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s PDF document was made available from www.rand.org as a public 

service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6Jump down to document

Visit RAND at www.rand.org

Explore RAND Testimony

View document details

This document and trademark(s) contained herein are protected by law as indicated in a notice 
appearing later in this work.  This electronic representation of R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provided 
for non-commercial use only.  Permission is required from RAND to reproduce, or reuse in another 
form, any of our research documents for commercial use.

Limited Electronic Distribution Rights

For More Information

CHILD POLICY

CIVIL JUSTICE

EDUCATI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SECURITY

POPULATION AND AGING

PUBLIC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TANCE ABUSE

TER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he RAND Corporation is a nonprofit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viding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that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round the world.

Browse Books & Publications

Make a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Support RAND

TESTIMONY

http://www.rand.org/pdfrd/
http://www.rand.org/pdfrd/
http://www.rand.org/pdfrd/congress/testimony.html
http://www.rand.org/pdfrd/congress/testimony.html
http://www.rand.org/pdfrd/publications/CT/CT244/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children/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children/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civil_justice/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education/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energy_environment/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health/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international_affairs/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national_security/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population/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public_safety/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science_technology/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science_technology/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substance_abuse/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substance_abuse/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terrorism/
http://www.rand.org/pdfrd/research_areas/infrastructure/
http://www.rand.org/pdfrd/publications/electronic/
http://www.rand.org/pdfrd/publications/electronic/
http://www.rand.org/pdfrd/giving/contribute.html
http://www.rand.org/pdfrd/congress/testimony.html


 1

中国与全球化 

William H. Overholt 

 

CT-244 

2005 年 5 月 

在 2005 年 5 月 19 日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的证

词 

 

 

 

 

兰德公司 (The RAND Corporation) 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政策部主席 

William H. Overholt 对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陈述 

2005 年 5 月 19 日 

 

 

概要 

 

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化反对者，以及我们所建立的全球制度最大的

破坏者，转变成为这些制度承诺的成员和全球化的支持者。目前，中国的经济比

日本更加开放，其全球化程度是自从日本明治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过实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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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鼓励竞争、推广英语、采用外国教育方式以及借鉴外国法律和制度，中国不

仅提高了其制度的水平，也改变了其文明的程度。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与自由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

能让如此多的工人那么迅速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

超过了日本，日本战后通过实行高度管理经济后实现复苏；也超过了前苏联实行

的休克疗法使全社会受到损害。结果是，相比日本、印度和巴西，中国更愿意接

受与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结成有力联盟，促进自由贸易与投资。 

 

即便如此，中国的快速全球化仍有着调整的压力。中国国有企业的员工数量

减少了 4400 万，中国也已失去了 2500 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并且 125 家汽车

公司将迅速合并成为 3 到 6 家。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为它的邻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印度从中国那里学到了一

个更加开放的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对外国投资反感的亚洲人和遵从保护贸易传统

的拉丁美洲人为了能与中国竞争，不得不对外国投资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并且减少

对贷款的依赖。这将会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我们的公司带来更加广

阔的全球性机遇。 

 

与早期的担忧相反，中国的崛起刺激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对其

进行剥夺。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的经济恢复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也使一些



 3

国家免受经济衰退之苦，并且很有可能避免了一次危险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中国的发展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然而，从中国流入美国的利润和进

入美国市场货物一样，都是不成比例的。中国的廉价商品极大地改善了美国低收

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对我们财政赤字的融资保持了美国的

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地繁荣。与此同时，这也导致美国

的贸易逆差和社会调整。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滥用造成了我们许多公司的损失。狂

躁的建筑热和运输热提升了世界原材料的价格，给生产商带了极大的利润，也给

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然而，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

情况做出中国将控制全世界并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推断是错误的。与前苏联不同

的是，主张改革的中国不会设法改变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国经济面临着银行

业、城市化、就业等世界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的结合，并且到 2020 年，人口压

力将使得很少的工人需要养活很多的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

一样繁荣，在各部门有赢有输。中国向此方向快速发展的迹象应该受到欢迎而不

是害怕。 

 

中国与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全球化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过去，中国实行自

给自足经济，反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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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它认为，全球无序是一件好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了全球范

围内的无序，包括对中国大部分邻国、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在我

们的大学里面的叛乱的推动。 

 

与中国不满的外交政策相匹配的是世界罕见的国内文化压制。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1966 年—1976 年），中国的学生和其他人在毛泽东的“农民千禧年主义”

（peasant chiliasm）的指导下，羞辱了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和党的领导人，攻

击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毁坏了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甚至试图

摧毁整个国家。 

 

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已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道路：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

国制、共和国制、军阀、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异化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于中国的大部分人开始和一些学生一样，认为世界政治

经济秩序和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动摇，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

成功的道路。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只是中国贫穷和政治分裂给世界尤其是给我们带来的很

多问题中的一个小插曲。如果中国在 20 世纪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

有一个第二次欧洲大战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会变得相当

不同。中国就能够威慑或打败日本侵略者。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

上讲就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及其它事件就不会发生。我们和全世界，

更不用说 10 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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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由于中国全球化的成功，我们将不再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国不再是一个激发

世界强权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支持东南亚、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也不

再会寻求破坏全球的金融机构。我们将受益于这样一个中国：它支持泰国和菲律

宾的资本主义民主和稳定；它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 WTO；它

告诉邻国政治稳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好处。 

 

冷战开始的时候，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理念是，如果可以通过国内改革

以及后来所称的全球化，尽可能使世界大部分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我们就

可以稳定欧亚、赢得战争，并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我们的军队在这一过程

中发挥保护作用。然而从马歇尔计划到亚洲和非洲的援助计划，我们国家的长期

核心战略一直是面向世界的，并通过我们想要的世界中的制度和成功的经济实践

网住其他国家，从而实现其稳定。 

 

这个战略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

我们以前的敌人以及盟友都陷入我们所编织的网络中。自始至终，它激发了许多

争议，也偶尔引发了国内恐惧的风浪。关键性产业，尤其包括纺织业与鞋业已经

成功地抵制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国和拉丁美洲的自由贸易。对于日

本是否将接管所有的制造业和买下我们所有的重要资产，我们曾经感到一丝恐

慌。毕竟，如果他们能在钢铁行业、汽车行业和电视机行业称霸并且买下洛克菲

勒中心，我们经济的一切不都处于危险中吗？在其它方面，我们鼓励台湾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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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难道不是在支持独裁吗？每一次，我们的害怕都是多余的，并且我们每次

的战略都取得了成功。这些结果对于我们的安全、财产，海外政治自由化以及对

于我们贸易伙伴国的人民来说都是好的。我们对于中国的关注也是如此。 

 

中国的全球化 

 

我们没有料到我们的战略会诱使我们的对手，包括中国在内，加入到我们的

经济体制网络中，共同为地缘政治稳定做出贡献。 

 

虽然加入时间较晚，但是中国比日本以更大的热情加入到全球化体系中。中

国的经济比日本的经济更加开放。中国 2004 年的贸易额占其 GDP 的 70%，而

日本只有 24%。2004 年，中国吸收了 606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经济规模

比中国大好几倍并处于再建阶段的日本，应该会吸引更多不均衡的投资，但只吸

收了 201 亿美元。 

 

中国的全球化并不局限于开放经济，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体制。当代中国的

发展战略与日本早期明治（19 世纪中期）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个时期的日本政

府向世界各地派去代表团，挑选最好的海军（英国），最好的外国教育体系（德

国）等等进行仿效。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的做法变得更加朝内看，而中

国已从清朝时期的闭关自守和毛泽东式农民仇外主义发展为同化性的世界大同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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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派出考察团在全世界范围寻找并吸收最良好的国际经验。它不仅

采用外国技术和外国公司的管理技巧，还运用很多国外的制度和做法，如国际会

计标准，英国、美国和香港的证券法，法国的军事采集系统，以美国联邦储备银

行为模型的中央银行构架，台湾式的外国证券投资组合规定，韩国、新加坡和台

湾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决定采纳西方法治的概念，将竞争

作为经济行为中重要的元素，以及事实上把英语作为受过教育华人的第二语言。

今天，我可以在没有翻译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在北京大学演讲，以及同北京和上海

的高级官员进行访问。可能最重要的是，中国将青年精英送到国外接受国际主义

教育，正如以前罗马人把孩子送到希腊读书一样。 

 

当然，这种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你不能在一个国家还没有职业会计师和律师

的情况下立刻引入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制度。但是中国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

快得惊人。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性的调整不是像近代提出的“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那样。这些变革过程，如法治和鼓励竞争，推翻了近千年来中华传统文

明的核心内容。 

 

中国人的品味越来越全球化。中国人民对外国品牌的接触使得他们融入全球

文化中。举一个例子，我花了很多个月研究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被问到的一个

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那样，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发展

本土汽车。我们的发现是，中国人相比那个时期的韩国人，所接触的全球化文化

要多得多。以至于在中国，只有和国外先进技术和全球设计相结合的汽车才会成

功。10 年到 30 年前，当韩国正处于与今天的中国相当的发展阶段时，在大街上



 8

几乎看不到欧洲车和美国车，并且它们至今都很罕见。然而在中国，路上随处可

见的是大众和别克车。 

 

中国已经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更加相信全球化。中国

的成功都与“改革开放”即全球化同时发生。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在取得成功的

时期，虽然也实行全球化，但是对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方面要比中国

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 

 

全球化也使中国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国有企业员工数从 1995 年末的 1.1

亿人减少到 2005 年 3 月的 6600 万人。那些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中国

的人会对以下的结果感到惊奇。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从 1994 年的 5400 万个减少

到了现在的 3000 万个。即便这些数字是惊人的，它们仍低估了中国不得不接受

由于更大的竞争和最近加入 WTO 的调整。例如，虽然汽车行业的就业保持相对

稳定，汽车制造商的数量预计会从 125 家减少到 3 到 6 家。与此同时，外国合

资企业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市场。 

 

中国人现在正经历的社会性调整是很难被高估的。但中国愿意接受这些调

整，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在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上经历过如此快速的改

善。当改革开始时，上海的工人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看上去无精打采并且情绪低

落，而且他们中很少人拥有基本设施，如电视机甚至手表。在农村，营养不良相

当常见。如今，上海的工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并且看上去自信、有活力；中

国的普通家庭现在拥有的电视机不止一台；营养不良的情况也已经消失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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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给予了全球化压倒性的进一步支持。 

 

中国的全球化与其他国家 

 

中国的全球化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对印度经济和

政策产生的影响。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的经济一直受到阻碍，包括极端贸易

保护主义的政策，那是一个与外国直接投资持敌对的态度，还有国内实行的社会

主义经济控制，被称为许可证统治，以及与前苏联保持牢固的政治经济关系。

1991 年的外汇压力以及邻国中国的成功不仅刺激了印度，还向它表明摒弃对全

球化的敌意可以导致繁荣。虽然印度比中国起步要晚，并且速度要慢，但是印度

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翻了一倍，其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也大幅度下降。出口增长迅速，

外汇储备在印度现代史上第一次实现充足。今天你去印度（我上个月刚去过一

次），你会找到一种以前仅局限于亚洲东部的希望和自信的力量。 

 

正如中国先前发生的情况一样，印度新生的经济活力将领导人的天平从带有

冲突意味的地缘政治目标的一边向共同的经济利益这边倾斜。印度及其邻国的关

系，包括巴基斯坦，与最值得注意的中国以及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都比以前要好很

多。实际上，目前中印关系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冲突以来最好的。印度的商业

界已经从害怕与中国竞争转变为对自身竞争优势的自信，并且为印度与中国贸易

顺差而庆祝。 

 

中国对印度经济政策的影响只是更大范围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并且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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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是开始。直到最近，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日本一直对外国直接投资持

一种敌对的态度。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以及印度，更不用提大多数的拉

美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着困难的许可证规定、高额的税收、不公平的司法待遇以

及消极的舆论环境。这些国家不接受外国所有权，而是依赖外国贷款（韩国、东

南亚和拉美）和国内贷款（日本），往往会造成债务负担过重。泰国征收很高的

税收，再对特定的外国投资者减税。印度团体用歪曲事实攻击肯德基的卫生状况。

现在这些策略已经逐渐减少了。 

 

借鉴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过去成功的经验，中国在债权平衡方面取得了成功，

并正逐步改变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是革命性

的，尤其是在亚洲。过去采取的模式是通过国内外的贷款来筹资以避免对外国直

接投资的依赖，接着，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贷款的渠道来控制产业的发展。这种做

法使得企业和国家都过度依赖于银行，从而导致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它给予政府

过多的对产业发展控制的权力，促进了管理不善和腐败。与一些小型企业和外资

企业相比，它给予更符合政治口味的大型企业不公平的优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

是，它限制了我们自己公司的机会。现在，与中国的竞争将会迫使大多数公司进

行开放的外国投资。这将使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受益，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受

益。 

 

在这十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普遍担心中国的成功会吸走其亚洲邻国的贸易

与投资，从而使他们变穷。结果，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只要是改变以前规定，

转向欢迎外国投资的国家，如印度、韩国和日本，它们的投资大大增加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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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其他国家应吸引外资，相应的结果是外资的总额大大地增加了。 

 

在全球经济放缓和高科技泡沫破裂之际，像韩国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发现中

国的需求使它们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

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对于这一点，再怎么说都不夸

张。日本堆积如山的债务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导致日本国内经济崩溃，并随后波

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刺激下，这种风险似乎已经过去了。很少有书会提到

没有发生的全球衰退。然而，中国的全球化很有可能为我们避免了一个全球经济

急剧紧缩的新世纪。 

 

当世界经济放缓时，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也得益于中国的需求增长。原材料生

产商已经习惯于年复一年无情的贸易条款恶化。突然，我们的盟友澳大利亚发现

目前的贸易条款是其历史上最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的需求。世界上

很多最穷的国家，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恰恰在它们最需

要的时候受益。没有一个援助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买卖可以像中国那

样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源于中国对他们产品不断增加和持续的

需求。 

 

简言之，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与美国崛起以及日本和欧洲经济

复苏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比起和一个贫民窟的人做邻居，你和一个富人做邻

居将会变得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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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获益和成本 

 

中国全球化已经对美国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已成为美国商

品的巨大市场。关于这是一个虚构的“中国梦”的争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可口可乐

早就超过了出售 10 亿瓶可乐的传说中的目标。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汽车在中

国卖了很多的别克，虽然目前销售业绩正处于周期性暂停阶段，但是来自中国的

利润一直在困难时期为通用汽车提供关键的保证金。我们从汇回国内的数亿美元

的利润中获益，从我们最成功的公司的不断健康成长中获益，因为它们要同其它

外国公司竞争。 

 

基本商品价格的下降为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

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是有迹象表明由

于能够买到从中国进口的低价商品，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 5%到

10%。毫无疑问，该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来自中国的竞争也推动了其他国家为

我们的消费者生产出更加便宜的货物。 

 

廉价的中国商品使我们能够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延长我们商业周期上升的

时间，因为美联储不用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快地提高利率。同样，中国购买

美国国债，为我们的预算赤字给予财政帮助。没有中国的购买，我们将不得不提

高利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或者执行与其他国家类似的贸易赤字，以便它们能

购买我们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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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看到另一层面的好处，中国已经开始在我们这里进行投资。海尔现

在正在我国生产冰箱。中国联想购买 IBM 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

的工作岗位，使得 IBM 可以从中解脱出来进入高科技市场，帮助 IBM 的发展进

行融资。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不明显，但是它会发展得很快。中国今年的目

标是用 300—400 亿美元购买资源分销公司。 

 

我们也间接受益于中国对外国经济的推进作用，如对日本和澳大利亚。一个

富有的合作伙伴对于美国经济是非常宝贵的。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为日本企图控

制世界而感到担心，90 年代，我们又为日本不能履行其推进全球增长的份额而

感到忧虑。如果中国的增长大幅放缓，那些担心中国成功的人将会有更多的担忧。 

 

调整问题 

 

中国的全球化和增长也造成了我们的压力。其中一些压力是政治永久性的，

而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则是陈词滥调。当国家富有起来时，纺织品、鞋类、家具和

基本电子消费品的生产通常会转移到别的地方。袜子的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了日

本，又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台湾，而后又转向东南亚，现在转移到了中国。该调

整仍将继续，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为此轮纺织品调整做

准备。我们知道接下去的是什么，我们接受并以其作为对中国的回报，中国的压

力实际上超过了美国的想象。事实上，我们的自身调整要比其他国家小的多。 

 

这些调整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一些，因为中国承受了太多不是由它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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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责。实际上，我们所有工作岗位的减少都是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事实上，生

产力的提高已经足够大，我们应该经历更多的工作岗位减少。可以想到的是，因

为中国帮助了我们进行调整，我们工作岗位减少的数目比它应该减少的要少。我

们不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游说议员有兴趣出资去研究，由于部分生产转向中

国，使得那些濒危公司降低的成本挽救了多少工作岗位。而中国，只是由中国、

印度以及前苏联加入我们经济体造成的全球再调整的一部分。 

 

一个更加严重的政策问题是中国的廉价融资所造成的过度竞争。中国金融体

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在其重点行业，如钢铁行业，建造了太多的工厂，扶持了

过多的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几年来，中国财政上的反复无常导

致了过度建设，造成对铁、铝、水泥和其它原材料的巨大需求，这暂时支持了全

球钢铁行业，也包括我们的钢铁业。但是，它也导致了中国钢铁厂的建设过度，

以致于中国很快将拥有世界 1/2 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生产力过剩，并最终将导

致钢铁价格的下降。 

 

这样的周期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麻烦，正如我们的互联网热潮和高科技泡沫

给世界上很多国家带来了问题。我们抱怨这些问题是很合情理的，对中国改进金

融政策施压也是合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将中国的银行贷款看作不恰当的补贴也

许也是合理的。然而，我们抱怨的口吻和政策需要的实质反映了三个事实。第一，

中国正在努力实行银行改革，使他们适合市场基础。第二，我们金融的变幻莫测

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第三，他们财政管理不善的代价最终将由他们自己支付，

因为不合理的贷款将会使陷入困境的银行变得更困难。今天，中国的炼钢就像



 15

20 年前日本买洛克菲勒中心一样。如果从他们过剩的能力而无限地推断将来的

话，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

基本财务状况时，你会看到一个黑洞。日本人 20 世纪在 90 年代陷入了这样一

个黑洞，至今仍在试图从中爬出来。中国将会为目前的疯狂行为付出许多年的痛

苦代价。对此，我们的政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 

 

中国盗用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国提出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非常相似。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制造的汽车，一半零件是

福特的，一半是通用汽车的，样式是 DeSoto 的。在日本战后恢复的早期，它的

大部分出口的电子产品都侵犯了德州仪器的专利。20 世纪 70 年代，我和其他很

多人一样，收集了许多台湾的盗版的书籍，而台湾至今仍有最好的仿冒手表。当

我 1998 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在离我办公室五分钟路程的一座六层楼的建筑里，

可以买到大部分好莱坞电影的盗版碟。实际上，美国政府官员 20 世纪 90 年代

在一份简报里认为，亚洲 70%以上的盗版计算机软件在新加坡，而那个时候，

大部分责备都指向了中国。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印度和俄罗斯的问题没

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国的规模和效率，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程度都将这个问题

放大了。事实上，中国造成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与其它主要新兴市场造成的损

失差不多。对我们来说，强烈谴责对知识产权的滥用是合理的。惩罚坏的行为，

奖励好的行为也是恰当的。但是，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也是有用的。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其它原材料的供应方（包括我们自己经

济的一部分）从中国的需求中得到的好处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的上升，而我



 16

们在原材料方面更偏向于消费国而非生产国。对于很多重要的材料，目前价格上

升的最大部分是周期性的。中国对铁、铝和水泥的狂热已经到达顶峰。在石油方

面，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累计增加也许很快会受到长

期供应限制的压力。这也许会迫使我们做出新的、紧急的决定：储备多少，我们

用何种能源，以及我们与其它主要使用者竞争与合作的程度如何。即使没有中国

的崛起，这种情况最终也会发生，只不过中国加快了这一进程。 

 

最后，中国的崛起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即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和我们

的生活方式是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的部分问题是简单的，我们的生活方式

并不面临挑战。不像前苏联，不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张改革的中国并不寻求

改变我们安排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而是加入我们创建的世界体系。 

 

地缘政治的竞争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像韩国，当中国成长的时候，韩国也

更加强大。韩国的军事更加现代化。一个特定的区域是台湾海峡，保持我们的控

制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军队要对付的是一个严峻、困难和合法的挑战。但

是关于中国将会控制世界的说法会和 20 年前关于日本会控制世界的说法一样存

在缺陷。中国军队要保卫 11,000 英里长的不总是友好的边界，与其不断发展的

军事相比，所面临的任务远不会太多。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会生产世界上所有的

东西；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有比较优势。 

 

从中期来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

的银行。中国的每一代人，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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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 1200—1300 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

们国家要严重得多。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工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高增长

只能通过中国领导人英雄式的改革措施得以维持。如果中国权力穿透了这些问

题，到 202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与非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

糕的，包括日本在内。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奇迹般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

那个时期就会碰壁。到 2020 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仍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

国家。即使他们的成功保持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不会控制世界。 

 

中国，作为全球化和稳定的主要倡导者，它的崛起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复杂的

地缘政治局势。在自由贸易和投资方面，以及各种经济问题，如转基因作物，中

国是我们主要的盟友。在朝鲜问题上，尽管在策略上有所分歧，而我们的目标是

一致的。中国是我们有效的合作伙伴。在恐怖主义和犯罪问题上，中国是我们主

要的亚洲盟友。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新的境况下，日本是我们的军事盟友以及在意

识形态方面部分称得上是我们的挚友，但是在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上中国是我们

有效的盟友，而日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是起反效果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格局。 

 

除了特别的台湾海峡问题以外，我们为中国影响力的极大增加付出了代价，

这是因为我们和传统的盟友制造了一种真空，而不是因为中国积极扩大了它自己

的权力。然而现在有些转变，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重要的转变。在危险的朝鲜问

题上，我们国内有策略分歧，而更于我们的盟友产生了分歧，特别是韩国不同意

我们的策略。我们邀请中国来发挥一个中心作用，中国却对此表现犹豫。在东南

亚，我们曾根据全球化和自由化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来制定政策，从而传统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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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忠实的支持。如今，我们放弃这个优先事项，而更重视军事方面的战争与反

恐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国放弃了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并转向多边贸易自由化

下的共同经济发展。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我们被认为是放弃了多边贸易自由

化而转向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已成为多边贸易主义的主

要支持者。中国在贸易方面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而不是断言主张自

己的观点。可以说，不出意外的话，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很多亚洲国家）会把

2003 年的 APEC 峰会看作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的角色互换。韩国和亚

洲国家的发展是亚洲地缘政治巨大的变化。引起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中国，

并且我们愿意的话仍然可以采取主动。 

 

我们美国人必须非常清楚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当我们的制度体系推动

1870 年不稳定的中国以及 1970 年破坏性的中国走向有序、繁荣，并成为我们

所创建的主要全球体制的支持者，这是我们的成功而不是失败。事实上，这是历

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当我们花很小的历史调整成本就有一个富裕的合作伙伴

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成功而不是失败。当然，我们至今为止的成功不能绝对保证

中国会永远友好并且支持我们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繁荣表示欢迎，

我们会使这个吉利结果的可能性最大化。如果我们拒绝，我们将保证会得到最坏

的结果。 

 

对我们与全球化的中国关系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成为我们

富有的竞争者，并实现互利的劳动分工。希望中国能从它的亚洲邻居那里吸收有

用的政治经验，也希望韩国和日本能从中国对我们投资高度开放中学到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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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中国转向全球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政策的胜利之一。 

 

我的第一位老板 Herman Kahn，写了名为《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的书。日本专家常常担心，如果他们的经济成功的话，我们会对其

进行干预，压制他们的经济。Herman Kahn 总是回应：“你们不了解美国人。

我们不会攻击你，而是会将你们所有的成就归功于我们自己.” Herman Kahn 是

一位伟大的美国战略家和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