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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政府霸道且单方面地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不公正地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企
业实施官方和非官方制裁，中国在应对时应考虑到诸多因素。鉴于一些细节只有那些直接参与
谈判的人才能知晓，因此本文不打算论述中美贸易关系的任何战术性问题，而将只分析其中最
重要的一个问题，以说明中美之间存在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国自身，而非中国。事实将清楚
地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制造的问题， 与中国无关。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搞清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根源在于美国内政策，而非中国产品最简单的方法，是了解美国
贸易逆差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此相关的数据清楚地显示，美国国际收支开始恶化是由于美国国
际竞争力下降，而这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之前就已发生。
首先谈谈国际贸易中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货物贸易。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
图 1 为大家呈现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 GNP 比重比较。可以看出，从 1889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实际上一直保持着顺差。和平时期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就很
大，占其国民生产总值（ GNP）比重为 1%左右，一战与二战期间甚至达到更高的水平。1889-1975
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占 GNP 累计比重达到 64%，即几乎占其 GNP 的三分之二。这说明，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货物贸易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概括来说，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货物贸易几乎每年都是处于顺差
状态，累计余额也为正数。

图1

图 2 呈现的是按照 5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 GNP 比重比较。运用中期移
动平均线计算有利于看清基本的历史趋势，因为它可以消除个别年份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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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示，从 1894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80 多年间，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 GNP 比重基本上一
直处于顺差状态。

图2

从图 1、2 可以看出，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后，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 GNP 比重系统性地急
剧恶化。分单年来看，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 GNP 比重从 1975 年 0.8%的顺差转为 2006 年 6.1%
的逆差，2017 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 GNP 比重为 4.3%；分总年来看， 1975-2017 年美国货物
贸易逆差占 GNP 比重为 96%。
按照 5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趋势更加明显。1980 年前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占 GNP 比重一直
处于顺差状态，随后陷入巨额逆差，2012 年达到 5.8%的峰值，2017 年这一比重仍为 4.3%。
因此，美国经济历史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889-1975 年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具有高度竞争
力，1975-2017 年这种竞争力则急剧下降。
美国国际竞争力呈恶化趋势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上述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与中期，
美国货物贸易差额开始处于持续逆差状态，而中国那时还未开始改革开放，当时中国占世界
GDP 与世界贸易的比重极低——根据世界银行最早的数据，1978 年中国占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
出口比重仅为 0.5% ，1982 年中国对世界货物出口的贡献率为 1.1%。总的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极低，而当时美国货物贸易陷入巨额逆差。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恶
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竞争力基本上呈恶化趋势；从 1980 年代起，美
国的货物贸易地位严重恶化。总之，美国货物贸易差额恶化，即美国货物贸易竞争力丧失，是
由于美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地位恶化，与中国无关。
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
到目前为止，仅对国际货物贸易进行了分析。虽然它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
是国际贸易的唯一一部分。从理论上来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呈长期恶化趋势，可通过提高美
国在其他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力来弥补.。事实上，美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此外，美
国海外投资收入也一直保持着顺差。鉴于服务收入或外国投资收入与货物出口收入同样有价值，
因此要了解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就应评估国际贸易这些不同领域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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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这一点，图 3 为大家呈现美国贸易差额与国际收支逆差占 GNP 比重比较。另外，为
便于大家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将之细分为三大项——货物贸易，货物与服务贸易，国际收支
经常项目（即包括除贸易外的净投资收入）。如图 3 所示，美国服务与投资收入逆差低于其货
物贸易逆差——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 GNP 比重为 2.4%，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占 GNP 比重为 2.9%，
货物贸易逆差占 GNP 比重为 4.3%。
但图 3 也证明，美国服务与投资收入顺差不足以抵消其货物贸易巨额逆差。再次分析美国
货物与服务贸易及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就会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前美国这两项一直保持着顺差。
从那以后，特别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即美国国际竞争力严重恶化。

图3

为举例说明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呈整体下降趋势，图 4 为大家呈现按照 5 年移动平均线计
算的全面衡量美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指标——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占 GNP 比重比较。可以看出，
1981 年前美国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顺差状态。 1981 年后，美国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2012
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 GNP 比重达到 5.2%的峰值，2017 年这一比重仍维持在 2.3% 。美国国
际收支数据充分证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美国货物贸易与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即美
国国际竞争力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正如上文所述，数据再次清楚地证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恶化这个锅不应由中国来背。
1981 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进口的贡献率为仅 0.8%，占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比重仅为 0.6%。数据
清楚地表明，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国际竞争力整体急剧下降，而这与中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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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并非是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所谓“经济侵略”
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运算结果。因为反映美国竞争力
下降的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增加，如果美国与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
比重保持不变，必然将导致美国与后者的逆差规模（逆差额与占美国 GNP 比重）增加。这仅仅
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经济竞争力整体下降，并非是由于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和东亚
的所谓“经济侵略”。
林毅夫的数篇作品，包括他的文章《对中国进口征收高关税会削弱美国》与他的演讲《特
朗普经济学与中美贸易失衡》，详细阐释了他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正如他指出：
“1985 年后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增加主要受到东亚经济的演化的推动。随着其工资水平
上升，美国开始从日本进口消费品；接着它又转向‘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
国和中国台湾进口这些商品，最后，这些进口品的源头又转移到了中国。”
因此，下文将就美国国际竞争力长期恶化的背景提供进一步的数据，以验证林毅夫的分析。
鉴于此，图 5 为大家东亚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比重比较。可以看出，数据呈现同样的趋
势。有必要指出的是，林毅夫所做的分析是按不变价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
的《贸易方向统计》则是按当前汇率计算。正如趋势线所示，自 1980 年以来，东亚地区对美
国贸易逆差贡献的整体比重并未上升。
但东亚地区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比重不断增长，必然意味着东亚对美国逆差的规模呈上
升趋势。这并非是由于美国受到东亚所谓的“经济侵略”，而是仅仅因为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呈整体恶化趋势。

图5

图 6、7 均呈现同样的趋势。虽然图 5 显示，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比重并未增长，
但反映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美国贸易逆差整体增加，意味着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占美国
GNP 比重呈上升趋势——图 6 是按照同比增长计算，按照 5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图 7 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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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更为明显。按照同比增长计算，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占美国 GNP 比重从 1980 年的
0.6%升至 2017 年的 2.8%，按照 5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这一比重则从 0.8%升至 2.7%。

图6

图7

但正如图 5 所示，尽管东亚对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占美国 GNP 比重呈整体上升趋势，但东
亚对美国贸易逆差贡献的比重并未上升。因此，东亚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由于美国贸易竞争
力整体恶化，而非是由于受到东亚所谓的“经济侵略”。正如林毅夫所强调的，在中国对美贸
易盈余迅速增加的同时，东亚地区占美国贸易赤字之比有所下降。
这种趋势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正如林毅夫指出：
“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规模被系统性地高估了，因为其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资本密集型元件
主要从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口。这是基于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直接结果。随着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对美贸易盈余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并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无法从这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中获益的，它在半个世纪前便不再
具有这类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重新开始制造这类产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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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正如林毅夫指出：
“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承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的成本。美国消费者对日
常必需品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而改变。美国要么继续从中国进口，让其消费者付
更多的钱，要么从越南、印度和非洲进口。但由于从这些经济体进口的商品价格更高，美国进
口的改变在降低对华双边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这些国家的赤字。因此，结果是一样的：美国消
费者将为同样的商品付更多的钱。”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将降低美国消费者（即美国民众）生活水平。

结论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不再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贸易地位长期恶化的原因，展开进
一步的论述。在此将仅对最重要的经济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进行分析。
就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产生的根源，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点出了原因。她指出，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是一国的支出超过了其收入。用经济学术语来说，
一国国际收支逆差完全等于该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储蓄缺口)。
要了解造成美国支出大于收入这一形势的根源，就有必要回顾纳粹领导人赫尔曼·戈林
（ Herman Goring）就德国有必要在枪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那他将选择枪炮时发表的名言
“枪炮使我们强壮，而黄油只会让我们肥胖”。通过这种类比就会明白，美国国际收支逆差，
即美国支出大于收入的原因，不过是由于美国试图同时拥有枪炮和黄油，但无法同时负担得起
而造成的。
美国支出大于收入是由于其试图维持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支出，同时试图避免
因为军事支出融资令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而在国内引发比当前更严重的政治不满所致的。
美国无法同时负担枪炮（高昂的军事支出）和黄油（较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美国支出将大
于收入，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国际收支和贸易逆差扩大。美国要使支出与收入一致，即消除国
际收支逆差，就必须要么削减枪炮支出，要么削减黄油支出。换句话说，美国最终将被迫在枪
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
鉴于此，从自身的福祉出发，美国人民当然是选择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削减美国军事支
出以及放弃与此相关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后者不仅给美国生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而且导致
美国士兵死亡，并在美国干预的国家（例如伊拉克、利比亚）制造混乱。但遗憾的是，美国政
治当权派希望维持军事支出，这与美国人民的利益相悖。而这将对美国民众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美国政治当权派试图将其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归咎于其他国家。但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国
际收支逆差扩大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造成的，与其他国家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是美国政府为转移民众注意力而隐瞒美国国际收支逆
差扩大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原因，转而指责其他国家，并对其他国家发动经济攻击，甚或军
事攻击。简言之，危险在于美国经济失败会使其变得更具侵略性。鉴于此，中国与其他国家应
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能够抵御美国这种莫须有的攻击，同时还应准备应付美国的经济攻击。
最后，再如本文开头强调一遍，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制造的问题， 与中国无关。尽
管事实如此，中国在实际应对时应考虑到诸多因素。但另一方面，了解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根
源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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