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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對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績的分析﹐都是從我們國家內

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結構的調整入手的。這些分析很全面﹑透

徹﹐對肯定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歷史關鍵時期的偉大功績進行了正

確的評價﹐對鼓舞全國人民的信心起到重要作用。而改革開放是

在一個國際背景中發生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也是在變化中的國

際環境中進行的。這個環境深刻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每一步﹐

並嚴重影響著中國發展的未來。無視這個背景﹐不僅不可能客觀

                                     
1 本文是《強國論壇》上幾個帖子改寫而成﹐文中數字除專門標註外﹐均引自王小

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認識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動因﹐更不可能清醒預見即將面臨的困難﹐

甚至可能嚴重損害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使中國失去民族復

興的機會。 
讀了王小強的《投機賭博新經濟》﹐深切感受到這個現實而

沉重的國際環境對我國改革開放的鉅大影響。這本書描繪了西方

經濟如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對這個變化既給中國帶來了重大發

展機會﹐也讓中國必然面臨重大危機進行了清醒的論述。由於自

己對國際金融不甚了了﹐讀了兩遍也不知道真懂了沒有。雖然如

此﹐還是讓自己有了一個審視改革開放的過程和未來的一個新角

度和視野。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世界經濟﹐主要是西方經濟發生了

一次轉折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基本特點是﹕包括股票﹑期貨﹑

匯市在內的金融市場交易量一飛沖天﹐完全脫離了物質生產的羈

絆﹐世界成為一個大賭場。同時﹐西方工業國在 70 年代後期﹐尤

其是 90 年代後以直接投資方式將產業資本向新興國家轉移﹐形成

發達國家產業空洞化和全球國際貿易猛增﹐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

了一次迅速工業化的機會。這同時意味著﹐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

家的掠奪﹐從攫取原材料和製成品的差價﹐轉變成通過攫取知識

產權和品牌與加工業的差價﹐尤其通過金融霸權和金融優勢對發

展中國家進行洗劫式的掠奪來實現。這就是被王建描繪的所

謂“虛擬經濟”和王小強描繪的“賭博經濟”。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前﹐西方的股票﹑期貨﹑外匯交易量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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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實物交易量或實現量的 2~3 倍。但 70 年代中期開始﹐金融交

易量突增。全球外匯平均日交易量﹐1973 年為 150 億美元﹐1983
年六百億美元﹐1992 年一萬億美元﹐2001 年三萬億美元。到 20
世紀末﹐世界物質貿易總額為六萬億美元﹐而金融產品交易為六

百萬億美元﹐世界真正的“貿易”不足金融活動量的 1％﹗70 年

代末﹐各種金融產品﹐如股票指數期貨﹐外匯指數期貨等花樣百

出。到今天﹐各種金融衍生工具 1400 多種﹐除了各國貨幣﹐還有

七萬多種有價證券在世界交易。股票交易額與上市公司增加值﹐

匯市交易額與世界進出口總額﹐期貨交易額與期貨交割的比例都

接近 100 比 1﹐並且加速度地向更懸殊比例邁進。 
參與金融市場的人已經不是“投機者”。投機依賴於個人智

慧和對信息的採集和判斷。而今天﹐企業經營的好壞﹑綠豆收成

怎麼樣﹑一國經濟發展趨勢﹐已經不成為個人金融投資決策的依

據。起作用的是判斷別人是怎麼看﹐大家可能信什麼﹐甚至別人

認為別人可能信什麼。個人的智慧和信息不起作用就無所謂投機﹐

只能叫賭博。 
世界經濟尤其西方經濟發生的這次轉折性變化的根源來自

1971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國際貨幣不與貴

金屬掛鉤﹐意味著貨幣的供給量從此不受物質“有限供給”這個

約束﹐世界經濟就成為賭博的天堂。 
賭博經濟的天堂一定是物質經濟的地獄。 
凡是牽涉股票﹑外匯﹑期貨的企業﹐股價﹑匯率﹑利率和期

貨越穩定越好﹐而一般企業最優經營環境也要求利率相對穩定。

一個出口企業如果處於每半年本幣與美元的匯率可能變化 30％﹐

這個企業的任何經營決策都沒有意義﹐甚至連財務記賬都困難。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前﹐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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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世界的匯率和利率相對穩定﹐這就創造了一個物質生產的優

良環境﹐於是從 20 世紀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被成為黃金時期。 
美元與黃金脫鉤後﹐西方國家匯率﹑利率大幅度頻繁變動。

各國中央銀行的職責就是給本國企業一個穩定的經營環境﹐劇烈

波動使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出面救市。一方面固定匯率被變動匯

率取代﹐各國銀行大量發行貨幣收購美元以穩定匯率﹐保障出口﹐

另一方面為了減輕企業負擔﹐利率也往往下調。各國自顧自的發

行貨幣﹐既造成急速的通貨膨脹（70 年代後期到 80 年代中期世界

主要國家累計通貨膨脹 400％）﹐又成為新動蕩的根源。於是世界

經濟增長速度急速下滑﹐物質生產越來越難以組織。因此﹐自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世界經濟增長嚴重放慢。撒哈拉

以南非洲國家甚至出現連續的負增長。 
1990 年前後蘇聯解體﹐東西對抗結束﹐資本在全世界的流動

條件更加通暢（此前主要是政府間貸款﹐自然意識形態要起作

用）。西方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動蕩的金融環境﹐使西方

投資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

家勞動力價格只是他們的幾分之一﹐同時這些國家往往採取固定

匯率以及資本項下外匯不可兌換的金融政策﹐因此匯率和利率相

對穩定。低廉的勞動價格和穩定的金融環境是產業投資的天堂﹐

於是西方從事物質生產的產業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向

中國轉移。1991~1996 年﹐發達國家通過跨國公司流入發展中國家

的資金平均每年增加 32％。中國在 2002 年第一次成為世界第一大

引資國家﹐而且 2003 年墨西哥也排到第八位。2 1990 年發展中國

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僅 369 億美元﹐2000 年達到 2525 億美元﹐增

                                     
2 數據引自王建﹕〈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研究〉﹐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編《香港傳真》No.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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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近七倍。3

西方國家製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產品就要依靠進

口﹐自然引起世界貿易市場急速增長﹐因為西方國家消費了世界

80％的產品。1970 年世界進出口總額只有 0.6 萬億美元﹐1980 年

達到 3.88 萬億﹐1990 年達到 7.9 萬億﹐2000 年達到 13.16 萬億﹐

2004 年攀昇到 18.58 萬億美元。整整是美元脫鉤前的 31 倍﹗4 國
際市場擴張速度創歷史紀錄。 

但從此世界“安定”了﹕物質生產在一個勞動力價格低﹐受

金融波動影響小的環境下進行。而賭博在另一個根本不怕金錢多

的環境裡進行﹐甚至各國中央銀行發行的錢越多﹐大家越賺得多。

各國貨幣發行快速增長﹐但不僅沒有通貨膨脹了﹐甚至還出現了

通貨緊縮的情況。連西方經濟學家都納悶﹕貨幣發行增長 20％﹐

經濟增長 5％﹐理論上有 15％的通貨膨脹﹐但什麼也沒發生。簡

單得很﹐新發行的貨幣去賭場裡做籌碼了。 
這就是世界經濟的一次重大變化﹐也是一次歷史性的變化﹐

這個變化構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背景。離開了這個大背景﹐

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分析都顯得缺少說服力。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經濟增長動力與貿易順差的關係。GDP

是在中國的經營單位（無論外資還是內資﹐無論所有制性質）總

                                     
3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4 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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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減去總購進後的總和（當然行政支出就成為增加值﹐為了簡

單化假定這樣）。銷售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內銷﹐一個是出口。

購進也包括兩個部分﹐國內購進和國際購進。假定一個經濟沒有

對外貿易﹐則全部國內銷售減去國內購進就是 GDP﹐也就是說﹐

這個情況下 GDP 完全是國內需求（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實

現﹐或者支持的。在有國際貿易條件下﹐如果進口大於出口﹐則

說明為了滿足國內需求﹐自己生產的還不夠﹐還要多買一些（等

於逆差）。這種情況下表明國內需求大於 GDP。如果出現順差﹐

說明當年國內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國內消化不了（因為沒銷售）﹐

一部分 GDP（順差）是靠出口實現的﹐也可以看作國內需求等於

當年 GDP 減去當年順差。賣出去的才叫銷售﹐才計算為 GDP﹐
GDP 的產生是靠需求實現的。如果計算內需對 GDP 增長的作用﹐

就必須計算逆差或順差金額。即使一年的數據不說明什麼﹐但連

續幾年的數據起碼說明一種趨勢。 
經過計算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概念﹕假如不是西方經濟進入虛

擬經濟階段﹐大量製造業投向國外並依賴進口生活﹐促成中國外

需市場急速擴大﹐中國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經濟增長速度會急

速下降﹐會進入一個低增長時期。正是國際貿易市場每年增長十

幾個百分點（遠高於世界經濟增長）的條件﹐才保障了中國經濟

持續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大致可這樣分析。 
20 世紀 80 年代﹐由於改革前長期高積累低消費﹐長期優先發

展重工業的經濟政策﹐使國內需求積蓄了鉅大的能量。我們利用

已經發育比較充分的重工業和能源﹑交通條件和部類齊全的工業

體系﹐把投資重心放在了輕工業上﹐使長期壓抑的內需得到滿足﹐

旺盛的內需成為 80 年代經濟高增長的基本動力。這個時期經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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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除了 1981 年的調整﹐1989 和 1990 年財稅物價改革帶來的震

蕩外﹐增長率大多在十個百分點左右﹐1984 和 1985 年還分別達到

15％和 13％。這個時期每年都是貿易逆差﹐1986 和 1987 年逆差

達到 149 億和 120 億美元﹐也就是國內總需求大於實際的 GDP 數

額。在這個時期﹐平衡是靠借貸實現的﹐每年借貸都在一百億美

元左右。由於西方還沒有進行產業資本轉移﹐外商直接投資數額

很小﹐每年只在 20~60 億美元左右。 
情況在 90 年代發生了變化。1991 年﹐外商直接投資第一次突

破一百億美元﹐達到 119 億美元﹐此後連年增長﹐大約在 1992~1997
年每年有 600~900 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1997 年東南亞發生金

融危機﹐外商直接投資在 1997~2000 年﹐減少到每年 500~600 億

美元。但新世紀開始﹐外商直接投資又迅速增長。從 1991 年開始﹐

世界直接投資中﹐中國所得資本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第一﹐多數

年份排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少數年份世界第一﹐累計達到 1.3
萬億美元。 

同時﹐中國外貿順差也迅速增長﹐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

動力。1997 年﹐中國人開始重視 GDP﹐因為當年 GDP 第一次在

90 年代下降到兩位數以下﹐是 9.3％﹐接著連續兩年低於 8％﹐即

使好轉的 2000 和 2001 年﹐也僅為 8.4％和 8.3％﹐這些數字都是

改革期間比較低的。但到 2003 年開始﹐經濟又開始向兩位數增長

了。如果分析經濟增長率和順差關係﹐會發現 1997 年以來﹐增長

不是靠內需實現的﹐主要靠外需實現。 
80 年代的增長動力顯然是來自壓抑的內需。90 年代前期﹐如

果按 1990 年不變價計算﹐從 1990~1996 年經濟淨增長 17949 億人

民幣﹐同期外貿差額累計為順差 2843 億人民幣。也就是外需對經

濟增長的貢獻累計佔總增長的 15.8％。這個時期內需主導經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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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增長模式還十分明顯。 
1997 年發生根本性變化﹐仍按 1990 年不變價計算﹐1997 到

2006 年 GDP 增長 56579 億人民幣﹐而同期外貿進出口差額累計為

順差 42909 億人民幣﹐佔 GDP 增長額的 75.8％﹐四分之三強。也

就是說﹐如果沒有強烈的外需支持﹐中國僅靠內需﹐經濟增長率

會大幅度下降。這個時期經濟平均增長率在 9.6％左右﹐如果扣除

外需支撐部分﹐只有 2.4％﹗也就是這十年可能成為中國解放以來

經濟發展最慢的十年。 
有些人會提出疑問﹐認為不應該用不變價計算﹐要用當年價

計算。但是雖然這樣計算後外需在支撐增長的作用小了些﹐但特

徵依然很明顯。2005 年GDP為 18.31 萬億人民幣﹐2006 年增長了

10.7％﹐按當年價總額 20.94 萬億﹐淨增 2.63 萬億﹐增長 14.4％。

當年貿易順差為 1775 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 1.4 萬億。也就是增

長的 53％是依靠外需。如果沒有順差的支持﹐2006 年經濟增長就

應該是 6.7％而不是不變價的 10.7％或者當年價的 14.4％。如果按

照有關部門預測的 2007 年順差要達到 2600 億美元﹐經濟增長達

到 11.3％﹐通貨膨脹率達到 6％﹐情況會是這樣﹕2007 年GDP按
當年價為 24.70 萬億人民幣﹐淨增長 3.76 萬億。按 7.5 的年中匯率

算﹐貿易順差 1.95 萬億﹐也就是外需對GDP增長支撐 52％﹐內需

為 48％。如果沒有這個外需支撐﹐實際經濟增長應該只有 5.7％。
5

這樣算並不是在表達中國本不應該利用外資和國際市場機會

的意思﹐只是試圖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模式﹐國際經

濟環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做一個客觀描述。 
中國當然要利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 

                                     
5 本節數據均引自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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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問題是﹐中國成為這次產業資本轉移中最大贏家究竟

依靠了什麼。 
假如承認中國保持持續高速增長有強烈的國際背景﹐那麼我

們就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西方產業資本向外轉移是對著全世界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並不是專門給中國的機會。而且嚴格來講﹐

中國並不是西方國家最願意轉移資本的國家。中國是碩果僅存的

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理念﹐堅持

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在政治上保持與西方的一定對立。而印度﹑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尼﹑埃及等國家﹐市場化﹑民主化程

度比中國強﹐與西方的關係遠比中國好。但是﹐為什麼恰好是中

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次世界性產業資本轉移﹐而不是“改革開

放”程度更高的印度尼西亞﹑巴西﹑墨西哥﹐甚至不是印度﹗這

難道不值得考慮嗎﹖ 
西方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直接投資在 20世紀

初也進行過﹐而且規模也很大。這個時期與今天的區別是﹐當時

的投資主要是為了掠奪礦產和農業資源﹐現在是為了利用勞動力

差價。 
在東西對抗時期﹐一些親西方的小國利用西方一些勞動密集

型產業轉移時也都發達起來﹐但總規模很小。對象大多是以千萬

級人口的國家和地區﹐加起來不過一個億﹐年總投資額不過幾十

億美元。但是這次產業資本轉移的規模已經遠不是 20 世紀 70~80
年代的小打小鬧了﹐是以每年數千億美元級轉移的。今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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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出口達到萬億美元級水平（2007年應該達到1.3萬億美元﹐1970
年世界出口總額不過 2190 億美元﹐1980 年 1.9 萬億美元）。6

這次歷史性的大轉移﹐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數百年難

遇的機會。但是﹐產業資本轉移是需要條件的﹐誰的條件好誰的

可能性大﹐佔的便宜大。下面我們對這些條件做一些分析。 
與美國不處於敵對狀態屬於充分必要條件﹐因為強權美國一

定會制裁與它敵對國家交易的西方公司。中國雖然沒有印度等國

家與西方國家關係融洽﹐但是自 1971 年中美首腦會談後﹐70 年代

初所有發達國家都與中國建交。這次資本轉移不是政府貸款而是

民間資金﹐除了美國明確進行經濟制裁的國家﹐基本不受政治因

素影響。而這個基礎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前奠定了。 
國家要足夠大也屬於充分必要條件。由於這次轉移規模非常

大﹐因此真正能夠長期獲益的只有人口大國。對於臺灣地區﹑韓

國﹑泰國等人口小國和地區來說﹐製造業一發展﹐勞動力就緊張﹐

工資就很快上漲﹐西方產業資本很清楚這種情況。世界上發展中

國家人口接近一個億和一個億以上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印尼﹑

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國。這裡﹐巴基斯坦和孟加

拉條件太差﹐顯然沒什麼機會。剩下的應該是印度﹑印尼﹑巴西

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與中國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

場化﹐應該比中國機會更大﹐但是歷史並沒有青睞印度而青睞了

中國﹐為什麼呢﹖ 
因為質量高而且價格低的勞動力隊伍也屬於充分必要條件。

20 世紀初的直接投資是礦業和種植業﹐文盲就可以。對製造業來

講﹐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是基本條件。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受過初

                                     
6 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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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以上中等教育的能夠從事製造業的勞動力﹐同沒有足夠人口

是同等意義。同時﹐勞動力是“按質定價”的。就這一點來說﹐

中國處於絕對優勢。中國早在 1978 年中學入學率就達到 87％﹐文

盲率只有 34％。7 印度在 1980 年的中學入學率只有 30％﹐1980
年文盲率達到 60％。到大量投資的 1995 年﹐中國中學入學率達到

90％﹐文盲率下降到 19％﹐而印度 1995 年中學入學率才達到 49％﹐

文盲率 49％﹐依然達不到中國改革前的水平。這樣的勞動力素質

結構﹐自然很難被產業資本看中。其他幾個國家﹐在 1980 和 1995
年的中學入學率和文盲率分別為﹕印尼﹕29％和 48％﹔墨西哥﹕

49％和 61％﹔巴西﹕33％和 45％﹐都沒有達到中國改革前水平（統

計顯示﹐中國 1978 年中學在校生人數比 1995 年還高）。國際資

本都是唯利是圖的﹐質量高價格低才會來。8

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和交通﹑能源體系屬於

充分條件。確實﹐20 世紀初西方給殖民地建過基礎設施﹐但那是

為了運走東西。日本人在東北建電廠﹑鋼廠﹐修鐵路﹑碼頭﹐是

為了把產品運回日本。這次轉移的產業資本是製造業﹐沒人會先

給你建好鐵路﹐高速﹐鋼廠﹐電站等。製造業要求充分配套﹐如

果電力﹑鋼鐵﹑交通﹑技術裝備條件不好﹐產業部類不齊全﹐單

個製造業根本不會進來。中國 1980 年的發電裝機容量已經達到

8500 萬千瓦﹐到 1993 年達到 1.8 萬千瓦﹐而印度到 1993 年才達

到中國 1980 年水平﹐人均裝機容量只有中國的 62％。印度那麼熱

的夏天連空調都開不了﹐還哪裡有電搞生產﹖1980 年﹐中國鋼產

量是印度的四倍﹐巴西的 2.5 倍﹐墨西哥的 5.3 倍。1995 年﹐擴大

                                     
7 參見邋遢道人－楊毛﹕《道說天下》﹐（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8 本段中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國外部分引自中國統計信息網∕

國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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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度的九倍﹐巴西的四倍﹐墨西哥的十倍。沒有改革前中國鋼

鐵工業的基礎﹐根本無法與迅速增加的製造業配套。中國在 1980
年﹐鐵路貨運量是印度的 3.4 倍﹐1995 年增加到 4.7 倍。人均貨運

量 1985 年是印度的 2.3 倍﹐1995 年是印度的 2.7 倍﹐印度哪裡有

多餘運力去滿足新增的製造業﹖正是解放後我們正確地選擇了重

輕農的關係﹐大力發展能源﹑交通和設備製造業﹐中國才具備改

革後承接大量製造業的條件。 
為什麼中國能早早就把工業做的部類齊全﹖因為中國在計劃

經濟時代實行了高積累﹑低消費的國策﹐全國人民勒緊了褲腰帶

創造出這個局面。1970 年﹐中國人消費率只有 63％﹐積累率達到

37％﹐印度人幹什麼呢﹖他們消費了 78％的產出﹐只積累 22％。

到 1980 年﹐中國積累率 35％﹐印度只有 27％。一直到 20 世紀末﹐

印度積累率才達到 35％。9 沒有毛澤東時期前輩們勒緊褲腰帶﹐

中國現在就與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 其實還不是同一起跑

線﹐因為美國肯定不願意支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起來﹗ 
那麼﹐市場化和民主化是不是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呢﹖不

是。西方這次資本轉移不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發展中國家市場

其實很小）﹐而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計劃經濟國家可以更容

易地選擇窗口方式的“特區”解決這些問題。早在 70 年代周總理

就指示研究建立“特區”的政策了。至於民主不民主則更不重要﹐

中央集權國家反而更容易制定出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資本家沒

有祖國”﹐哪裡能賺錢就往哪裡去﹐管他什麼政治不政治。能賺

錢﹐沙特國王那裡去得﹐薩達姆的地盤也去得。臺商不是喜歡統

一往大陸來﹐是因為這裡能賺錢﹗西方資本家一評估﹐都會發現

                                     
9 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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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資本投向中國最合適。中國既然早就開了口子﹐資本進入是必

然的。 
如果是旁觀者看﹐似乎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有預謀﹐費盡心機

花了幾十年功夫打造身段﹐以便趕上這個最有利的時期﹐把握這

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並利用這個機會迅速崛起。這樣看﹐鄧小平

路線無非是毛澤東路線的繼續﹐都是根據中國和世界基本情況做

出了正確選擇。把改革前後劃成兩個完全對立的時代﹐與歷史事

實和邏輯無關﹗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所謂世界進入虛擬~賭博經濟﹐

並不只有西方經濟產業空洞化﹐產業資本轉移﹐世界貿易額大增

等虛擬經濟這一個面﹐還有賭博經濟這更大的一面﹐以及西方換

了個方式剝奪你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拉美國家挨著個

地在虛擬經濟的另一面吃了虧﹐東南亞一個個也吃了虧﹐連小日

本也吃了虧。也就是凡是開始沒有與西方金融經濟的“國際慣

例”接軌﹐凡是金融管制比較嚴格的國家﹐在被迫與世界接軌前

後﹐都沾過虛擬經濟的光﹐但也都無一例外遭到賭博經濟的洗劫。

如果我們既不能從理論上認識到虛擬~賭博經濟的兩個面﹐又無視

虛擬~賭博經濟一字擺開了數十個被宰殺的發展中國家的事實﹐我

們就可能親手毀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我們開創的復興之

路﹗ 
為什麼這些國家會出現金融危機﹐為什麼他們不早早與“國

際慣例”接軌呢﹖道理很簡單﹕一個適合物質生產的金融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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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適合賭博的金融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正像開始說的﹐物質生產需要的金融環境一定是﹕利率穩定﹐

匯率穩定。物質生產添個設備要有回收週期﹐物資的購置和運輸

也要週期﹐還要保持材料庫存和成品庫存﹐如果利率和匯率三天

兩頭大幅度變化﹐企業根本沒辦法組織生產。對於上市公司來講﹐

如果股票價格漲跌根本與企業經營好壞無關﹐企業經營者也不用

考慮什麼股東利益了 — 因為無從考慮。因此利率和匯率穩定﹐

可以捉摸才行。因此﹐製造業大國的中央銀行業為了給企業創造

一個良好環境﹐往往採取利率管制﹐匯率管制﹐不開放資本項下

的外匯市場﹐不引進什麼指數期貨等金融政策。 
相反﹐賭博市場要的就是不確定﹐要的就是動蕩個不停﹐幅

度越高越好﹐頻率越快越好。風險與收益對應﹐要賺錢沒動蕩沒

風險那還叫賭場﹖ 
不是說有金融管制嗎﹖有對沖手段避險嗎﹖這都是說著玩

的。金融市場本身就是賭場﹐金融管制就像管理嚴格些的賭場﹐

無非想創造個沒有人出老千的賭博環境。“對沖”就是給你玩的

花樣多點﹕拍老虎機今天手氣不好可以改輪盤賭﹐要不玩 21 點﹑

老虎機和推牌九一起玩。21 點賠了牌九賺了﹐這就對沖了。但賭

博性質變不了﹐風險與收益的關係變不了。而所謂股票匯率指數﹐

就像一個加碼的槓桿﹕本來壓上一元﹐勝負都按這 1 的比例計算。

現在壓一元“算”十元﹐勝負都按 10 的比例計算﹐多數所謂衍生

工具都是這個作用。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資金 35 億美元﹐貸款

一千億美元﹐下注選擇權 1.2 萬億美元﹐不就是壓一元可以按 343
元比率賭嗎﹖ 

日本不是靠這次資本轉移發展起來的﹐日本靠的是有一個資

本干預度很低的企業環境﹐靠適合物質生產的金融制度﹐創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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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效率很高的生產體系。20 世紀 80 年代日本經濟規模世界第

二﹐大有實現不依靠“槍桿子”就掙個世界第一的希望。“道奇

改革”確定的一美元兌換 360 日元（一直執行到 1971 年美元與黃

金脫鉤以前）的固定匯率是這一切的基礎。 
日元被長期低估﹐積累了鉅大的昇值潛力。“廣場協議”後﹐

日元與美元比價為 1 比 120（最低的 1995 年為 1 比 80）。廣場協

議包括日本金融市場的開放﹐從 360 降到 120 也是場鬥爭﹐日本

政府為了維持日元的低價﹐大量印刷日元以增加日元供應量﹐加

上外匯結存奇高﹐日本貨幣發行量越來越大。同時﹐由於日元逐

漸堅挺﹐對日本出口企業壓力增加﹐日本政府為了緩和昇值壓力﹐

連續下調再貼現利率﹐使居民依靠儲蓄保值的希望完全破滅。一

方面有充足的貨幣﹐流動性沒問題﹐一方面政府“逼良為娼”﹐

迫使老百姓下海盲目炒股炒樓盤﹐於是日本金融市場開始繁榮娼

盛起來。1985 年日本個人金融資產中股票佔 9％﹐1987 年為 16％﹐

1989 年為 21％。大家都來玩股票和樓市﹐同時銀根這樣鬆﹐就支

撐了一個急速擴大的泡沫。1985~1989 年﹐日本 225 種股票價格指

出從 13113 點上昇到 38916 點﹐年均上漲近 50％﹐1987~1990 年﹐

東京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超過美國﹐世界第一。1989 年末﹐是美

國面積 20 分之一的日本﹐地價總值是美國的四倍﹗ 
這個時期﹐日本人無比幸福﹐買個股票就賺錢﹐買個樓盤就

增值。大家都賺錢﹐賺的誰的錢﹖賺的錢不是別人賠的錢﹐一定

是增發的貨幣﹐也就是開賭場的日本中央銀行不斷印製的錢。80
年代以後﹐日本金融也“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放開利率和外

匯管制﹐允許銀行混業經營﹐衍生工具也開始花樣百出。這就像

養肥了的一頭豬﹐本來在自家圈裡別人插不上手﹐現在把圈門打

開了﹐各家金融大鱷抄著刀子就進來了。1988 年 9 月日本引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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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價格指數期貨﹐一年後﹐日本股市慘烈崩盤。日本人不僅花錢

把美國 80 年代的經濟泡沫買光了﹐還被席捲了一大批錢﹐最主要

的是﹐連續十幾年經濟走不出低谷。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日本

經濟總量低於德國﹑中國﹐已經排到第四。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小龍”們﹐無一不是虛擬~賭博經濟的

受益者。20 世紀 70﹑80 年代雖然西方資本轉移數量有限﹐但這些

國家規模也小。於是被稱為經濟奇蹟﹐封為這龍那龍的。但他們

也都不清楚虛擬經濟這些恩惠是有代價的﹐虛擬~賭博經濟是雙刃

劍。這些國家與日本一樣﹐開始的金融市場都沒與國際接軌﹐適

合物質生產﹐因此都有漏洞（對賭博經濟來說）。但是既然人家

給你錢﹐就會要求你符合人家的規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會不停地要求你金融開放。於是﹐東南亞國家一個個的都金

融自由化了。 
所有適合物質生產的發展中國家﹐其金融體制肯定沒有完全

與適合賭博的國際金融體制接軌﹐都是西方國家批評的對象﹐也

是國內改革派詬病的對象。這些國家往往銀行壞賬很多。改革開

放以來﹐所有“學者”都把中國銀行壞賬多的原因簡單歸結到計

劃體制和國有體制上﹐其實並不那麼簡單。後起新興市場國家的

產業﹑產品結構變動是跟著發達國家走的﹐頻率非常快。銀行和

企業的項目規劃書上數字本來都算得一絲不苟﹐投資回收期估計

的都很有把握。結果 12 吋黑白電視剛投產兩年人家的彩電就上市

了﹐18 吋彩電流行不到兩年﹐28 吋的就來了﹐接著什麼直角平面﹑

背投﹑等離子後腳跟前腳就進來了。中國貧富分化速度非常快﹐

梯度消費的低收入群體與市場漸行漸遠﹐無法形成梯度消費﹐於

是中國產品週期都出奇的短。發達國家幾十年的產品更替過程﹐

中國十年就走完了﹐企業投資收益期都與項目報告計算數字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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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庭﹐銀行只能跟著倒霉。而這些問題都一股腦地被西方學者﹑

世界銀行等歸結到“金融體制沒有與國際接軌”﹐國內學者也信

誓旦旦地表示確實如此﹐於是這些國家都因為內外壓力最後選擇

開放金融市場﹐他們的缺陷又成為金融大鱷戰無不勝的缺口。王

小強總結得很簡潔 —“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的高速發展﹐金融

自由化帶來貨幣經濟繁榮娼盛（追漲）﹐外資拋空帶來金融危機

（殺跌）﹐這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成為當代所有‘新

興市場’無一例外的宿命。” 
2001 年﹐美國三大股市總值 18 萬億美元﹐香港世界第六﹐新

興國家之首﹐0.6 萬億美元。2001 年世界外匯日交易量三萬億﹐香

港世界第五大﹐九百億美元﹐其中港元參與的不過 50 億美元。1997
年﹐一頭大象跳進了池塘裡﹐索羅斯調集上百億美元挨個把規模

更小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洗劫一空﹐捲走上萬億美元。最後

香港之所以倖免﹐是因為政府跳進來救市﹐加上中國撐腰﹐最後

才沒垮。 
墨西哥也曾經是虛擬經濟的受益者。20 世紀 90 年代﹐墨西哥

被世界清算銀行評價為﹕“對外赤字與宏觀﹑微觀經濟﹐無論用

何種標準評價都是健康的”﹐被稱為“新興國家的樣板”。這個

時期﹐西方國家大量資本湧入﹐因為這裡的利差和收益最大。

1990~1993 年湧入墨西哥資本達到 910 億美元﹐70％進入證券市

場﹐購買了墨西哥 50％的股票和 20％的政府債券。這三年墨西哥

股價上漲 436％﹐也是買股就賺錢﹐買房就昇值﹐形勢一片大好。

1994 年﹐北美貿易協定正式生效﹐高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把墨西

哥農民逼得到處起義﹐比索開始貶值。機會一來﹐索羅斯等金融

大鱷跳了進來﹐大量拋空比索﹐墨西哥政府耗盡數百億美元儲備﹐

也沒攔住﹐外資拋空﹐股市崩盤﹐貨幣貶值﹐接著蔓延到阿根廷﹑

 17



巴西﹑智利﹑秘魯…… 
遍觀世界﹐所有新興市場沒有被洗劫的﹐只有中國了。 
中國不是香港和東南亞小國﹐很難想像中國會落到泰國的地

步﹐但中國頂多是個日本。而且中國如同當年的日本﹐本幣被常

年低估﹐昇值壓力很大﹐外匯儲備奇高﹐已經印刷了大量人民幣﹐

流動性已經好得出奇﹐2006 年開始的股市﹑樓市高漲﹐大家賺的

也是中央銀行的錢。中國同東南亞和拉美國家一樣﹐銀行壞賬很

充足。中國之所以還沒像日本那樣被洗劫﹐原因很簡單 — 豬還

在圈裡﹐外人不准進。按照中國已經制定的金融改革“計劃”﹐

十一五期間﹐資本項下外匯交易要開放﹐利率和匯率管制要與國

際接軌﹐而且明確要引進外匯和股票期貨指數交易﹐等這些條件

一具備﹐人民銀行為了穩定匯率﹐只能大量增發人民幣﹐於是中

國人也能享受當年日本人的福氣。中國比日本更合適屠宰的原因

在於﹐中國股市中股民人數和參與度﹐以及換手數都比當年日本

大得多﹐連臨時培養都不用。十七大報告剛講要增加群眾財產性

收入﹐證監會的老闆尚富林就說這是鼓勵大家買股票發財﹐群眾

賠了讓他們找共產黨要去﹖ 
王小強在《投機賭博新經濟》中用“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層皮”

形象地描繪了這個過程。 
世界進入虛擬~賭博經濟後﹐金融市場交易量是物質生產的一

百倍﹐大部分錢都是在這裡先轉夠圈子才出來的。而支撐這個賭

博市場的錢是印出來的﹐主要是美國人印的。1997 年美國金融資

本存量大約 27 萬億﹐美國經濟要支付 1.3 萬億美元的利息﹐也就

是說美國金融資本賺的錢是中國當年全部物質生產的 1.44 倍。美

國人毫不隱諱地說﹕“我們指揮你們給我們送來這些費盡千辛萬

苦生產出來的﹐美妙的汽車﹑照相機和機床。而我們又給你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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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什麼呢﹖只不過是一些喬治~華盛頓的頭像”— 這是第一層

皮。 
1996 年美國勞工退休基金在海外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投資中

資本膨脹是 1983 年的 20 倍﹐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高﹐

分紅派息高。接著的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美國各種基金總計從

這裡捲走上萬億美元 — 這是第二層皮。 
 

 

 
中國現在確實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這個形勢大好

並沒有包含國際形勢﹐是沒有把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的教訓考

慮進去的判斷。中國人必須積極面對血淋淋的事實﹐看清楚懸崖

的位置﹐設法避免再走一趟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的老路。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內需始終疲軟﹐不得不依靠外需增長。

外匯儲備創世界紀錄的高﹐對應發行的人民幣高達近十萬億﹐加

上整個賭博市場都認為人民幣低估了﹐昇值潛力鉅大﹐10 遊資已

經開始進入中國的匯市﹑樓市和股市。同時﹐30 萬億的各項存款﹐

15 萬億的居民存款﹐都是進入各種賭博活動的鉅大資源。這些資

金總要找到合適的投資市場﹐不給他們開口子總是不行。於是﹐

國內專家和國外專家一致要求中國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我們自

己也承諾在十一五中開放資本項下外匯兌換﹐允許外資進入國內

金融市場﹐引進股票和外匯指數交易內容﹐急急忙忙地往那個終

點走﹐看著就讓人心驚膽戰﹗﹗ 
有人會說﹐沒事的﹐那些發展中國家雖然都栽了跟頭﹐現在

                                     
10 參見梁曉﹕《世界是平的嗎﹖》﹐（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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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個個挺過來了嗎﹖出口不好了就抓內需﹐雖然栽了跟頭﹐但

最後與世界都接軌了﹐以後發展不就什麼也不怕了嗎﹖ 
事情沒那麼簡單。有些國家挺過來了﹐有些就沒有。即使挺

過來了﹐往往也要損失十年左右的發展機會﹐而這十年﹐誰知道

會有什麼事情呢﹖日本若不是在 1989 年栽了跟頭﹐中國不見得就

有幾乎獨吞了產業資本轉移的機會﹐讓日本至今感覺沒了希望。

如果中國在 2010 年前後栽了跟頭﹐到 2020 年前後才恢復元氣﹐

恐怕印度不會再給中國機會了﹐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印度生氣。 
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大不了就是引起經濟危機﹐而發展中國

家的金融危機往往就是社會動亂﹐甚至國家分裂。日本金融危機

雖然使日本經濟停滯十年﹐但沒有傷筋動骨﹐因為日本早就中產

階級化了﹐社會矛盾不尖銳。印尼金融危機﹐立刻政治﹑社會動

蕩﹐國家分裂。墨西哥金融危機﹐起義的州至今還沒熄火。巴西

看起來似乎過去了﹐但國內社會混亂治安混亂始終沒消停過。泰

國金融危機後﹐政治動蕩﹐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新興國家一個

個“風光”完了就栽跟頭﹐沒有一個跳出宿命的圈子﹐一點也不

值得稱讚﹗一點也不顯得高明﹗ 
金融危機中直接損失最大的將是前幾年有了點積蓄的所謂中

產階級﹐這是幾乎所有被世界金融大鱷洗劫過的發展中國家屢試

不爽的經驗。中產階級是消費的主力群體﹐一旦他們收入降低﹐

國內需求將嚴重萎縮。 
中國如果出現金融危機﹐接著就是經濟危機﹐很多民營企業

會破產﹐建築業﹑房產業和基本建設等投資需求會大幅度減少﹐

首當其衝失去勞動機會的將是農民工。目前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傳

統意義的農民﹐1990 年農民打工收入只佔純收入的 20％﹐2000
年上昇倒 31％﹐歷史性地超過了“農業收入”。2005 年已經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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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 其中佔 80％的沒有非農產業的農民﹐其打工收入佔純收

入比例應該達到 60％。如果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失業﹐完全靠農

業的農戶純收入一定會大幅減少﹗到這個時候﹐中等收入和低收

入農民收入下降﹐基尼係數會進一步提高﹐實現共同富裕﹐和諧

社會的目標更加渺茫。且不說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了﹗ 
中國能夠擺脫這個宿命嗎﹖其實擺脫的辦法會有﹐關鍵是中

國能不能意識到危機的存在。 
中國首先要把握住一條 — 只要貧富分化沒明顯解決﹐只要

低收入群體還無法生活﹐只要和諧社會還沒有成果﹐就不搞金融

自由化。哪怕宣佈“改革開放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現在宣佈勝

利結束”都行。就算以後真要接軌﹐也要等這個問題解決後而不

是解決前。 
其次﹐一定要加大物質生產部分投入。金融資產不能找到投

資內容﹐早晚要搞賭博﹐賭場既然關不了﹐抑制虛高就只能增加

供給﹐也就是增加上市公司供應量。中石化投到股市裡﹐兩週下

降一千點﹐但這樣的企業總有限﹐扔完了也就沒辦法了。最好的

辦法就是儘快開始以大西線南水北調為中心的西部大開發﹐這個

項目上萬億人民幣﹐整個下來恐怕要數萬億。用分解上市的辦法

上這個項目﹐不僅隨時能夠熄滅股市虛高﹐而且能將一個中國變

成“兩個”中國﹐12 為中華民族奠定一個千年發展基業。賭場裡

的錢照樣是真金白銀﹐把這些錢引出來硬是讓中國變成兩個中國﹐

就是賭場垮了誰也搬不走。 
中國並不是沒有解決金融危機的經驗。Peter Nolan和王小強的

〈砍樹救林﹕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詳細描繪了亞洲金融危

                                     
11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 
12 參考鄧英陶﹑王小強﹑崔鶴鳴等著﹕《再造中國》及續篇﹐文匯出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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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王岐山化解廣東金融危機“三步走”的措施﹐廣國投破產﹐

關閉八百家非銀行金融機構﹐重組粵海﹐都是用非常措施切斷金

融風暴颳進中國的導火線。13 東南亞金融危機時馬來西亞恢復外

匯管制﹐香港政府跳進股市﹐都是“非國際慣例”的做法。要做

正經生意就不能嗜賭﹐要嗜賭就不去做正經生意。 
如果中國能夠佔盡虛擬經濟的便宜﹐又躲過賭博經濟張開的

那張大網﹐那才叫高明﹗ 

                                     
13 見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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