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会持续 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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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单方面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以来，双方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新年过后，中美
双方从今天开始将进行为期两天的面对面磋商，全球各界普遍期待双方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
在中美两国，都有不少人认为，贸易摩擦将长期化，比如持续 10 年（甚至看到有人认为要持
续 30 年）以上，有的是真这么判断，但也有些人是要故意渲染敌对气氛，或是在国内鼓动恐
慌。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如同股市涨跌一样难测。不过可以从几个基本面来看看这种结
论的确定性：

首先，美国的体制是否支持这种长期的贸易摩擦。
美国的总统 4 年就要搞一次选举，虽然总统连任的概率较大，但由一个政党连续执政 12
年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过一次（里根 8 年和老布什的 4 年）。
同时，国会控制权的更替是常事。最近十年左右，美国两党的否决政治盛行，为反对而反
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两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往往一次投票，民主党（共和党）几乎所有的
议员会反对共和党（民主党）发起的投票，不管是一项法案，还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美国的这种体制，导致一些政策往往不具有持续性，不论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
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医保法案、重返亚太、
与伊朗关系的缓和等。
中期选举已经让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如果在下次总统选举中，白宫或国会的控制权发生
变化，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能否持续，就存在疑问。虽然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但美国政府更迭后，一些原本就长期边缘化的强硬派人士，极可能被排除出决策
的核心圈。中美博弈仍将持续，但会转变为其他形式。

白宫或国会的控制权若发生变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或难以持续（图/东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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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美贸易的发展是双赢，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占了美国的便宜。
美国二战后与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对抗，是贯穿了好几十年的“国策”，还有和沙特、加
拿大、欧盟的盟友关系，也持续了很多年，历经多次白宫和议会控制权的变更而不变。那针对
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难道就不能长期坚持？我的想法是很难持续。
2013 年，我曾在个人博客写过一篇《中国和平崛起的三大战略》，这三大战略分别是：
成为美国大宗廉价商品的最大生产国；购买超过 1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韬光养晦。
对中国来说，第一条是美国很难舍弃在经贸领域合作的利益。
美国产业空心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以曹德旺在美国开工厂只能招到五六十岁的老人，
就可以认为不可能重新工业化，特朗普任期内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美国制造业企业大量外流，
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会已沦为某种利益集团，不断增加企业的成本。
另外，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在大概 30 多年内将美国医疗成本占 GDP 的比例从
大概 6%提高到目前的大概 18%，从而提高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
中国向美国出口海量的质优价廉的商品，有效压低了美国的通胀，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
平。记得有个美国记者早在 20 年前就写了一本书，讲述不买任何中国商品一年的日子，现在
就更离不开了。
1994 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新版为《美墨加协定》），
但墨西哥这个一次全国竞选 132 名政界人士被杀（含 48 名候选人）的国家有可能替代中国这
个世界工厂吗？
放眼全球，哪个国家能替代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印度？正好彭博社 2018 年 10 月
17 日报道称，日本在印度的高速铁路计划正因征地困难而陷入困境，在项目启动一年之后，
铁路所需的 1400 公顷土地只征得了 0.9 公顷，导致该线路 2023 年完工的目标可能无法完成。
由于征地进度过慢，日方已停止发放第二阶段的贷款，并估计 2019 年 1 月动工的计划难以实
现。而印度方面此前甚至还要求铁路应在 2022 年竣工，现在却连原计划的 2023 年都很难实现
了。

印度和日本合作的高铁计划近几年内恐难以实现。图为莫迪体验高铁模拟器（图/东方 IC）

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制造能力，富士康老板郭台铭 2010 年 9 月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
的讲话很具有代表性：在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设厂有利涉足本土市场，不过这些地方目前都难
以取代中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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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进口关税高昂及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吸引富士康到当地设厂的因素。目前 iPad 在
当地售价为美国两倍，本土生产可规避税务障碍，降低成本，但富士康想在那里找大量技术工
人的难度会高于中国。
郭台铭谈到巴西工人时说﹕“巴西人一听见‘足球’便会放下工作，还会整天跳舞，完全
疯掉……以巴西作服务本地市场的生产基地还可以，但由巴西送货到美国，时间和成本比从中
国运送更多。”

郭台铭（资料图/东方 IC）

他又指出，印度虽有软件，但硬件落后了 20 年，国内各地法制不同也成外资障碍；俄罗
斯的官僚作风亦拖慢了企业效率：“在成都建 8 座厂只消 3 个月，在俄罗斯却要花两年。”
他总结道﹕“印度、巴西、俄罗斯，在那儿设厂对本土消费有利。但我相信，未来 20 年
中国作为世界生产中心的地位仍不会受挑战。”
美国在正式加征关税之前，曾开听证会，结果 90%多的美国企业界、行业协会代表反对，
理由如中国产品无可替代，或从第三国进口成本更贵等。以前美国和苏联长期对抗的基础是双
方没有太多的利益共同点，而中美却有这样的双赢基础。
中国崛起虽然在美国引起了普遍焦虑，但并非意味着政局变化后，官方政策仍会一成不变。
与特朗普相比，其他政客很可能会更多地考虑美国企业界、行业协会的意见。
贸易摩擦没有赢家，只有两败俱伤的结局。所以，美国要想长期和中国搞贸易摩擦，就看
美国能否长期面对因此带来的阵痛——看美国各界能否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美国企业界能否
承受在中国的投资收益下降的局面（中国出口商品有 45%是外资企业的出口）。美国企业界利
润受损，则可能比较现实地通过政治捐款流向转变的方式，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

第三，美国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先看经济规模。
按 2017 年中美两国按美元计算的 GDP，和假设未来美国每年增长 3%、中国每年增长 6.5%，
两国汇率不变来看，10 年内不论到时谁当总统，中国的 GDP 将达到美国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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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认为，中国未来 10 年 GDP 难以维持 6.5%的增速，美国也基本不可能有 3%这么高，
这可以根据不同的假设来测算，包括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的 GDP 有一定的水分。
比尔·盖茨曾在博客中发布了关于中美水泥用量的对比图表，他称，这些数据让人惊讶。
中国在 2011 年-2013 年期间用掉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用掉的还要多。2011 年至 2013
年中国水泥用量达 66 亿吨，美国 1901 年至 2000 年水泥用量才 45 亿吨。

中国房地产的开工面积不知是美国的多少倍，但美国房地产创造的 GDP 规模却要超过中国。
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住房，但按美国的统计口径，这些家庭虽没有付出房租，也要按市
价计算虚拟房租计入 GDP（约占美国 GDP 的 10%），中国则完全不算 GDP。另外美国律师、医
疗费用很高，贡献的 GDP 不小，但这既是美国国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居民的沉重负担。
中国的 GDP 是高估了还是低估？恐怕是低估。
虽然近几年某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动给 GDP 挤水分，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长期低
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GDP 之和。
三次经济普查均上调了 GDP。第一次经济普查后，2004 年中国 GDP 现价总量修订为 159878
亿元，比最初快报核算增多 2.3 万亿元，增加了 16.8％。第二次经济普查后，2008 年全国 GDP
总量修订为 314045 亿元，比原先的增加了 4.45%。2014 年经济普查结果公布后，中国 2013
年度 GDP 总量被上修了 3088 亿美元，增幅为 3.4%。
中国 GDP 被低估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厉以宁 2017 年曾特意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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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计入 GDP 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统统不计入 GDP；
二是家庭保姆拿的工资是不计入 GDP 的；
三是中国个体工商户，他们的实际营业额是倒推出来的。他们是包税制，实际比这个要大；
四是中国 GDP 的构成中，国企不到 35%，外资企业不到 10%，而民营企业可能超过 55%。有外
国学者认为中国的 GDP 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
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 GDP 的比重应该超过 55%。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 年美国经济规模是 17.4
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是 17.6 万亿美元，中国超过了美国。
在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 220 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不少产品产量占全
球的近一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工业产值 2015 年只有中国的 66%。
2018 年 1 月《华盛顿邮报》报道，2018 年中国的零售总额可能达到 5.8 万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 37 万亿元，美国 2017 年为 5.76 亿美元），预计将会和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1
月 18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7 年经济数据，2017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6.6
万亿元。所以 2018 年中国零售也会超过美国。
所以中国的 GDP 大概 10 年左右的时间就要和美国并驾齐驱了，如按相同口径计算，则能
早两年实现。贸易摩擦是双输，中美之间经济规模差距越小，美国面临的反作用力也越大，美
国能长期和中国搞贸易摩擦？
再看技术。
美国对中兴的制裁、在加拿大对孟晚舟的拘捕，让不少中国人耿耿于怀，但美国相对于中
国的科技优势，也保持不了太长的时间。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各国 2017 年科技研发投资情况进行的统计，美国、中国、日
本排名前三，分别为 4705 亿美元、3706 亿美元、1705 亿美元，中国的研发投资居然达到了美
国的 78%。
而中国科研人员的工资要比美国低不少，完全在境内生成、消耗的科研材料和器材，也应
该按购买力平价来估算实际消耗，加之中国的科研人员普遍比美国年轻，智商还不低于美国，
所以按实际产能来算，中国的研发投入与美国的差距并不大。最关键的是，在可预期的未来，
中国的研发投入仍能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美国则预期只能增长 2%左右。
美国的科技实力仍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持续的投入下，美国在
各个领域的领先地位会被不断缩小，部分领域的超越也已是事实而不是神话。
就比如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在美国对中国封锁后，中国用自主研制的芯片照样实现了运算
速度的世界第一；中国航母的电磁弹射正在迅速追赶；中国比美国的预期早了好多年，成功研
制了第五代隐形战机歼 20；中国自主研制的预警机在技术上也有一定独到之处；中国在高铁、
核电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美国能不能与全球盟友长期维持稳固关系？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主导性的影响力，除了美军、美元、高科技等看得见的东西之外，还有
遍布全球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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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了美国，也得罪了这些盟友。而要和美国的这些盟友国家在某些关系上实现突破，也
往往首先要过美国这一关。前者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整个西方都明确反对萨达姆政权，直接
出军队或资金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后者如中国加入 WTO，在和美国达成协
议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谈判就开始加速。
如果美国要和中国维持甚至进一步扩大贸易摩擦，在两败俱伤的必然结果下，要想减少损
失增加收益，就需要其盟友的支持。但特郎普上台后则是四面出击，强加对他国不利的条件，
赤裸裸地要实现“美国优先”的目的。然而就目前来看，不论是出于国家的尊严，还是实际利
益的考虑，多数美国的盟友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宁可牺牲本国利益，也要全力维护美国利益的姿
态。

加拿大贸然介入中美摩擦，对孟晚舟下手，已经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美国控制力更弱的
其他盟友，恐怕很难步其后尘。
英国某政治家有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美
国的盟友国家愿意维持这种盟友关系，主要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如果美国单方面主张损友利己，
则其盟友们未必会维持这种关系。甚至会有盟友为国家利益，违背美国的要求，和中国发展进
一步的友好合作关系。
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长期作为美国的小弟在南海上和中国纠缠不已，但新总统上台后，
为了国家利益，选择结束和中国的对抗，发展合作关系。此外，面对中国发行的亚投行，美国
不仅不支持，反而要求其盟友拒绝加入。但英国首先加入，美国其他不少盟友国家也选择了加
入。
中国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贡献了全球经济 30%左右的增长。作为美国的盟友国
家，选择与中国合作共赢，还是和美国合作与中国搞长期性的贸易摩擦？结论恐怕是不言而喻
的。
综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能完全消除，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但特朗普当局挑起的高
强度摩擦，难以长期化。时间在中国一边，不应被 90 天之后如何如何吓破胆，更没必要为未
来的“长期摩擦”焦虑；既要处理好当前的贸易摩擦，也要练好内功，为未来其他形式的中美
博弈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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