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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高歌猛
进，自由贸易大步流星，带来全球经济繁
荣、财富激增、民众生活的普遍改善。然
而，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
头，挑起了与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且来
势汹汹。日前，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对原产于
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美国
副总统又公然恫吓，“将征收更多的关税，数
字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一倍以上”，并为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强词夺理。美国的倒行逆施令
一些人忧心忡忡，担心经济全球化可能走向
终结。这个时候，登高望远，拨云见日，继
续倡导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
作，加强全球治理，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已是发展大
势所趋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目前并无统一的说
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 5 月的报告给
出的定义是：“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
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和世界各国经济的
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它
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
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
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美国学者罗伯特·吉
尔平说它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其实，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就是经济全
球化的生动缩影。美国博通的触控芯片、韩
国三星的显示屏、日本索尼的图像传感器
等，全球 200 多家供应商的零部件漂洋过
海，涌入位于中国内陆的富士康工厂，由

“打工妹”、“打工仔”的巧手组装完成，再飞
往纽约、伦敦、东京、新德里、墨尔本等全
球各地的“果粉”手中。

苹果手机的前世今生展现出经济全球化
的基本特质，就是商品、资本、技术、信息
等大规模地跨越疆界流动。没有经济全球
化，就没有今天全球市值超万亿美元的“苹
果帝国”。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
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18 世纪中期，蒸汽机的轰鸣声排山倒
海，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来，国际分工产生。
英国曼彻斯特棉纺厂加工的已经是来自西印
度群岛、南北美洲的棉花。英国棉布成为人
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

19世纪中后期，发电机、内燃机、生产
流水线广泛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
时代来临。汽车、飞机、电报、电话颠覆了
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天涯若比邻”成为现
实。工业、商业资本向全球扩张，不同国家
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更紧密地结成一张
大网，催生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

1870-1913 年，全球贸易额实现翻番。
两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使经
济全球化进程遭受重挫。二战后，各国通过
缔结多边条约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三大支柱撑起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各
国政府因时而动，制定方便资本、技术、人
员等跨境流动的政策，提高了全球市场一体
化水平，经济活动深入交织、融合。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革命成为
第三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核心，彻底改变了
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催生了数字经济等新经

济与社会发展形态。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相
互为邻的“地球村”了。

尽管早期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殖民主义的
扩张与掠夺，带给人类的不都是“糖与蜜”，
也有“血与火”，但从客观上看，经济全球化
进程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比如，财
富逐步增长，贸易与投资活跃，绝对贫困人
口减少，预期寿命增加。1970-2017 年，以
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全球GDP总量从不
足20万亿美元升至80万亿美元。同期，人均
GDP 从 5185 美元升至 10634 美元。全球贸易
额在 GDP 中的占比由 26.72%升至 2017 年的
56.21%。直接投资净流出从130.4亿美元升至
1.525 万亿美元。1981-2013 年，全球贫困人
口比例已经由 42.3%下降至 10.9%。而据世界
银行预计，全球 85%的人口预期寿命可达 60
岁，是100年前的两倍。

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
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更多意
想不到的变化，有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

二、美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
化的“搅局者”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
最大获益者。从实现工业化，到跻身世界列强，
再到成为全球霸权国乃至唯一霸权国，每一步
都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密不可分。美国作为第二
和第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的核心国家，占尽先
发优势，获利丰厚。1894 年，美国工业产值跃
居世界首位。20世纪20年代进入所谓“黄金时
代”，十年内经济增长高达42%。工业产值已占
全球半壁江山。1924年，美国更掌握了全球约
一半黄金储备，国际金融影响力极大提升。冷
战结束后，美国GDP总量持续增长。以2010年
不变价美元计算，1990-2017 年，美国 GDP 总
量从 9万亿美元升至 17万多亿美元。同期，人
均 GDP 从不足 3.6 万美元增至近 5.3 万美元。
二战后形成的美元霸权，不仅为其带来持续不
断的经济利益，也成为美国在需要时转嫁危
机的工具。

几年前，美国还有“拒绝全球化就是拒
绝太阳升起”的浪漫说法，而今天美国政界
却有人声称，“全球化带给美国千千万万工人
的只有贫穷和悲伤”，“完全消灭了我们的中
产阶级”，今后“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
成为我们的信条”。美国一些政客更质疑、批
评经济全球化，将其说成是本国产业“空洞
化”、工人失业、收入减少的罪魁祸首，污蔑
中国“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和繁荣构成严
峻威胁”。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开火，
高砌关税壁垒，架空世界贸易组织，挑战自

由贸易规则。近日美国副总统在演讲中，一方
面“要求北京打破贸易壁垒，履行贸易义务，就
像我们一样，全面开放经济”，另一方面自己又
大搞保护主义，比如“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提高我们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在同一演
讲中如此自相矛盾，简直神逻辑！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
济体。2017年，两国GDP合计占全球总量的
近 40%。中美还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并
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
高达5837亿美元。美国在世界第一、第二大
经济体之间肆意挑起贸易战，本身就是违背
自由贸易规则、破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行为。

美国难道不了解自由贸易的好处，不明
白当今世界没有中国参与就没有真正经济全
球化的道理吗？非也。2007年，美国次贷危
机爆发，愈演愈烈，殃及全球，酿成国际金
融危机。美国政府束手无策，狼狈不堪。七
国集团里的“小伙伴们”也是自顾不暇，彷
徨无措。这个时候，美国一改居高临下的做
派，放下身段，主动找到中国协商，提出召
开 G20 峰会，研讨对策。为什么是 G20 而不
是 G7？显然 G7 已力不从心，而 G20 中有中
国在内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G20 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
台。事实证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
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卓越贡献。而美国也
借 助 这 个 平 台 ， 快 速 走 上 复 苏 之 路 。
2010-2017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一阔
脸就变”，过了河就拆桥。乌云压顶时，拉贸
易伙伴“同舟共济”，尽享经济全球化与自由
贸易之利益；云开雾散时，却反颜相向，手
推脚踹，“同舟共挤”，还把破坏自由贸易的
脏水泼向他人。美国这种做法的背后无非就
是“美国第一”的独霸私心作祟。何为“美
国第一”？通俗地说，就是美国在世界上想做
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为此，
美国会六亲不认，毫不犹豫地用包括贸易在
内的任何手段打击对手。无论是冷战时期的
对手苏联，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盟友日
本，抑或今天的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土
耳其等，无一幸免。

当然，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变脸”。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繁盛一时。
1923-1929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近 4%，在资
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占比已达48.5%。时任
总统为柯立芝，史称“柯立芝繁荣”。但是，
由于美国部分产品外销不畅，进口商品成为

“替罪羊”。1930 年，美国实施 《斯穆特-霍
利关税法》，提高了两万多种进口商品税率。
平均关税水平由 1929 年的 40.1%升至 1932 年
的 59.1%。结果却是美国出口总额从约 52 亿
美元跌至 16.5亿美元，拖累全球贸易总额大
幅缩水，从360亿美元降至120亿美元。美国

经济大萧条加剧，并招致其他国家报复，全
球经济、政治危机加深。“而这场世界经济灾
难在德国孕育出了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在日
本则催生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罗斯福实
施新政，不得不重归自由贸易之路。这大概
是美国不愿提及的一段家丑。

如今，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一夜
之间“变脸”为搅局者，主要原因是它认为
当下经济全球化已不能维护其垄断地位和超
额利润。

贸易战没有赢家，也必将殃及池鱼。
2017年，大病初愈的全球贸易增长在六年后
首次超过经济增长，刚刚扭转颓势。全球主
要经济体同步复苏势头也需要稳固。美国政
府打着“保护男女劳动者、农民、农场主、
企业，以及我们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旗号，
不顾国际国内绝大多数反对意见，执意违反
世贸组织规则，是在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而
动，其结果会破坏全球产业链的顺畅运转和
国际分工体系，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
响，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人不
利己。美国的现行做法，正在重蹈上个世纪
30年代的覆辙，必定会给全球经济政治安全
带来危害。

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
定捍卫者

美国政客妄称中国倡导经济开放和全球
化是个“笑话”，在搞“掠夺经济”，还说中
国采取了无数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吃
亏了。如此狂言瞽说何其荒谬！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
织以来，在把握自身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
为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积极参与做大全球经济贸易“蛋糕”，与
贸易伙伴各得其利。2001-2017 年，中国的
货物进口年均增长13.5%，是世界进口增长速
度的两倍，服务贸易进口年均增长16.7%，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2017年，中国已是全
球最大商品贸易出口国和第五大商业服务出
口国，出口值分别达 22630 亿美元和 2260 亿
美元。在相互投资方面，2017年，中国是全
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总额分别达 1360 亿美元和 1246 亿美元。目
前，中国已是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
易伙伴，其中，前十五大贸易伙伴吸纳了中
国出口总量的近70%，8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对
华贸易顺差。此外，亚洲、拉丁美洲、非洲
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也长期保持顺
差。如果中国对贸易伙伴搞所谓“掠夺经
济”，怎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愿与中国做
生意！如果中国的贸易行为是“掠夺性”
的，那么大多数国家怎么会保持对华贸易顺
差！

切实推动贸易便利化，扩大开放。20世
纪 90年代，中国平均关税水平为 43%，入世
后降至 9.7%，目前保持在 3.54%的低水平。
特别是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了 97%的税
目免关税待遇，成为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
口市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编制
的 “ 贸 易 便 利 化 指 数 ” 的 11 个 指 标 ，
2015-2017 年，中国在信息获取、公平管
理、申诉程序等重要方面取得进步。今年以
来，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和日常消费等领域
的重磅举措接连出台，掷地有声，目的就是
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
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进口等，打造
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的开放型经济。中美贸易战形势尚不明朗，
但特斯拉、百事、巴斯夫、宝马等跨国巨头
仍坚持看好中国。今年11月，将于上海举行
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是生动展示中国继
续扩大开放意愿和信心的窗口。

支持完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2010 年 4
月，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从 2.77%提高到
4.42%，超过德国、英国、法国，居美国、日
本之后，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2016
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人民币为可
自由使用的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权重为 10.92%，在美元 41.73%、欧元
30.93%之后居第三位，超过日元和英镑，对
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及全球经济影响深
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一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并与世界银
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紧密合作，为推进亚洲各
国互联互通，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融资
支持。成立不到三年，已扩员至87个，在印
度、菲律宾等国的项目稳步推进，迅速获得
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
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
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至于说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占了美国
便宜，则更是站不住脚。中国入世后，中美
双边贸易额大幅提高。2001年，中美货物贸
易额为 1215 亿美元，2017 年为 5837 亿美元。
从投资回报角度观察更为清楚。2001年，美
资企业在华销售额只有 450 亿美元，2016
年，这一数字即高达6000亿美元。由于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不少美
国企业通过中国市场获得发展，甚至得以

“续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破产重组的
美国通用汽车，其海外市场的 45%依靠中
国。在华两家合资企业 2017 年共实现利润
279.9 亿元，通用集团从中分得 133.3 亿元利
润。同期，通用公司全球经营业绩则为亏
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有关研究认
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话，美国
将会损失大约100万个就业岗位。

入世以来，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
贸易伙伴一同成长，相互成就。无论是风和
日丽，还是凄风苦雨，中国都和国际社会守
望相助，不离不弃，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
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正是经济全球化
的要义所在。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人
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绝
不会依附于某些国家或特定人物，更不是谁
的囊中私物，任由其予取予夺。当前贸易保
护主义回潮等表现就像一股逆流，根本阻挡
不了经济全球化前进的步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必过万重山。

不 畏 浮 云 遮 望 眼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钟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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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
甸镇中心小学于 2011 年成
立少年足球队。为更好地推
动这支少年足球队的专业化
水平，德清县少体校特聘 2
名专业外籍足球教练员，担
任这支球队的专职教练员，
定期进行专业训练。图为 10
月11日，津巴布韦足球教练
奥本和乌干达足球教练德罗
在足球课上示范足球动作。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全球金融数据提供商迪罗基公司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初至今，中国企业在海外交易所
首次公开发行 （IPO） 总额将近36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

迪罗基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企业的股票及股票相关
的发行占全球发行总量的 20％以上，高于去年同期的约 17％，
而五年前中国该类发行在全球占比仅为10％。

数据还显示，在今年中国企业在海外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的
诸多项目中，由高盛投资银行主导的项目份额高达70％。高盛中
国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蔡卫表示，中国客户选择高盛是看重其
全球业务布局及网络以及高盛对中国市场深厚的了解与经验。

高盛高华证券首席执行官朱寒松表示，今年高盛参与的中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领域包括生物科技、科技、媒体和通讯等新
经济领域。“2018年是国际资本流向中国新经济领域之年——我
们看到了国际投资者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兴趣。”

高盛中国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说：“我们还有许多储备
项目待发行，预计科技、媒体和通讯等新经济行业将持续推动
2019年来自中国公司的股票发行。”

中企海外IPO总额上涨明显

据新华社海口10月11日电 （记者姜琳） 氢气是最轻的气
体，却被视为解决能源资源问题和环境危机的未来途径之一，受到
发达国家高度关注。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王思
强11日表示，氢能也是我国能源革命重要的探索方向，下一步将会
同有关部门打造好产业环境，统筹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思强是在当天召开的“2018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
高峰论坛”上做出上述表述的。

近年来氢能在我国的发展热度不断提升，一些地方政府陆
续制定了较大规模的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氢能相关技术装备也
不断加快发展，各种制氢、输运和燃料电池技术正在陆续突
破，燃料电池汽车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一批汽车企业已实现
小批量生产。

据他透露，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我国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
明确氢能发展战略定位、目标和任务；同时研究设立一批示范工
程，推动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氢储能以
及氢燃料电池交通等多元化应用；加快组织突破燃料电池等关键
技术装备，完善有关技术标准以及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

“氢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量载体，从长远来看，可以在高
碳排放的工业和电力领域替代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特别
是在交通领域，氢能燃料电池在替代燃料与零排放方面具有无
可比拟的优势。”王思强说。

中国将推进氢能产业发展

本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钟俏莹）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简称“中国信
保”） 11日在京发布2018年《国家风险
分析报告》。

该报告是中国信保以政策性金融全
方位服务我国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出
口，大力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而推出
的研究报告。报告从“政治风险”、“经济
风险”、“营商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
个维度对国家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并详
细阐述了评级变动原因。同时，报告还从
国别、行业、企业等多维度、多层次展示
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

附以大量案例帮助读者了解相关风险，
同时提供管控建议。

报告显示，201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
国家风险水平有所上升。主要表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二是
世界经济发展分化加剧，三是金融市场
风险有可能进一步累积，四是贸易摩擦
可能长期化。报告建议，针对当前海外
市场风险态势，出口企业要充分运用出
口信用保险保障收汇安全，积极开拓多
元市场，海外投资需更加重视尽职调查
和风险评估，并通过投保海外投资保险
等方式加强风险防范。

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发布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发布

10月11日，“圆梦锦绣·巧手脱贫”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大赛在
贵阳市举行，来自贵州省各地的参赛选手分别就民族刺绣、民族蜡染、创新产品设
计等进行现场比拼。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制作蜡染。杨文斌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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