗憾的是，一些欧美国家并没有

显示出人均收入水平高、科学技术发达和医疗卫生资

源充裕的优势，反倒因政府的应对不力造成重大生命、

健康和民生的损失，在本国和国际上遭到普遍的诟病。

这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或许仍有高下之分，却

明显与本国拥有的财力和资源并无紧密关系。虽然我

们尚不能对问题出在哪里作出全面的评判，但一个值

得追根溯源的现象是，在这些抗疫失利的国家，涓流

经济学根深蒂固地支配着政府和社会的发展理念，并

且分别孕育出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策。

正是这种笃信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制，既可以

把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无限获利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

动力 ；同时又能自然而然地使增长成果滴流到普通劳

动者群体的理念，在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孕育出

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充分

暴露出这种经济理论的谬误，亟待结合新的需求和新

的实践打破理论瓶颈。

现实也表明，虽然传统理论教条在应对当今世界

重大挑战中已经屡遭失败，涓流经济学却仍然上演着

最后的盛宴。

涓流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涓流经济学天然地假设，富裕群体获得的利益

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贫困人群。涓流经济学

的始作俑者不是亚当·斯密。诚然，斯密确实在其《国

富论》中讲到，“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

给 ；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

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①。然而，结合斯密在早于《国

富论》17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到在其思

想体系中，其实并不存在社会各阶级自然而然变得

“普遍富裕”这种涓流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

真实情操反映在包括《国富论》在内

的诸多著述中。

例如，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可以

发现，他并没有把劳动与资本这两种

要素等量齐观。在把工资与利润（或

者说劳动和资本）放在一起讨论时，

斯密给予劳动及其相关的贫困问题格

外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劳动要素和贫

困问题分别承载和体现在人的身上。

一方面，在论述生产要素回报率趋于

均等化的时候，他正确地指出，由于

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资

本回报之间的差异。②另一方面，他指

出贫穷劳动者虽然“支撑着全社会的

框架”，却仅仅获得十分微薄的工资，

因而暗示着政府实施济贫和再分配政

策的必要性。③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政策渊源上来

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才是涓流经济学

之父。他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

收入分配伦理原则，即让每个人都得到

利用自有工具所生产的物品。于是，国

家的作用仅限于界定和执行产权④，即

维持社会中每个人能够使用自有工具这

种既定格局。

然而，托马斯·皮凯蒂的著名公式

①② 亚当·斯密

著：《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上卷），郭大

力、王亚南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11页，

第104页。

③ 艾玛·罗斯柴

尔德：《经济情操

论——亚当·斯

密、孔多塞与启

蒙运动》，赵劲松、

别曼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9 年， 第

112-113页。

④  M i l t o n 

F r i e d m a n , 

C a p i t a l i s m 

and  F reed om,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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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g 揭示，资本收益增长始终快于经济

增长（从而快于劳动报酬增长），并且

已经被长期的历史数据所证明。因此，

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再分配，每个人依

靠自己的生产要素所能得到的物品，必

然是不均等的，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与资

本要素的所有者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

最终必定产生天壤之别。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是最著名也

是最彻底的涓流经济学实践者，其在任

期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转化为政

策，推动了大规模的减税。1/4 个世纪

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再一次将其

发扬光大，在美国社会陷入贫富分化的

情况下，竟然实施了“让富人获益、由

穷人埋单”的减税政策。颇具象征意义

的是，2019 年，特朗普为经济学家阿

瑟·拉弗（Arthur Laffer）颁发了总统自

由奖章。这位以“拉弗曲线”著称的供

给学派代表人物，当年曾为里根所仰仗，

如今再次风光，恰好说明了涓流经济学

的代际传承。

在当今的美国，涓流经济学与宏观

经济民粹主义是配合运用的。诸如减税

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便产生一定

的做大蛋糕效果，却丝毫无助于解决积

重难返的蛋糕分配不均问题。事实证明，

这种政策倾向具有自我强化，影响范围

逐步扩大，乃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性质。

同时，也会在突发的极端事件中遭遇更

为严重的破产。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过程中，美国总

统和联邦政府在防疫问题上的不当举

措，不仅使国家遭受重大生命损失，还

爆发了全国性的社会动荡。“符合”其

逻辑的选项进而是，扩大并利用而不是

试图弥合社会的分裂，并且把民粹主义

转化为单边主义，同他国展开贸易战、

采取遏制手段，从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多边主义机制 

“退群”，乃至推动逆全球化过程。

曲线背后 ：大流行及其经济冲击

一如既往，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在猜想，

疫情之后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会以何种路径复苏，

并且用英文大写字母来描述可能的复苏轨迹。

迄今为止，被用来描述不同情形的字母包括 ：V

字形，指经济急剧衰退之后可以迅速复苏 ；U 字形，

指经济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 ；L 字形，

指经济复苏的时间远比人们希望得更久 ；W 字形，指

经济复苏呈现起伏和不确定的趋势。此外，也有更为

悲观的预期，如认为经济衰退将呈 I 字形，即看不到

复苏的希望，以及更为普遍接受的预期，即耐克徽标

的钩状，虽然经济衰退后恢复起来需时较长，但是终

究呈现出复苏的趋势。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趋势尚未明朗之

前，任何判断都充满着猜想的成分。对于这一次全

球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冲击以及复苏前景，归根结底要

看流行病学曲线的变化。新增确诊人数每日在时间轴

上的展现，有助于中国认识疫情的走向，防控疫情应

有的政策理念和应对经济冲击的措施，以及经济复苏

的可能轨迹。这与 2003 年我们在应对非典型性肺炎

（SARS）时的经验密切相关，当时经济复苏轨迹就是

以镜像的方式对流行病学曲线做出反射。①

更为重要的是，认识流行病学曲线也有助于破除

涓流经济学。流行病学曲线背后都是生命。一些国家

领导人无视科学，任由流行病学曲线攀升。一些国家

领导人希望在拉平曲线的情况下，获得群体免疫从而

在控制疫情上一劳永逸。其看上去应用了统计学的方

法，似乎是科学和严肃的，殊不知统计学归根结底是

“大数定律”，在新冠肺炎病亡率既定的情况下，无论

流行病学曲线是平坦的还是陡峭的，每一步上升都意

味着生命和健康的损失。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是涓流经济学的

信仰者，她的名言“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个

体”，看似尊重了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却否定了社会

① 参 见蔡昉主

编：《“ 大 流 行 ”

经济学——应对

疫情冲击与恢复

经济 增长》“绪

论”，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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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的责任。事实表明，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

在致命的疫情面前既不具有充分的信息，也不是完全

平等的。防范疾病的任何措施，包括检测、免疫和治

疗的手段，都不会均等地滴流到每一个人身上。在疫

情造成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降低以及生计威胁等

面前，首当其冲的通常是穷人和脆弱群体。我们完全

可以设想，即便疫情过后，最难以回到就业岗位、重

拾基本生计的同样是这些群体。

疫情演变得日益严峻化以来，美国政府也并非什

么都没做。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美国政府无视一直以

来标榜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对美联储施加巨大的政治

压力，史无前例地实施了货币的大放水。在疫情从供

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冲击实体经济的情况下，过分充裕

的流动性并不只是具有安慰剂的作用，而是以数万亿

美元的力度刺激资本市场，加上其他措施给富人以好

处，让处于财富链顶端的人群在疫情中赚得盆满钵满。

就连特朗普本人也在推特上声称，美国应该乐见负利

率这样的“大礼包”（GIFT）。与此同时，经济的停摆

造成高失业率，每一个百分点的背后都意味着普通劳

动者的生计危机。在涓流经济学操办最后盛宴的同时，

也上演着九天九地的悲剧。

以人民为中心 ：压力测试催生新理念与新机制

继《21 世纪资本论》之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

一部题为《资本与意识形态》的新著，于 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时出版，可谓正逢其时。他把

不平等现象作为不具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问题，

不顾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敢违逆的“政治正确性”，

即做大蛋糕所必要的激励，提出了“革命性”的再分

配主张——高达 90% 的累进税率。①

这种“侵犯”私人财产权利的动议自然不能为西

方社会所接受，大多数经济学家同行也不赞同他的政

策方案。②同时，就中国的语境而言，皮凯蒂的方案

也未必具有直接的针对性。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从理

论上清算涓流经济学的大好时机。我们不妨把皮凯蒂

所说的“意识形态”广义地理解为关于平等与不平等

的“社会共识”或者“理念”，把他提出的激进政策

主张转化为必须严肃对待收入不平等问

题的可行方案。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某些突发性的

危机事件，常常会把一些趋势性的缓变

一下子催生为急变，这在经济或社会难

以适应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巨

大的破坏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以

诸如此类的危机事件作为一种重大转变

的压力测试，则可以未雨绸缪、化危为

机，从理念上、政策上和实践上转向更

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新冠肺炎大流行，就是对于社会公

平正义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一次压力测

试。特别是诸如气候变化和新一轮技术

革命将对社会公平带来的冲击，究竟会

达到何种程度，表现为怎样的形式，如

何才能在政策上和体制上进行有效的调

整，新冠肺炎疫情诚为一次难得的预演。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关于政府的

必要职责的新理念，或许正需要深化讨

论并且能够由此诞生。

与涓流经济学及其实践遭遇巨大失

败的情形相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抗击疫情和

恢复经济的进程中，在重大决策及其政

策措施的制定中居统领的地位。

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中国本着生命至上的理念和尽

力而为的原则，举全国之力支援疫情中

心，在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全面隔离、全

民免费收治、全民检测，以及分阶段全

面复工复产的措施，较为成功地控制了

疫情的流行并逐步进入经济复苏轨道。

这一危机应对的实践探索及其成功

经验，也标志着政府基本公共品的供给

理念日渐成熟，不仅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而且有助于形成在各种风险挑

战中托底民生的新机制。

①  T h o m a s 

Piketty, Capital 

and  I d eolog y , 

C a m b r i d g e , 

MA, U.S.A., and 

London,  U.K.,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2020. 

②  A r v i n d 

S u b r a m a n i a n , 

Af ter Capital: A 

Radical Agenda to 

Tame Inequality, 

Foreign Af fairs, 

Vol. 99, No. 4, 

2020, pp. 1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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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在最近 50 年当中经历

了从失衡到调整再到博弈的

过程。这个过程的演化机制是怎样的呢？

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呢？通过导入“国家异质”这个

因素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主义的

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

为了厘清世界经济从失衡到调整、

再到博弈的演变过程，我们的研究起点

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经济

治理体系。与以往相比，二战后的国际

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特点，是多边协议

框架结构下的可调整。这里的重点是可

调整，包括汇率可调整和关税与非关税

可谈判，并且是多边互惠。

这个可调整的体系是由英国人设

计、美国人运作的，可以形象地说是“英

国人的魂、美国人的体”，这是一种灵

与肉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英国就成

为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能

够正确处理他国崛起的国家，从而也

就决定了英美之间没有所谓的“修昔

底德陷阱”。

具体说来，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治理

体系是由凯恩斯领导下的剑桥团队设计的，凯恩斯领

导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年

轻学者，比如后来因为建立了国际经济调整中的“米

德综合”模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凯恩斯

的工作是提供思想，其领导下的团队则是把凯恩斯的

思想转化为理论模型。有必要指出的是，凯恩斯确实

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经济学思想先后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为解决英国国内与国际经济

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结构。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欧洲停战

协议（“凡尔赛和约”）的思考和批评。

1919 年 1 月，凯恩斯跟随英国代表团来到巴黎，

参加结束一战的和平会谈。然而，和谈过程却让他备

感失望，当欧洲最需要重建自由贸易的时候，政客们

却忙着在地图上重画国界。为了恢复战后欧洲经济，

欧洲需要的是把沉重的债务一笔勾销，但交战各方却

在讨论各自欠的钱怎么还。

1919 年 5 月，当凯恩斯看到和约的草稿时，他以

经济学的思维，理性地意识到，草稿中关于战争赔款的

条款是完全不可行的，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极其不明智。

他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干出

的最凶暴的行为之一，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

回到英国后，凯恩斯撰写了其成名作《和平的经

济后果》，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惩罚太重，

强加给德国的赔款负担将毁灭德国经济，进而影响整

个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将为新的战争的到来埋

下仇恨的种子。20 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

了凯恩斯的思想是正确而又深刻的。

第二个阶段是对 1929 年大危机的思考。凯恩斯

突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开始寻找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在凯恩斯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经济

观，比如有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萨伊的“供

世界经济的演化机制 ：失衡、调整与博弈

华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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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理论、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

等，当然还有马克思的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而造成“经

济周期（危机）”理论。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入手，发现了三个导致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机制 ：一是消费的边

际倾向递减 ；二是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递减 ；三是对

货币流动性的偏好。前两个机制会导致总需求下降（消

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下降），后一个机制则会造成流

动性陷阱，从而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失效。所以，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就需要政

府干预，政府干预的手段只能是增加财政支出。凯

恩斯的这些思想为构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理论

基石，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理

解宏观经济的必读之书，并成为日后政府制定充分

就业政策之理论源泉。

第三个阶段，也即 1942 年之后，凯恩斯开始对

战后世界经济治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逐渐形成了

从货币到贸易、再到发展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这

一治理体系的基本立场是“固定汇率 + 自由贸易 +

共同发展”。

从二战时期混乱的货币体系回归正常的货币体

系，最优选择自然是金本位。金本位既可控制通货膨

胀，又可带来固定汇率，前者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

后者有利于国际贸易。考虑到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

黄金储备均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由美国来领导战后世

界货币体系的重建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就有了“布

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其货币锚是黄金，

美元与黄金保持固定价格，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与美

元保持固定汇率。但是在发生贸易与政治失衡的情况

下固定汇率可调整，调整过程需要多边协商，并由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对这个货币体系的运作和调整加以

监督和协调。

为了走出源于 1930 年代的贸易保护的困境，以

及确保战后西方经济的尽快复苏，凯恩斯认为自由贸

易是必由之路。为此就需要一个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协

议，通过协商和调整，大幅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这个协议就是“关贸总协定”（GATT），该协定签署后

实际上就成为一个国际机构，负责推进贸易自由化的

合作与谈判。协定秘书处为各个谈判工

作小组提供服务，一年一度的成员国大

会则把谈判成果达成协议、付诸执行。

一个增长不平衡的世界是不安全

的，它会因为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

的贫困，而发生战争与产生难民。因此，

为了世界安全，所有发达国家有责任

和义务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于是需要一个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来帮助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这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就是今日的世界银行。

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

美国在从昔日宗主国英国那里接过世界

经济领导权的时候，进行了“制度创新”，

在凯恩斯提供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上，

又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那就是

专门提供国际公共安全的联合国。该组

织于 1945 年 10 月 24 日在美国旧金山

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由以上这些机构组织组合而成的战

后国际经济与政治治理体系，很快让世

界恢复了秩序，世界经济随之走上迅速

复苏与繁荣的发展道路。

国际治理体系的失衡、调整与瓦解

但是，这个治理体系到了 20 个世

纪 70 年代，由于各种各样难以调整的

失衡，逐步趋于瓦解。

最为基本的失衡是贸易失衡。先是

米德综合模型，接着是斯旺模型，为人

们理解贸易失衡提供了非常直观的观察

或分析方法。其实，不管是米德综合模

型还是斯旺模型，都清楚地告诉我们，

平衡都是特例，失衡才是常态。因此，

作为均衡不过是一个调整的方向，它从

来就没有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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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界定 ：一

是货币与贸易的失衡，或者说货币与世

界经济增长的失衡 ；二是国家之间的贸

易失衡。前者最后造成了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崩溃，后者则导致自由贸易体系新

一轮谈判的失败。

（一）货币与贸易 / 世界经济增长的

失衡

我们先来讨论货币与贸易，或者说

货币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失衡问题。货币

与贸易 / 世界经济增长的失衡可以分为

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总量失衡，也

就是世界经济和贸易总量与货币供应之

间的失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通货收缩，

通货收缩会造成价格下跌、投资下降和

经济衰退。第二种是结构性失衡，也就

是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造成的失衡，

这被称为“特里芬困境”。

导致总量失衡的原因在于，战后经

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以致

黄金供给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

的速度，当世界经济面临这样的局面时，

金本位无疑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至

于结构性失衡，则是由美国的贸易失衡

造成的，美国作为世界最终消费市场，

对外贸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长期

对外贸易逆差造成黄金外流、储备下降

和美元供给下降，这就是芬兰经济学家

特里芬所说的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

内在缺陷，即当世界最需要增加货币供

给的时候，充当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家

却因为贸易失衡而没有能力发钞了。当

这两种失衡同时发生时，凯恩斯设计的

国际货币体系也就开始走向崩溃，随之

而来的便是货币纸币化。

从金本位调整为纸币本位，其实对

美国与美元都是有利的，因为美国只需

调整货币，而不必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从此有了发钞权。但是这对其他国

家来说则是非常不利的，它们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调整

成本。因为随着美元供应量的增加，非美国家要么调

整经济结构来恢复或适应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以

达到汇率稳定之目标 ；要么就是本国货币被迫对美元

升值，然后被动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及其与美国的经

贸关系。换句话来说，货币与贸易的失衡虽然可以通

过货币体系的改革来加以平衡，但是由此导致的货币

失衡则需要更多的国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恢复平

衡，唯独发钞国美国可以例外。

这一结果导致世界很多国家的不满，于是就有了

国际货币单一美元体系向多元化的演化，其中最主

要的挑战者是欧元。但是，一方面，考虑到综合国

力与货币的网络效应，美元的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

并未动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商品

和资产供给，大部分国家的货币仍然不可能成为真

正的世界货币。包括曾经挑战美元霸权的日元，最

终还是因为出口受挫（无商品可购买，被对外直接投

资所替代）、资产泡沫破灭（无资产可购买），宣告日

元国际化失败。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原理，一个国家

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

志，而是取决于客观的经济实力与开放度。实力源于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供给和收益稳定、交易成本较

低的资产供给，否则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是没有购买

力的，而没有购买力的货币也就不具有国际储备的功

能。除了实力之外，开放度也很重要，如果说实力决

定货币的价值，那么开放度决定货币在国际上的流通

范围，这被定义为货币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会

带来锁定效应，它意味着一个国家一旦选择某种货币

作为交易或者储备货币以后，就很难进行重置，因为

这会产生很高的转换成本。这也是在美国实力相对下

降的情况下，美元为何仍然是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

原因所在。所以，在讨论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否已经走

向衰落的时候，不仅需要观察流量的实力变化，还需

要观察存量的网络效应。

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有二 ：第一，一个国家的货

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不是一个主观的“战略选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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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第二，由于存在存量的网络效应，国际主导货币

的更替可能不是渐变性的，而是突发性的。

（二）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

在此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在所难免。斯

旺均衡是调整的方向，但从来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原

因在于调整的成本实在太高。

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也有两种类型 ：一是结构性

的 ；二是政策性的。结构性的贸易失衡是由禀赋、消

费偏好和国家规模的差别造成的，从而具有客观性。

政策性的贸易失衡则源于主权国家对贸易的干预，从

而具有主观性。

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贸易失衡，需要采取不同的

调整方法。比如结构性的贸易失衡，短期靠贸易双方的

政策协调，最为直接的调整方法就是数量调整（如配额

和自动出口限制等），长期靠结构改革与发展。政策性

的贸易失衡，则需要通过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方法来调整，

市场化调整就是调整汇率，自由化调整就是开放市场，

自由准入，鼓励竞争。

政策性调整的成功案例当属 1985 年的广场协议，

协议签署国接受美元贬值，并要求日本对出口进行数量

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非专业人士对于 1985 年

广场协议的解读都是错的。广场协议不是一个简单的美

国压制日本的协议，而是一个多边调整协议，该协议接

受贸易逆差巨大的美元贬值、其他货币升值。至于货币

升值后的日本为什么会掉入长期增长衰退的泥潭，主要

不是因为协议本身，而是因为日本应对的政策出错了。

同样是货币升值的德国并没有因此而走上长期增

长衰退之路，主要原因在于其应对方法正确。在马克

对美元升值后，德国采取以下三大应对策略，保证了

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一是减税对冲汇率升值 ；二是控

制工资率维持实际汇率的稳定 ；三是创建欧元使得名

义汇率贬值。

与之相比，日本的应对方法非常有问题。协议汇

率升值后，日本试图以增加货币供给来恢复货币的利

率平价，阻止市场名义汇率的升值，这在出口贸易既

有价格调整又有数量调整的情况下是无效的。在出口

受限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的选择是把产能转移到不受

出口限制的第三方或者是直接进入原先的出口目的地

国家，这就造成了日本一波规模巨大的

对外直接投资浪潮。在货币供应量增加

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因素的相互

作用下，新增货币无处可去，只能流向

非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于是就迅速形

成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在

经济基本面因为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而

不断向坏的情况下（市场缺乏就业机会，

居民收入下降、政府税收缩减），任何

泡沫都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在签署广

场协议四年之后的 1989 年，日本的房

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均告破灭，

从此走上增长衰退的不归路。

求同存异 ：异质国家如何走向合作

如果说 1985 年的广场协议是一次

成功的调整，那么其他的调整大多都失

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的

调整都失败了呢？为此，我们有必要来

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成功的调整与

失败的调整。

成功的调整的前提是同质国家，比

如美国和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调整。

他们在基本制度上都是同质的，因为制

度同质，所以协调的成本低，成功的概

率高。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在禀

赋、技术和消费偏好等领域存在的差

异。正因为有这些差异的存在，所以同

质国家之间的调整也不是一定可以成

功的。迄今为止，同质国家间真正调整

成功的是七次贸易谈判和 1985 年的广

场协议。

而且，即便是同质国家的调整，一

般而言，政策性失衡要比结构性失衡更

加容易取得成功。因为政策性失衡之调

整可以用规则来约束，短期就可以见效 ；

而结构性失衡之调整则需要长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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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所以短视政府都会加以拒绝，

这也就是所谓的把问题留给后人的做法。

考虑到结构性的失衡要比政策性的

失衡更多见也更普遍，所以在现实中，

失败的调整要比成功的调整更多见，同

样也更普遍。因此，自从 1970 年代失

衡发生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成功的调

整太少，失败的调整太多。可见，凯恩

斯主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要有效运

行，不仅需要国家同质，而且还需要同

质国家结构与周期相似。

1989 年苏联解体以后，全球化推

向整个世界，2001 年中国以发展中国

家的身份加入 WTO，俄罗斯也于 2012

年正式加入 WTO，由此产生两大相悖

的效应 ：趋同与趋异。趋同是指通过

参与全球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走

上了快速增长之路，特别是中国，通

过加工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总量直

逼美国，经济学家们按照购买力平价

计算的结果发现，2013 年之后的中国

经济总量就超过了美国。趋异是指随

着异质国家的加入，大国之间的合作

与调整成本越来越高。由于国家异质，

又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整，失衡双方就

凯恩斯主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如何有

效运行产生分歧，西方国家要求异质

国家履行合约与承诺，而异质国家希

望改造现有的合约与秩序。当双方都

不愿意调整国内的体制与政策来实现

国家异质下的国际合作时，导致调整

没有空间，只能走向博弈。

从 2005 年 WTO 新一轮（多哈回合）

谈判失败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再

到 2018 年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升

级，大国博弈逐渐取代大国合作，从而

导致战后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

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走向瓦解。

曾经在这个治理体系中发挥过国际监管和调节功

能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等，尽管没有随之走向消亡，但日渐都降格

为纯研究机构，它们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合约监管与各

种各样的失衡调整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大国博弈的后果很严重，它不仅导致全球化的逆

转，就连原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也走向崩溃，世界

开始走向分裂。分裂可以包括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甚

至是种族之间的分裂，西方国家与异质国家之间还有

可能发生新冷战。时至今日，就全球而言，我们看到

的是一个缺乏领导与合作的世界。基于民族主义、民

粹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文明的冲突已经上演。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分裂和冲突的世界

是不会有繁荣的，疫情全球蔓延之下经济衰退只是

前奏，任何国家的希望与全世界的希望都是相生相

长的。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一

个重大事件。全球化经历了从国家同质到国家异质、从

国家间相互合作到理性协调、再到大国博弈的演变过

程。现在的大国博弈究竟是因为美国不能像英国那样面

对他国崛起造成的呢？还是因为异质国家难以适应既有

规则，或者说国际规则需要重塑造成的呢？再或是因为

兼而有之呢？这是当今最值得人们深刻思考和反省的重

大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20 世纪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又迎来的东西方冷

战，都是由大国博弈造成的。所有这些不合作的行为

都让人类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包括死亡、贫困、痛苦。

由此可见，源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实在属于

人类选择的最为愚蠢的行为。

就此而言，二战结束之后世界领导权在英美之间

的和平接力非常值得借鉴。而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

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合作理应成为人

类解决所有问题的基本之道。

那么，在国家异质的当今世界，异质国家如何才

能走向合作呢？答案只能是“求同存异”，舍弃人为造

成的异质性，尽可能提升对世界发展的共同认知和共

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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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
事实、根源与启示

李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

根政府开启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和

社会政策，掀起了一股政策变革的思潮。一些主要发

达国家纷纷仿效英美的做法，导致国家的财富分配格

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关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

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个人收入差

距的扩大，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

上升，家庭财产分配的差距扩大。

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无疑对社会发展

和稳定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使得一些国家频繁出现

社会动乱。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分

裂。这种分裂先是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距，

然后是不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接着是生活方式的不

同，最后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社会将进入到一种易

发社会冲突的状态，而且会是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

从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抗议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如 2011

年始于美国而后在全球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发出了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满政府补贴大企业

的呼声，呼吁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

政策力度。又如，今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引发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议

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也是底

层民众对长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种抗争。当一个

社会存在过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

分配不公，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小冲突

就容易演化为大冲突。

收入、工资、财产 ：分配不平等的三个维度

几年前 OECD 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

裂之中 ：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①，对 15 个

OECD 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至 90 年代中期，14 个国家的家庭可

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

14%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5

年前后，其中 9 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

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

升幅度有所减缓。

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

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

究结果都显示，20 世纪 60—70 年代，

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

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

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

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可是，从 20 世

纪 80 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

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

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

最新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

测算出美国长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数已经从 1968 年的 0.386 上升到 2018 

年的 0.483 ②。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

升。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

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研究，

2018 年美国最富的 10% 的人均收入是

其余 90% 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 9 倍

多 ；而处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最富

①  O E C D . 

D i v i d e d  W e 

S t a n d :  W h y 

Inequality Keeps 

Ri sin g .  OECD 

Publishing, 2011.

②  K. Amadeo 

and  M. Boyle. 

Income Inequality 

i n  A m e r i c a : 

U nderstanding 

Wealth Inequality, 

Its Causes, and 

Solutions. https://

www. thebalance.

c o m / i n c o m e -

i neq u a l i t y - i n -

america-330619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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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和 0.1% 人群的平均收入是 90%

中下层人群的 39 倍和 196 倍①。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

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

等。美国工资差距同时出现了不断扩大

的过程。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

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

异。有数据显示，在 1979—2018 年近

40 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 90% 员工的

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 24%，而工资最高

的 1% 和 0.1% 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

达 158% 和 341%。显而易见，这种高

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

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

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

距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

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

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

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

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

之亦然。以美国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

度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财产分配

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E.Wolff)

的成果，1983 年财产最少的 90% 家

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 32% 左

右，财产最多的 1% 家庭的财产份额是

34%，比前者高出 2 个百分点 ；而到了

2016 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 22%

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 40%，

二者相差 18 个百分点。②

过去 40 年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

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激发了相当可观的

研究成果，其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

（T.Piketty）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他在

2013 年出版了《21 世纪资本论》，极大

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

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

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

究显示③，法国最富的 1% 人群的财产份额，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的 16% 左右上升到 2000 年的 28%，虽

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 2010 年后仍处在 22% 以上。

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 1% 人群的财产份额也

上升 5 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 10% 人群的财产份额上

升了 7~8 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各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所不

同。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

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 30 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

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

（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印度学者古什（J.Ghosh) 在

一篇文章中论及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印度城市中最富的 20% 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 40%，

农村中最穷的 40% 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 6%。④

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

大。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

扩大。在 2004—2012 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

基尼系数从 0.384 上升到 0.395，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从 0.536 上升为 0.543。⑤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 ：

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

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

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

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

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

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

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

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

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

①  S a e z , 
E m m a n u e l , 
Striking it Richer: 
T he  E vol ut ion 
o f  Top Incomes 
i n  t he  U ni t e d 
S tates,  h t tps:/ /
e m l . b e r k e l e y.
edu/~saez/saez-
UStopincomes- 
2018.pdf.
②  E d w a r d 
Wolff.  Household 
Weal th  Trends 
i n  t h e  U n i t ed 
Sta tes, 1962 to 
2016: Has Middle 
C l a s s  We a l t h 
R e c o v e r e d ? 
National Bureau 
o f  E c o n o m i c 
Research, 2017.
③ F Alvaredo, etc. 
Global Inequality 
D y n a mi c a l l y : 
N ew  F ind ing s 
from WID. World, 
h t t p : / / w w w .
nber.org/papers/
w23119, 2017.
④  J a y a t i 
Ghosh, I ncome 
i n e q u a l i t y  i n 
India. http://www.
n e t w o r k id eas.
org/wp-content/
uploads/2017/09/
i n c o m e _
inequality_India.
pdf, 2006.
⑤  M e h t a b u l 
Azam, Income 
Inequality in India 
2004—2012: Role 
of  Al ter na t ive 
Income sources. 
E c o n o m i c s 
Bulletin, Volume 
36, Issue 2, 2016, 
pp.  116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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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

挑战。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

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

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

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

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

的国家。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

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

业机会。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

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

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

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

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大发展，就业率大幅度

提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

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

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

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

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

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

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都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

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它们的资本的确会从资本全球

化过程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难免会

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这些工人的就业变得越来

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

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

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

力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 2010 年开始，西方

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

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

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

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从这个

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这也导

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

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

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

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

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

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短期看，科技

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

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

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

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

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

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

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

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新

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

本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

动器。

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

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资本的支持

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

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

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这就是我们所

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

酬不断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兴行

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

就业和工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

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

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

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

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

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

冲击是机器替代劳动。一些研究发现，

最易于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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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办公室的文职

人员，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

等，而这些人员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

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

不如前。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

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

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

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

转变。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 80

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

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

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

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

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

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J. Stiglitz) 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

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中进行了

很好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

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

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

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

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

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

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

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

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不言而喻，

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

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

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它们除了受到全

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

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世

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

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

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比如，20 世

纪 80 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 0.6，然后

从 21 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0—

2011 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 1.3%。①巴西取得这种结果

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

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

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

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

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

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 40 多年中，中国

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

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

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 20 年中国居

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

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

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

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 ；

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

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

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

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

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

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

富裕”的发展道路。

① Nora Lustig，

Luis F. Lopez-

Calva，Eduardo 

O r t i z - J u a r e z . 

“Deconstructing 

the  Decline  in 

I n e q u a l i t y  i 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a n  A g e  o f  

Global i zat ion: 

Essays in Honor 

o f  E nr ique  V. 

Iglesi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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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慢性萧条前景与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

趋势也将难以避免，原因在于中国过度依

赖外部的市场、技术和资源的发展模式不再可行，需

要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内部循环为主，而这个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

全球慢性萧条前景与结构根源

全球正在进入慢性萧条期。2013 年萨默斯提出

“长期停滞”，也即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利率”或实

业投资的平均收益率长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在此背

景下，发达国家会出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常态 ；欧洲 

“日本化”趋势日益显现。目前看来，低增长、零增

长有较大可能会走向慢性萧条，因为其背后有着宏观

经济政策无法克服的结构问题。

一是全球层面的贫富极度分化。瑞信银行 2018

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的相关数据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

占比 64% 的 32.11 亿成年人拥有的财富只占财富总额

的 1.9%，而成年人占比 0.8% 的顶端富人拥有的财富

占比高达 45%。①在财富两极分化背景下，富人财富

的增值已经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贫困阶层严重缺乏

消费购买力，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长期萎缩或

供给过剩。消费是最终需求，其他原材料、投资品都

是派生需求，最终需求的萎缩将沿着产业链从下游往

中上游形成持续的收缩压力。由于产业链的全球分布，

这种经济收缩必定会全球扩散。

二是消费市场的全球失衡。中国前 40 年的国际

大循环主要是从欧美引进资本技术和高效率企业组

织，从资源出口国获取原材料生产制成品，再向欧美

出口。而我整理数据发现，1999 年 G7 国家人口占全

球比例仅为 11.5%，消费却占全球的 67% ；2016 年人

口占比下降为 10.24%，消费占比则下降了 16 个百分

点，至 50.8%。这说明发达国家内部市

场的全球份额已达极限，相对萎缩是不

可避免的长期趋势。2013年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对贸易投资的目的地做

出战略调整，这是完全正确的抉择。不

过，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低估了发展中

国家投资环境的复杂性。

三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广义制度缺陷，

投资风险高企。南部非洲“二战”后的

50 年几乎没有增长，被称为“失去的 50

年”。欠发达地区长期缺乏投资和消费能

力，也是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的表现，

以及全球性产能过剩和慢性萧条出现的

重要原因。国际组织通常在贸易层面讨

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比如中国持续的

贸易顺差和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但更

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生产要素地区分布

的不平衡以及要素跨地区组合的失败。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生产要素可分为

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类。

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

展的制度安排，包括宗教文化、传统习

惯在内的广义制度。欠发达的南亚和非

洲，人口出生率高，年龄中位数低（比

如尼日尔仅 16 岁），自然资源也相对丰

裕，但是资本技术十分稀缺，广义制度

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二战后的 30 多年美

①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 th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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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主导的南北之间生产要素的组合是相

对失败的。美国借助 IMF 等国际组织在

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想把有

利资本发展的欧美制度移植到欠发达地

区去。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

经济和政治普选制移植到极度落后国家

的结果是，培育出更为折腾的“制度怪

胎”，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进程和社会的

动荡不安。国家广义制度的差异性是客

观的，全球化带来不同文明的碰撞，但

结果可能是兼容，更可能是冲突。这是

跨境生产要素组合失败的深层制度原因，

也是全球不平衡和去全球化的根源。

“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

“去工业化”压力

加入 WTO 后，中国增长模式已从

之前的“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

剩→关停并转”转变为“政府主导→投

资拉动→产能过剩→出口释放”。外部

市场不断拓展使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潜

能得到充分释放，也是经济高增长可持

续的前提条件。然而，自 2018 年美国

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开始意味着

这个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比较赞同券商首席分析师刘煜

辉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辆踩着刹车下

坡的超载重卡”的说法。如果把今年新

冠疫情看作中国经济下坡途中的一个大

坑，中国经济这辆超载重卡下行中不仅

要垫砖填坑，而且要把准、把稳方向盘。

前年年底，我曾预测“中国经济将持续

下行，实现可控的软着陆，2026 年可降

落在 5% 的增长平台上”。在发生未能料

及的新冠疫情后，今春我再次预测“今

年经济增长率会在 ±3% 之间，明年增

长率同比可到8%~10%区间”。4月10日，

IMF 预测中国增长率今年是 1.2%，明年是 9.2%。此后

由于全球疫情扩散，6 月 IMF 将 2020 年与 2021 年增

长率分别下调至 1% 和 8.2%。就中长期态势看，我的

判断是，如果能控制好系统性风险，未来 5 年平均增

长率仍可达 4.5%~5%。当前国际环境已发生严重不利

于中国的变化，中国要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国际大

循环转向主要依赖内部市场开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为主，实现生产、消费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当然，这种转换需要深层的体制机制变革。

目前“去全球化”已被大家所认识，但“去工

业化”仍不为大家特别是工业大国中国所理解。大

概两年前有位美国教授提出，有两种力量在推动全

球“去工业化”：第一种力量是消费的普遍规律，即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物质产品消费支出占

比必然会下降。我把这个规律也称为广义的恩格尔

定律。第二种力量被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制造业生产

能力，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不需要工业化。

今天看来，中国一些发展经验难以复制。比如某

个镇专门生产灯具，另个镇专门生产袜子或牛仔裤

等，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通常可达 70% 甚至高

达 90%。中国有 2800 多个县，如果每个县有 10 个镇，

就有近 3 万甚至更多的镇，如果所有镇都是这种发展

模式，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如果中国承包世

界所有制成品生产，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相对

就减少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之所以砸机器，原

因正在于就业和发展机会被替代。另一方面，继续充

当全球制造工厂，对中国本身也已经不是一件好事，

因社会边际净收益可能为负，而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

环境压力、能源安全、以农民工低廉工资保持成本优

势等，对社会和谐发展都是不利的。

当前，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体量很大，大概是 21

世纪初的五六倍。如果产品没有销路，一些制造业企

业就没有现金流还本付息。“举债扩张”“借新还旧”

是这些制造业企业维持生存的通行法则。但当债务雪

球不断滚大，如果不下决心去产能、去杠杆，就有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其实，我国规模扩张型工业化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2006 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2010 年工业对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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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见顶回落；2012 年工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2013 年

工业就业绝对人数也见顶回落。前些年国内基础设施建

设和一带一路投资，客观上帮助消化了重资产行业的过

剩产能，但未来这些消化能力也将遭遇衰减。因此，政

府需要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相比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印度想借美国资本与

市场发展制造业的愿望而言，“去工业化”是中国需

要认真面对的。中国工业需要减肥，只有“瘦身”才

能“强体”，只有中止那些过剩制造业僵尸企业对稀

缺资源的持续消耗，才能有更多资源给先进制造业和

市场高成长的服务业用于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培育有效率的企业组织

疫情之下李克强总理提“地摊经济”，我理解主

要是让底层老百姓能从房产租金和各种摊位费用中解

放出来寻求出路。北大国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

个体经营者有 9766.6 万户，就业人数大约 2.3 亿人。

2018 年，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数量的 99.6%，

超出国际平均水平，也超出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

家的平均水平。不过，企业平均寿命低于 3 年。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与勤奋的劳动者和庞大的市

场相比，中国当下特别缺乏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去创造就

业岗位，从事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经营。我在 1997 年

出版《有效利用外资理论研究》一书时就发现，中国利

用外资的实践与一般理论十分不同。利用外资的两缺口

模型表明，外资是用来弥补国内储蓄和外汇的不足。但

是中国不缺乏储蓄和外汇，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呢？我

当时的结论是，中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弥补有效率企业组

织的不足。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体

量的增长而改善。经济转型的具体要求是从依赖外需转

向释放内需，从高投入转向高效能的结构优化，是需求

引导、供给适应的市场化。而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市场化

包括经济金融强国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就是高

效率企业组织。营造促进有效率企业组织成长的制度生

态环境，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

而培育好企业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转型，特别是

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需要从行政管制、主

导经济，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

秩序。维护市场秩序尤其需要做好三件

事 ：一是保护私有产权，重点避免对民

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侵权。二是防范商业

欺诈，避免企业、企业高管和大股东的

欺诈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中小投资者

权益。中国股票市场长期低迷，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上市公司内部人员欺诈行为

未能得到应有惩戒，而根源在于政府

的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企业融资上。因

此，政府立场需要作出根本转变，将有

效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建设作为基本国策

来推进。三是着力改善消费服务业的生

态环境。消费服务业有高成长性和创造

就业岗位的巨大潜力，要求我们既要

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也要保护生产

者合法经营的权益，在市场准入、技

能培训与从业资格管理、服务质量监

控、纠纷仲裁等环节健全有效的制度 

保障。

此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税

制和干部任免制度。由于增值税在生产

环节征收，政府工作重心往往放在招商

引资和地方保护上。但随着企业越来越

多，产能过剩加剧，为了优胜劣汰更加

顺畅，未来税收应考虑向自然人倾斜，

向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等倾斜，这

样地方政府也会更有动力在“让生活更

美好”的各个方面展开良性竞争。对于

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也有三个建议 ：

一是考核指标应将总量指标改成人均指

标，以适应户籍松动、劳动力流动的大

势。二是引入第三方评估。三是推进地

区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等全国评选

排名，增加社会评价的透明度，引导地

方政府间有序竞争。中央政府则可以通

过行政区划的撤并，实现对一些低效政

府机构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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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及其影响是一个世界

性的研究课题。一方面，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尤其美巴印等国还在大

规模、大范围蔓延，对世界经济、国际

关系的影响持续发酵 ；另一方面，疫情

引发了学界尤其是思想理论界对若干关

键问题的热议，甚至在新时代改革开放

根本方向问题上也引起了新讨论，一些

逆市场化的论调严重干扰人们的认知。

所以，“疫情热”下廓清一些认识盲区

和实践困惑十分必要。

疫情下的全球化 ：

从“熔断”到分化

当前，全球化处于疫情引发的“熔

断”状态。新冠疫情从供给侧和需求端

双向冲击了全球价值链，造成全球产业

链与供应链的“断供”与停摆。事实上

我们清楚，全球化发生逆转并非始于疫

情，而是美国政府对华、对外战略及政

策转变。近年来，美国采取的政策不断

干扰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其

大约起始于 2012 年的《先进制造业国

家战略计划》（另一说是 2009 年的《美

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开启了资本与

制造业企业的“回流”过程。特朗普上

台后实施的减税计划和大额补贴企业回流政策，进一

步强化了美国掠夺其他国家资本和制造的力度。新冠

疫情爆发加剧了国际政治与经贸格局的复杂调整，全

球化演化为主要经济体产业链收缩，价值链出现“近

岸化”“碎片化”的趋势。

疫情冲击使世界各国对全球化蕴含的结构性矛盾

认识愈加清晰。疫情进一步暴露出世界各国长期以来

运用大水漫灌式“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和大规

模赤字财政抚平经济周期的宏观政策作用日渐式微，

其边际效应递减的状况从负利率政策实施效果可见一

斑。各国普遍认识到，全球化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实体

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作用下普遍的收入分配两极化。

要解决全球化遇到的“瓶颈”阻力，各国必须把政策

方向锁定在贸易和制造所主导的全球经济关系调整

上，通过产业技术革命和有效的全球治理切实改变经

济增长的动能，通过自由开放的要素流动和优化资源

配置达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效果。

因此，我们应将全球化的现实发展与未来寄望于

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重构之上，为全球范围内的科技

革命创造有利的环境。换言之，产业链优化与供应链

合作是全球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根据当前世界

经济和政治形势研判，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一

些西方国家并不愿意为此付出实质性的行动。他们选

择了从自身狭隘的选票政治利益出发的“甩锅栽赃”

与“脱钩”策略，固执于通过“退群”和极限施压等

手段制造麻烦，博取“零和游戏”下趋于不断缩减的

全球存量利益。

从这一趋势出发，未来全球化有两个结果 ：一

是存量上经过长期历史演化形成的不同经济体之

间交互“挂钩”的全球化状态 ；二是增量上某些

国家导演的在未来新科技与新金融领域不断强化

全球化“熔断”与
中国的非稳态战略机遇期

黄建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

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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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脱钩”倾向。全球化将呈现出一种碎片化、区

域化、结构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近岸化、供应

链成本增大和价值链收缩，可能是中长期的普遍 

现象。

新时代的战略机遇 ：结构性与非稳态

如何看待新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战略机遇期？从理

论上讲，只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主基调，战

略机遇期就存在，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调整认识和战略。

传统上，我们把战略机遇期定义为对全局产生重

大、深远影响的一段时期，它是有利于统领性、全局

性、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实现的背景、环境

和条件。其基本特征是时间的长期性，空间的开阔性，

影响的全局性，成长的持续性，因此其根本性质是环

境的稳定性和机会的可预见性。在疫情冲击和美国政

府人为操弄所导致的世界格局复杂背景下，我国传统

意义上的总量型、稳定性战略机遇期正在缩小。换言

之，战略机遇期本身正在面临一个变异，表现为结构

性、非稳态的存在。

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存量成果

仍然存在，构成我国的战略机遇基础 ：一是我国改革

开放催生而成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量，包括相对完整

的国内产业链与庞大的内部市场。二是经济全球化下

形成的我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

系，包括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之间构成的贸易、投

资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构建的基础设

施投资、产能合作与贸易联系，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和

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的深刻联系。即便某些

国家极力“脱钩”，长期形成的经贸联系也难以在中

短期内全面中断。

另一方面，新产业与技术革命酝酿着新的经济动

能，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服务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和新能源、新材料、新业态等新经济领域的“应用场景”

占优，这是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最具确定性的战略机

遇。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历史昭示一条基本规律 ：开

放而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是吸纳、整合与运用先进

科技的最佳条件，是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规模经

济基础。我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深

厚的产业链基础、新型的举国体制和庞

大的内部消费市场，构成了产业技术革

命率先突破的绝好环境。

此外，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

识与相同历史背景、包容发展取向的

“一带一路”合作，也构成我国开放经

济新格局，将创造出新的战略机遇。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参与方日益

增多、合作日渐深化、机制不断丰富、

效果不断显现。在这次全球抗疫合作

中，各国更加认识和体验到中国倡导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寓意，“一带一路”

合作的内涵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未来

将释放出愈来愈多的红利。

因此，尽管在疫情影响和新的国际

关系条件下，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总量型、

稳定性战略机遇期或许正在缩小并可能

逐步失去，但结构性、非稳态的战略机

遇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主动创造和动态

把握。

产业链和供应链 ：稳定性与安全性

面对全球化“熔断”之下我国战

略机遇存在的变异前景，从全球产业

链重组与供应链重构的现实挑战出发，

我们必须加强产业链的稳定性与供应

链的安全性。

第一，打造基于市场主体组织与上

下游供应网络韧性的全球静态供应链。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其自身产品、

技术、管理和服务的优良质量、创新能

力与适销对路是第一位的生存保障，也

是供应链安全的基础。因此，企业在风

云变幻、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要从

产品高质量、技术创新性、管理灵活性、

服务安全性等领域对标行业标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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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要求。在极度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下，

剔除或控制非经营性资产的比例，对经

营性资产进行动态优化配置。企业应保

有充分的流动性，对原材料、半成品与

产品存货结构进行合理安排，对管理费

用、营销费用和财务成本加以严格控制。

在生产、经营中进行流程重组，划小核

算单位以防止“跑冒滴漏”。同时，在

企业生产与经营的上下游产业链、供应

链关系中，要善于开拓相关渠道、优化

客户结构，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保持充分的经营弹性与市场韧性。

第二，形成基于供给“有备份”与

需求“可替代”的国内应急供应链。在

外部环境不利条件下，企业应当在巩固

外部联系的同时，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的

潜力，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寻找替代性、

可应急的供应商与终端客户，不断整合

内外关系以提升自我配套能力。在复工

复产过程中，科学评估市场前景和预测

变化方向，在生产规模和产品结构调整

中做好敏感性分析，在保本底线和盈利

最大化之间灵活运用产能。与此同时，

积极协调好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相互

扶持、共渡难关。

第三，塑造基于时空转化而能够角

色互换的外部弹性供应链。面对趋紧的

产业链和风险极大的供应链，企业应准

确判断市场转向风险，因地制宜、适时

组织资源完成精准转型。地方政府在出

台相应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的同时，

一要充分利用中外抗疫初步成效形成的

国内外疫情“时空窗口”的有利条件，

打造国内外资金、产业的“安全岛”“避

难所”，引导外部产业链与供应链向当

地转移。二要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开放

性制度和政策作用扩大本地的制造、服

务“应用场景”，吸引民间资本和外部

流入资金完成在地资产转化，增加区域产业动能。三

要政府与企业合作，搭建好市场化、股份化公司运作

的应用技术转化平台，通过自由作价、自动撮合、自

主交易的过程帮助中小微企业精准转型，提高中小微

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率。由此，形成基于时空转化而

能够角色互换的外部弹性供应链。

第四，提升产业链链主或核心枢纽地位，形成基

于具有自主选择权或不可替代性的主动供应链。我国

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产值是美国同一指标的

2.6 倍，148 个工业品种的产量与出口量居世界首位，

并有大量的中间产品对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产生广泛

影响。在疫情和不确定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国企业

可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提升，巩固和扩大产业链链主或

供应链核心枢纽地位，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中

的自主选择权，在规模、结构、质量和方向上加强其

不可替代性，形成主动的全球供应链。

第五，立足国内庞大市场与“一带一路”合作，

建构基于战略性全产业链（NVC）基础的可平行、可

交互式供应链。我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

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新型举国体

制”“一带一路”合作等优势，完全可以在相对不利

的国际关系环境下，依据战略性投资与技术突破，塑

造出自身战略性全产业链，形成与某些大国占优的产

品全球产业链相互平行、在全球供应链为数众多的供

需结点上交互连接的竞争合作关系。

第六，基于“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改进”的

全球动态供应链。相对而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要

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形成的动态供应链具有理论上

的“帕累托最优”性质，因此我国始终倡导合作共赢、

奉行自由贸易和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但是，在疫情爆

发、蔓延以及少数国家刻意切割的压力下，这种“最优”

状态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或渐行渐远。对此，我们

应当保持战略定力，改行“卡尔多改进”的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路线。也即，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继

续倡导多边主义，积极主动地开展区域、双边、单边

开放合作，通过跨国界产业利益交换、跨部门利益补

偿、跨期限利益分享等体制机制建设，寻求一条“次优”

的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合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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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与数字化 ：
疫后全球产业链不会收缩

殷德生 ,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

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

巨大冲击，人们日益关注疫后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变化，

尤其担心全球产业链会否收缩。其实，全球产业链的

基本特征是区域化，不会出现显著的全球性收缩。目

前全球产业链呈现美德中三足鼎立的区域化格局，疫

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全球产

业链区域化格局将进一步强化，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北

美地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

东亚地区各自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将会更加紧密。

二是美德中三大产业链之间的联系网络将以数字化形

式趋于更加紧密。全球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

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的趋势将日益加强，并

将深度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和形态。

全球产业链呈现美德中三足鼎立的区域化格局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衡量，目前的全球产业链格局

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在北美地区，美国是产业链

中心 ；在欧洲，德国是产业链中心 ；在亚洲，中国是

产业链中心。整个世界的产业链就是呈现这种三足鼎

立的格局。从产业链供给端来看，欧洲主要以德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为纽带构成产业链网络，亚

洲主要以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为纽带构成产业链网

络，北美地区主要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为节

点构成产业链网络。从产业链需求端来看，中国的产

业链离不开对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产业链更依赖于欧

盟。综合供给端和需求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产业链

联系最为密切，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之间的产业

链联系更为紧密。

美德中三大全球产业链中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城市群驱动产业链网络的模式，或者

说，美德中国内的产业链网络主要集中

于城市群。例如，中国的产业链网络，

从全球来看，主要集中于东亚尤其是日

本、韩国和东盟国家 ；从国内来看，主

要集中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构成的菱形

区域中。随着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疫情虽然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尤其是供应

链产生深远影响，但全球产业链更显著

的还是区域化特征。中国的产业链在东

亚区域的特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自我循

环。从全球价值链位置看，在中日韩为

核心的亚洲产业链中，日本处在上游，

韩国处在中游，中国总体处在中下游。

除了中日韩之外，“一带一路”也是中

国产业链区域化布局的重点。

不仅如此，美德中三大全球产业链

和供应链中心中间的联系网络将以数字

化形式，既趋于三足鼎立，又趋于更加

紧密。欧美等多数发达国家较早认识到

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布局起步也早。例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就实施了“信息高速公路”战

略，到 2008 年的“数字经济战略”，再

到 2019 年的“数字现代化战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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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从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先进

制造等领域提升数字经济和国家创新

能力。欧盟从 2000 年启动“E-Europe”

计划开始，历经 2010 年的“欧洲数字

议程”、2015 年的“数字化单一市场”

计划、2018 年的“人工智能合作宣言”，

致力于建立数字统一市场，探索数字法

律规则和人工智能政策。英国从 2010

年的“数字经济法案”到 2018 年的“数

字宪章”，最早将数字化纳入国家顶

层设计。德国从 2010 年的“数字德国

2015”、2016 年的“数字化战略 2025”

到 2019 年的“工业战略 2030”，实施

以数字化和高科技驱动“工业 4.0”计划。

相比之下，印度、俄罗斯、巴西等

发展中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战略布局相

对偏晚。中国则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2013 年实施“宽带中国”战略，2015

年推进“互联网 +”行动，2020 年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首次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趋势推动

“数据价值链”形成

疫后全球产业链还有一个重要趋势

就是产业链的数字化。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在改造全球产业链的内涵与外延，数

字化趋势加速扩展。

在现代生产制造领域，产业链日益

表现为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制

造形态 ；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产业链

加速演变为电商零售、在线金融服务、

在线展览展示、在线研发设计等生产和

服务深度融合的新模式 ；在生活性服务

业领域，产业链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和数

字载体，在线教育、在线文娱、在线医疗、

无接触配送、新型移动出行、远程办公

等，将服务和消费相互融合。以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特征的产业链数字化趋

势日益突出。世界贸易也日益体现为贸易对象的数字

化，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联

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8—2018 年，全球数字服

务出口年均增长率近 5.8%，规模已达 3 万亿美元。发

达国家在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力超过货物贸易。

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趋势源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要素，

以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为支撑，以数字产业和数

字部门增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要表

现形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正积

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在 2016 年首次突破了 GDP 的 30%。同年 9 月，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

济”列为 G20 创新增长蓝图中的重要议题。G20 杭州

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是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数字经济”。世

界经济正在向数字化加速转型，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一，占

到 GDP 的 2/3 以上 ；中国保持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

地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白皮书》（2020）显示 ：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占到 GDP 的 36.2%、就业人数占比近 25%，数字经

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7.7%，成为驱动中国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 年数字经济 

报告》，美国和中国占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 75%、

全球物联网支出的 50% 以及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

75% 以上。

（一）全球价值链数据化

世界经济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一个全新的“数

据价值链”形成。在微观机制上，从数据到经济利润，

从数据收集和深度分析到数字智能，数据的日益商业

化创造了新的价值链。数据价值化重构生产要素体系，

数据要素通过资本化渗透不仅使劳动力、资本、技术、

土地等传统要素发生变革与优化配置，而且沿着数

据资源化逻辑驱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方向加速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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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宏观机制上，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其具

有了显著的报酬递增性质，它可以被重复使用且不会

造成成本的增加，也可以被多人同时使用，从而导致

同样收益的情况下成本不断下降甚至无成本，这种规

模报酬递增效应就是产业链数字化和价值链数据化推

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机制。

（二）全球创新链平台化与供应链智能化

全球创新链将更加注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共享和

重复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正外部性。创新链的数字化

平台提供了各类要素的供需方在线互动机制，形成全

链接型的创新网络生态，进而给所有创新主体都带来

日益降低的研发成本和不断提高的研发能级。随着人

工智能、5G、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智能交互技

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创新，全球供应链的智能化和线

上化趋势加速凸显，现代生产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

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呈现出在线、智能、交互以及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在最近 10 年里，世界通

信技术服务和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增速一直远高于

整体服务出口增速。

( 三 ) 以“新基建”赋能产业链数字化升级

如何为基于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全球产业链数字

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提

供基础条件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 5G、大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正是面向未来的

新一代信息科技变革，助推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升级。

5G 技术不仅直接带动 ICT 等数字产业和数字部门的

发展，而且加速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制造业、服务业、

民生领域数字化融合水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

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全球产业链数字化、价值

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提供信息基

础配套，催生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

式。例如，相对于人均 GDP 1 万美元的同类国家，中

国的制造业就业占比较低，这实际上是制造业数字化

的体现，或者说人工智能替代了部分劳动。目前，我

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 GDP 比重接近 30%，并以第

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数字化为主导。诸如软件行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和互联网行业的数字产业和

数字部门的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相对较低，亟

待“新基建”驱动升级。数字经济和“新

基建”的主战场在城市群。2019 年中

国城镇化率为 60.6%，而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约为 80%。中国城镇化的人口未

来将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而城市群超

大规模的市场为中国的产业链数字化、

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

智能化提供了显著的比较优势。

世界数字经济治理与

数字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博弈

各国在数字经济治理实践中形成了

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数字市场治理、

网络生态治理四大领域和一定的经验共

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话语权博弈也日

趋激烈。无论是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

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

还是数据的跨境流动、数字平台的跨境

运营、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定价与征税，

数字经济治理和数字贸易规则中既存在

各国的理念、利益与主张的明显分歧，

又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数字经济是

以数据要素为核心要素，数据又是可重

复使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资源，

但与数据相关的世界规则体系严重缺失，

数据的开发、利用、定价、算法、标准

与保护等问题成为全球难题。例如，印

度等国就认为 2019 年 G20 大阪峰会上

的《数字经济大阪宣言》不符合其数据

本土化主张。美国、欧盟等纷纷提出自

身的数字经济和贸易的治理理念与主张，

并力推成为国际规则，以在全球数字经

济与贸易中抢占主导权。

在数据治理上，虽然中国一直积极

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与实践，个人信

息保护制度不断完善，但美欧已形成了

各自的基本模式，并通过国际机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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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影响力。欧盟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的实施为标志，构建了个人信

息制度体系，逐渐成为全球个人信息保

护和执法中心。美国则在跨境数据自由

流动规则上逐渐形成了主导权。美国奉

行“长臂管辖”规则以获取境外数据及

其执法能力，尤为典型的就是 2018 年通

过的《澄清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OUD

法案），为美国获取他国数据清扫制度性

障碍。澳大利亚也以《电信和其他法律

关于协助和准入的修正案》赋予其对存

储于他国境内数据具备“长臂管辖”效力。

美国还加紧利用数据出境的国际机制争

夺数据资源，加速数据资源流向美国。

例如，越来越多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

员国加入了跨境隐私规则体系（CBPRs），

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数据跨境流动

机制。2018 年 12 月，美国主导的《美

墨加协议》，显著提高了数据跨境流动的

自由程度。为进一步掌握主导权，美国

还联合部分盟国强化数据跨境流动安全

审查及其渗透范围，目前主要在外商投

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他国形成制约。

在数据跨境流动上，欧盟也在加紧推行

国际规则。这以 2019 年 5 月实施的《欧

盟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及其《实

施指南》为典型，欧盟非个人数据流动

监管的规则逐步明朗，彰显自由流动、

规则透明和公共安全保留的基本原则，

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单一数字市

场以及数字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消

除了数据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并且鼓励

用户在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之间迁移数据，

加快美国等海外数据流向欧盟。欧盟主

要成员国也逐渐推出了具体战略，例如

德国就开始实施“工业数据空间”计划，

推动数据开放共享。

总体而言，在算法治理、数字市场

治理和网络生态治理上，各国还未形成具体模式，处

于探索和起步阶段。美欧等大国之间既有不同的主张

和政策侧重点，又有着共同的诉求。这在算法治理上

表现得最为明显。智能化的实现依赖于算法或者说计

算机程序规则。美国追求算法公平，消除算法歧视，

要求算法使用机构对算法结果负责 ；欧盟注重推动人

工智能伦理框架，强调算法的可信赖性，建立算法解

释权和算法影响评估机制 ；中国也积极引导算法向

善，重视人工智能伦理和道德问题。在数字市场治理

上，各国都提高了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力度，包

括美国的监管也由宽松转向审慎，但对具体反竞争行

为的认定和措施存在分歧和差异 ；欧盟正积极提供一

系列应对数字平台垄断的监管规则和实践方法 ；中国

也在不断完善数字市场反垄断规则。在网络生态治理

上，法治是全球趋势，各国在治理虚假信息等行为上

有着强烈的共识。中国倡导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治理

理念，积极推进网络生态多元共治。

而在世界数字贸易规则上，大国之间的主导权竞

争日趋复杂和激烈。数字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

源，需要的不仅仅是市场，更重要的是数字经贸规则。

美国一直试图主导世界数字贸易规则，率先在双边贸

易协定中设定“电子商务”专章（2001 年美国—约旦

特惠贸易协定），最早明确了数字产品的定义、关税

和非歧视待遇（2003 年美智自由贸易协定），第一次

提出了数据产品交易中的跨境信息流以及互联网的访

问和使用原则（2007 年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

美国在数字跨境流动规则、数字产品关税等技术问题

和商业问题上不断努力。2016 年 7 月，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成立数字贸易工作组（DTWG），以快速识别

数字贸易壁垒，制定相应政策规则。

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中国尤其要重视增

强数字经济与贸易关键领域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在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中贡献中国方案，代表发展中

国家的立场与政策，绝不能忽视国际竞争中的国际规

则“卡脖子”问题。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疫情对

全球国际投资的冲击及上海引资战略创新举措研究》

（2020TCT00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