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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發達國家的經濟分為虛擬經濟和實物經濟兩大塊，

並進一步認為，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虛

擬資本主義」時代，這一觀點最近很受關注。然而，在過

去的 60 年間，美國大部分的工業和技術基礎部門被用來開

發製造新式武器，這種「永久性戰爭經濟」在美國經濟生

活中的作用，1 絕不能被低估。

5.1	 美國經濟虛擬化？

確有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佔全部 GDP 的比重逐年下

降，從 1998 年佔 15.36％，持續下降到 2005 年的 11.99％；

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體就業人數的比重，也從 2000 年的

14.35％，進一步下降到 2005 年的 11.46％。2 然而，美國經

濟虛擬化的現象，是被國內經濟統計數據表面化了。

2007 年 7 月公佈的《財富》世界五百強，前十名中有

五家美國公司；這五家美國公司的營業額加起來，佔五百強

總營業額的 6.12％；五百強裡美國公司 162 家，公司數量和

營業額都超過三分之一；五百強的總營業額 20.9 萬億，相

當於 2006 年世界 GDP 的 44.7％，其中 162 家美國公司的總

營業額相當於世界 GDP 的 15.69％。3 技術上很難辨別這些

營業額有多少納入美國 GDP 的統計數據。但是，可以肯定

地說，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不僅僅是 GDP 數據顯示

出來的 28％，還有許多未計入美國 GDP 的跨國公司海外營

業額。「美國境外至少有 2500 萬人在為美國公司工作」。4  

耳熟能詳的例子，是埃克森．美孚、戴爾、寶潔、摩托羅

拉、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們，以及它們在中國、在全世界

蓬勃發展的生產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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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發展中國家的「非工業化」5

Baul  Bairoch 說，西方的工業化導致了世界其它地區

的非工業化。1913 年，非西方國家的製造業產值萎縮到只

有 1800 年的三分之二；西方國家佔世界製造業產值的份額

急劇增加，1928 年達到最高點 84.2％。6  1950 年，世界製

造業產量 60％ 來自美國。7 發展中國家以傳統手工業為基

礎的製造業，面對發達國家的強大競爭，呈現出「非工業

化」。

從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跨

國公司的工序轉移，發展中國家的「非工業化」演繹出另

一個「版本」：發達國家佔世界製造業產值的份額有所下

降，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產值提高，8 但是，跨國公司的產

業競爭能力、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領導能力也空

前加強，分散的發展中國家經受不住強大競爭的擠壓，在

工業化的質量上，大踏步後退。9 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

技術、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使發展中國家日益淪為西

方國家的生產線、車間、甚至是大「排污池」。例如，按

中國科學院的報告，選取一次性能源、淡水、水泥、鋼材

和常用有色金屬這五類資源原材料消耗來計算節約指數的

結果，中國在 59 個國家中排第 56 位，是資源績效最差的國

家之一。10

（一）發展中國家製造業體系迅速瓦解

隨著跨國公司的進入，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工業走向死

亡，製造業體系迅速瓦解。在先後開放的不同行業裡，大

量重複上演著本土企業苦苦掙扎或死亡、跨國公司佔據壟斷

地位的戲碼。中國的軟飲料行業，1989 年一年，兩大跨國

鉅頭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讓本土同業幾乎全線崩潰，僅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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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一個城市，就有一百多家飲料廠被迫停產。11「我至今都

忘不了上世紀 60 年代，上海弄堂裡每每有新娘子嫁過來的

時候，一部婚車 — 上海牌轎車引起的轟動和羡慕 ⋯⋯」 

這是一位作家的懷舊文字，紀念已經消失的上海牌轎車。

上海牌是除紅旗轎車外中國唯一大批量生產的轎車；90 年

代初，為給德國大眾與地方合資的企業騰地方，上海轎車

廠被夷為平地。12

裝備製造業是各個工業化或後工業化國家的主導產

業，但在中國製造業中的比重還不到 30％，遠低於美國

的 41.9％、日本的 43.6％ 和德國的 46.4％；中國每年花費

六千億元從國外進口重大設備；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設

備投資的三分之二依賴進口，光纖製造設備的 100％、石

油化工設備的 80％ 被進口產品擠佔；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大

概只有美國的 23 分之一。13 據海關統計，2004 年，高新技

術產品在中國工業製成品中的比例僅為 27.9％，而且，這

些高新技術產品絕大部分使用國外核心零部件或關鍵性技

術。14

Peter  Nolan 說，中國 80~90 年代的產業政策是不成

功的：在 21 世紀之初，沒有一家中國大企業可以成為具

有跨國競爭力的企業，它們沒有全球市場，沒有全球化品

牌，也沒有建立起通達全球的體系；世界上研發開支最高

的三百家公司，沒有一家是中國公司；也沒有一家中國公

司的品牌可以被《商業週刊》列入全球一百個最有價值品

牌。15 幾年時間過去，隨著越來越多的投機熱錢湧入中國

資本市場，內地幾家大型上市企業的市值倒是水漲船高，

儼然在全球名列前茅了；16 然而，它們在本質上並無多大

改變，仍然沒有跨國競爭力，沒有通達全球的市場體系，

連跨國收購也屢屢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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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為跨國公司的車間、生產線

在全球化趨勢下，隨著發展中國家不斷開放，跨國公

司對其產業領導能力也不斷增強。

據 2000 年美國南卡羅來那大學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所做的一項調查，1998 年，可口可樂已經在中國內地直接

僱用 1.4 萬員工，可口可樂的獨立供應商僱用 35 萬中國員

工，可口可樂的獨立銷售商、批發商和零售商則僱用中國

員工五萬人，號稱有 41.4 萬個就業機會與可口可樂的生產

和銷售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2003 年，有六百多家批發商

與北京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結成了合作夥伴關係。17 實

際上，可口可樂的價值鏈可以從水、中國農民種植的甘

蔗、飲料瓶，一直延伸到遮陽傘、廣告製作、印刷等等。

紅旗，曾經是中國轎車第一品牌，然而，2005 年在第一汽

車集團幾十萬的轎車銷量中，紅旗系列只有 9034 輛；同屬

一汽集團生產的合資品牌 — 一汽大眾、一汽豐田等系列，

銷量均以十萬計。18 透過 2007 年中鬧得沸沸揚揚的回收中

國玩具風波，我們發現，中國製造產品在高達 223 億美元

的美國玩具市場中，佔八成以上；然而，大部分中國玩具

是完全按照進口商的設計、工藝要求和質量標準進行生產

的，其中加工貿易佔 58％。19

2006 年，中國 GDP 總額約 2.7 萬億美元，進出口 1.76

萬億美元，相當於 GDP 總額的 65％，是經濟中的重頭；

外資企業出口額幾乎佔了出口總額的六成；外資企業實現

的貿易順差，則超過整體貿易順差的一半。20 中國出口企

業一百強，2003 年有 49 家外資企業，2004 年 54 家，2005

年 56 家。21 外商獨資企業佔外國在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

65％，而且，它們主導了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22 中國

企業擁有自主商標的不到 20％，自主品牌出口不足 10％。23  

可以說，中國的製造業出口產值，有相當部分是與各大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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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司的營業額重合的。再看另一口徑，2006 年加工貿易

佔中國出口總額 53％；加工貿易順差 1889 億美元，比 1775

億美元的整體貿易順差還大。24

5.3	 大規模集中的高科技產業

以中國的航空製造工業為例，改革開放以來，與麥

道和空中客車的合作計劃先後夭折，呈現明顯的「非航空

工業化」— 從高科技的航空製造，躇溜成汽車、摩托車

製造；從研究開發製造整機，躇溜成給跨國公司加工零配

件。25

波音民用飛機集團總裁安慰說：中國在波音飛機製造

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超過 4100 架波音飛機使用了中國

製造的零部件和組件，佔全世界波音飛機的 34％，數量上

很不少；一算價錢，80 年代以來，波音從中國購買了約 7.3

億美元航空硬件，所有合同的總價值也不過 16 億美元。26  

平均下來，每架數千萬、上億美元的飛機，不過是用了

幾十萬美元的中國零件。再看買飛機的花銷：從 1972 年

中國購買第一批波音飛機到 2006 年 3 月底，中國共購買

了 678 架波音飛機，總價值 370 億美元。27 一方面，整機研

發和製造能力流失，使日益擴大的中國市場成為跨國公司

的囊中之物 — 不得不買它們的產品；另一方面，訓練有素

而又成本低廉的「車間」，還幫助跨國公司進一步擴張了

生產能力和產業競爭能力。此消彼長，無論是市場還是生

產能力，都在向跨國公司高度集中。

作為科技進步最尖端的軍工產業，更是在反方向大

規模高度集中。90 年代中，經過幾乎一刻不停的連續兼

併，短短四年時間，美國 20 多家接受政府訂貨的著名大

型軍工企業碩果僅存四家，分別是波音、洛克希德．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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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heed Martin）、雷神（Raytheon）和諾斯羅普．格

魯曼（Northrop Grumman）四鉅頭。28 美國佔世界軍火

市場的份額，從 1987 年冷戰後期的 27％，猛增到 1993 年

的 55.6％，以後雖有波動但一直保持在 34％ 以上，2004 年

的份額是 53.4％，當年向國外出售了 185.55 億美元的軍

火。與此同時，俄羅斯（前蘇聯）的份額則從 1987 年

的 35.1％，急跌至 1992 年的 5.4％，進入 21 世紀後有所回

昇，但最高也只在 2001 年達到過16.1％。29 據當時估計，

2006 年美國軍火銷售額將創 13 年新高。從 2006 年初到 8 月

中，美國國防部與外國政府簽署了 217 億美元的軍火銷售合

約。這一勢頭，僅次於海灣戰爭結束後 1993 年的 420 億美

元。30

表~12：世界軍火市場份額，1987、1992~2004	年（％）

年份 美國
俄羅斯

（前蘇聯）
英國 法國 德國 中國 其它

1987 27.0 35.1 8.3 9.0 2.4 2.9 15.3

1992 54.6 5.4 10.7 8.9 3.6 2.4 14.4

1993 55.6 7.2 10.9 6.8 3.5 2.6 13.4

1994 53.6 6.8 11.6 8.4 3.5 1.8 14.3

1995 51.2 7.9 16.6 8.5 3.1 1.4 11.3

1996 49.0 7.0 19.3 11.5 1.3 1.2 10.7

1997 39.3 6.1 17.2 15.8 2.8 2.6 16.2

1998 44.4 6.4 9.8 19.8 3.9 1.8 13.9

1999 45.5 8.6 12.9 10.6 5.5 1.3 15.6

2000 38.8 12.5 18.5 7.5 3.9 2.4 16.5

2001 34.7 16.1 16.5 6.8 2.5 2.9 20.5

2002 36.3 12.3 17.3 7.0 3.5 2.8 20.8

2003 38.8 12.2 14.0 8.4 6.1 1.7 18.8

2004 53.4 13.2 5.5 12.7 2.6 2.0 10.7

註：1987 年用前蘇聯數據。

市場份額根據以下資料計算：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 1999．2000 和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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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說，美國的產業轉移有兩大特點：「資源密

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

移；主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研究、開發和製造，

向發達國家大規模集中」。31 因此，美國的產業結構調

整和中美貿易格局，決定了中美順差必然長期存在：低附

加值、低技術含量、高污染、高能耗的製造業，大量轉移

到中國，跨國公司的產品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對美國的出

口；同時，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和軍工產品，長期管制不對

中國出口；32 美國只剩下服務貿易長期順差，一枝獨秀，

可惜只佔貿易總額不到四分之一的比重。33  2006 年，美國

貿易逆差達到破紀錄的 7636 億美元，其中，對中國貿易逆

差比 2005 年上昇 15.4％，達 2325 億美元。34

產業分工、資本流動全球一體化，倡導自由市場經濟

規律；貿易，尤其是高科技和軍工產品，卻不按經濟規律

辦事。美國的貿易逆差，不體現在日本，就體現在中國。35  

人民幣被迫持續昇值，跨國公司的「出口加工工業」抬腳

就能到印度、巴西、越南去設生產線。不變的，是美國貿

易繼續逆差。

這一過程，伴隨著虛擬經濟部分的鉅額金融資本對外

國經濟體系的滲透和控制。演變的結果，美國的整體經濟

實力是增強了而不是減弱了；美國對其它國家的控制，也

益發增強了。

5.4	 美國的「永久性戰爭經濟」

離開一隻隱藏的拳頭，隱藏在市場背後的那隻手

永遠起不了作用 — 如果沒有製造 F~15 戰鬥機的麥道

公司，麥當勞也紅火不了。而使硅谷技術擁有安全的

世界環境的那隻隱藏著的拳頭，叫美國陸軍、空軍和

海軍陸戰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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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戰爭經濟」的歷史由來已久

沙奈說得很清楚：「美國於 1950~1952 年建立了龐

大的軍工體系。從此，軍工成為美國一切高工藝技術的源

泉，成為調節需求的工具和為大工業集團獲取利益提供持

續援助的手段」。37 福斯卡斯和格卡伊也認為：「儘管冷

戰後美國的國防支出下降了，但 1996 年美國的軍事支出在

全球總量中所佔的百分比卻比 1985 年里根政權時的國防支

出最高峰時期增長了 20％。1985 年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

蘇聯陣營、中國和古巴總和的 65％，而『9.11』事件之前幾

個月，其支出卻相當於這些過去的『共產主義威脅』國家

的兩倍多。⋯⋯在冷戰結束、蘇聯陣營解體後的十年裡，

美國已經在國防安全上花費了兩萬億美元，超過所有對手

花費的總和」。38

綜觀近年來美國發動的戰爭，特徵之一是武器裝備智

能化。其重要標誌是各類精確制導武器（PGM）逐步成為

戰場的主角。在歷時 14 年的越南戰爭期間，美軍使用的精

確制導彈藥只佔使用彈藥總量的 0.2％，當時使用的只是

命中精度較高的靈巧炸彈。到了 1991 年海灣戰爭，美軍使

用的精確制導彈藥佔使用彈藥總量的比例增至 8％，當時

主要使用的是「戰斧」式巡航導彈。而這一比例在 1999 年

科索沃戰爭和 2001 年阿富汗戰爭期間更分別上昇到 35％

和 60％。39  2001 年 10 月 7 日，美國宣佈對阿富汗發動反恐

戰爭，用現代「信息之劍」，將 65 萬平方公里的阿富汗土

地，分成了一千多塊信息監控區，衛星、飛機、無人飛機

三位一體地實施信息作戰，「塔利班的指揮通訊系統立刻

陷入癱瘓，根本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抵抗行動」。40  2003 年 3

月，美國向伊拉克宣戰，美軍發言人稱，空襲使用了 100％

的精確制導武器，相當於當年海灣戰爭使用精確制導武器

的 12 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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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精確」的戰爭，背後是龐大而昂貴的軍事採

購。美國的軍費開支常年居於全球之首。2002~2006 年

間，美國軍費因「反恐戰爭」而迅猛增長。2006 年全球

軍費開支約 1.2 萬億美元，美國 5287 億美元，佔 46％，

排名第 2~15 位的國家加起來也不過是 37％。2005 年新

增的全球軍費開支，有 80％ 來自美國。42 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美國人口只佔世界的 5％。2005 財政年度，美國國

防部的合同總額達到 2692 億美元，比 2004 年增加 385 億

美元，增幅 16.7％；2005 年，按軍品營業額進行排序的

世界軍工企業一百強，美國軍工企業佔 44 席，前十位就

有七家美國公司，排名第一的洛克希德．馬丁 2004 年

一年的軍工營業額超過 355 億美元；美國國防部的十大

軍備合同商，全部位列世界軍工一百強的前 15 位。43  

2006 年，美國空軍採購數量從 750 架最終削減到 178 架的

F~22 猛禽戰鬥機，平均每架的研發成本加上造價估計超

過三億美元。這還不是最貴的。B~2 隱形轟炸機，1997 年

全部交付美國空軍，共 21 架，項目總費用 448 億美元，

其中 246 億美元用於研製，202 億美元用於採購，平均每

架的成本超過 20 億美元！44 據美國政策研究所的報告，

「9.11」以來，34 名國防承包商 CEO 把將近十億美元收入

了腰包，他們的平均年收入達到 770 萬美元。45

（二）「戰爭已成為與美國經濟緊緊捆綁的『尤物』」46

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大量消費型的製造業外移，美國出

現「產業空心化」：從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到 2005 年，美國

製造業產出額佔 GDP 比重、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比

重不斷下降。但是，美國製造業產出的絕對值並沒有下降，

依舊穩步增長（表~13）。是什麼在支撐著美國製造業？

「全球範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在美國，表現為製造業的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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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越來越大。」47 美國軍工企業就業人數 130 多萬，產值

佔製造業 30％ 以上，佔工業產值 17％ 以上。「在美國，約

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與軍工生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48

表~13：美國製造業產出、就業人數及佔整體經濟的比重，1987~2005 年

年份
製造業總產出
（億美元）

佔 GDP 比重
製造業就業人數

（萬人）
佔總就業
人數比重

1987 23797.5 27.50％ 1763.5 15.92％

1988 25924.1 27.67％ 1795.5 15.76％

1989 27342.15 27.39％ 1796.9 15.40％

1990 27926.88 26.52％ 1763.1 14.92％

1991 27485.39 25.71％ 1695.1 14.53％

1992 28705.75 25.51％ 1667.8 14.25％

1993 29916.92 25.22％ 1661.7 13.96％

1994 32098.55 25.38％ 1687.1 13.84％

1995 34520.84 25.68％ 1714.3 13.74％

1996 35638.91 25.03％ 1716.4 13.51％

1997 37796.82 24.96％ 1732.6 13.34％

1998 38461.43 24.18％ 1749 13.13％

1999 39780.03 23.53％ 1726.2 12.66％

2000 41444.89 22.79％ 1746 12.55％

2001 38964.47 21.17％ 1652.8 11.89％

2002 38497.25 20.49％ 1534.9 11.13％

2003 39575.98 20.03％ 1460.2 10.61％

2004 42071.06 19.75％ 1440.1 10.35％

2005 45018.22 19.70％ 1432.8 10.15％

註：就業人數包括全職和兼職人數。
資料來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Gross-Domestic-Product-
（GDP）-by-Industry  Data”（http://www.bea.gov/industry/
gdpbyind_data.htm），並作相應計算。

譬如，2001 年 8 月，美國電腦設備訂單比 1999 年同期

減少 52％；2002 年 4 月，再比 2001 年同期減少 30％。與此

相對應，2002 年 2 月，阿富汗戰爭帶動，交通運輸設備訂

單增加 10％，非軍用飛機訂單增加 57.6％，軍用飛機訂單

增加 35.5％。49 從阿富汗打到伊拉克，國防部採購精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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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裝置（JDAM），1999 年 8.75 萬個，2002 年 23.8 萬個。

波音原來的設計生產能力是每月 1500 個，2001 年提高到

每月兩千個，2002 年 8 月再提高到每月 2800 個。50 大軍工

企業的銷售和利潤大增：2003 年，軍工銷售收入激增 10％

（247 億美元），軍工合同創歷史新高（年五百億美元）；51  

洛克希德．馬丁，銷售額 2002 年 287~298 億美元，2003 年

305~315 億美元，2004 年超過 355 億美元；52  2005 年第

四季度，因為信息服務和航太系統需求增加，洛克希德．

馬丁的淨收入增長 53％；因為飛機零部件和服務需求增

加，蜜井國際（Honeywell  International）的利潤翻番。53  

結果，軍工企業股票價格隨之上昇，連續五個月高於標準

普爾 500 指數近 50％。54

圖~11：美國國防預算、財政收支差額與聯邦基金利率對比，2000~2006	年

資料來源：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istorical  Budget 

Data”（http://www.cbo.gov/budget/historical.pdf）；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http://

www.census.gov/prod/2006pubs/07statab/defense.pdf）；Federal 

Reserves  Statistical Release：“Historical Data”（http://www.

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5/data/Monthly/H15_FF_O.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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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軍隊招兵買馬直接增加「就業」。由於兵源吃

緊，2003~2006 年間美軍甚至招收了共十萬名有犯罪記錄

的新兵。55 美國軍工企業就業人數 130 多萬，產值佔製造

業 30％ 以上，佔工業產值 17％ 以上。一項研究表明，美

國每增加十億美元的軍費投入，因為乘數效應會導致新增

1.5~2.5 萬個就業崗位。56 因低附加值工業外移而損失的就

業機會，在軍工及其關聯產業的大發展中得到彌補。57

從圖~11 的美國國防預算、財政收支差額與聯邦基金

利率對比中不難看出，美國經濟的「強心針」不是美聯儲

的加息減息，而是財政赤字支撐下的鉅額軍費開支。所

以，小布什寧願頂住民主黨人的猛烈抨擊，在預算案中拿

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費用開刀，並一再否決國會的醫療

保健支出議案，也要保證軍費支出連續八年增長。58

圖~12：美國 GDP 增長和失業率比較，1987~2007 年第 2 季度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http://www.bea.gov/national/

nipaweb/Index.asp）；美國勞工數據局（http://www.bls.gov/

schedule/archives/empsit_nr.ht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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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戰爭經濟作強大後盾，90 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除了

在 1990~1991 年以及 2001 年出現兩次輕微衰退外，其餘年

份的增長率平均為 3％ 左右，平均失業率維持在 5.5％。59

5.5	 長短期利率倒掛之謎？

2005 年底至 2006 年第一季度，美國債券的孳息率出現

了「長短息倒掛」現象 — 對美聯儲調整聯邦基金利率最

為敏感的兩年期債券息率略高於十年期息率。對此，美聯

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位時曾經稱之為一個謎，並列出了

一串可能導致長息偏低的理由，包括：市場對未來的投資

前景看淡；各國央行對美國長期債券的需求旺盛；全球儲

蓄過剩（global  saving glut）；未來經濟前景的可預測性增

強；長息的風險議價下降，等等。一時之間，眾說紛紜，

但美聯儲一直沒有定論。60

圖~13：美國短期及長期利率走勢，1994 年 1 月~2007 年 6 月

資料來源：美聯儲網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

h15/data.htm）和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網站（http://www.

forecasts.org/ff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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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6 年 7 月起，「長短息倒掛」發展到了一個新局

面：最短期利率的代表 — 聯邦基金利率，高於 10 年期、

30 年期國債孳息率，持續了近一年時間（圖~13）。這一更

加違反經濟學常識的現象，卻再沒掀起討論熱潮。伯南克

輕描淡寫地總結原因，還是說發展中國家對美國長期國債

需求太大，61 是需求因素抬高了價格，人為壓低了長債利

率。

無可否認，「投機賭博新經濟」之下的美國金融霸

權，對於吸引外國資金起了很大作用。62 但是，軍工是美

國經濟非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列

出的各種理由中，沒有提到戰爭經濟刺激景氣的特殊性。

對於軍工及相關企業而言，在戰爭期間：

（一）工人加班，失業率下降，設備利用率上昇，

存貨上昇

譬如，在一片戰爭叫囂聲中，大型軍工企業的製

造車間開足馬力：2002 年 3 月，波音的「精准武器」製

造 24 小時「三班倒」，加緊生產提高非制導炸彈命中率

的 JDAM 裝置；「雷神公司研製的 500 磅 GBU~28 制導炸

彈，從總體設計到投入作戰使用僅用了 27 天時間」。63 就

連民航公司也可以從中分一杯羹：2003 年，為承載趕赴

海灣地區的全副武裝的美國大兵，美國大型航空公司都開

闢了一些「特殊航班」— 不僅不需要正常的安全檢查，

而且還允許乘客攜帶武器乘機；這種特殊航班成為當時美

國最繁忙、最賺錢的航班，五角大樓在一個月內可能就要

付給這些航空公司 1.2~2 億美元的鉅額租金。64 美國的失

業率從 2003 年第二、三季度的 6.1％ 下降到 2006 年第一季度

的 4.7％；65 工廠設備使用率重新達到 80％ 以上，有分析認

為，目前美國的剩餘勞動力和產能未必足以應付需求。66 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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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戰爭爆發前夕，美國的非農業存貨從 2001 年的負 318 億

美元一下猛增到 2002 年 152 億美元。67

（二）對流動資金的需求增加，長期資金需求變化

不大

軍工行業的需求大增，製造商不但要增加勞動力投入

和提高設備使用率，而且需要流動資金來採購原材料和支

付工資。美國勞工部規定，如果員工在一個工作週內工作

超過 40 小時，加班工資將不得少於正常工資的 1.5 倍。68  

也就是說，製造商即使在短期內沒有增聘工人，類似波音

那樣的「三班倒」生產，也會給企業帶來額外支付加班工

資的成本。流動資金的需求增加，對短期利率的上昇趨勢

起到支持作用。

但是，軍工製造商的長期投資並未相應地大幅增加。

這一點與一般耐用消費品不同。對於製造商來說，一般耐

用消費品的需求是可以預測的。例如汽車，市場營銷學家

們在談到大眾轎車的車型定位時，提出了後來被反復引用

的「購買能力係數」分析理論，認為只有當轎車的銷售價

格與人均國民收入之比為 1.4 左右時，相應型號的轎車才能

大規模地進入家庭。69 又如彩電、冰箱等家電行業，按照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可以從普及率的高低來判斷是進入了

「高速增長」階段，還是只處在「導入」階段。根據這些

指標，製造商們可以比較「合理」地預測市場需求，一旦

預測結果是產品長期需求增加，就需要持續增加產量，就會

在增加短期資金投入的同時部署長期投資。這時，對短期和

長期資金的需求可能都會增加，兩類利率應該同時趨昇。

再看軍工行業，很難想像製造商能夠根據人均國民收

入、普及率之類的指標，來判斷政府未來需要採購哪一類

武器。一個突出的例子，人均國民收入差著幾十倍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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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基斯坦，同樣擁有核武器。另外，美國的這些高科技

軍工產品，研發週期長、資金投入大，必須政府支持。70 有

了納入軍費預算的撥款，不會因為戰爭的發動，而突然大

幅增加民間對長期資金的需求量。

由戰爭帶動的軍工需求，使短期資金需求增加而長

期資金需求不變，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債券長短期利率倒

掛，成為「戰爭經濟」的又一印證。

（三）經濟增長主要由消費拉動而非投資拉動

表~14 顯示了 2001~2006 年美國的消費、投資等項對

GDP 增長的貢獻。戰爭對軍工產品的需求急增，使工人收

入增加以及就業率上昇，都會帶來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

2006 年美國 GDP 增長 3.3％，其中有 2.24％ 是由個人消費

支出拉動的，而私人國內投資的貢獻僅為 0.7％，2005 年的

數據也很近似。即便是私人國內投資帶來的這 0.7％ 增長，

也全部是由非居民投資（0.73％）貢獻出來的。

表~14：美國的消費、投資、淨出口和政府支出對 GDP 增
長的貢獻，2001~2006	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GDP年增長率 0.8 1.6 2.5 3.9 3.2 3.3

個人消費支出的貢獻 1.74 1.90 1.94 2.71 2.44 2.24

私人國內投資的貢獻 -1.39 -0.41 0.54 1.49 0.87 0.70

其中：非居民國內投資 -0.52 -1.06 0.10 0.58 0.67 0.73

居民國內投資 0.02 0.22 0.41 0.53 0.50 -0.27

非農業存貨變動 -0.90 0.45 0.00 0.31 -0.24 0.21

農業存貨變動 0.02 -0.02 0.03 0.07 -0.06 0.03

商品和服務淨出口的貢獻 -0.20 -0.69 -0.44 -0.65 -0.26 -0.02

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的貢獻 0.60 0.80 0.47 0.36 0.17 0.40

資料來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Table 1.5.2. Contributions 

to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anded Detail”

（www.be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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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邏輯上可以推導出這樣一種可能性：1997 年亞洲金

融危機後，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經濟不景，「擔憂物

價進一步回落的陰霾揮之不去」；71  2000 年科網股泡沫破

裂，美國經濟步入蕭條，季度 GDP 出現十年來的首次負增

長；72 美聯儲先後 13 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一直降到戰後

最低點 — 1％，73 仍然無法刺激經濟復甦。74 此時，發

動戰爭成為刺激景氣唯一的出路。於是，小布什以「莫須

有」的罪名向伊拉克宣戰。戰爭將美國經濟帶入新的增長

期，同時也大量消耗了國防經費，克林頓政府積攢下來的

財政盈餘迅速下降變為赤字。在戰爭經濟帶來的繁榮下，

美聯儲有了提高利率的政策空間，2004 年開始的 17 次連

續加息，可以輕而易舉地吸引外國資本流入美國，75 比美

國居民更積極地進行固定資產投資，76 並購買大量美國國

債，77 使美國的赤字財政可以繼續「玩」下去。然而，赤

字和戰爭刺激出來的只是短期繁榮，美國並沒有找到長期

復甦的良方。

5.6	 「軍事化社會」安定團結

戰爭刺激經濟景氣，立竿見影。其實，受益的絕不僅

僅是經濟。戰爭經濟，還跟美國的社會安定，息息相關。

2006 年美國國防部僱用了 214.3 萬人，而國防工業特別

合約公司僱用了 360 萬工作人員，一共有 574.3 萬人在為國

防部工作，這一數字相當於美國勞動總人口的 3.8％。此外

美國還有將近 2500 萬老兵。「因此可以說有三千多萬美國

人直接或間接從美國的軍事預算中領取薪酬。謹慎地假設

每戶家庭有兩個成年人投票，可以推算出有六千萬投票人

在美國軍事體系中有經濟利益。因此美國社會具有在政治

上自動永久地成為軍事化社會的危險。」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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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對外發動戰爭可以緩解和輸出國內的社會矛

盾。1973 年，美國將徵兵制改為現在的志願兵制度後，當

兵成為一種就業選擇。優厚的薪金和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吸

引了年輕人，參軍的窮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家庭收入也因

此得以改善。如今，為了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龐大駐軍，五

角大樓先是通過大幅增加現役士兵津貼來延長他們的服役

年限，同時開出各種優厚條件吸引新兵入伍，並以豐厚回

報吸引退役老兵二次服役。79 隨著兵源吃緊，美軍招兵開

始「降低標準」，2006 年的新兵有 15％ 是降低標準應召

入伍的，其中有一半經過「道德豁免」。高中生也儼然成

為招兵的新目標，新兵中有高中畢業文憑的只佔 82％，低

於九成的標準。一些招兵人員為了哄騙年輕人報名入伍，

甚至許諾幫他們掩飾毒品犯罪問題。80 四年間美軍共招收

了十萬名有犯罪記錄的新兵。囚犯、癮君子們，本是國內

的不安定因素，現在卻到國外有了「用武之地」。由此看

來，不斷曝光的美軍在伊拉克虐囚、殺害平民事件，與不

斷降低的招兵標準不無關係。81

不能忽略的是，志願兵制大大降低了伊拉克戰爭在美

國國內的負面影響。歷史上，美國在幾次大的戰爭中都實

行過抽籤徵兵的制度。例如越南戰爭中，徵兵制度雖然保

證了戰時兵源的充足，但由於各階層都有人參戰、有人傷

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國內的反戰浪潮。82 現在，

低收入階層在軍隊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儘管美軍傷亡人

數日增，對中高收入家庭的影響不大，所以，美國社會至

今沒有凝聚起足以迫使小布什撤軍的反戰力量。

戰爭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系統存在

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

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

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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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

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83

5.7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美國的軍工景氣、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背後的代價

是被轟炸的他國人民生命財產。

2007 年 3 月 19 日，美國攻打伊拉克四週年，伊拉克

教派衝突不絕，什葉、遜尼兩派的清真寺甚至是民居互遭

攻擊，一發不可收拾。美軍佔領伊拉克 48 個月，死於戰

爭者有十多萬人，二百萬人逃離母國，伊拉克離家流亡者

也有 180 萬人；每五個伊拉克人中，就有一人死亡或者流

亡；沒有出走的人，飽受死亡、失業、通貨膨脹、物價飛

漲的威脅，以及缺電、缺乏公共服務之苦。人民生活水平

的所有方面，幾乎都不如戰前。伊拉克人認為，佔領軍的

存在正是他們不安全的根源。84 伊拉克平民喪生的數字

沒有精確統計，不同機構提供的數字差異明顯，美國和

伊拉克當局公佈的數字相對較低。據估計，伊拉克的總

死亡率（CDR's）從 2002 年的 5.5 ，增加到美軍入侵後

（2003 年 3 月~2006 年 3 月）的 13.3 。「伊拉克戰爭是

一場特別血腥的戰爭」。85 《華盛頓郵報》2006 年 11 月

報道，美國發動對伊戰爭造成了 65 萬伊拉克人死亡，平

均每天約五百人。86  2007 年 9 月，英國一家獨立民意調查

公司（ORB）公佈調查結果，120 萬伊拉克人死於伊戰爆

發以來的持續戰亂，其中近半數死於槍傷。87 美國國防部

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一份報告中也首次承認，伊拉克的暴力

衝突已陷入內戰狀態，在伊拉克平均每週發生一千多宗襲

擊事件（平均每天有一兩百宗）。88 現在，只要是沒有美

軍死亡（截至 2007 年 8月的數字是超過 3700 人），沒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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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平民傷亡事件，國際媒體早就無暇報導。

2006 年 4 月，由「和平基金會」和《外交政策》雜

誌發表「失敗國家索引」，伊拉克（第四）和阿富汗（第

十）赫然在最弱、最失敗的十個國家之列。89 伊拉克重建

投資已經用掉了 220 億美元，但發電、供水和下水道運作

水平，都低於戰前，計劃中的發電和供水項目只完成了不

到一半。兩百多億美元，怎麼用出去的？計劃建設的 150

個醫療保健中心，只完成了六個，但「美國官員已經為這

些也許永遠建不起來的中心所需器材設備，花了七千萬美

元」。再舉個例子：早在 2003 年，副總統切尼曾經任 CEO

的哈利伯頓子公司，未經競標，就獲得陸軍 24 億美元的合

同，主要是重建被美機炸毀的跨越底格里斯河的 15 條石油

管道。這是連接盛產石油的伊拉克北部和輸出口岸以及煉

油廠的關鍵工程。哈利伯頓子公司未經詳細勘探，盲目施

工，鑽頭一再折斷，鑽孔不斷崩塌，幾個月過去，7500 萬

美元的撥款已用盡，才終於承認，該地區處於斷層帶，地

質構造複雜而不穩定。

但是，有一項工程卻按期按預算投資順利進行著，這

就是世界最大的美國大使館，「建設總投資 5.92 億美元，

佔地 42 公頃，有 80 個足球場那麼大，21 座建築物正在拔地

而起。正副大使官邸十分氣派，高級官員有六套公寓。兩

座大樓可容八千職員辦公，並有伊拉克最大的游泳池、現

代化健身房、電影院、餐廳、網球場和俱樂部。」巴格達

市民說，薩達姆用民脂民膏建宮殿，也從沒建過這麼宏偉

的建築群。龐大的工程雖在眼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伊拉

克人，卻只能眼看著科威特承包商僱傭的外籍工人在忙忙

碌碌。

再說，伊戰才剛開始了幾個月，以十億計的重建油管

關鍵工程就已經名花有主。這沒來由的轟炸，為的就是美

國政府有理由花錢，來儘快讓美國公司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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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 世紀 70 年代結束的越南戰爭開始，美國 80 年代

入侵格林納達、1986 年空襲利比亞、1989 年出兵巴拿馬，

到 1991 年海灣戰爭、1998 年「沙漠之狐」行動、1999 年科

索沃戰爭、2001 年出兵阿富汗、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軍

事行動幾乎沒有停止過。戰爭快速消耗財富，恰恰是美國

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推動力。幾千億美元的財政赤字，每年

遞增的幾千億美元的軍費支出，總額八萬億美元的政府債

務，90 創紀錄的 2.69 萬億美元海外淨負債，91 美國是「不

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近一個世紀前，列寧說過：

只要階級存在，鬥爭的實質，鬥爭的階級內容，

是始終不會改變的。⋯⋯1914~1918 的戰爭，從雙方來

說，都是帝國主義的（即侵略的、掠奪的、強盜的）

戰爭，都是為了瓜分世界，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

地、金融資本「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這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歷史

階段即帝國主義所特有的。⋯⋯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劃

分出極少數特別富強的國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誇大的計算，也不

到五分之一），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

⋯⋯這種大量的超額利潤（因為它是資本家從「自

己」國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之外得來的）可以用來

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如果不懂得這個現象

的經濟根源，如果不充分認識這個現象的政治意義和

社會意義，那麼在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即將到來的社

會革命的實踐任務方面，就會一步也不能前進。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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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風雲人物塞西爾．羅得斯說：「我昨天在倫敦東頭（工人區）

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集會。我在那裡聽到了一片狂叫『麵包，

麵包！』的喊聲。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復思考著看到的情景，結

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的重要了⋯⋯ 我的一個宿願就是解

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為了使聯合王國四千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

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

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

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

主義者」（列寧：〈六、大國瓜分世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

義的最高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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