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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二次大戰以來，世界上發生了太多的

變化，國際間交往更趨頻繁，相互競爭牽制。

先是猶太人戰後在中東地區建立以色列國，後

來發展成嚴重的中東問題。二戰後，非洲的殖

民地國家，都脫離了白人的統治，宣告獨立自

由了，只不過，自由卻帶給他們貧窮疾病，和

更多的問題。

歐洲在二戰時受創極重，經濟上困難尤

甚，有遠見者不久即開始研究整合歐洲及歐元

的發行。由於美國參加作戰，美國富有，美國

出頭了，語言文化也隨之而來。好萊塢的電

影，美式牛仔褲及速食，逐漸風行全球。傳統

以法文為國際契約的習慣，也漸漸用美式英語

取代了。

亞洲受美國的影響更大，佔領日本，改造

日本，韓戰越戰，美國試圖掌控全世界。

戰後科學的進步和新發明，如電視電腦的

總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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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化，民用航空的發展進步，使地球上的國家都成為緊

鄰。醫藥的大幅改進，人口的增長，使競爭更加激烈。加

上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核子武器的發明，造成國際間的

互動更為複雜。

不論世界如何發展和變化，關係人們存在和生活的，

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經濟問題。

中國在閉關二十多年後，終於開門面對世界。中國的

發展改變了與其他各國的關係，國際的平衡也產生更多的

變數。在自我奮鬥和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遭逢的問題，較

之其他國家更加複雜。它目睹了蘇聯共產制度解體，面對

自身文化的何去何從，以及經濟制度的方向等等嚴重問題。

在各種嚴苛的挑戰下，中華民族，像以往一樣，總有

許多知識分子，懷抱為祖國打拚的熱情，運用智慧，研究

問題，提出分析見解，扮演著智庫的角色。

在這些知識分子之中，有一個名叫王小強的學者，多

年來投身研究工作，發掘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在一九九三年春季，老友許鳴真先生自北京來香港相

敘，同來攜有王小強君，許老特意介紹，慎重託付，望予

照顧指引云云。

我見小強，挺拔強項，大有不合流俗的器識，儼然一

士諤諤的風格。但世俗中豈可或少這樣一類特立獨行的人

物，當下便欣然接納。

小強從一九七九年開始，投身中國改革的調查研究。

一九八九年赴美，先後就讀於克羅拉多州立大學經濟研究

所，以及匹玆堡大學公共管理及國際事務碩士研究班，以

後再赴英國，在劍橋大學得到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

小強對經濟問題有深入的研究。經濟問題因各國文

化背景不同，時代不同，實行起來各自有別。人們都知道

美國自稱為民主國家，但是，早有學者及有識之士指出，

民主是一種救時的方劑，正如莊子所謂：「仁義者，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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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蘧盧，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也。」一個國家的社會体

制，只能適用於自己本國，輸出到別國就會水土不服而變

調。經濟政策也是如此，各國只能依照自身的特點，調整

適合自己的經濟政策。

小強後在香港的大學和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並成立

桑尼研究公司。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他的文章和著

作，發表於中外許多雜誌和文獻中，現在經過整理彙集，

陸續印行出版。在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有《再造一個香

港》，《「文明衝突」的背後》，《摸著石頭過河的困

惑》，還有其他人物不同角度的探索。

小強的文章言論每有意氣。其實，一個有抱負的青

年，有感而發，大多有這份的習氣。這正如宋儒辛稼軒所

說的：「昔越王見怒蛙而式之，曰：是猶有氣。蓋人而有

氣，然後可論天下事。」以此觀之，亦可為之展頤了。

近年來，小強留港時間較久，對香港各方面都加深

了認識，希望香港能更加進步，生活美好。尤為難能可貴

者，小強自從由歐美歸來，除政治經濟問題外，也著力於

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的研討。融合東西文化，視野廣闊了，

他鍥而不捨地努力，提出所知所見，目的無他，企能引起

更多學術討論，共同為國家社會的進步貢獻心力。

小強嘗謂，學術非為一己之私，各家見解雖有不同，

但經過論辯，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

古人云：「道並行而不悖」，見仁見智，互擅勝籌，

匯合各方主觀，相互容納，即為集思廣益。今值桑尼系列

書籍出版之際，特為之序，有鼓勵也有鞭策，並致祝賀之

忱。

南懷瑾   於香港

二○○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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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出書，命我作序，誠惶誠恐。

時至今日，早已自認有點活得跟不上趟

了 — 許多事情既看不大懂，也想不大明白。試

想那出書之事，撂在早年一直被自己看得有些鄭

重得近乎神聖，想像作者動筆之前應熏香沐浴，

字斟句酌，生怕千慮一失，百密一疏，招致罵名

倒還事小，如若謬種流傳，貽誤他人，卻絕對會

成為難以解脫的負擔。

寫書尚且如此，更何況為人作序？

然而如今的世界，已是絕然不同了。各色

人等，各種題材，或縱論天下，指點江山；或針

頭線腦，雞零狗碎；或深思熟慮，廣引博徵；或

白天發臆症，晚上做噩夢，均可累月積年，編排

成文。無論何人，無論其出身、背景、學歷、聲

望，只要自認為有益於世人，只要與出版商談好

題材，只要寫夠了句子，湊夠了銀子，就可以結

集出版了。

出書的變化，使我不得不努力提昇對於當前

世界的認識：這世界真是變得「平」了。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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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梁曉，是在上個世紀末的 1997 年。當時，筆者供

職的集團公司人事部送來幾位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在我這

裡實習。那時的梁曉，意氣風發，靈氣四溢。先在王小強

博士的麾下參與一系列重要課題的調研。隨後，又在亞洲

金融危機時期，直接協助我參與了所在集團債務和管理重

組的極為艱鉅複雜且繁重的工作。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集團公司曾經演繹

了香港歷史上最為神奇的故事：以兩百萬美元起家，短短

十幾年，超越了無數香港的百年老店，一躍成為名震香江

的五大紅籌公司之一，旗下管理著五家香港上市公司，逾

萬受僱員工和近千億的資產⋯⋯。無盡的桂冠和榮耀，

1997 年，正是這個集團公司最為輝煌的時刻。然而，金融

風暴狂飆突降，龐然大物轟然倒地。

為了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危局，我受命協調集團的重組

工作。在前後約兩年時間裡，外對兩百多家國際上大大小

小咄咄逼人的追債銀行，內面集團內幾百家形形色色狀態

各異的下屬企業，縱橫捭闔，聲色俱厲，外加磕頭作揖，

總算獲得了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了結。而在此過程中，梁

曉可以算是我一位十分倚重的助手。

我相信，以梁曉的專業背景和工作性質，這一段工作

的經歷，為她觀察世界提供了極為有利的視角。在這一過

程中，梁曉親眼目睹了原本漁歌互答、波瀾不驚的大海是

怎樣在瞬時間掀起了驚天駭浪，目睹並親身體會了金融風

暴給香港社會各層面所帶來的突如奇來的破壞和難以抗拒

的衝擊。在這一過程中，梁曉還有機會置身於最為鮮活最

為典型的案例之中，對這些案例進行最直接深入的觀察和

剖析。應該說，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生活積澱。以此為基

礎，可以使她對於當前世上盛行的種種經濟理論、經濟假

想，以及源於這些理論或假想的種種經濟政策，有更為獨

特的理解和他人所難以企及的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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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一轉眼，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竟已是十

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時間，世界又發生了十分鉅大的變化。香港，已

然從浩劫後的殘局中重新站立了起來，其 GDP 值取得了

40％ 以上的增長，其股市更是逼近兩萬九千點高位，遠遠

超過 1997 年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平。中國大陸的經濟，更

是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業績，除了 GDP 的年增長始終保持

在10％ 的水平之外，中國政府持有的一萬多億外匯儲備，

已然是十年前的十倍，名列世界各國之首。變化的中國大

陸和香港，是置身於一個同樣迅速變化的世界裡的。美國

著名新聞人托馬斯．佛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是

對這些變化進行頗有趣味描述的最具名氣的一部著作。筆

者曾跟風趕潮，對這本書作過瀏覽，無論如何，書中對於

鏟平世界的十輛「推土機」，尤其是對於 PC、視窗技術、

網絡技術的分析和描述，對於外包、岸外生產以及供應

鏈、內包的描述，都給人以無盡的回味和深刻的啟示。

然而，人們能否由此就認同「世界是平的」呢？閱

讀梁曉的著作，使我同時又感受到了一種不同的視角和分

析，尤其在讀最後兩章時，竟不由得產生了一種略帶滑稽

的猜想：是否出於謙虛的原因，才使佛里德曼先生沒有把

美國政府和兩院，列作本應名列前茅的「推土機」？

梁曉書中所討論的問題涉獵甚廣，涉及大量深奧的理論

和複雜的運作，以筆者之淺見，恐遠非一兩本書可以說得清

楚。然而，筆者願借此機會向有緣在此相聚的讀者建議：無論

你對本書的觀點認同與否，請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祈福吧，因

為我相信，等待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路，註定不會平坦。

康典

2007 年 10 月於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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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

索羅斯說，「全球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徵是

資本的自由流動。」1 「20 / 80 的社會」沒有拐

點，正因為金融「世界是平的」，金融資本可以

水銀泄地，全球洗劫；而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卻

是最不平的。〈「20 / 80 的社會」〉可算是1998

年《全球化陷阱》的讀書筆記。十年過去，「投

機賭博新經濟」下，「全球化陷阱」的面目益發

猙獰。重新審視和深入挖掘此篇提出的問題，作

為全書的引子。

因為「世界是平的」，「大鱷們」可以在印

尼來去自如地「捲錢」；印尼火燒眉毛，還要強

吞 IMF 的「猛藥」。短短兩年，兩億多人口的大

國分裂。〈印尼：從金融危機到國家分裂〉最初

成文於 1998 年 6 月，2 經過十年時間的考驗，文

中的基本邏輯不僅沒有過時，災難性後果越發嚴

重：東帝汶獨立還不算完，主張亞齊省從印尼分

裂的「自由亞齊運動」，成了 2006 年諾貝爾和

平獎的熱門候選之一。經濟學界對 IMF 的批評倒

作者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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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來越多，「牆倒眾人推」了。「中等發展中國家」印

尼的教訓，前車覆，後車鑒。

要想防範金融風險，只有不玩「世界是平的」了。人

民幣從一開始就不可自由兌換，馬哈蒂爾當機立斷實施金

融管制，香港沒有中央銀行，不直接發貨幣，都得莊家下

場，最後鬧個人去樓空。〈香港：「鏽住提款機」〉，並

不是簡單地對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尤其是港府~國際炒家

大戰進行回顧。市場經濟發達、「積極不干預」的香港，

前有港府斷然入市和「七招 30 式」，後有大陸紅籌重組注

資和人民幣堅持不貶值，打跑了賭客，為國際資本流動製造

了摩擦，正是被金融「世界是平的」逼出來的絕地反擊。

美國客服電話，印度小姐接聽，「世界是平的」；說

資源，不是平的，集中掌握在少數國家、少數公司手上。

〈石油：不全是經濟〉，初稿為筆者與馮英倫合寫之《香

港傳真》No.2006~6，現加入新的資料和統計數據，重新改

寫而成。

〈美國：「永久性戰爭經濟」〉，說的是刺激美國經

濟景氣的重要手段。產業轉移，高科技集中，軍工「世界

不是平的」，才能保證以美國為中心、產業資本跨國投資

和金融資本跨國投機的「世界是平的」。

〈民眾儲蓄太少，還是政府軍費太多？〉都說美國人

不儲蓄，他們的財富卻迅猛增長。實際上，是美國政府在

「非理性消費」。

〈誰來養活美國？〉說的是新「三角貿易」：亞洲為

跨國公司加工生產，消費品輸回美國算進口；亞洲儲備則

回流購買大量美元債券，彌補美國財政赤字；美國抓住軍

工產業不放，以「反恐」的名義消費軍工產品，控制中東

和中亞的石油資源。成就一個完整的「世界大循環」。

〈07~08 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不是杞人憂天。最

初針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發《香港傳真》No.2007~1。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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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美國開始在匯率、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貿易赤字、

食品安全等題材上，連環組合，密集出擊，最終的目的，

還是要逼人民幣匯率市場調節和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國際

金融大鱷「捲錢」，要求資本流動「世界是平的」，這才

是「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確切含義。

衷心感謝王小強博士，從 1997 年開始指導我真正邁

入研究領域。本書從構思，到寫作，最後編撰成冊，經過

了與他無數次的討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煉出「鏽住

提款機」、「永久性戰爭經濟」、新「三角貿易」等等概

念。甚至可以說，整個過程都是在他的啟發和激勵下完成

的。感謝康典先生，十年來一直鼓勵我做研究，如今還撥

冗為這本小書作了序。感謝許多支持我們研究工作的領導

和前輩，他們的肯定，增強了我繼續深入研究探索的信

心。感謝楊瑩、石麗萍、李玉娥，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

細緻的工作。

最後，要特別借此機會感謝一位年僅七歲的小女孩，

我的女兒鈺然。她堅強而獨立，一年來努力適應了從內地

到香港、從幼稚園到小學、從家人環繞到只有媽媽陪在身

邊的鉅大變化；卻又不失天真可愛，不斷催促和鼓勵我儘

快完成這本書，只為她已答應送給廣州的老師。每當陷於

艱難的思路調整和文字修改時，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她

聰慧的大眼睛和稚氣的笑容。也要感謝我的父親，以及幫

助過我的親人和朋友，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很難堅

持在香港做研究工作。

筆者本人對書中的觀點和錯誤負責。

2007 年 11 月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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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 — 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第 191 頁。
2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 163~180 頁。

基於當時的事態發展，對印尼危機惡性循環的邏輯分析，還只到

政治危機這一層。



「20 / 80 的社會」

   — 全球化的衝擊，現代化的陷阱

1.1  全球化的衝擊

1.2  全球化如何成了「陷阱」？

1.3 「20 / 80 的社會」，仍然沒有拐點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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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崇尚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

義思潮澎湃，福山歡呼《歷史的終結》，人類社會進入了

一個「天下大同」的新時期。1 小政府大社會，《無疆界

市場》，2 《虛擬國家》，市場機制放之四海皆準，3 一

本《世界是平的》，又成為近年的熱門暢銷書。4 可是，

《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全球化陷阱》、《全球化危

機》、《虛幻樂園》等宏篇鉅著也相繼拋出，大聲疾呼全

球化的負面影響。5

多年來，在同一個平面上的探討，依然是各說各的

理。一直困擾著我們的問題是，有著瑰麗前景的全球化，

怎麼就成了「陷阱」？經過十年的探索，透過表面現象，

我們嘗試對這個問題再進行挖掘。

1.1	 全球化的衝擊

21 世紀，「啟用 20％ 有勞動能力居民，就足以維持世

界經濟的繁榮」。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其他「多餘無用」

的失敗者，只能依賴各種社團組織慈善救濟為生。也就是

說，被排擠出局的 80％ 居民只能「靠餵奶過日子」。德

國《明鏡》雜誌的馬丁和舒曼在世界暢銷書《全球化陷阱 

— 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中，開門見山地引述「全球智囊

團」對未來的預測：20％ 的人就業和享受，80％ 的人失業

和貧窮。6 倍受推崇的「全球一體化神話」，實際是一個可

怕的陷阱。

通訊和媒體的全球化發展，為經濟全球化鋪平了道

路。五百多個人造衛星發射的無線電信號覆蓋整個地球。

十億多個電視屏幕上，經常出現的是同樣的畫面。7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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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迪斯尼「要把一切變得輕鬆、快捷和簡單」，結果是

「全球文化殖民化」取得決定性勝利。早在 1995 年，就已

經有九千萬人經常使用國際互聯網，每週大約增加 50 萬

人。通訊和媒體的密集網絡把大都市和小城鎮緊密聯繫在

一起。今天，人類必須適應一種世界性生活方式。

金融全球化非常具有殺傷力，個別國家能有作為的

領域越來越小，國際炒家的能量在不受控制地日益擴大。

20 世紀 70 年代初以來，經濟學家鼓吹「不受任何限制」的

自由市場，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控制越來越少。1985~1995

年，外匯與國際有價證券交易額增加了十倍，平均每個交

易日交換貨幣 1.5 萬億美元，是世界各國發鈔銀行全部外匯

儲備的兩倍以上。除貨幣外，還有七萬多種有價證券在進

行跨國自由交易。1989~1995 年，兩年期期貨合同的名義

價值翻了一番，達 41 萬億美元。這些交易中只有 2~3％，

用於套期保值的工商活動。這個大市場具有無限商機和風

險。國際大金融機構財源茂盛的同時，所有匯率的波動幅

度急劇擴大。1994 年墨西哥比索危機明白地顯示出，全球

經濟一體化已經改變了世界權力結構：發生作用的各種因

素似乎被看不見的手操縱，連超級大國美國政府、一度無

所不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所有歐洲國家的發鈔

銀行，都不得不屈服於國際金融市場的鉅大力量。8

涉及所有領域的跨國公司是全球一體化的核心，一往

無前地推動著這個過程。一百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年銷售

額 1.4 萬億美元。跨國公司佔全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其中

有一半是在跨國公司網絡系統內部完成的。跨國公司的投

資取向，足以左右各國政府的政策選擇。

提高競爭力，不光是傳統的工業跨國公司，銀行、電

信、航空和保險等重要服務性部門，都在進行大規模兼併

和減薪裁員。9 美國電信業重組，每次總是兩家地區性公

司聯合成一個更大的單位，同時，員工被裁減。AT & T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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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要進一步裁減四萬個工作崗位。英國電信早在 1984 年私

有化時，已經減了近一半員工 — 11.3 萬人；到 2000 年，

計劃還要減 3.6 萬人。1991~1995年，IBM 把工資開支削

減了三分之一，並解除了 12.2 萬人的工作。1995 年，有五

分之四的美國男性職工每工作小時實際收入比 1973 年減

少 11％。1991~1994 的三年間，西德工業喪失了一百多萬

個工作崗位。10 到 1996 年，又有幾乎同樣多的人失去了全

日工作。在歐盟各國，這一趨勢還會繼續下去。殘酷的全

球化經濟中，再沒有一種職業是有保證的了。

全球化造成極端的不平等。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國家，

決定著全球 84.7％ 的社會生產總值，它們的公民從事世界

貿易總額的 84.2％，佔有世界各國國內儲蓄總額的 85.5％。

工業國家用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開支一再壓縮。發展中國

家的債務不斷增加。1996 年上昇到 1.94 兆美元，是十年

前的兩倍。358 名億萬富翁擁有的財富，相當於 25 億人

（即幾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發達國家的 20％ 居

民，消費著全球木材消耗量的 85％，世界金屬加工總量

的 75％，能源的 70％。世界上最有錢的 250 人，財產已經

超過 8500 億歐元（1998 年1 歐元兌 1.13 美元），幾乎相等

於世界上 2.5 億最貧窮人口一年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三名

大富翁，財產已超過 48 個發展中國家國民收入的總和。11

1.2	 全球化如何成了「陷阱」？

簡單地說，跨國分工和資本自由流動，造就了勞動

力的全球一體化。雖然，勞動力不能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

動，但是，跨國公司可以任意選擇工資低的國家投資，並

在那裡創造就業機會；一旦發現更為有利可圖的地方，資

本可以隨時流走。為了挽留國際資本，解決失業問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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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只好競相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競相減稅、提

供各種補貼和無償基礎設施。政府的支出大增、收入減

少，只有降低福利開支，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從而削弱社

會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動搖社會穩定的基礎。任其發展的

結果，一定是社會結構的全面崩潰。

（一）勞動力價格的螺旋形下降

全球範圍內，工資率（薪金佔社會財富的比例）一

直在迅速下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逆轉這個趨勢。爭

奪世界市場份額的無限競爭，使勞動力循著螺旋曲線越來

越快地貶值。任何時候都會有更廉價的競爭對手，「自我

調整」的結果，只是迫使其他地方的競爭者重新調整，並

且很快就又輪到自己要重新調整。絕大多數雇員無論怎麼

努力，在這場競賽中都只會輸。只有少數富人和某些具有

高技能的人受益，這些人約佔發達國家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這種 20 / 80 的社會發展趨勢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1999年，全球約有一百個國家人民的個人實際收入已比十

年或 20 年前，甚至 30 年前更低。發達國家的窮人比例也

不低，1999 年前後，美國的比例為 16.5％，愛爾蘭和英國

是 15.2％ 和 15％，比利時和德國分別為 12.4％ 和 10％。12

近年推行「美國化」政策的澳大利亞也有類似情況：即使

失業率數字沒有急劇增加，但臨時工和短期合同工所佔的

比例越來越高，2004 年已經達到 220 多萬人，比 1996 年

霍華德政府開始執政時增加了 22％，因此「人們愈工作愈

窮」。13

（二）政府職能持續削弱

一方面，資本自由流動導致各國間的金融「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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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各國政府爭先恐後地放寬政策，減少徵稅，提供數

十億的補貼，或者無償提供基礎設施。14 誰能夠為（資本

的）強者創造良好條件，誰就會受到獎勵；誰對資本流動

製造「摩擦」，誰就會受到懲罰 — 資本轉移到其它地方，

就業機會減少。在英國和美國，政府早就主動減少國家對

經濟的干預。決定稅率高低的，不再是民主選舉的政府，

而是資本國際流動的決策者。為了吸引和留住資本，政府

只能降低國家福利開支、放棄對兩極分化的社會福利平

衡。

另一方面，對各個逃稅天堂吸引的外逃資金，政府

無法干預和監管。15 據估計，所有海外分支機構管理的資

金，總計兩萬億美元。在全球化進程中，各跨國公司在稅

法的灰色地帶活動，把徵稅額輕而易舉地降到最低限度。

把所有資金外逃地點的金額加總，謹慎估計德國政府在 20

世紀末每年稅收損失高達五百億馬克，接近政府每年新增

加的債務。

（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調節能力減弱

過去，累進所得稅和國家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可以

對社會不平等進行調節。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現在，取

而代之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跨國公司說

了算。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們」，跨國公司老闆和政府勞

動部長，同時要求公民放棄福利和社會保障。16 為此，要

削減患病期間繼續支付的工資；廢除阻止解僱的保護性法

令；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還要降低工資和大

幅削減所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17 削減國家開支、降低

工資、降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成為所有國家政府「改

革」的核心內容。各種抗議活動只能在國際資本流動的直

接威脅下，無可奈何地結束。工業時代的大規模福利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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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作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無法遏制的兩極分化與社會不穩定因素與日俱增。

（四）中產階級的衰落

曾幾何時，社會的理想是廣泛的中產階級共同致富。

20 世紀末，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德國居民已經告別了富裕。

中產階級的下層正在迅速貧困化。21 世紀初的十年，德國

中級行政管理機構會削減一半工作崗位。億萬大富翁們正

忙於在中層管理人員向公司提出養老金要求之前，及時把

他們解僱。美國中產階級也在衰落乃至瓦解，白人中產階

級的年輕一代，根本負擔不起父輩的生活方式。電腦接管

了大量工作，美國 1820 萬辦公室工作人員中，將有數百萬

人在幾年內失業。這樣發展下去，首先造反的將不再是缺

吃少穿的貧困者，而是即將喪失社會地位的中產階級。在

他們之中，會產生無法預料的政治爆炸力。

盲目適應世界市場競爭壓力的結果，會把現存的福利

社會壓迫到無法想像的反常狀態，使社會結構崩潰。在社

會地位降低和受社會排斥的人中，極端分子正在增加。面

對 20 / 80 的社會發展趨勢，政治家們束手無策。為了爭

取選票，他們很可能會重新採用貿易保護主義，挑起貿易

戰、貨幣貶值戰，進一步引起所有國家的經濟混亂。

1.3	 「20	/	80	的社會」，仍然沒有拐點

（一）走出困境？

如何「和平地」走出困境？馬丁們提出過去已經反

復提出的「反向戰略」，核心是提高勞動的價值。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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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徵稅，逐步和長期地提高能源消費價格，遏制環境污

染，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延緩自動化工藝的使用；提高

運輸費用，限制跨國的勞動分工；在其他社會領域，譬如

衛生保健部門，大學和中、小學，農業區或衛星城增加就

業機會；限制金融大鱷的政治權力；對跨國資本流動高額

徵稅；等等。

這些為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增加摩擦」措施，顯然帶

有主觀人為的願望色彩，呼籲多年，無人認真考慮。討論

中，鄧英淘從物理學角度提出一個悖論：任何系統的穩定

是靠摩擦維持的；但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

誰不降低摩擦，國際資本就不來，本國資本就流走，誰就

既沒有稅源也沒有就業，就玩不下去；然而，所有國家競

相「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降低資本自由流動的摩擦，

摩擦趨近於零，結果必然是系統的穩定性趨近於零，是系

統的崩潰。1998 年的暢銷書，能夠尖銳地正面提出問題，

沒有給出藥方。

（二）「世界更美好」？

十年來，世界並沒有變得更美好。2002 年，全球有 12

億赤貧人口，每天生活費少於一美元；全球有三分之一人

口有飢荒的危險，20 億人得不到可靠及安全的有營養食

物，其中有八億人（包括三億兒童）長期營養不良；近

11億人沒有安全的食水，超過 24 億人缺乏足夠的衛生設

施；大約 25 億人沒有現代的能源服務。18 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的數字，2002 年全世界每天有十萬人餓死，或因

營養不良患病；每七秒就有一名十歲以下的兒童死亡；每

四分鐘有一人因缺乏維生素而失明。19

此時，美國最富有 2500 萬人的總收入，等於世界最貧

窮的 20 億人的收入。20  2006 年，全球成年人中最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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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了世界財富的四成。這些人主要集中在美國、

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其中近七成在美國。21 與此相呼

應，國際金融鉅頭賺取的利潤高得驚人：位於金融全球化

中心的華爾街公司高盛，2006 年向其 2.5 萬名僱員支付超

過 160 億美元的報酬，另外還向其股東支付 90 億美元，總

數超過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的年收入。22《紐約時報》說得很

直接，〈華爾街花紅：太多錢，太少法拉利〉。23 更有甚

者，美國地產界富婆 Helmsley 的遺囑，訂明給愛犬 Trouble

成立一個 1200 萬美元的信託基金，「所有花費必須以狗兒

的利益為上」。24

富豪們可以揮金如土，掙扎在生存底線的窮國人民，卻

沒有得到積極的援助。2006 年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的研究報

告，計算了發達國家對外援助佔國民收入總值（GNI）的比

率，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外援最吝嗇，只佔 0.23％ 和0.25％，

最慷慨的法國和英國，也只佔 0.48％ 和 0.47％。25

（三）「投機賭博新經濟」下的全球化

「20 / 80 的社會」沒有拐點，因為金融「世界是平

的」。索羅斯說，「全球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徵是資本的自

由流動。」26  只有金融資本，可以水銀瀉地，迅速地全球

洗劫。馬哈蒂爾怒極：「我們努力了 40 年才發展起來的經

濟，突然被人憑著數十億美元的投機和見不得人的手法，

在短短幾個星期內便毀於一旦。」27

1997 年 7 月~1998 年 1 月，半年時間，東南亞大部分國

家的貨幣貶值 3~5 成，印尼盾的貶值幅度更高達七成；它

們的股市跌幅，則在 3~6 成之間；金融危機對東南亞國家

造成的損失，估計在一千億美元以上；不少國家的政府因

此而倒臺。28

金融風暴衝擊發展中國家，並不是 1997 年才開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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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事。表~1 是 IMF 的統計：1975~1997 年，世界各國發生

金融危機 289 起，平均每年 13 起。工業化國家 73 起，新興

市場國家 216 起。後者是前者的三倍。「發展中國家和經

濟轉型國家最近發生了貨幣危機，這些危機很明顯與迅速

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有關。」29 尤其 90 年代，大型危機連年

不斷：1989~1990 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1992~1993 年歐

洲匯率機制解體，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 年

亞洲金融風暴，1998 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

危機，2000~2001 年美國股市崩盤，2001 年土耳其金融危

機，2002 年阿根廷金融危機 ⋯⋯「富國更有能力承受貨幣

和利率起伏風險，但同樣的市場起伏，卻為窮國帶來難以

承受的衝擊。」30

表~1：世界各國的金融危機，1975~1997	年（％）

危機類別 發生國
危機
次數

平均直接損失
佔 GDP 比重

平均間接損失
佔 GDP 比重

貨幣危機
工業化國家 42 3.1 5.6

新興市場國家 116 4.8 7.6

貨幣崩潰
工業化國家 13 5.0 8.0

新興市場國家 42 7.9 10.7

銀行危機
工業化國家 12 10.2 15.2

新興市場國家 42 12.1 14.0

貨幣與
銀行危機

工業化國家 6 15.6 17.6

新興市場國家 16 13.6 18.8

原表註：危機平均直接損失是指危機發生後直到 GDP 增長恢復到危機

前水平這段時間內，GDP 實際水平與無危機時預測的 GDP 水平之差；

危機平均間接損失是指危機平均直接損失加上其他可能的產出損失。

資料來源：IMF：《世界經濟展望》，1998 年第 5、11 期（葉初昇：

《國際資本形成與經濟發展》第 283 頁）。

轉眼間，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了。「在危機最嚴重

的時候，人們大談特談全球金融架構和建立新的布雷頓森

林體系的重要性。現在，進行徹底改革的推動力已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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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31  剩下的，只是強迫匯率昇值。西方經濟學家認

為，「新興經濟體應採取靈活的匯率制度，並建立現代

的、監管良好的、有競爭力的金融市場。而亞洲人則決定

選擇有競爭力的匯率、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和大規模積累

外匯儲備。」在大多數東亞經濟體中，外匯儲備與短期外

債的比例為四比一或五比一，這個水平「看來過高了」。

「此次亞洲金融危機的結果也非常出人意料。⋯⋯ 如今，

外部投資者將資金投入這些經濟體的慾望十分強烈，證據

包括走勢強勁的金融市場、較低的外部借款息差和規模龐

大的私人資本流入 — 例如，2006 年，新興經濟體的私人

資本淨流入達到 2560 億美元。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

乎無事可做了。」32

面對此情此景，魯比尼說，「亞洲正從 1997~1998 年

的金融危機中吸取錯誤的教訓」。33《金融時報》首席經濟

評論員的結論倒果為因：「如果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區域

正在產生鉅額經常賬戶盈餘，那麼其它地區一定出現等額

的赤字。⋯⋯ 因此，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赤字大國，就毫不

奇怪了。」34

果真是這樣嗎？美國為順應亞洲增加出口和積累儲備

的強烈需求，半推半就地成了「全球第一赤字大國」？誰

來養活美國？

註釋和出處：

1  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
2  「全球知名的麥肯錫公司說，在無疆界的金融市場中，真正會製

造亂源、造成風暴的，就是各國政府」（洛威爾．布賴恩、黛安

娜．法雷爾：《無疆界市場》扉頁廣告詞）。
3  Richard Rosecrance：《虛擬國家 — 新世紀的財富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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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湯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
5  福爾克（Richard  Falk）在專著《全球文明的經濟面向：對世

界貧困的挑戰沒有作出應對》中，把世界上的大部分禍害，從

南方各國的經濟困境到海灣戰爭，都歸咎於全球化；1997 年，

羅德瑞（Dani  Rodrik）寫了《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發

起反對公司侵害消費者利益運動的納德（Ralph Nader）、國

際金融家喬治．索羅斯等，都抨擊全球化把殘忍的資本主義統

治、帝國主義剝削和惡化的環境強加給世界各國人民（羅伯

特．吉爾平：《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 — 21 世紀的世界經濟》

第 286~287 頁）。1998 年，名記者漢斯．馬丁、哈拉爾特．舒

曼合著《全球化陷阱 — 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驚呼資本的全

球流動使西歐充分就業的福利國家難以為繼；1999 年，伍爾利

希．貝克在《全球化危機 —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中，

居然提出「歐洲的巴西化」前景；Richard  C.  Longworth：《虛

幻樂園 —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
6  漢斯．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第 5~6 頁。除

特別註明外，本章第一、二部分的數據資料均引自此書。
7  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至少有 35 億電視觀眾同時觀看，這是

世界電視網絡在本世紀取得的偉大成就。澳大利亞默多克公司的

衛星電視信號，同時向集中了世界一半人口的四個時區發射。
8  1997 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更生動和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
9  進入 90 年代，全球每年的收購兼併金額不斷上昇，1998 年

達 2.4 萬億美元。截至 20 世紀末，全球歷史上十次最大的兼

併，九件發生在 1998年，而且幾乎都集中在電信、銀行和石油

等戰略產業（Peter Martin：“Gorging on mergers”，Financial 

Times，1998 年12 月 22 日，第 15 頁）。
10  德國公司只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外創造新的勞動崗位。
11  據比利時《比京晚報》1999 年對全球財富分配的一項特別統計

（〈全球貧富差距愈演愈烈 — 三人財產高於 48 個發展中國家

生產總和〉，《星島日報》1999 年 2 月 12 日）。
12  比利時《比京晚報》的統計數字（〈全球貧富差距愈演愈烈〉，

《星島日報》1999 年 2 月 12 日）。
13  達緯：〈「美國化」令澳洲窮人大增〉，香港《信報》2007 年

10 月 17 日，第 21 頁。
14  因此，從冷戰結束到 90 年代中期，全球化得到突飛猛進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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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15  其實，這些錢是在本國經營謀利的。
16  這種「禁慾」宣傳包括，「西方的福利享受社會與雄心勃勃的亞

洲禁慾社會是截然相反的」，社會福利國家已經變成「未來的威

脅」，等等。
17  實際上，德國國內的社會福利負擔，根本沒有相應的增長，1995

年佔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比 20 年前還要低。
18  葉保強：〈地球比十年前變好還是變壞？〉香港《信報》2002

年 10 月 10 日，第 24 頁。
19  〈改革資本主義，世界更美好〉，香港《信報》2003 年 1 月

19 日，第 11 頁。
20  葉保強：〈地球比十年前變好還是變壞？〉香港《信報》2002

年 10 月 10 日，第 24 頁。
21  〈聯國指 1％ 富豪擁全球四成財富〉，香港《信報》2003 年 1 月

19 日，第 11 頁。
22  肯尼斯．羅格夫：〈對沖基金霸權與金融風險〉，香港《信報》

2007 年 3 月 6 日，第 33 頁。
23  錢包飽脹的華爾街銀行家，搶購的是名車、豪宅，盡情享受昂

貴的私人包機服務。售價 25 萬美元的法拉利 599 GTB Fiorano，

在一家汽車代理公司就有 50 人預訂，只有一人能買到（畢老

林：〈千金散盡還復來？〉香港《信報》2007 年 1 月 2 日，第 20

頁）。
24  〈美富婆 1200 萬美元信託遺愛寵物犬〉，香港《信報》2006 年 

9月 17 日，第 44 頁。
25  2006 財政年度，澳大利亞的外援達到創紀錄的 30 億澳元，具有

諷刺意味的是，該國每年為對付營養過剩造成的肥胖問題，要

花費 37 億澳元（達緯：〈科斯特洛兄弟對陣 G 20〉，香港《信

報》2006 年 11 月 29 日，第 15 頁）。這種情況絕非澳大利亞獨

有。
26  「產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並不足以造就一個全球經濟，⋯⋯ 與

投資實業相比，金融資本更具流動性，所以它佔據了優勢地位」

（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 — 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第 191

頁）。
27  「現在我證實，那個人就是美國的喬治．索羅斯」（韓文高：

《世紀末金融風暴》第 145 頁）。



144 世界是平的嗎？

28  〈金融風暴，十年教訓〉，香港《信報》2007 年 7 月 3 日，第 2

頁。
29  約翰．伊特韋爾、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3 頁。
30  Joseph  St ig l i tz：〈全球化並非洪水猛獸〉，香港《信報》

2006 年 9 月 11 日，第 15 頁。
31  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第 283 頁。
32  Martin Wolf：〈亞洲金融危機的啟示〉，《金融時報》中文網

2007 年 5 月 30 日（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

11696&pos=DAILY_NEWS&pa1=mainnews&pa2=0&loc=DAILY

%20EMAIL#ContinueReading）。
33  大多數亞洲國家回到了固定匯率制（Nouriel Roubini:“Asia  is 

Learning the Wrong Lessons from its 1997-98 Financial Crisis”，

www.rgemonitor.com）。
34  Martin Wolf：〈亞洲金融危機的啟示〉，《金融時報》中文網

2007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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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的危機，從貨幣匯率大跌開始，實際上

經歷了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到社會動亂、到政權顛覆、

再到國家分裂，是一個逐層遞進和深化的過程。匯率下跌

與外債增加的循環以及匯率下跌與通貨膨脹的循環交互作

用，使印尼盾匯率不能穩定，外債不能重新安排，貿易不

能正常進行，金融危機演化成全面的經濟危機。金融與經

濟危機深化到影響群眾基本生活的時候，引發社會動亂，

並發展成政治危機。蘇哈托強權統治 32 年，不得不黯然

下臺。動蕩不安的社會、政治局面，反過來進一步打擊經

濟，構成更大的惡性循環。在這個演變過程中，外部因

素、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壓力，發生了極大

的推動作用。

1997 年中，印尼還屬於「中等發展中國家」：1990~ 

1996 年，印尼平均年經濟增長率高達 7.3％，儲蓄率達到

GDP 的 32％，失業率僅為 3.9％，國家財政已略有盈餘，經

常賬戶赤字也不過 2.3％，「簡直就是一個政通人和、經濟

發展的典範」。1 金融危機讓印尼的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1998 年中，失業人口增加至兩千萬，730 萬個家庭處

於三餐不繼的境地；2 貧困人口比率從 1996 年的18％ 上昇

到 1998 年的 37％。3 更糟糕的是，在蘇哈托之後雖有不少

煽動性很強的群眾領袖，但是，沒有真正能夠穩定大局、

帶領國家走出困境的政治力量。印尼的金融、經濟、社會

和政治困境持續惡化，不到兩年時間，兩億人口的大國最

終要面對分裂的命運。「前車覆，後車鑒」，印尼的經

歷，值得我們在思考金融危機對香港和內地的影響時，在

斟酌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時，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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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危機

印尼危機的演變過程，是由 1997 年下半年起印尼盾匯

率大幅下跌、外債急劇增加引發的。4

（一）匯率下跌與外債增加的循環

當時印尼的情況是：匯率大幅度下跌，企業償還短

期周轉債務的能力急劇惡化，清盤破產增加。企業一旦倒

閉，原有不計入外債的國外短期信貸 — 即「或有外債」，

轉化成為擔保人的債務。5 這就是所謂「或有外債」向外債

的轉化，表現為外債總額增加。外債不斷增加，如果不能

達成債務延期償還協議，貨幣就持續有貶值壓力，匯率就

難以穩定。匯率越下跌，企業償付能力越惡化，外債越增

加，匯率就越不容易穩定，呈現出一幅「越來越」的「正

反饋」循環關係：

圖~1：印尼匯率下跌與外債增加的循環

外債增加

企業破產
「或有外債」轉為外債

匯率下降

印尼盾大幅度貶值以後，和金融風暴中的南韓一樣，

企業償付短期周轉債務的能力急劇惡化，企業清盤倒閉劇

增。當時有分析家說，雅加達上市的 112 家大中型紡織和

企業償付能力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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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革企業，估計已有 50 家停業。企業破產，「或有外債」

轉化為擔保人的外債；為了不破產，在國內股市蕭條、利

率高漲的條件下，只能大舉外債。裡外的結果都是民間外

債劇增。1997 年債務佔印尼 GDP 的 58％，1998 年估計達

123％。鉅額外債中，私營機構外債佔多數。1998 年 4 月，

印尼中央銀行將私營機構外債的估計數字，調高到 676.86億

美元（表~2）。隨後，在紐約的債務重組談判，印尼私營

機構的外債超過 740 億美元。到 5 月，印尼私營機構外債達

到了八百億美元。

表~2：印尼外債分佈，1998	年	4	月（億美元）

外債總額 1336.87

1、公營機構
政府
國企

660.01
535.37
124.64

2、私營機構
私營銀行
非銀行企業

676.86
88.96

587.90

註：以 1 美元兌 10375 印尼盾計。

資料來源：〈印尼盾續跌 3％，企業外債增百億美元〉，《香港經濟

日報》1998 年 4 月 17 日，第 A 18 頁。

為了解決印尼企業的鉅額外債問題，印尼和主要債權

銀行先後在紐約、東京和法蘭克福進行了三次債務重組談

判，收效甚微。東京談判的結果，僅有小 80 億美元債務展

期 30 天。6 談判的主要功夫花在確定將來重新安排債務時

的匯率和利率條件上。以日本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不願

再面對匯率狂泄的風險，希望能有某種形式的匯率保證。7 

但是，印尼很難採取墨西哥的 Ficorca 模式。印尼外債中私

營機構債務佔多數，政府自己沒有足夠的資金提供擔保，

承擔匯率狂泄的風險。8 倘若印尼外債只能按無法把握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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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匯率安排，外國銀行當然沒有信心，談判自然難以達成

協議。而且，債務重組談判反反復復本身，就是造成印尼

局勢動蕩不已的主導因素之一。9 直到 1998 年 6 月 4 日，法

蘭克福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八百億美元私營機構外債可以

展期了，印尼的局勢也已經一發而難以收拾了。更何況，

從達成債務展期協議到能夠真正實行，還要做很多工作。

表~3：各大銀行對印尼的貸款，1998	年	4	月（百萬美元）

銀    行 金  額

HSBC 匯豐銀行 1837
Standard Chartered 渣打銀行 1638
Citicorp 花旗集團 800
Chase Manhattan 美國大通銀行 2500
Credit Lyonnais 法國里昂信貸銀行 1411
Deutsche Bank 荷蘭銀行 564
DBS 星展銀行 729
Bank of Tokyo Mitsubishi 東京三菱銀行 3683
Fuji Bank 富士銀行 1771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684
Daiwa 大和銀行 780
Sumitomo Trust 住友銀行 689
OCBC 新加坡華僑銀行 758
J.P.Morgan JP 摩根 813
BNP 法國巴黎銀行 1010
Societe Generale 法國興業銀行 795

註：印尼盾兌美元按 1998 年 4 月 29 日匯率計算。

資料來源：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John Ridding 和 Sander 

Thoenes：“Jakarta  riots  leave  the  economy paralysed”，Financial 

Times，1998 年 5 月 18 日，第 3 頁）。

（二）匯率下跌與通貨膨脹的循環

匯率不穩有兩層含義：一是匯率持續下跌；二是匯率

根本穩定不下來。匯率持續下跌，進口成本大增，引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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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膨脹；更要命的是，匯率成為交易行為完全無法把握的

不確定要素，自然導致貿易成交困難。一旦缺乏彈性的生

產、生活必需品短缺，要大量依賴進口，買賣卻因為匯率

狂泄而難以成交，勢必引發難以遏制的惡性通貨膨脹：

圖~2：印尼匯率下跌與通貨膨脹的循環

進口成本增加

第一
層

第
二
層

通貨膨脹

進口成交困難匯率不穩定

匯率下跌

首先看第一層含義。印尼盾持續下跌，生活和生產

必需品的進口成本大增，成為印尼通貨膨脹肆虐的直接原

因。表現在：

1、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漲價。除了石油、錫等初級產

品的出口外，印尼企業大多屬於進口依賴型的出口加工工

業，要維持生產，就要大量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匯率下跌

使這些生產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引發通貨膨脹，企業生產成

本大增，抵銷了印尼盾貶值對出口的有利影響。事實上，由

於盾匯下跌和缺乏進口原材料所需的資金，1998 年 1~3 月，

20 種主要的非石油產品出口已經下跌了 60％。10

2、油價放開，價格上漲。雖然印尼出口原油，但是，

每年消耗石油產品量的 15~20％ — 520 億公升需要進口，

是一個石油產品淨進口國。11 印尼遵照 IMF 的改革方案，

放開石油產品價格、取消進口補貼，使國內石油產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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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匯下跌之餘，價格大幅上漲。5 月初，汽油漲價 71％，

柴油漲價 58％，中下層人民用於照明和煮食的煤油也漲

價 25％；同時，電費漲價 20％，火車票漲價一倍，公共汽

車漲價三分之二。石油產品漲價，推動全面通貨膨脹，加

重中下層人民的生活負擔。一些載客摩托車司機說，這次

漲價使他們三分之二以上的收入化為烏有。12

3、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價格大漲。雖然印尼擁有龐大

的農業經濟，但是，乾旱和人口壓力使它越來越依賴進口

糧食。1998 年印尼要進口數百萬噸大米，還需要大量的大

豆、小麥、穀物、牛肉和動物飼料。13  1997 年下半年~1998

年中，印尼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了 40％ 以上，個

別地區漲幅達到 50％ 甚至 60％。14  1998 年 1 月初的一個星

期內，食品價格上昇了 25％。15 印尼盾大幅貶值，進口成

本增加，還導致藥品價格上漲了一倍甚至兩倍。16

匯率不穩的第二層含義，是說貨幣天天貶值，而且說

不準要貶到什麼程度。這自然阻礙貿易的進行。在國際貿

易合同中，支付貨幣和匯率是最重要的條款之一，很難想

像一個匯率不確定的外貿合同。因此，危難中的印尼確實

缺乏足夠的貿易融資。17 一位西方貿易官員說，「現在沒

有一家外國銀行願意接受印尼銀行開出的信用證。」18  值

得注意的是，匯率狂泄到影響糧食進口成交的程度，問題

就大了。泰國是印尼最主要的糧食出口國，出口商不願意

承擔貨幣風險，即使信用證由第三方，如香港和新加坡的

機構擔保，他們也不放心。很多出口商乾脆要求現金支

付，否則暫緩裝船。19 為解決糧食問題，蘇哈托的繼任者

哈比比甚至要鼓勵回教徒每逢星期一及星期四戒食 — 因為

如果大家都這麼做，將可以節省三百多萬噸大米，相當於

進口大米數量。20 印尼進口很多生活和生產必需品，進口

減少，需求又缺乏彈性，通貨膨脹勢必惡性發展。連糧食

這樣的首要生活必需品，進口都得不到保證，物價自然飛



222 世界是平的嗎？

漲。

國內惡性通貨膨脹，當然是外匯市場上印尼盾持續

貶值的直接壓力。匯價持續大幅度下跌，匯率當然談不上

穩定。匯價持續下跌和匯率不穩，反過來為國內的通貨膨

脹火上澆油，成為又一輪雪上加霜的「越來越」的「正反

饋」循環。

2.2	 經濟危機

印尼陷入了由貨幣貶值引發的惡性循環。「匯率下跌

與外債增加的循環」和「匯率下跌與通貨膨脹的循環」相

互生成，相互作用。譬如，第二個循環中匯率下跌，進口

原材料漲價，同樣會導致企業經營狀況惡化，破產增加；

加入第一個循環，企業破產增加，「或有外債」轉變成外

債，企業大舉借債，外債總額迅速增加。同理，第一個循

環也當然加入第二個循環：還不上的外債越來越多，貨幣

貶值壓力越來越大，持續貶值，一泄千里，當然沒得生意

可做。生活和生產必需品供給不足，國內惡性通貨膨脹，

匯率更穩定不下來。為阻止惡性循環持續下去，印尼政府

提出強行建立類似香港的貨幣發行局制度，印尼盾與美元

掛鉤，力求首先穩定匯率。21  但是，遭到 IMF、世界銀

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反對。在 IMF 停

止援助貸款談判的情況下，印尼當局不得不放棄。22

既不能設貨幣發行局，外債的重新安排又沒有進展，

IMF 的援助遲遲不到，無法從外部獲得穩定匯率的支持。

此時的印尼就只有緊縮銀根、提高利率這一條路，希望以

此緩解通貨膨脹壓力，支持印尼盾。4 月 21 日，印尼中央

銀行將一個月利率由 45 釐提高到 50 釐。23  然而，高利率

使資金市場流動性降低，企業缺少營運資金，面臨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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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更加困難，更多的企業收縮業務和倒閉。24 超過二百

家商業銀行缺乏流動資金，25 很多銀行在外債和高利率下

瀕臨倒閉，只靠中央銀行的存款擔保和鉅額貸款來維持。26  

企業收縮業務和倒閉，還使失業率昇高。27 印尼股市也一

蹶不振，一年時間，股票指數下跌了近八成。28  這樣，

沒有正常的經濟基礎支持，印尼盾匯率更談不上穩定。高

利率和貶值的印尼盾，進一步損害了本來就千瘡百孔的

印尼經濟。29  印尼從金融危機演變成全面的經濟危機。

1998 年，印尼的實際 GDP 大約萎縮了 13.7％，通脹率達

到 77％ 的驚人水平。1999 年中，印尼經濟開始走出谷底，

全年的實際 GDP 增長只有 0.3％。30

2.3	 社會動亂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後果，是高通脹率、印尼盾大

幅度持續貶值、高利率、高失業率、企業倒閉、銀行被關

閉。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增、進口困難，有些地方甚

至出現饑荒。經濟危機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存受到嚴

重影響，搶劫、騷亂和一次次的社會動亂由此產生。1998

年 1 月 5 日，印尼萬隆市中心發生排華騷亂；31  1 月 9 日，

雅加達大學生示威遊行要求蘇哈托下臺，同時出現生活必

需品的搶購潮；32  3 月 12 日，蘇臘巴亞大學反蘇哈托集

會，首次發生學生與警察的衝突；5 月 4 日，油價和公共交

通費大幅上漲，各地出現示威抗議和暴動；5 月 12 日，印

尼軍警開槍鎮壓示威學生，造成多人傷亡；33 隨後，更多

的群眾走上街頭示威。

社會動亂，首先給邊緣政治勢力提供了登場表演的機

會。穆斯林組織領袖賴斯（Amien  Rais）聲稱有 2800 多萬

會員，連續幾個月帶領學生展開「反蘇運動」，並召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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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商務人員、藝術家和學者組成「人民代表聯席會議」，

要求蘇哈托總統下臺，停止暴力鎮壓。印尼原來只允許有

三個合法政黨。1998 年，「黨禁」未除，各路梟雄紛紛拉

幫結派、組黨結社，湧現出七、八個新政黨。

2.4	 政權顛覆

社會動亂越動越亂，要求蘇哈托下臺的呼聲日益高

漲，給當局內部不同政見人物提供了表演機會，蘇哈托 32

年的強權統治集團發生分裂。首先，執政專業集團資深黨

員、前環境部長薩爾沃諾公開表示，蘇哈托應該把權力交

給武裝部隊總司令維蘭托。接著，前戰略指揮官伊德里

斯、前雅加達市長薩迪金、前財長塞達、前礦物及能源部

長蘇布羅托，促請蘇哈托辭職。接著，對蘇哈托一向忠心

的國會議長哈爾莫科，兩度發難要求蘇哈托下臺。接著，

軍方和內閣展開行動。先是十多名內閣部長辭職，然後維

蘭托又以軍方保證家人及財產受保護為條件，「建議」蘇

哈托下臺。1998 年 5 月 10 日，印尼與外國債權人銀行在東

京進行的債務重組談判，沒有達成協議。消息傳來，暴亂

首次在首都雅加達發生。蘇哈托中斷在埃及的訪問，5 月 14

日匆匆回國，宣佈降低油價以平民憤。但是，內外因素共

同作用，政治危機達到高潮。5 月 21 日，蘇哈托終於被迫

宣佈辭去總統職務。

2.5	 國家分裂

把強權總統趕下臺，還不是印尼危機的終點。自從蘇

哈托政權垮臺，印尼地方分裂勢力逐漸抬頭，種族衝突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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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政局異常不穩，中央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

考驗。

結果，蘇哈托下臺才一年多時間，通過聯合國主導的

全民公決，東帝汶從印尼分裂了出去：1999 年 1 月，哈比

比在內外壓力下，同意東帝汶通過全民公決選擇自治或脫

離印尼。5 月 5 日，印尼、葡萄牙和聯合國三方，就東帝汶

舉行全民公決簽署三個協定 — 東帝汶實行特別自治的憲政

框架，東帝汶人民對自治方案進行直接投票的安全安排和

操作程序。6 月 11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聯合國

駐東帝汶特派團，負責東帝汶過渡初期工作。8 月 30 日，

東帝汶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全民公決，45 萬登記選民中

約 44 萬人參加了投票，其中 78.5％ 拒絕自治並選擇脫離

印尼；哈比比當天就表示接受投票結果。投票後，親印尼

派與獨立派發生流血衝突，東帝汶局勢惡化，聯合國特派

團撤出，約 20 多萬難民逃到西帝汶。9 月，哈比比宣佈同

意多國部隊進駐東帝汶。此後，安理會授權成立由澳大利

亞為首、約八千人組成的多國部隊，9 月 20 日正式進駐東

帝汶，與印尼駐軍進行權力移交。10 月，印尼人民協商會

議通過決議，正式批准東帝汶脫離印尼。同月，安理會通

過第 1272 號決議，決定成立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

（UNTAET），全面接管東帝汶內外事務。2001 年 8 月和

2002 年 4 月，東帝汶分別舉行制憲議會（議會）和總統選

舉，獨立運動領袖夏納納．古斯芒當選總統。2002 年 5 月

20 日，東帝汶民主共和國正式成立。34 

對此，本．拉登說得直接了當：這是一個「國際陰

謀」，由美國、澳大利亞和聯合國共同策劃，把東帝汶從

伊斯蘭教的印尼分裂了出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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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MF 在印尼局勢演變中的作用

印尼局勢的演變固然存在國內問題。然而，不僅金

融危機發生自外來因素，而且，來自國際的壓力對印尼

局勢的惡化，也起了強有力的直接推動作用。IMF 掌握的

四百億美元援助貸款，就是最主要的外部推動。淺顯的道

理是，如果 IMF 的貸款早日發放，印尼局勢不會惡化到後

來的地步。

受到美國支持的 IMF，不是允許印尼發展，而是

摧毀了印尼的政治制度。這種由於外界干涉所導致的

政治體系崩潰給印尼人民造成的災難是不能被預料到

的。印尼甚至可能解體，因為 IMF 跳出來說「你必須這

樣做」。36

（一）四百億美元貸款的由來

1997 年 10 月 31 日，IMF 宣佈援助印尼方案：IMF 本身

分三年提供貸款 101 億美元；世界銀行提供 45 億，協助重

整銀行體系；亞洲開發銀行 35 億，其中四筆共 15 億貸款分

別用於促使銀行及資本市場改革、加強公共財政管理、提

高工業及貿易部門的競爭力，另外分三年提供 20 億美元協

助改善基本建設和人力資源發展；另外有 50 億美元來自印

尼的海外資產。以上約 230 億稱為「第一線資金支持」。另

外，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

美國，也表示願意提供資金支持，這是「第二道防線」，

使援助貸款總額超過四百億美元。這筆鉅額貸款的發放

權，將由 IMF 掌握。37 自此，印尼陷入了與 IMF 長時間的

談判與衝突之中。

雖然在 1997 年 10 月、1998 年 1 月和 5 月先後達成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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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協議，但 IMF 貸款的發放卻一直不順利。第一批 30 億美

元緊急援助貸款已於 1997 年 10 月撥給印尼。第二批 30 億

美元原定 1998 年 3 月撥付，結果一拖再拖。直到 5 月 4 日，

IMF 才決定將「第二批貸款的第一部分」十億美元撥給印

尼，其餘 20 億是否撥給，要待 6 月後才決定。38  5 月中，印

尼動亂一起，IMF 就又決定推遲貸款計劃。39

（二）IMF	援助貸款的條件苛刻和政治化

印尼外債包袱沉重，急需援助貸款。但是，鉅額援助

貸款不是免費午餐，條件是印尼必須按照 IMF 的意見實施

改革進程。40 隨著印尼外債增加，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

和標準普爾先後調低印尼外幣債務評級，並稱還有進一步

調低的可能。這樣，印尼債務重整面臨更大困難，急需援

助。但是，印尼對援助貸款的需求越急切，似乎就越難獲

得貸款。

在 1997 年 10 月初步協議的基礎上，1998 年 1 月的協議

是印尼必須在三大方面作出改善：一是改善過度擴張並缺

乏管制的金融行業，二是增加蘇哈托家族成員和朋友在印

尼經濟中的透明度和監管，三是對外開放國內市場。IMF

對印尼提出 50 點經濟改革計劃，每三個月檢查一次實施進

度，以決定是否會繼續撥款。41  這 50 點計劃，包括：加

強印尼央行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重組大批銀行，大幅

修改 1998~1999 財政年度預算案，政府不再挽救有問題的

企業，削減對能源及燃料產品的補貼，取消「國家汽車計

劃」的稅務優惠，取消水泥、紙品及夾板業的聯盟組織，

清除批發及零售業的投資障礙，等等，實際上涉及到印尼

經濟的方方面面。這樣的經濟改革，已經帶有政治改革的

味道。

1998 年 3 月，IMF 延遲撥付第二批 30 億貸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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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印尼未完全實施原定改革方案。其中最大的衝突，

莫過於穩定印尼盾匯率和實行貨幣局制度。42  然而，

印尼政府為什麼要關注匯率？前文已經描述了印尼急於

穩定匯率的苦衷。但是，IMF 似乎對此沒有絲毫的瞭解

和體會。IMF 的改革思路中，根本並沒有任何短期內穩

定匯率的措施。IMF 的執行總裁康德蘇（Camdessus）

還「告訴」蘇哈托，「不要以為印尼盾穩定就可以解決

一切問題。決不是！現階段只能更堅決地進一步推動改

革進程。」 43  IMF 強烈反對印尼建立貨幣局制度，並

且付諸行動，拒絕發放第二批貸款；並且威脅要全部

取消剩下的 380 億美元援助貸款。IMF 的決定是關鍵性

的。只有 IMF 採取了行動，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

其它援助機構才會隨之有進一步的貸款和貿易擔保。44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八國集團（G 8），也強調了 IMF 的中心

作用。45

此後，印尼通貨膨脹率逐月昇高。4 月底，美國一家國

際金融機構預測印尼全年通脹率為 48％；同時，整體經濟將

比 1997 年收縮 12.5％。46 而且，印尼利息率也超過 60％。47  

局勢日益動蕩。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反反復復的過程

中，一旦印尼政府與 IMF 達不成協議，外界和印尼人民對

政府的信任程度就會下降，印尼局勢就又會惡化、動亂又

開始產生。而印尼局勢越嚴峻，越依賴援助貸款，印尼政

府就益發要看著 IMF 的臉色行事。此時，IMF 的貸款「監

督審查」也日漸嚴格，並且反過來將政治穩定作為提供援

助的先決條件。48 印尼經濟學家 Umar  Juoro 認為，IMF 的

貸款，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印尼政治舞臺上的一齣「雜

耍」，而 IMF 工作組在動亂中撤出雅加達，正好印證了這

一說法。49

雖然，康德蘇一直否認 IMF 的改革建議更偏重印尼

政治狀況，並且強調「這項工作是經濟性的，不是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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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在 1998 年 5 月的談判中，康德蘇和 IMF 的

其他高級官員卻提出，必須把政治穩定作為繼續提供經

濟援助的先決條件。50  接著，政治公開成為獲得援助的

必要條件，援助貸款的性質也就發生了本質改變。蘇哈

托下臺後，5 月 26 日，IMF 亞太區總裁 Hubert  Neiss 到雅

加達會見印尼新總統哈比比和經濟部長。接著，從 28 日

起，Neiss 會見了所有重要的反對派領導人物，包括印尼

最大的穆斯林組織領袖賴斯、剛剛獲釋的勞工運動積極

分子 Muchtar  Pakpahan、前總統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

（Megawati  Sukanoputri）、以及前任內閣部長和經濟學

家 Emil  Salim 等等。這顯然違背聯合國屬下機構只與現任

政府打交道的原則。

（三）IMF	援助的背後

印尼有兩億人口，在東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中人口最多、市場最大；印尼與鄰近

的新加坡有密切的經濟往來，是新加坡企業和銀行的主要

投資地；印尼還是臺灣「南向政策」的主要目的地，截至

1998 年中，臺灣在印尼投資金額達 132.8 億美元。51 這樣，

印尼在東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顯而易見。

印尼的戰略地位對於美國尤為重要：首先，印尼被美

國看作在經濟和戰略上可以和中國抗衡的力量；同時，印

尼在總人口五億的東盟中是關鍵力量；印尼一萬多個島嶼

組成的大片群島，位於國際貿易航線的要塞；印尼一國的

穆斯林人數，比整個中東還多；印尼市場上，沒有讓美國

大為頭疼的盜版盜印。但是，印尼既不是馬科斯獨裁時代

的菲律賓，也不是 Manuel  Noriega 治下的巴拿馬，美國

在印尼遠遠沒有在上述兩國那樣的影響力。美國要想擴大

在印尼的影響力，首先就要運用經濟手段。52 在這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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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印尼等著「救命」的貸款，成了 IMF 和美國的籌碼，

使印尼的經濟和政治局勢一步步落入他們的掌握之中。

西方外交家和銀行家的評論頗有深意，「美國和其它

外國政府總想讓 IMF 的貸款和印尼保持一定距離，使之成

為一個誘餌（原文為「carrot」），促使印尼最終走向政治

改革。」美國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 & P），以不斷深

化的政治危機損害了印尼公營機構償債能力為由，降低印

尼外匯債務評級。美國官方發言人 James Rubin 說得更明

確，「印尼要解決自身問題，就需要同時進行政治和經濟

改革，而且越快越好。」53

（四）IMF	難辭其咎

從長遠來說，IMF 的一些改革措施，例如提高企業

競爭力、改善金融業管理狀況等，對日後印尼經濟的發

展也許是有利的。但是，即使是「良藥」，也必須對症

下藥和掌握好時機。IMF 的「猛藥」，不但不能解印尼的

燃眉之急，反而使情況變得更糟。也許，IMF 對這一點清

楚得很。早就有西方分析家認為，「IMF 在亞洲有超越自

身實際職能的野心，而且這種野心干預了各國的主權。如

果 IMF 的目的只是阻止金融風暴惡化，那麼它的基金應該

及時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到亞洲國家表示願意進行重大經

濟改革時，才施援手。IMF 注重的，應該只是那些有助各

國重獲國際金融市場支持的政策，而不應篡奪各主權政府

的合法職權。」54  英國《金融時報》分析員說，IMF 應付

危機的「藥方」使「病人」變得遠比預期中更虛弱。55 加

拿大經濟學家 G. K. 海雷納 1998 年中指出，「在墨西哥危

機中迅速供給該國的信貸數量，遠遠超過了緩慢供給東南

亞國家的數量，這是令人吃驚的⋯⋯只有大約 20％ 的金融

資金到達東南亞國家」。國際金融協會估計，1997~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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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危機最嚴重的五個國家資本流動發生逆轉，官方資

本流入根本不足以彌補私人資本迅速撤資造成的缺口

（表~4）。IMF 建議的政策組合並沒有恢復外國投資者的

信心，而是帶來了緊縮性的不良效果，它的干預行動甚至

更進一步擴大了危機的傳染效應，短期的流動性危機轉變

為償付能力的危機。56

表~4：金融危機最嚴重五國的私人和官方資本流動比較，
1996~1998	年（億美元）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私人資本流動 1030 －10 －280

官方資本流動 －30 30 280

資料來源：國際金融協會（約翰．伊特韋爾、艾斯．泰勒：《全球

金融風險監管》，第 145 頁）。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也強烈抨

擊，對所有陷入危機急需援助的國家，IMF 用的是同一類

藥方：第一服藥，私有化；第二服藥，資本市場自由化；

第三服藥，市場定價；第四服藥，縮減貧困策略 — 自由貿

易。「他們會說 IMF 非常傲慢。他們會說 IMF 從來不曾真

正傾聽它所致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他們會說 IMF

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們會說 IMF 的經濟『療

法』經常使問題惡化為衰退。他們說的不錯。我從 1996 年

到（2000 年）9 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歷了半

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

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我親眼目睹了 IMF 和美國財政部對

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57

從 IMF 對韓國和印尼的過度干預可以看出，IMF 竭

力想否定亞洲經濟發展模式。「在美國的支持下，『華盛

頓共識』變成萬能藥方。」58  為什麼？約翰．伊特韋爾

們從利益和共謀理論作了解釋。「從利益方面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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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ECD（或富裕）國家之間有一個協議，必須從幾個方

面使世界經濟自由化：修訂 IMF 條款，要求成員國取消對

資本市場的所有管制措施，實現金融服務業的自由貿易；

WTO 要求取消對各國產業政策的干預；OECD 自己制定了

多邊投資協定。這都反映了國際銀行和跨國公司希望自由

進入世界市場的需要」。59  IMF，正是他們的代言人之一。

時至今日，IMF 終於因為它的立場而廣受批評，甚至

面臨生存危機。60  2003 年，IMF 的獨立評估辦公室也發表

報告說：IMF 沒有從政治角度審視印尼的危機和改革；IMF

的另一劑「良方」— 高利率政策，在當時也無助於穩定

印尼、韓國等國家的匯率；IMF 應區分輕重緩急來發放貸

款，而不是一股腦地提出諸多限制性條款。61

然而，美國並不認為 IMF 所要求的改革造成了印尼社

會動蕩不安。62 蘇哈托是一個政治強人，面對當時以美國為

主導的 IMF 步步緊逼的經濟和政治干預，當然不可能視而

不見。貿易部長、蘇哈托的好朋友 Hasan 就曾經表示不滿：

「這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不是 IMF 共和國。」63  蘇哈托

與 IMF 三次談判中的爭執，惹的該組織官員們對他很不

滿，加速了他黯然退出政治舞臺的過程。64 繼任的哈比比

政府，除了要對 IMF 唯命是從，還要面對印尼國內的種種

問題。哈比比把 IMF 看好的兩個經濟學家囊入內閣，任命

為財政部長、產業和貿易部長。65 然而，金融危機引發的

經濟危機、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決不是簡單任命幾個西

方屬意的內閣部長就能對付。缺乏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缺乏有組織的成熟的幹部隊伍，印尼人民始終看不到走出

困境的出路，無法追隨可以信賴的領袖或領導集團，政權

就不可能穩固。雖然哈比比繼任時的任期是到 2003 年，但

連美國官員都懷疑他到底能掌權多久。66  1999 年 10 月，印

尼人民協商會議投票不接納哈比比的施政報告，哈比比被

迫面對「重新舉行大選」的局面，並黯然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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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印尼之變發人深省

回顧整個過程，印尼盾匯率大跌，匯率長期得不到穩

定，使金融危機深化發展到全面的經濟危機，一步步深化

成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社會動亂和政權顛覆，回過頭來

使經濟情況越發不可收拾，最後釀成國家分裂。這是一個

更大的惡性循環：

圖~3：印尼危機的逐層遞進

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 社會動亂 政權顛覆 國家分裂

使經濟進一步惡化

印尼局勢發展到後來，無論是在社會動亂中湧現的

各個政治集團，還是在政治危機中登場的原蘇哈托集團成

員，都明顯缺乏穩定大局的能力。首先，他們沒有明確

的政治綱領。反蘇哈托、反腐敗等口號，只能用於煽風點

火。火是燒起來了，但是印尼如何走出經濟困境，沒有人

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方向。其次，他們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

的組織管理體系和行政幹部隊伍。蘇哈托 32 年強權統治下

建立起來的統治組織，尚且四分五裂；那些為了各自的利

益暫時走到一起的群眾領袖，在混亂的局勢下具有強烈的

煽動性，說到治國安邦，明顯缺乏成熟的幹部隊伍，遠不

具備接管國家行政權力的能力。1998 年蘇哈托垮臺後，一

下冒出 150 多個政黨，次年 48 個政黨參選。實際上，也只

是把權力從中央政府轉到以黨派之私為重的各個領導人手

裡，不但人民依舊無權參與國政，更形成政權更替完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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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選舉制度決定的局面。可以說，在印尼還沒有真正能

取代蘇哈托的政治力量。蘇哈托之後的四位總統，任期最

長的也不過三年零三個月。

政局不穩，政治危機依然存在，勢必使經濟政策難以

制訂、實施和貫徹始終。經濟困境持續惡化，社會狀況和

政局越發不能穩定。危機發展到後來，印尼最有組織紀律

的只剩下軍隊。哈比比繼任時有軍隊支持，還能維持。然

而，當時在軍隊內部也開始出現政治分歧：武裝部隊總司

令維蘭托支持哈比比；一些有影響力的退休將軍則要求當

年 7 月之前舉行最高權力機構人民協商會議特別會議，革除

哈比比，另選賢能。如果長時間缺乏走出困境的政治綱領

和成熟的幹部隊伍，軍隊的統一能維持多久也會是一個問

題。一旦連軍隊也分裂開來，分頭支持各個不同派別，印

尼局勢將陷入難以想像的混亂之中，人民生活自然水深火

熱。

事實上，印尼局部地區的混亂局勢，從未平息。從亞

洲金融風暴開始，僅兩年時間，東帝汶就已經正式從印尼

獨立出去了。而且，要鬧分裂的，還不只一個東帝汶。67  

印尼作為世界人口大國，前途仍然充滿了危機。

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建國，大大鼓舞了各地的分離

主義份子，亞齊、馬魯古、伊里安查亞、廖內、安汶、南

蘇拉威西等多個獨立運動蓬勃的地區，也紛紛要求比照

東帝汶的方式獨立自主。為爭取亞齊獨立，「自由亞齊運

動」（Gerakan  Aceh Merdeka）已經與印尼中央政府開展

了 20 多年的鬥爭。如果亞齊真的在這個節骨眼上獨立，無

疑是對其它動蕩不安地區的獨立運動火上澆油，將造成印

尼分崩離析。有分析家說：「印尼有四百個不同的民族，

假如雅加達接納亞齊省的獨立要求，那麼，印尼最後可能

分裂為四百個國家。」2003 年 5 月，隨著當時的總統梅加

瓦蒂一聲令下，印尼海、陸、空三軍近十萬官兵追剿亞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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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分子的內戰，全面打響。68

看看亞齊要鬧獨立的背後：儘管亞齊擁有豐富的石油

和天然氣資源，是政府的主要財源，但據亞洲開發銀行統

計，2004 年南亞海嘯發生前，亞齊的失業率約為 40％，

四百萬人口有近 30％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只有不到一半的

人能夠用上安全的飲用水和電。禍不單行，2004 年底的一

場強烈地震加海嘯，省會班達亞齊損毀了一半，經證實有

166080 名窮苦的亞齊人死去，成千上萬人無家可歸。69

2005 年 8 月，亞獨武裝分子終於與印尼軍方簽署「亞

齊和約」。2006 年 12 月，已獲得特別自治權的亞齊省舉行

和約簽字後首次選舉，結果，還沒來得及組成政黨、只以

獨立身份參選的自由亞齊運動領袖之一伊爾宛迪，第一輪

投票即以近 40％ 的得票率當選。70 亞齊會不會又開始與印

尼中央越走越遠？

回頭再看，麥克納馬拉把《大西洋憲章》、《聯合國

公約》強調的民意公投、住民自決，視為當今人類生存最

要命的可怕威脅，發人深省：

民族自決的原則在今天難以應用，⋯⋯華盛頓打

仗是為了確立這一學說，而林肯打仗是為了否定它。

沒有幾個國家具有種族和宗教的同質性。如果

民族國家體系失敗，世界上五千多個可辨認的族群中

的許多組織，在世界範圍內高漲的認同政治中要求獨

立，那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將如何遏制混亂和暴力？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主要的恐懼是德國的軍國

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憂慮是蘇聯的擴張主義，

那麼後冷戰時代的夢魘之一是民族國家體系的崩潰，

它導致全球長期的不穩定、史無前例的種族暴力、戰

爭及隨後的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的增加。我

們先前主要害怕獨裁控制的蔓延，我們現在則擔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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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政治的中心控制力量民族國家的崩潰，繼而墮

入地獄中，在這個地獄中像現在這樣存在的秩序和控

制要依靠武裝著最新的和最致命的武器的暴徒、黑幫

和恐怖組織。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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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金融危機山雨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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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沒有新外資進入，香港經濟難有起色

第三章



2007 年，香港連續 13 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

體」。1 正是這個「最自由」，1998 年貨幣金融體系生死

存亡，政府被迫親自出手「托市」，與索羅斯等金融大鱷

「埋身肉搏」。「最自由」與「莊家下場」，鮮明對照，

發人深省。

3.1	 金融危機山雨欲來

1997 年 8 月，亞洲金融危機開始波及香港。國際炒家

狙擊聯匯，魚肉股市：（1）先利用股市高潮拋空港股「期

指」；（2）再抓住外圍股、匯市大跌的時機狙擊港股；

（3）利用香港期貨市場比股市早 15 分鐘開市、遲 15 分鐘

收市的時間差，在港股收市後的最後 15 分鐘狙擊期指，其

後再開市的恆生倫敦參考指數通常就會跟隨下跌，讓投資

者產生更進一步的「看淡」心理；（4）開始狙擊聯繫匯

率，政府官員隨之發表言論支持聯匯，並開始抽緊銀根，

導致利率上昇。在看淡心理和利率上昇的雙重作用下，股

市下跌，投機者進行期指平倉，大賺一筆。2  8 月的一輪炒

作，恆指 28 日跌破 15000 點；10 月的一輪炒作，恆指 28 日

大跌到 9000 點左右。國際炒家在外匯市場可能沒討到什麼

便宜，卻在股票、期指上大撈了一把。

隨之而來的，是港人開始擔心股市和樓市的穩定性，

並對香港經濟的前景信心產生動搖。10 月 26~27 日，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了電話抽樣調查，31.7％ 的人認為

今後香港經濟會更差，比 9 月的調查增加 17 個百分點，創

該項調查的歷史最差記錄；香港政策研究所 10 月 28 日的民

意調查，53.8％ 和 52.6％ 的人分別對未來三個月的股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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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穩定性表示「信心減少」。3

在「一些中小型銀行資金周轉不靈」的謠傳之下，中

型的港基國際銀行發生擠提，成為金融危機惡化的危險信

號。1997 年 10 月開始，香港房地產市場持續疲軟，價格

持續下跌，成交減少，新樓盤的認購減少，銀行業調高了

房屋抵押（香港稱「按揭」）貸款利率，縮減抵押貸款業

務。4  1998 年 1 月，香港最大的華資投資銀行、曾帶動紅籌

上市熱潮的百富勤清盤，造成紅籌股、H 股大幅下跌，跌

幅遠大於恆生指數。才過了八天，正達投資集團及屬下正

達證券等五家子公司清盤，由於正達證券規模不小，牽涉

很多無法全額取回本金或股票的客戶。香港股民如驚弓之

鳥，紛紛提取股票，使香港中央結算公司的單日結算宗數

破了紀錄。2 月，又傳出日資銀行的駐港分支機構可能大規

模撤資的消息。日本銀行與香港經濟關係密切，當時的地

產貸款有三分之一來自日本銀行，基建項目的融資有 60％

以上由日資銀行提供。5

而且，在亞洲各貨幣中，港元一枝獨秀：1996 年 11

月~1997 年 11 月，泰銖貶值近六成，印尼盾貶值五成半，

韓圜貶值四成；菲律賓披索、馬元、坡元、新臺幣、日元

的貶值幅度介於 10~40％，眾多亞洲貨幣中，除了未自由兌

換的人民幣，只有聯繫匯率的港幣，沒有貶值。

3.2	 與金融息息相關的「正反饋」循環

股市連續的暴跌，不僅與港人信心、情緒相關聯，

而且直接傷害實質經濟。1998 年 1 月，四家著名地產商大

幅度削價出售樓盤，意味著香港從「金融危機」步入實質

經濟蕭條的開始。普通老百姓關心的問題，已經逐漸從股

市、樓市，轉移到就業和工資。在一片蕭條氣氛中，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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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機構對香港的經濟前景，越來越不看好，一再調低香

港可能的經濟增長預測。特別是諸多著名證券公司，紛紛

作出 1998 年全年負增長的預測。6

對於香港政府而言，短期內，能否穩定匯率和股市是

「金融危機」層面的問題；同時，刺激實質經濟的增長，降

低失業率，克服經濟蕭條，防止印尼模式的「金融危機」向

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逐層推進，至關重要。

表~5：金融風暴前後香港經濟主要指標比較
1997 年 9 月 1998 年數據 比較（％）

恆生指數（點） 15049 8934（6 月 5 日） －40.6
樓價（港元 / 平方英尺）

市區：太古城 8268 6294（4 月） －23.9
新界：嘉湖山莊 4359 3159（4 月） －27.5

利率（釐）

最優惠利率 8.75 10 ＋1.25
一個月同業拆息 7.4875 8.625（6 月 5 日） ＋1.1375

失業率（％） 2.2
（7~9 月）

3.9
（2~4 月）

＋77.3

通貨膨脹率（％） 5.6 4.7（4 月） －16.1
GDP 增長率（％） 6 －2（4 月）

整體出口總值
（億港元）

1210
（1997 年同期）

1160 －4.1

零售總值（億港元） 186 164（3 月） －12

資料來源：〈港府估錯數，乏警覺系統？〉《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6 月 1 日，第 A 3 頁。

（一）股市、樓市和錢市之間「越來越」的「正反饋」

香港的經濟邏輯，從內部說，是股市、樓市（房地

產）和錢市（金融）三者之間的「正反饋」關係。香港股

市市值的一半以上是房地產和金融企業。1996 年股市市值

的 54.3％ 是房地產和金融企業。7 房地產和金融業不好，

股市就好不了。金融業務的一半空間在房地產。到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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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港使用的貸款和墊款中，46.9％ 與房地產直接聯繫，

包括住宅樓宇抵押貸款，以及房地產公司用於開發及投資的

貸款。8 房地產不好，金融就好不了。換句話說，股市、樓

市和錢市之間，是一個典型的「正反饋」關係。樓市越火，

股市越火，抵押、借款就越容易，銀行生意興隆，房市、樓

市也越火。反之，股市一跌，股票或物業資產貶值；銀行或

是要求還貸，或是要求增加抵押；壓力傳導到企業，往往是

收縮營業或變現還錢。還不上錢，資金周轉不開，就只能像

百富勤或正達集團一樣清盤破產。這裡，股市越慘，銀行越

不敢借錢，房地產資金周轉越困難，股市越發不容樂觀，是

一個下行的、經濟越來越差的「正反饋」。

圖~4：香港股市、樓市和錢市之間的「正反饋」循環

樓 市

錢 市 股 市

值得注意的是，錢市、樓市和股市的「正反饋」關係

自身，說明不了香港經濟的走向。1995~1997 年，錢市、

樓市和股市的「正反饋」是往上走的。樓市越火，股市越

火，錢市越火，樓市越火⋯⋯。香港的住宅物業價格 1997

年 10 月達到最高點，兩年時間上昇了兩倍。恆生指數 1997

年 8 月達到高峰，兩年半時間增值 1.4 倍，當時藍籌股的

平均市盈率急昇到 17 倍，H 股和紅籌股則分別高達 30 和

52 倍。因此，香港財經事務局總結經驗說：「在這個經濟

背景下，港元在 1997 年 10 月下旬，遭受強烈投機衝擊。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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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來的經濟調整，雖然帶來不少痛苦，但其實不單無可

避免，甚至可說是必要的」。9 問題是往上走，走到什麼

程度就會「飛車」或者崩盤？為什麼？同樣，金融危機以

後，樓市、股市、錢市越來越向下走，走到什麼程度算是

到底了，屬於「必要」的範圍？從樓市、股市、錢市三者

之間「越來越」的「正反饋」關係本身，找不到答案。

（二）聯繫匯率受衝擊，利率大幅波動

從與外部的聯繫上說，香港股市、樓市和錢市「越來

越」的「正反饋」，在金融危機中，直接受到聯繫匯率和

利率之間對應關係的影響。邏輯上說，聯繫匯率制度下，

港幣與美元掛鉤，港幣利率就與美元利率掛鉤。香港貨幣

當局沒有通過利率調節景氣的職能。有人衝擊聯繫匯率，

短期利率自然飆昇。短期利率高昇對錢市、股市、然後是

樓市的摧殘，不言而喻。香港當局總結經驗，「風暴尚未

消散」，聯繫匯率不變，港幣一枝獨秀，成為投機者青睞

的目標。於是，「利率是捍衛聯繫匯率最強而有力的武

器」。於是，「為捍衛港元，利率急昇無可避免地對貨幣

投機者，以浮動利率作按揭置業人士以及以浮息借貸的商

業機構同樣造成打擊。」10

利率或高或低，只是影響經濟景氣的一個問題。只要

港幣與美元掛鉤，利率的長期變化趨勢自然向美元利率靠

攏，上去了很快會下來。11 然而，真正要害的問題是，短

期利率頻繁波動的方向和波動的幅度，既不可預測又不可

控制。在中央銀行制度下，第一，企業界可以預計利率的

調整方向，譬如，美國經濟過熱，貨幣當局還沒有表態，

各界就紛紛議論早晚要加息。第二，20 世紀 90 年代美聯

儲控制和調整利率，可以精確到小數點以後兩位數。企業

界也可以根據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關係以及以往貨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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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調息的幅度，對利率可能調整的幅度作出自己的判斷，

從而在事先和事後，規劃和調整企業的經營方針。「在聯

繫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下，市場會自動釐定固定匯率所需

要的維持利率」。按照香港財經事務局的解釋，1997 年 10

月 23 日隔夜拆借利率從九釐狂昇到 280 釐，是市場調節的

結果，並不是貨幣當局刻意追求的政策目標。12 《金融市

場檢討報告》的反復說明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把報界戲

稱金管局為「任一招」（只有提高利率一招），解釋成為

是「任無招」。

在「無招」的情況下，只要聯繫匯率貨幣發行局制度

不變，只要有投機者前來衝擊，短期利率水平就既不可測

也不可控。短期利率或昇或降，昇降的幅度或大或小，反

映的是炒家衝擊港幣的強度以及銀行體系對衝擊強度（或

可能的衝擊）的理解和反應。金融管理局的外匯運作當然

也發生作用。但是，與美國中央銀行制度下可以精確調節

利率的情況相比較，聯繫匯率制度下，沒有貨幣發行準備

金和再貼現機制，金融管理局不是最後貸款人，不成其為

主權式統攬全局的宏觀景氣調節機制。香港金管局的外匯

運作，只是作為貨幣市場的參與者之一發生作用。1998 年

5 月，印尼總統蘇哈托辭職，回落了一陣的香港短期拆借利

率再度飆昇。說明或是又有炒家來衝擊港幣；或是香港銀

行體系對炒家衝擊的可能性作出了預防性反應；當然也可

能有香港金融管理局預防性運作的作用。6 月，股市再度大

跌之後，短期利率再度上昇，接著，三個月銀行拆借利率

從 9％ 上昇到 11.5％，均不外乎這三種可能性。13

（三）利率波動，制約金融和房地產

香港銀行的一半貸款在地產開發和房地產抵押，二

者都是典型的長期項目。短期利率水平既不可測也不可



500 世界是平的嗎？

控，而且可能達到一天飆昇 30 倍的程度，當然使銀行的

經營趨向保守，高息爭儲和保守貸款是自然的行為。14  

到 1998 年 4 月，香港銀團貸款總額僅為 1997 年全年的

1.5％。連李嘉誠發債都借不夠錢。銀行保守到什麼程度，

由此可見一斑。15 這裡，廣大中小銀行對短期利率波動的

敏感，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大銀行到處都有分支機構，

可以吸收許多活期浮動利息儲蓄。中小銀行沒有能力建設

遍佈各地的分支機構，吸引儲蓄多靠「利率緊貼銀行同業

拆息的定期存款」。16  短期利率暴漲暴跌，中小銀行吸

收資金的機會成本大大提高。第二，中小銀行規模小，資

金周轉能力差。短期利率暴漲暴跌，獲取短期周轉資金的

利率風險大大提高。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面臨清盤的危

險。這種情況下，放貸當然不能不格外小心，特別是十

幾、20 年的房地產抵押貸款和長週期的房地產開發項目，

更要慎之又慎。於是，1998 年前四個月，新承接的房地

產抵押貸款比 1997 年同期減少 50％，樓盤二手市場只有

1997 年同期的 25％。17

銀行系統慎重保守的行為取向，通過錢市、樓市和股

市之間的「正反饋」循環加劇，呈現一幅「銀根緊縮」的

圖景。「銀根」很難「放鬆」的原因是，在聯繫匯率的貨

幣發行局制度下，長期利率水平的決定權在美國，短期利

率在貨幣投機市場。香港的所謂「銀根緊縮」，並不主要

是政府貨幣政策調節的結果。換言之，除非投機者不再衝

擊港幣，短期利率的波動才會不再暴漲暴跌。

（四）匯率一枝獨秀，進出口和旅遊不景氣

聯繫匯率制度不變，7.8 港幣兌一美元的匯率不變。

與周邊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相比，港幣相對實際昇值，直接

影響的是進出口和旅遊業。現實的威脅是，如果日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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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貶值下去，勢必引發周邊貨幣的新一輪貶值，堅持

7.8 的港幣就越發顯得一枝獨秀，處在「木秀於林，風必摧

之」的境地。18

進出口和旅遊不景氣，通過銀行存貸業務的金融

活動，回過頭來加劇錢市、股市和樓市之間的「正反

饋」。譬如，1998 年一季度，香港旅客比 1997 年同期下

降 24.6％。19  1~3 月酒店「入住率」比 1997 年同期下降

16％。20 與此同時，大批在建酒店進退兩難。據梁振英測

量行研究，按當時的建設進度，到 2001 年底，三年以後，

香港酒店房間供應量將達 45786 套，比 1998 年 3 月增加

37％！龐大的在建酒店規模，建成了，加入已經蕭條的旅

遊競爭；建不成，加劇已經蕭條的房地產，並且連帶銀行

貸款的壞賬增加。21

（五）香港經濟步入蕭條

股市大跌，港幣相對昇值，銀行系統「銀根緊縮」，

房地產萎縮，進出口和旅遊下降，消費購買減少，最後都

體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率上。22  1997~1998 財政年度，

香港公司註冊處新登記的企業總數比上一個財政年度減少

了 33％（表~6）。股東自動清盤取消公司註冊的 2978 家，

債權人強行清盤取消公司註冊的 197 家，比 1997 年同期增

加 13％。

表~6：香港公司註冊數和變化，1995~1998	財政年度（家）

年份 1995 1996 變化 1997 變化 1998 變化

登記註冊公司 457994 474451 ＋3.6％ 486997 ＋2.64％ 469176 －3.7％

其中：上市公司 6331 6314 －0.27％ 5859 －6.7％ 5820 －1.2％

私人公司 451663 468137 ＋3.65％ 481107 ＋2.8％ 463356 －3.7％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1998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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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香港政府莊家下場「打大鱷」

（一）改變和改革聯繫匯率，風險很大

1998 年中，香港各界討論修改匯率和改革聯繫匯率

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呼聲此起彼伏。然而，周邊貨幣匯率失

守，紛紛大幅度貶值，7.8 的聯繫匯率已經勢同築壩防洪。

黃河已成「地上天河」，壩越築越高，水越積越多，這時

修改河道，風險極大。最好是熬到水源枯竭、斷流，才是

動手的安全時機。更何況，當時日元貶值持續，眼看引發

周邊貨幣新一輪貶值，貨幣投機「大鯊魚」徘徊游弋。抬

頭仰望越築越高的壩和越積越多的水，為了躲避滅頂之

災，公司、個人紛紛在作抽身的準備。到 1997 年底，港

元存款比 1996 年增長 9.8％，較 1996 年 19.8％ 的增幅下降

近十個百分點；同期，美元存款增長 17.1％。23  1997 年 9

月，港幣存款佔總存款的 59％；1998 年 1 月就降到 56％；24  

到了 5 月，在港銀行港幣存款比金融風暴前下降 4％，外幣

存款上昇 8％。25 人心浮動，由此可見。

而且，西方對香港聯繫匯率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

1998 年 4 月，JP 摩根的調查評級，把港幣歸入高風險貨

幣，風險程度甚至比印尼盾、泰銖、韓圜、新加坡元、馬

來西亞元都高。典型的提問是：（1）如果失業率翻一番，

達到 8％，香港將發生什麼？26（2）房地產價格再降，銀

行壞帳增加，銀行系統能否撐得住？高盛不是從金融企

業、而是從貸款用戶，分析了香港 520 家上市公司 1996 年

的財務報表，計算的結果是，「呆置」貸款佔貸款總額

的比率 1996 年為 0.9％，1997 年為 6.8％，1998 年估計達 

 9.8％。27 因此，無論是重新修定匯率還是改革聯繫匯率發

行體制，都可能引發難以預見的災難性後果，而且，風險

越積越大。1997 年 11 月，香港已經發生過銀行擠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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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顯然不是改變聯繫匯率的最佳時機。

（二）股市大拚搏

1998 年 8 月，恆指期貨結算日一天天逼近，香港政府

和國際炒家之間的戰況也越來越白熱化。8 月 27 日是期指

結算前一天，香港股市出現異動：

第一，股市成交額劇增，股市交易空前集中，恆生

指數「主戰場」上戰況激烈。33 支恆指成份股成交額

為 215 億港元，佔總成交額（230 億）的 94％，其它六百支

股票只佔 6％。

第二，恆生指數昇幅不大，政府儲備耗用很多。恆生

指數收市報 7923 點，上昇了 89 點（1.13％）。但是，215 

億港元的交易量卻創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香港《信報》

估計，政府為了托高這 89 點，耗用了二百多億港元。28

第三，恆生指數上昇，大多數股票照跌不誤。當日恆

生中型股指數下跌 2％，紅籌股指數下跌 2％，H 股指數下

跌 3.7％。以香港政府為首的「多」方努力托恆生指數，恆

指已經脫離大市，繼續反方向運行。恆生指數作為豪賭的

主要工具，已經不能發揮香港股市的指標作用。

第四，投資機構趁勢撤資。收市前 15 分鐘內（15:45~ 

16:00），股市成交量高達 83 億，佔整日成交總量的三分之

一強。短時間大手鉅額成交，是傳統基金出貨的明顯市場

特徵。不少基金趁政府托高恆指，紛紛傾倉出貨，溜之大

吉。

第五，還有惡仗在後頭。35 支藍籌股 9 月的沽空合

約金額，達到 17 億港元，是歷來最高，比平時的 2~3 億

港元足足高出五倍。9 月還沒到，炒家已經拉開鋪天蓋地

的架勢。8 月 26 日下午，不到十分鐘時間，由於一下沒

有政府買盤，8 月到期的恆生指數期貨立刻下跌超過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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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29  8 月 27 日凌晨，港股開市前，索羅斯基金管理投資

策略員 Stanley Druckenmmiller 接受美國 CNBC 電視臺專

訪，公開斷言香港政府必敗，揚言金融管理局沒有能力阻

擋大市。30

8 月 28 日，期指結算日，香港當局與炒家展開驚心

動魄的「埋身肉搏」：股市成交量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

「天量」。開市不到有一小時，股市成交量已經超過 160 億

港元；到中午休市，成交 410 億；下午開市僅僅十分鐘，

成交量再增一百億。整天成交量累計達到 790 億港元。

表~7 顯示，8 月 14 日政府入市托高恆生指數之前，股市交

易量只有約 50 億規模。直到 8 月 21 日，恆指被香港政府

順利托高，交易量也僅為 50 億港元。才過了五個交易日，

8 月 28 日的交易額居然是 21 日的 16 倍！33 支指數成份股成

交額佔總成交額的 97％，比 27 日的 94％ 還要高。港府作

「多」與「空」方拚搏，激烈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苦戰過

後，恆指站穩在 7800 點以上。

表~7：港府入市後的港股成交量和恆生指數，1998	年	8	月

時間 成交量（億港元） 收市恆生指數（點）

8 月 13 日（星期四） 51 6660

8 月 14 日（星期五） 85 7225

8 月 18 日（星期二） 52 7210

8 月 19 日（星期三） 69 7622

8 月 20 日（星期四） 70 7742

8 月 21 日（星期五） 50 7527

8 月 24 日（星期一） 98 7845

8 月 25 日（星期二） 99 7890

8 月 26 日（星期三） 94 7834

8 月 27 日（星期四） 230 7923

8 月 28 日（星期五） 790 7829

資料來源：香港聯交所（現為香港交易所）股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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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當日香港股市成交量最大的十支股票，1998	年	8	月	28	日
公司 成交量（億港元） 佔總成交比例（％）

匯豐控股（0005） 247.90 31.38

香港電訊（0008） 85.75 10.85

和記黃埔（0013） 80.72 10.22

長江實業（0001） 59.21 7.49

新鴻基地產（0016） 36.06 4.56

中國電信（0941） 35.36 4.48

中電控股（0002） 32.54 4.12

恆生銀行（0011） 29.91 3.79

香港電燈（0006） 21.33 2.7

中華煤氣（0003） 18.92 2.39

33 支藍籌股成交總額 762.5 96.52

資料來源：香港聯交所（現為香港交易所）股票行情。

一年來，國際炒家每隔一段時間就借機狙擊聯匯、

沽空期指、再狠砸港股現貨獲利，直把香港當成「提款

機」。這一次，香港當局左右開弓，雄厚的外匯儲備打得

炒家損失慘重，剪羽而歸；緊接著推出鞏固聯繫匯率的七

項新措施和加強證券、期貨市場監管的 30 項措施（「七招

30 式」），構築了抵擋炒家捲土重來的強大制度工事。港

府果斷出擊的決斷能力和敢打大仗、硬仗的雄心魄力，深

思熟慮的政策組合和連貫出臺的設計匠心，令世人矚目。

隨後的期指結算日平靜度過，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穩中

有降，恆生指數重上一萬點，31 連房地產市場似乎也出現

了「小陽春」。

3.4	 鏽住「提款機」的政策組合

當香港政府不得不放下身段，與炒家「埋身肉搏」之

際，香港經濟已經到了危機關頭。要避免印尼、泰國式的

經濟崩潰和社會動亂，就不能圖「自由經濟」的虛名。



566 世界是平的嗎？

（一）鏽住「提款機」

金融管理局的「七招」主要功能是，按保證匯率兌入

港元以維持貨幣信心，建立「貼現窗」以增加銀行流動資

金來源。「30 式」分別針對當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期貨

交易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中央結算公司、政

府財經事務局五個機構，提出或重申一些交易規則：嚴打

拋空，嚴格執行 T + 2 結算，對大額持倉戶加強監管，加重

拋空的刑事處罰，嚴防跨市場炒作等。

「七招 30 式」為聯繫匯率機制增加了摩擦。譬如，

最重要的貼現窗制度，以前，港幣的流通量由市場調節，

一旦港幣供不應求，短期拆借利息昇高；銀行會用手中的

美元向金管局兌換港幣，賺取高利息；結果，市場上流

通的港幣增加，拆息自然回落。這就是所謂「自動修復機

制」。換言之，如果摩擦係數為零，交易速度無窮大，市

場匯率永遠恆等於 7.8。這一流程的缺陷在於，如果港幣供

應在短期內急劇減少，會把短期拆借利息拉得很高（譬如

1997 年 10 月的近三百釐），給市場造成極大衝擊。貼現

窗為銀行提供了除美元以外，用外匯基金票據和債券作抵

押，向金管局拆入港幣頭寸的途徑。金管局決定貼現窗基

本利率，從而調節短期拆借市場利息。

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炒家的「提款機」，根源是聯繫

匯率機制。亞洲貨幣普遍貶值，7.8 兌一美元的港幣一直

處在「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境地。信用信用，信就有

用，不信就沒用。只要港幣一枝獨秀，炒家就可以通過衝

擊港元，抽高利息，使股市「多方」不能輕易補充資金增

援，狠砸股市現貨，然後從期指空倉交割獲利。需要說明

的邏輯是，在這個「提款」過程中，炒家在外匯市場的交

割是賠錢的。只要港府的雄厚外匯儲備不告罄，7.8 的匯率

是不會改變的。問題的焦點是抽高利息，使股市「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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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資金增援，狠砸股市現貨。「七招 30 式」不僅緩解了

港幣利息被抽高的壓力，而且限制了期指和股市現貨的拋

空活動，雖然沒有在根本上改變香港貨幣和金融市場的運

作機制，卻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提款」程序的摩擦。倘

若有了「七招 30 式」的摩擦，國際炒家還要來衝擊「提

款」，香港當局還可以繼續增加「八招 40 式」，「九招 50

式」，「十招 60 式」⋯⋯一直增加到炒家可能的衝擊強

度減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換句話說，這些政策組合的邏

輯，是為國際資本流動製造摩擦，直到摩擦大於資本流動

的動能，使可能造成傷害的資本很難自由流動為止。

（二）入市不出，控制股市

1998 年 10 月 26 日，新成立的外匯基金投資公司首次公

佈，特區政府在 8 月底入市購買藍籌股，共動用了 1181億

港元。32 值得說明的是，香港股市市值兩萬多億，大股東

和策略性投資者所持股份，實際上流通性是很差的。真正

在市場上天天交易的股權，僅僅是兩萬億市值中的很小部

分。實際流通的股權有多少，業界沒有準確說法。有人估

計只有三千多億港元，也有說四千多億。33 百富勤研究部

計算，總股份減去第一大股東和策略性投資者所持股份，

恆生指數 33 支成份股理論上的「流通股」比重為 60％。

33 支恆生指數成份股市值佔香港股市總市值的 70％ 以上，

這類大公司的「流通股」比重一般較大，所以，理論上

60％ 的「流通股」，可以反映香港股市「流通股」比重

的上限，說香港股市最多有 1.6 萬億「流通股」。相反，

較極端的例子是中國電信（941）（現已改名為「中國移

動」），按照百富勤的計算方法，中國電信的「流通股」

只佔其股票市值的 13.6％，其中香港政府持股佔去 4.8％，

其他散戶手裡一共只有 8.8％ 左右。如果按中國電信 13.6％



588 世界是平的嗎？

「流通股」的案例外推，香港股市 2.7 萬億市值裡，「流通

股」才 3672 億。無論實際「流通股」是 1.6 萬億的上限還是

3~4 千億的下限，港府手中市值 1600 億「流通股」股權，

已經使政府成為股票市場上的最大玩家，是勿庸置疑的。

倘若流通股數量相對固定，港府大舉入市，而且宣佈

暫時不吐出來，等於把香港股市流通規模硬是縮小了一千

多億。股市「池子」小了，旦凡有人入市，股票價格自然

容易上昇。一方面，倘若少量炒家搗亂拋空，港府再收一

些，照樣能讓小股敵人血本無歸。另一方面，倘若入市人

過多，股市重新熱得過火，港府則能相機「淡出」；大賺

一把是小菜一碟，主要是調節股市溫度。簡單地說，1600

億股票攥在手裡，使港府對股市的調節能夠收發自如，低

入高出，有如中國傳統的糧食「平糶」制度。

一頭是「七招 30 式」的摩擦，一頭是現貨市場上的

「平糶」，兩頭一擠，「提款機」就鏽住了。一場惡戰之

後，炒家損兵折將。面對鏽住的「提款機」，已經不容易

下口了。香港市場轉變成為港府主導的一統天下：按照

港府的意願，利息不可能飆昇或高居不下；按照港府的意

願，股市大趨勢是只能上不能下。利息低，股市好，自然

扭轉了錢市、股市和樓市一路下滑的正反饋循環。香港經

濟似乎跌過了谷底，開始向上爬行？

（三）擴大財政支出，同時穩定房地產市場

曾蔭權估計，政府 1998~1999 財政年度的各項刺激經

濟措施，包括一攬子減稅計劃，總值超過 GDP 的 3.5％；隨

後的五年，「將有 2.35 千億港元的基建投資」。34 董建華

在《施政報告》中估計，以鐵路和公路為主的大型基建項

目，可以在幾年內帶來近四萬個就業機會；另據估計，整

個計劃可以在 18 個月中創造 14 萬就業崗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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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穩定房地產價格的措施則包括：（1）8.5 萬套住

宅計劃照樣實施，（2）土地照推，（3）立即停止出售公

屋政策，（4）立即停止夾屋建屋計劃，改由私人發展商經

營。36

增加財政支出的結果是赤字增加。1998~1999 財政年

度，上半年的財政赤字高達 426 億港元，11 月的預計是

全年赤字達到五百億。這個數字遠遠大於原來全年赤字

二百億的預計。37 公佈這個超預算一倍多的數字，可以解

讀為香港政府擴大財政支出挽救經濟的決心。

（四）實現「卻賊」目的，港幣高估沒有解決

香港政府打贏一場惡戰後，「七招 30 式」鏽住「提

款機」；入市而不出，順便控制了股市；同時擴大財政支

出。三個方面的政策組合，不僅使國際炒家知難而退，而

且把風雨飄搖的香港經濟基本穩定下來，扭轉了錢市、

股市和樓市一路下滑的正反饋循環頹勢。鏽住了「提款

機」，聯繫匯率制度邏輯上沒有根本改變。38 雖然有自由

主義經濟學家和西方媒體七嘴八舌，種種責難，政治上，

沒有像馬來西亞實行外匯管制那樣付出鉅大代價。

留下的問題是，7.8 的聯繫匯率，港幣依舊在亞洲「一

枝獨秀」。港幣的明顯高估，拖累了旅遊業和進出口的復

甦。香港經濟疲弱，又難以給過高的幣值更多支持。

3.5	 沒有新外資進入，香港經濟難有起色

（一）香港經濟壞不到哪去

試想一個賭場，莊家突然下場豪賭，打得賭客人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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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緊接著，一方面，改變了賭博規則；一方面，莊家攥

著大把籌碼不走了，拉開架式等著賭客接著來⋯⋯這樣的

賭場還能開下去嗎？

港府入市不出，成了股市上最大的玩家。股市上無論

作「多」作「空」，必須小心看港府的眼色行事。1600 億

股票在手，不要說行動了，一個謠言，就能使多少人頃刻

間傾家蕩產。股市本來就無規律可言，再加上一個莊家入

市不出的因素，盈虧生死全在港府政策制定者一念之間。

這樣的股市，就是往上走到兩萬點、三萬點，又能吸引多

少「長駐」外資呢？

1996 年，香港 GDP 的 85％ 是服務業。其中 75％ 左

右是為外資服務的服務業。香港錢市、股市、樓市三者關

係本身，不能單獨說明經濟的好壞；三者之間的正反饋循

環，往下走也好，向上走也好，其邊界或盤子的大小，在

很大程度上，由外資的多少、外資的流入流出來決定。而

外資的去留，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香港的成本變化。因

為很大部分外資是為了內地的生意而來、而留在香港的。

到 1997 年 5 月底，設在香港的 964 家跨國公司的地區總

部，經營範圍局限在香港和內地的居然佔 39.4％，包括香港

和內地的佔 94.2％，幾乎全部不是專門在香港賺錢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內地的外資並沒有撤走。而且，由

於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等體制因素，這些外資也不是想走就

能拔腿就走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從 80 年代初到 1997年，

內地累計吸引外資 2400 億美元，一多半是「港商」的直接

投資；餘下不到一半，經常與香港具有各種特殊聯繫，譬如

總部設在香港、在香港融資等等。39 在這個意義上說，香港

資本自由流動的摩擦再增加，體制條件再退化，也比深圳、

上海、廣州強。只要內地的外資不撤，甚至還有增加，香

港作為為這些外資服務的「金融中心」，地位就不會降到哪

去，香港經濟的蕭條自然有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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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香港經濟的繁榮，全靠香港的制度優越，那麼，

經過莊家下場和改變規則的政策組合，外資必然大規模撤

走，搖搖欲墜的香港經濟勢必崩潰。所幸的是，香港經濟

本質上不全是賭場。一部分純粹賭博的短期「熱錢」勢必

撤走，但是，相當部分長期投資不會馬上回家。特別是以

香港為橋頭堡投資內地的外商，更不會輕易離開香港。換

言之，在內地 2400 億美元投下去、走不了的外資，成了香

港手裡的「綁票」。短期投機「熱錢」走得再多，新加坡

再搶生意，只要內地這 2400 億美元外資走不了，只要到內

地投資還有希望，香港當局就有把握採用激烈手段和政策

組合，鏽住「提款機」。只要內地的外資不撤，香港經濟

壞不到哪去。

那麼，國際炒家從此消遁，金融風暴從此煙消雲散，

香港經濟從此復甦？

（二）香港經濟好不到哪去

香港政府的政策組合，人為改變了股市、樓市和錢市

的下行方向，代價是部分外資離港。於是，一時間股市、

樓市回昇；其它實質經濟指標持續下降。兩方面呈現一上

一下的反方向逆行。

1、銀行不合格貸款增加，通貨緊縮

1998 年上半年，上市銀行不合格貸款平均為 2.6％，

當時的估計是年底昇到 3.8％，房地產抵押貸款以外的不

合格貸款可能達到 5.57％。佳信證券預測：越來越多的中

小型公司倒閉，加上失業率持續上昇，會使貸款拖欠情況

增加。少數銀行，譬如中信嘉華的壞帳比例已經不容樂觀

（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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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香港銀行不合格貸款情況預測，1998~1999	年（％）

銀行

佔總貸款比率 佔非房地產抵押貸款的比率

1998 上半年
實際數字

1998 年 1999 年
1998 上半年
實際數字

1998 年 1999 年

匯豐控股 2.63 3.36 4.56 3.5 4.32 5.84

匯豐 1.68 2.6 5 2.6 3.97 7.65

恆生 1.77 2.98 5.42 3.41 5.41 8.41

東亞 2.4 3.7 6.15 4.12 6.12 9.12

道亨 1.69 3.28 5.98 2.32 4.32 7.32

大新 0.92 2.35 4.96 1.48 3.48 6.48

中信嘉華 7.47 7.92 10.43 9.13 10.13 13.13

平均 2.66 3.8 6.32 3.84 5.57 8.68

資料來源：〈佳信證券睇淡香港〉，《東方日報》1998 年 10 月12 日。

為此，銀行必須更嚴格地審核貸款。結果是貸款額減

少，通貨緊縮。8 月的新增房地產抵押貸款比 7 月大幅度

減少。40 新樓的減價戰，使二手樓市場成交劇減，幾乎陷

於癱瘓。41 客戶劇減，地產經紀競爭激烈，推出幾十套新

房，可以吸引兩、三百個經紀來搶客戶，甚至在賣樓現場

大打出手。42 雖然股市大決戰後房地產價格有回昇跡象，

但貸款額跌到 1995 年 2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43  1998 年第三

季度總體貸款額比第二季度進一步下跌 1.9％，比 1997 年同

期減少 3.5％。44 房地產抵押和總體貸款減少，直接影響房

地產市場。

2、房地產景氣前景不明朗

銀行收縮信貸，迫使地產商賣樓套現。不斷有地產商

低價甚至虧本價售樓，45 還有的推出「跌價補償」計劃和

「昇值保證」計劃促銷。46 結果是排隊買樓的「人龍」再

次出現，但是，人們對市場前景仍不樂觀。47

3、消費持續銳減，失業率持續陡昇

在鉅額財政支出背景下，1998 年 8 月，香港綜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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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數昇幅（通貨膨脹率）降到 2.7％，是自 1981 年有統

計數字以來最低的。通貨膨脹率持續下降，使實質利率

上昇到 7.3％ 高位。48  9 月份通貨膨脹率只有 2.5％，再創

新低，使實質利率在銀行公會減息 0.25％ 以後，仍然高

達 7.25％。49 實質利率上昇，投資成本大增。銀行手中積

累了大量存款，卻不敢輕易貸出。50 缺乏資金的企業經營

困難，後果是企業破產清盤增加，失業率上昇。51

1998 年 6~8 月的失業率達到 5％，創 15 年來新高，52 

當時有預測是年底昇至 5.6％。53 企業為降低成本而減薪一

浪接著一浪。54 市民收入減少或預期將來收入會減少，因

此減少消費，增加儲蓄。55 結果是零售業銷售總值連續八

個月大跌，8 月份竟比 1997 年同期跌了 20％，下跌幅度是

有政府統計數字以來最大的。56 香港市民減少支出，不僅

體現在零售市場，更體現在房地產市場上，推遲或取消了

買樓計劃。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很難真正改變疲弱的趨

勢。

4、刺激景氣的政策空間狹窄

聯繫匯率紅旗不倒，利率就不可能真正成為宏觀景

氣調節的主要手段。貨幣供給不能收發自如，只有在財政

支出一個方面動腦筋。然而，8.5 萬套住宅計劃直接影響

房地產價格，對樓市、股市和錢市的「正反饋」產生下行

壓力，與刺激景氣的政策取向相抵牾。香港素以稅收低而

聞名於世。減稅等財政手段，已有的空間本來就不大。當

然，香港當局推出的一系列財政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緩解蕭條。57 但是，必須面對的現實是，要想根本改變股

市、樓市和錢市循環加速的下行方向，香港經濟當局恢復

景氣的政策空間極為狹窄。譬如說穩定房價，1998 年底，

一些地方的酒店價格已經低於相應住宅的租金。北角、尖

沙咀一帶不少四星級酒店，標準間的價格降到 600~800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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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天，有的還包括早餐和報紙。一套比較像樣的七百平

方呎的公寓，月租要 1.5~2 萬港元。極端地說，長此以往，

房價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買房、租房就不如乾脆住酒

店了，價格差不多，還有人每天疊被子、換床單。所以，

從邏輯上說，為外資服務的經濟性質決定了，香港經濟的

持續繁榮，超出了本地宏觀政策調節的範疇。

（三）沒有新外資進入，香港經濟難以走出困境

1998 年第二季度，香港 GDP 比 1997 年同期負增長

5.2％，58  三季度成了－7％。香港政府急忙把全年預測從 

－4％ 進一步調低成－5％。59 說到底，香港政府的已有政

策組合，不足以使香港經濟重新繁榮起來。鉅額的財政一

次性支出，不足以抵償部分外資撤走對經濟運行造成的損

失。香港經濟靠內地和外資吃飯的本質決定了，只要沒有

新的外資大批湧進，走出困境、重新繁榮就無從談起。

（四）由內地全力支持的經濟復甦

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風口浪尖上，紅籌股的大規模注

資、重組，配合香港政府穩定金融市場、使金融危機不再

「骨牌效應」地蔓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與 1997 年的高

峰相比，截至 1998 年 8 月 14 日，紅籌指數下跌 86％，有 20

支主要紅籌股的價格下跌超過 90％。「要不是企業背後的

政府支持，任何西方私營企業，股票價格陡然下跌 90％ 以

上，居然還能掙扎著活過來，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奇蹟。」

僅粵海一家，廣東省政府就給重組注資高達 20.1 億美元，

幾乎等於所有債權人的削債總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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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香港金融風暴中紅籌股慘跌，1998	年	8	月	12	日
（港元，按跌幅排列）

順序 電腦代碼 股票名稱
1998 年 8 月12日

收市價
1997 年 3 月
以來最高價

跌幅
�%�

1 0152 深建國際 0.104 2.725 96.18

2 1208 東方鑫源 0.161 3.00 94.63

3 0263 保興投資 0212 3.25 93.48

4 0230 東方有色 0.28 4.225 93.37

5 1058 粵海製革 0.25 3.725 93.28

6 0103 首長寶佳 0112 1.65 93.21

7 0340 廣信企業 0.44 6.15 92.85

8 0257 光大國際 0.66 9.10 92.75

9 0119 新海康 0.78 10.542 92.60

10 0183 嘉華銀行 1.93 24.20 92.02

11 0730 首長四方 0.30 3.65 91.78

12 0203 駿威投資 0.255 3.10 91.77

13 0218 申銀萬國 0.38 4.375 91.31

14 0256 光大科技 0.54 6.20 91.29

15 0270 粵海投資 1.10 12.30 91.06

16 0165 光大控股 2.325 25.60 90.92

17 0521 首長科技 0.255 2.725 90.64

18 0031 航太科技 0.69 7.10 90.28

19 0697 首長國際 0.285 2.90 90.17

20 0688 中國海外 0.68 6.75 89.93

21 0291 華潤創業 4.725 39.20 89.80

22 0135 中國石油 0.63 6.10 89.67

23 0392 北京控股 6.85 65.00 89.46

24 0124 粵海啤酒 0.35 3.275 89.31

25 0268 鵬利國際 0.495 4.625 89.30

26 0308 香港中旅 0.69 6.40 89.22

27 1199 中遠太平洋 2.075 19.20 89.19

28 0123 越秀投資 0.53 4.90 89.18

29 0222 閩信集團 0.60 5.292 88.66

30 0604 深業控股 1.40 12.20 88.52

31 0382 國信華凌 0.23 1.95 88.21

32 0349 友聯銀行 3.325 27.90 88.08

33 1203 廣南（集團） 1.71 13.60 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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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電腦代碼 股票名稱
1998 年 8 月12日

收市價
1997 年 3 月
以來最高價

跌幅
�%�

34 0144 招商局國際 3.50 26.70 86.89

35 0418 方正（香港） 1.38 9.10 84.84

36 1093 中國製藥 0.495 2.95 83.22

37 0363 上海實業 10.20 60.00 83.00

38 0409 四通電子 0.51 2.825 81.95

39 0267 中信泰富 9.70 53.25 81.78

40 0506 中國食品 1.85 6.90 73.19

41 1052 越秀交通 1.39 5.10 72.75

42 0818 粵海建業 0.91 3.225 71.78

43 0154 北京發展 1.21 3.925 69.17

44 0318 五豐行 4.75 13.80 65.58

45 0992 聯想集團 1.70 3.825 55.56

46 0941 中國電信 9.00 16.80 46.43

資料來源：王小強、劉冰、梁曉：〈香港到了危急關頭〉，粵海金

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 229~230 頁。

在「香港經濟好不到哪去」的邏輯下，從表~11 可以

看到，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香港人均 GDP 大幅下跌。只有

2000 年的高科技泡沫，才帶動了一年的增長。高科技泡沫

的破滅和「非典」的衝擊，更讓香港經濟雪上加霜。

2003 年，內地先後開發了「個人赴港澳自由行」，簽

訂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內地企

業也掀開新一輪的海外上市熱潮。正因為內地金融業至今

未完全開放，人民幣的資本項下可兌換也未放開，有這樣

一個鉅大的、金融業還很受限制的經濟實體作為後盾，香

港可以再次發揮橋頭堡作用，經濟在金融業的帶動下漸漸

回復上昇軌道。2002~2005 年，香港新上市公司 315 家，

其中 47％ 為內地相關公司，包括 H 股國有企業、H 股

內地民營企業、紅籌公司及非 H 股的內地民營企業。

2006 年 10 月，全球最大集資額的工商銀行也選擇了香港上

市，使香港新股集資額更上一層樓，全年達到 427.2 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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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超越紐約，全球排第二。61 截至 2007 年 7 月 31 日，香

港股市市值約 17.3 萬億港元，其中中資股（國企及紅籌）

市值 8.4 萬億元，佔港股總市值的 48％；以成交量計算，

2007 年 1~7 月，港股每日平均成交 632 億元，中資股的成

交佔了 46％。62

2006 年，香港人均 GDP 21.5 萬港元，終於回昇到 1997

年水平。63

表~11：香港的	GDP	增長率和失業率，1997~2006	年（％）

年份 人均 GDP 變化幅度 失業率

1997  10.1 2.2

1998 －6.1 4.7

1999 －2.9 6.2

2000   2.9 4.9

2001 －1.9 5.1

2002 －2.1 7.3

2003 －3.2 7.9

2004   3.8 6.8

2005   6.6 5.6

2006   5.9 4.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表~30：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內

含平減物價指數及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http://www.

censtatd.gov.hk/showtableexcel2.jsp?tableID=030&charsetID=2）；

〈表~6：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字〉（http://www.

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

jsp?tableID=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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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每年都推出年度全球「經濟自

由度指數」評估報告，2007 年 1 月，香港擊敗競爭對手新加坡，

連續第 13 年在十個評比項目中拿下六個項目的頭名（段聰聰：

〈經濟自由度香港第一〉，《環球時報》2007 年 1 月 19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70119/10443263272.shtml）。
2  曹仁超：〈投資者日記〉，香港《信報》1997 年 10 月 28 日。
3  〈1996 年中以來信心最低點，逾三成人擔心經濟更差〉，《苹

果日報》1997 年 10 月29 日；吳國強：〈金融風暴影響信心，

逾半被訪者對樓市股市悲觀〉，《新報》1997 年 10 月 30 日，

第 A1 頁。
4  〈樓市旺丁未旺財〉，《香港經濟日報》1997 年 11 月 17 日；

〈三大發展商料年底前樓價跌一至二成〉，香港《信報》

1997 年 11 月 17 日，第 5 頁；〈多家銀行按揭息率昇至 11 釐或以

上〉，香港《信報》1997 年 11 月 7 日，第 2 頁；〈股災後大型

屋村轉售為租增多〉，《新報》1997 年 11 月 5 日，第 B 12 頁。
5  〈日資銀行紛紛刪削海外業務，駐港分支醞釀大撤退〉，《新

報》1998 年 2 月 12 日，第 B1 頁；〈日資銀行收縮香港借貸業

務〉，香港《信報》1998 年 2 月 13 日，第 4 頁。
6  譬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1998 年 4 月 9 日預測，在 4.3％ 的

通貨膨脹率下，香港 1998 年只有 0.9％ 的經濟增長。雷曼兄弟

1997 年 10 月預測香港 1998 年經濟增長率 6％，1998 年 1 月修改

成 0.5％（〈中銀調低今年經濟增長至 3.2％〉，香港《信報》

1998 年 3 月 30 日，第 4 頁；〈日大幅調低亞經濟預測〉，《香

港經濟日報》1998 年 4 月 1 日，第 A18 頁）。1998 年 6 月，不

少著名證券公司繼續調低對香港經濟增長的預測，由正轉負。

譬如，CS 第一波士頓將原來增長 2.2％ 的預測調整為 －3％，

高盛從原來的 1.3％ 調整成 －2％，和昇從原來的 －1.9％ 調整成 

－2％，發展從原來的 1 .5％ 調整成－1.5％，BNP 從原來

的 1.1％ 調整成－2％，高誠從原來的 1.3％ 調整成 0％，怡富 

－2％。只有摩根斯坦利仍舊保持原來增長 2％的預測不變（《明

報》1998 年6 月 2 日）。
7  房地產佔 31.1％，金融企業佔 23.2％。
8  1997 年第三季度，地產總放款佔香港所使用貸款的 43.3％，其

中 23.2％ 為住宅樓宇抵押貸款，20.1％ 用作地產發展及投資（香



699第三章 香�：「鏽住提款機」

港財經事務局：《金融市場檢討報告》，第 30 頁）。
9  香港財經事務局：《金融市場檢討報告》。
10  香港財經事務局：《金融市場檢討報告》，第 71~72 頁。香港當

局建議：「保障非投機者免受短期利率波動之苦的方法之一，是

鼓勵他們以定息借貸」。然而，1997 年 10 月一天時間，隔夜拆

借利率從九釐昇到 280 釐。利率可以 30 倍地大幅度地波動，用

「定息借貸」，機會成本有多高，一目了然。
11  偏離的部分，邏輯上，反映的不過是香港金融管理種種附加措施

造成的摩擦成本。
12  香港財經事務局說：「事實上，貨幣發行局制度的自動調節功能

並不在於現鈔套戥機制。而是上文第 3.30 段提及的利率調節機

制。10月事件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金管局沽美元，並買入銀

行向金管局拋售的港元。在結算這些外匯交易時，金管局自有關

銀行的結算帳戶扣除有關款項，於是銀行同業市場便出現流動資

金短缺的情況。確切地說，流動資金短缺是因為銀行體系向金管

局出售港元，而並非金管局造成的。銀行同業拆息因此而大幅攀

昇，是貨幣發行局制度的自動調節機制的重要部分，事實證明這

是令匯率回復穩定的有效辦法。」（香港財經事務局：《金融市

場檢討報告》第 17 頁）
13  John Ridding：“Tung pledge  on  link with US$”，Financial 

Times，1998 年 6 月 11 日，第 4 頁。
14  財經事務局估計，「1998 年貸款增長會大幅度放緩至約 10~ 

15％」（香港財經事務局：《金融市場檢討報告》第 28 頁）。

現在看，這個估計還是樂觀了。
15  Louise  Lucas 和  John  Ridding：“Hong Kong's  Li  catches  rivals 

on hop with $277m loan coup”，Financial Times，1998 年 6 月 12

日，第 25 頁；〈銀團貸款今年大幅度收縮〉，《明報》1998 年

4 月 23 日；〈銀行爭奪存款削減息空間〉，《明報》1998 年 5 月

11 日。
16  香港財經事務局：《金融市場檢討報告》。
17  數據來自西班牙投資證券（Santander  Investment Securities）的

一項調查（〈西班牙投資指港聯匯非不可侵犯〉，香港《信報》

1998 年 6 月 1 日，第 4 頁）。
18  IMF 研究部副主任李富明說，到 1998 年 4 月，人民幣的實際匯

率（以中國外貿籃子比重計算）已經昇值 6％ 左右，港幣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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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昇值 14％（〈國基料亞洲經濟明年輕微復甦〉，《明報》

1998 年 4 月 28 日）。林行止推算，按購買力平價，7.8 的港幣高

估 60~65％（林行止：〈財力厚植政策正確，復甦不難〉，香港

《信報》1998 年 6 月 1 日，第 14 頁）。
19  〈經濟前景探索〉，《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5 月 25 日，第 A4

頁。
20  〈三月酒店入住率跌幅擴大〉，《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5 月

12 日，第 A13 頁。
21  1998 年中已有 11 個項目不得不暫時「擱置」（〈梁振英測量師

行研究顯示酒店房間未來供應增〉，《大公報》1998 年 5 月 19

日）。
22  1998 年第一季度，香港失業率已達 3.9％，為 15 年來最高水平。

與房地產聯繫緊密的建築等行業的失業率，從 1997 年的 3.3％ 上

昇到 5.6％（〈恆生指樓價下跌致負財富效應〉，香港《信報》

1998 年 6 月 2 日，第 3 頁）。
23  〈美元存款去年昇 17.7％，港元存款僅增 9.8％，反映信心受影

響〉，《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4 月 28 日，第 A3 頁。
24  〈穆迪料本港 1998 年經濟增長僅 2.4％〉，香港《信報》1998 年

5 月 2 日，第 2 頁。到 1998 年 4 月底，港幣儲蓄佔總儲蓄的比

例才回昇到 57％，比例與 1997 年同期持平（John Ridding：

“Hong Kong braces  itself  for  full-blown  recession”，Financial 

Times，1998 年 6 月 4 日，第 4 頁）。
25  數據來自西班牙投資證券（Santander  Investment Securities）一

項調查（〈西班牙投資指港聯匯非不可侵犯〉，香港《信報》

1998 年 6 月 1 日，第 4 頁）。
26  John  Ridding：“Hong  Kong  braces  itself  for  full-blown 

recession”，Financial Times，1998 年 6 月 4 日，第 4 頁。
27  其中呆置貸款率最高的前五個行業為鐘錶（60％）、貿易

（52％）、零售（49％）、航運（36％）和工業（28％）。住

宅抵押貸款佔 520 家上市公司用貸款總額 26％，呆賬率為 3％

（〈高盛估計呆置貸款率昇至 8％〉，香港《信報》1998 年 6 月

5 日，第 4 頁）。
28  〈入市慘勝，慎防大敗〉，香港《信報》1998 年 8 月 28 日，第 1

頁。
29  Swewart Oldfield 和 Peter Chan：“HIS  rally  fails  vit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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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8 年 8 月 27 日。
30  〈量子基金經理沽空港股，索羅斯副手：港府必敗〉，《香港經

濟日報》1998 年 8 月 28 日，第 A 3 頁。
31  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甚至預測，到 1999 年第一季度，恆生指數

會昇到一萬三千點（〈大摩料明年首季恆指見萬三〉，香港《信

報》1998 年 11 月 6 日）。
32  〈港府 8 月用逾千一億購藍籌股，國基會表態支持唯盼勿屢入

市〉，香港《信報》1998 年 10 月 27 日，第 2 頁。
33  1998 年 10 月 30 日，香港股市總市值 2.72 萬億港元（《香港經濟

日報》之《投資理財週刊》，1998 年 11 月 2~8 日，第 53 頁）。
34  〈曾蔭權預料香港經濟兩年內復甦，逾總產值 3.5％ 刺激經濟措

施將奏效〉，香港《信報》1998 年 11 月 5 日，第 4 頁。
35  〈董建華：群策群力，轉危為機 — 98 / 99 施政報告〉，《東方

日報》1998 年 10 月 8 日，第 A 28 頁；John Ridding：“Territory 

seeks  to  create  jobs”，Financial Times，1998 年 6 月 4 日，第

4 頁。
36  〈四招穩定樓市救經濟〉，《香港經濟日報》1998 年 6 月 3 日。
37  〈上半年財赤達 426 億元〉，香港《信報》1998 年 11 月 2 日，

第 2 頁。
38  正因為聯繫匯率邏輯未改，香港經濟越來越的正反饋循環仍在，

2007 年 10 月起，隨著美元持續貶值，國際熱錢湧入香港，借機

造謠炒作港幣兌美元昇值脫鉤。與 1998 年同樣的邏輯，反向操

作，造成的結果是港股持續上昇、樓市持續上昇，資產泡沫日趨

明顯。金管局面對另一種考驗，不得不多次大手入市買美元沽港

元（〈亞幣強勢日顯，捍衛聯匯有價〉，香港《信報》2007 年

11 月 3 日，第 2 頁）。
39  1979~1997 年，中國內地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外商直接投資

及其它投資合計 2322.21 億美元（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8》

第 637 頁計算）。1990~1997 年的外商投資總額 2137.57 億美

元，港澳資本 1150.9 億美元，佔 53％（澳門資本僅佔很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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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油價格從 2004 年第三季度起不斷上昇，10 月

首次突破每桶 50 美元水平。1  2005 年 8 月 29 日，颶風卡

特里娜吹襲美國墨西哥灣，油價一度上昇到每桶 70 美元。

2006 年 7 月，油價曾「高燒」到每桶超過 78 美元。短短兩

年半時間，原油價漲了一倍以上。而且，油價上漲的大趨

勢還沒完，經過了 2006 下半年的下跌，2007 年 10 月已經超

過 90 美元，正向一百美元大關高歌猛進。

圖~5：國際原油價格變化（WTI	Spot	Price），2004 年 1	月~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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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年度增加戰略石油儲備

0 4 年 7 月 30 日紐約

原油 9月期貨高位 曾

見每桶 43.85 美元

04 年 11 月初美國

總統選舉，市場憂

慮新任總統改變石

油政策造成油價急

04 年 3 月 24日白宮發言人麥克萊

倫回答傳媒問題時，指美國不會

因油價高昂而終止建石油儲備

04 年 9 月 22 日紐約商品期貨

交易所的能源期貨創下 64 多
萬張的單日成交量

05 年 6 月 7 日中海油

宣佈考慮收購尤尼科

05 年 4 月底伊拉克新政府組成，

首都巴格達發生多宗炸彈襲擊

05 年 8 月 8 日美國總統喬治布什簽署經

國會通過的《能源政策法案 2005 》，

將戰略石油儲備量上限提昇至一億噸

05 年 8 月 29 日颶風卡特里娜吹

襲墨西哥灣，令產油設施癱瘓

 06 年 8 月 7 日油

價高見 77.05 美元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網站（http://tonto.eia.doe.gov/

oog/ftparea/wogirs/xls/psw14.xls）。

4.1	 石油，不全是經濟

2005 年前後，不少分析認為，油價上昇的原因是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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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美國主流媒體散播「中國威脅論」的同時，把中國

石油需求增長推動油價上昇，當成順理成章的說法。2005

年 7 月，美國能源部副部長在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上作證

時也表示，中國的能源需求增長，佔 2004 年全球原油需求

總增長的三分之一。這部分需求增長，把世界原油生產的

剩餘部分吞沒了，從而降低了市場承受生產波動的能力。2 

2004  年，中國原油消費總量比 2003  年度增長了

15.8％，在全球各國的原油消費增長中一枝獨秀，助長了

「中國威脅論」者將油價飆昇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的說法。

但是，石油供需與價格變化的數據，不支持油價與供需之間

的必然聯繫。圖~6 是長期石油生產量、消費量與油價的對

比，圖~7 是石油的生產~消費量差額與油價的關係。

圖~6：國際原油價格與石油生產量、消費量的關係對比，197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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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石油生產數據包括原油、頁岩油、油砂和液化天然氣（NGLs）。

石油消費數據為（各國）國內需求加國際航空、海運燃料倉儲、精煉

廠燃料和損耗。

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網頁中註明石油需求和消費數據可以互相替

代使用。

資料來源：BP 2006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以下項目除

外：2006 年原油價格、2006 年原油供應及消費數據，摘自美國能源資

訊署（EIA）網頁，按 1 噸 = 7 桶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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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國際石油生產~消費量差額與油價的關係，197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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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P 2006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以下項目除

外：2006 年原油價格、2006 年原油供應及消費數據，摘自美國能源資

訊署（EIA）網頁，按 1 噸 = 7 桶換算。

從圖~6 看，除了 80 年代初石油生產曾一度下降外，

1986~2005 年上半年一直維持著穩定的增長；在圖~7 中則可

以看到，石油的生產量與消費量基本能夠保持平衡並略有盈

餘，而且生產~消費量差額與油價沒有明顯可見的關係。

若進一步用以上的數據繪畫一幅離散係數圖

（圖~8），以分析石油消費量與油價的關係，可以看到，

兩者的相關係數為 0.61：

圖~8：國際石油消費量及油價散佈圖，1970~2006	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2
00

14
00

16
00

18
00

20
00

22
00

24
00

26
00

28
00

30
00

32
00

34
00

36
00

38
00

40
00

百萬噸

美元/桶

回歸線



799第四章 石油：不全是經濟

另外，若比較油價與石油生產~消費量差額的關係，結

果是相關性更不明顯：

圖~9：國際石油生產~消費量差額與油價散佈圖，197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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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的數據分佈情況，顯示出油價並不像美國能源部

所說，跟隨石油生產~消費量差額而變動。油價與石油生

產~消費量差額兩組數據的相關係數為 0.0063，若要以此作

為油價變動的主因，顯然缺乏說服力。

因此，純粹的經濟分析給不出合乎邏輯的解釋，2005

年底的油價為何比 2003 年底上昇近九成。3 純粹的經濟分

析也不能解釋，為何從 1992 年起，所謂的「亞洲溢價」可

以默許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向亞洲石油消費國

收取每桶價格高出歐美 1~1.5 美元的「手續費」。2003 年，

中國從沙特、伊朗等中東國家進口原油 2847 萬噸，同年

的平均「亞洲溢價」高達每桶 2.56 美元，所以，僅僅因為

「亞洲溢價」，中國 2003 年進口石油就多付了 5.4 億美元。4  

直到 2006 年，一些大型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為開採

和勘探石油作撥款預算時，只估計油價為每桶 35 美元。5  

2006 年，摩根斯坦利認為，每桶石油的勘探和開採成本超

過了 10 美元，是 1999 年的三倍。6 因油價高漲，一些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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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利可圖而廢棄的老油田現在被二次開發，經過十分繁複

的工序之後，每桶石油的開採成本可以「高達」16 美元。7

在大多數經濟領域已經普遍應用了自由貿易和投

資規則的年代，石油領域是一個極大的例外，而且經

常被外交政策目的所操縱。不管有沒有颶風，油價都

在以加速而不是線性的方式飛漲。8

同理，2005 年，鐵礦砂價格在 2004 年已經上漲 20％ 的

基礎上，一次性暴漲 71.5％，恐怕沒有一位經濟學家能夠畫

出幾家壟斷鐵礦供應企業的成本~效益曲線圖。「反常即為

妖」。明白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事實是，2005 年鐵礦砂新增

需求，90％ 來自中國。9

4.2	 石油資源，有錢買不來

90 年代初中亞石油大發現後，全球石油勘探始終難有

突破。全球油田的產油並不均衡，1％ 最好的油田即佔產油

量的 75％；而 3％ 最好的油田即佔產油量的 94％。要找好

油田非常不容易，所以油井越鑽越深，所以，中國只好努

力研發 1.2 萬米深的鑽井技術。過去，油源主要由西方大型

油公司掌握；如今，西方油公司的「儲備~補回比例」（即

每開採一桶油後補充儲備的比例），已經逐年下降，2001

年是 129％，2006 年只有 87％。油源稀缺問題，已經日漸

表面化。10

（一）中國石油企業走向世界的挫折

從 1993 年起，中國就在全世界找油。據估計，2002 年



811第四章 石油：不全是經濟

中國石油企業在海外的份額油總量，約有二千萬噸。但

是，比起與日俱增的原油進口量，還是微不足道。2002

年，中國原油消費量已達 2.3 億噸，對進口原油的依賴度已

接近 30％。中國石油企業在海外遇到的，更多是挫折：

從東西伯利亞到太平洋的輸油管道，本有中國與俄羅

斯論證談判了十年之久的「安大線」（安加爾斯克~大慶）

方案。2002 年底，形勢卻開始逆轉，日本支持的「安納

線」（安加爾斯克~納霍德卡）後來居上。最終確定的「泰

納線」投資大、見效慢，而出海口正是日本提出的納霍德

卡。

2002 年 12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下稱「中石

油」）收購俄羅斯第九大石油公司 — 斯拉夫油田的嘗試，

以失敗告終。距正式競拍日還有兩天，俄羅斯下院國家杜

馬以 255 對 63 票通過一項決議，不允許任何外國政府控股

的實體參與競拍斯拉夫石油的股權。結果，競拍成交價僅

高出底價 1.6 億美元，即 18.6 億美元。俄羅斯媒體估計，如

果中石油能參與，最後的拍賣價有可能超過 30 億美元。

2003 年 3 月 7 日，中國海洋石油股份公司（下稱「中海

油」）對外宣佈將從英國石油氣集團（BG）手中買下裹海

卡拉干油田 8.33％ 的權益。兩個多月後，受西方五大石油

公司聯手抵制，BG 正式通知中海油，裹海項目的現有股東

決定行使優先購買權，中海油的收購計劃泡湯。同時，中

石化與 BG 的買賣也吹了。

2003 年，中石化和中海油曾聯手競購哈薩克斯坦裹海

地區一處大規模油田的部分股權，結果，西方幾家大型石

油公司又用優先購買權將中國擋在了門外。

在俄羅斯，政府遲遲不肯批准中國希望收購南部靠近

哈薩克斯坦的一家油氣生產廠的計劃。11

2005 年中，中海油又進行了一次引起廣泛關注的海

外收購大演習 — 提出要約以現金 185 億美元併購美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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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石油公司尤尼科。12 最終，中海油還是鎩羽而歸。中

海油遭遇的，除了來自商業對手美國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

龍．德士古的競購，更關鍵的是政治障礙。13 讓中海油不

得不放棄努力的，正是 7 月底獲得通過、8 月 8 日由美國總

統小布什簽署的《2005 年國家能源政策法案》（下稱《能

源法案》）。這個討論時間長達四年之久、長達 1700 多頁

的法案，在最後通過之前增加了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條款

（Sec. 1837）。該條款要求評估和彙報處於增長之中的中國

能源需求，以及這一增長在政治、戰略、經濟或國家安全

方面對美國的影響。14 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可以幾乎無限期

地拖延時間，阻止中海油的收購活動。在美外資企業的行

業團體國際投資組織的麥克萊諾恩說，「任何導致交易拖

延的因素都讓人擔憂，因為處理收購交易時，時間就是金

錢。」15

中海油收購尤尼科，媒體關注，專家評論。通行的議

論是要按「市場規則」，中海油是中國政府控股的國有企

業，先天不足。甚至有人建議，先把中海油改革，與跨國

公司合資，讓跨國公司控股，「市場規則」暢行無阻。這

套市場萬能的議論，在彩電、冰箱等行業或許成立，但用

在深入國際政治的石油資源，肯定似是而非了。

2006 年 6 月，中石化聯手俄羅斯石油公司，以 35 億美

元成功競標烏德穆爾特石油公司（Udmurtneft）96.86％ 股

權。俄羅斯石油市場人士普遍認為這筆交易對俄羅斯十分

有利 — 將一家自己不太需要、正在走下坡路的石油公司高

價賣給了中國人，同時，俄羅斯國有石油公司還保持了控

股地位。7 月，中石油宣佈，在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的上市 IPO 中，獲分配認購五億美元股份；而英國石油

（BP）、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和另一個獨立投資人，

分別獲分配了約十億美元的股份。中石油最初希望投入的

是 30 億美元。「無論交易多麼微小、條件如何複雜，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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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中石化總算是進去了」。16

中國只能算是世界石油爭奪戰中的一個後來者。日本

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石油是其主要能源。17 日本本

土幾乎沒有石油。20 世紀 30 年代末，日本自產的石油僅

佔其全部石油消耗的 7％，餘者全部靠進口，其中 80％ 來

自美國（另有 10％ 來自荷屬東印度群島）。18 二戰期間，

為了安全的石油供應，日本不惜發動珍珠港襲擊，主動對

美作戰。為了確保穩定的石油供應，日本鍥而不捨地在很

多方面進行了嘗試。1967 年成立日本石油公團（准政府性

質的機構），負責日本的海外石油勘查開發事務，並從組

織上、技術上和經濟上對石油跨國公司提供各種優惠刺激

措施，19 鼓勵日本公司獨立開發石油，加強同產油國的聯

繫，幫忙勘探，20 投資建輸油管、碼頭等等。21 然而，所

有這些努力，都沒能改變日本對進口石油的高度依賴。22  

1997 年，日本石油消費的 99.6％ 依靠進口，其中 76.9％

來自中東地區。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多年，始終

沒有買到一家類似尤尼科的石油企業。誰再勸中國領導人

說，石油企業兼併必須遵循「市場規則」，首先得回答，

日本為什麼不能遵循「市場規則」買到足夠的石油資源？

（二）美國控制石油資源和運輸通道

而且，中國石油進口運輸大多依靠遠距離、大運量的

海運，其中約 80％ 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全球主要的海上石

油運輸線路掌握在美國手中。要順利買到石油，是「極其

複雜的國際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問題」。23 想得到石

油，還得看美國臉色。瞥一眼所謂的恐怖分子避難所和敵

對無賴國家分佈地圖，會發現那幾乎就是一幅「世界主要

能源分佈地圖」。2001 年「9.11」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

局剛剛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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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路線」，計劃鋪設穿過阿富

汗的石油管道。「美國控制石油資源並不只是為了滿足本

國消費，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其他重要工業國家，特別是歐

盟、中國和日本，控制石油資源。」24  對波斯灣、伊朗、

裹海盆地的戰略意義，布熱津斯基說得更直接了當：「誰

能在戰略上控制這個地區，誰就有最大的霸權資產。」25

2007 年 2 月，伊拉克內閣提出一項重建國家石油業

的法例草案。弔詭的是，這項草案的草擬者竟然是美國能

源顧問公司 Bearing  Point，2006 年 7 月提交白宮，9 月分

送至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德士古、殼牌和英國石油，

隨後給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7 年初才終於提

交給伊拉克政府。這一項「生產分享協議」（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PSA），讓外國石油公司有權開採、提

煉（和勘探）伊拉克的石油，然後和伊拉克國營石油公司

「分享」。過去，玻利維亞、中東各國、90 年代中期的俄

羅斯，這些當時缺乏財力和技術的國家，都有過類似的與

外國企業合作的協議。但是，隨著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

各國紛紛組織自己的石油開發公司，與外國公司談判新合

約，使這種開採形式大為減少。26 如果伊拉克傀儡政府和

議員們舉手通過，這一項迴光返照的「生產分享協議」，

就將寫入伊拉克法律。2007 年 7 月，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納

爾遜明確說，澳大利亞駐兵伊拉克，主要是為了保障在當

地的石油利益。27  整個過程，足以成為「石油不全是經

濟」的最新註腳。

4.3	 「油價陰謀論」與戰略石油儲備

2005 年下半年油價猛然飆昇，國際上開始出現「陰謀

論」，認為原因不是供求問題而是政治因素。2001 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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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開始增加戰略石油儲備，石油價格則從 2001 年 11 月每

桶 17.45 美元開始上昇，不到四年就超過 70 美元，昇幅三

倍。到 2005 年，美國政府在石油儲備建設中投入了 212 億

美元，其中 75％ 用作購買石油，23％ 是儲存設施建設與

維護，其餘為管理費用。以油價高位時的每桶 70 美元計，

當時的美國石油儲備值 490 億美元。28 這是一項絕妙的投

資，四年時間不到，利潤就能漲到佔本金的 130％。更妙

的是，近年來才開始建戰略石油儲備的中國，只能被迫高

價儲油了。從 2004 年中開始，「美國政府一方面一直在公

開市場上大量買入石油，以增加戰略石油儲備，這又帶動

部分國家和地區效仿美國爭相增加自己的戰略石油儲備；

另一方面，美國能源部又不斷公佈石油儲備減少的資料，

如 2004 年 7 月 14 日公佈數據稱，在截至 7 月 9 日的一週

內，美國原油和汽油商業庫存均有下降，隨後又有三次美

國石油儲備連續下降信息的發佈，刺激國際石油價格連連

上昇⋯⋯石油是美國全球政治利益的主要戰略目標，美國

政治部署和經濟需求使石油戰略籌碼上昇，並成為世界經

濟政治的敏感神經線。」29

「油價陰謀論」並不是現在才有的新論題。俄羅斯

《勞動報》2005 年 8 月題為「石油絆索」的文章說，油價

是美國用來遏制中國這匹經濟「快馬」的「絆索」，而這

手段是故技重施。30  1985 年夏秋之間，兩個新動向使本

來已經奄奄一息的蘇聯經濟，受到休克性的打擊。其一，

是美國推行的「弱美元」政策。因為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

結算，這使得蘇聯的賣油收入減少。不過，對蘇聯經濟真

正的打擊來自沙特阿拉伯。沙特石油大量增產，1986 年

一度接近一千萬桶，使油價從每桶 30 美元跌至最低八美

元。1986 年 5 月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秘密報告以〈蘇聯面

對外匯短缺困境〉為標題，內容提要說，「在能源價格不

振，石油產量走下坡和美元弱勢的處境下，蘇聯購買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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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農產品和工業原材料的能力大減，預料情況不會

在 80 年代結束前有所改善。莫斯科的外匯較往年短絀約

三分之一有多，使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計劃，遭遇困

難。」該報告還引用「油價下降每一美元可引起蘇聯歲收

入減少 5~10 億美元」的事實，得出結論，蘇聯因油價下

跌而每年少收 130 億美元。另外，受弱美元影響的損失，

估計為 20 億美元。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後來接受採訪說，「我們供應沙特阿拉伯武器

的原因之一，是要它壓低油價。」31

這是對付國際石油市場賣方的手段。

現在，中國是國際石油市場的買方。2005 年，中國平

均每天消耗原油約 90 萬噸，每天進口超過 48 萬噸；32 全年

淨進口 1.36 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是 42.9％。33  2006 年，

進口原油 1.45 億噸，創歷史紀錄；進口石油依存度已達到

50％ 左右。按 2005 年進口平均單價計算，2006 年中國為原

油和成品油進口多付了 153 億美元。2007 年上半年，進口

石油近一億噸，再創歷史新高。34 

面對嚴峻形勢，除了努力降低經濟對石油的依存度，

建立戰略石油儲備，是抵禦石油供應中斷、維護國家安全

的大計。35 從 2003 年起，中國開始在大連、黃島、鎮海、

岱山四個沿海地區建設首批戰略石油儲備基地。2006 年 10

月，中國開始向第一個戰略石油儲備基地 — 鎮海基地注入

石油。到 2010 年，將建成相當於 30 天進口量的石油戰略儲

備。國家信息中心經濟師牛犁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每

桶 40 美元的油價是進行戰略石油儲備的較好區間」。36 可

惜，國際油價雖然曾經略為下降，但扶搖直上的大趨勢不

改，2007 年 10 月更突破了 90 美元大關。中國「進行戰略石

油儲備較好區間」，可望不可及了。

當然，鎮海基地的啟用，意味著作為石油消費大國

的中國，終結了沒有戰略石油儲備的歷史，真正意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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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石油儲備全面起步。37  此外，中國現在還盡量在石

油的定價、運輸方面爭取更多的發言權：例如，與美國、

日本、韓國、印度共同討論穩定油價、以「團購」方式獲

取較廉價的石油、以及石油運輸方案等等；又如，籌建巴

基斯坦至新疆的中巴石油管道，取代中國的海上石油命

脈 — 馬六甲海峽。38 這，畢竟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4.4	 東海，並非一般領土糾紛

中國和日本在東海專屬經濟區的界線問題上存在嚴

重分歧。日本認為，應按照兩國海岸線的中間線，來劃分

東海海域日中兩國的專屬經濟區。中國認為，東海海底的

地形和地貌結構決定了，中日之間專屬經濟區界線的劃分

應該遵循「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不承認日本單方面提

出的所謂「日中中間線」。39 因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 76 條規定：「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領海以外，依其陸地

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

床和底土」。按照這一定義確定的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

包含釣魚島所處的海床在內，東海大陸架是一個廣闊而平

緩的大陸架，向東延伸至沖繩海槽。東海海域是中國大陸

架的自然延伸部分，天然地屬於中國。而且，《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還規定，切斷大陸架的標準深度為 2500 米，而

沖繩海槽的深度為 2940 米，是當然的中國大陸架和日本琉

球群島架之間的分界線。按照這個原則，沖繩海槽以西都

是中國的專屬經濟區。40

即便如此，中國目前從事開採的油氣田也全部在 

沒有爭議的、日本也認可的「日中中間線」的中國一側：

「平湖油氣田」距離日本所主張的「日中中間線」一百多

公里；最近的「春曉油氣田」，距離中間線也有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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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41

2004 年，日本政府決定於 7 月上旬派出海洋調查船

隻前往東海海域的「日中中間線」日方一側開展海底資源

的調查、勘探，單方調查東海資源。6 月 22 日，我國當時

的外長李肇星在青島與當時的日本外相川口順子會談時，

建議兩國共同開發海上天然氣，當時負責能源政策的日

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則在國內回應：「我們對中國

的提案不感興趣，在這方面，我們不考慮聯合開發。」

2005 年 4 月，日本經濟產業省開始啟動審批民間企業試開

採東海油氣田手續，7 月，正式批准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海

域的中國專屬經濟區試開採石油天然氣。但「帝國石油」

以安全為由，並未進入實際採掘。12 月，日本海上保安廳

計劃在今後七年裡申請約 3500 億日元（29 億美元），用

於更新巡邏艦隻與偵察機；在此前一天，日本執政的自民

黨內設「海洋權益特別委員會」通過了一份「海洋權益保

護」方面的法案，旨在從法律與執行兩個層面雙管齊下，

在中日東海油氣田爭議中率先下手，借保護調查、勘探作

業為由，對中國施加壓力。42

近年來，日本提出所謂「海洋國家論」。本來，日本

的領土範圍非常小，但是通過 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概念，日

本已經為自己劃定了世界第六位的海洋國家範圍。日本拓

展疆域的手段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43 沖鳥礁距離日本

最近的本土（九州鹿兒島縣）上千公里，不過是一塊網球

場大小的珊瑚礁，海浪大了就找不著了。日本投鉅資用水

泥加固，生怕讓大浪衝跑了，然後硬說是「日本最南端的

島嶼」，是「領土」。如果沖鳥礁是島嶼的話，通過 200 海

里專屬經濟區的概念，其周邊 43 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就成了

日本專屬經濟區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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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釣魚島、沖鳥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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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釣魚島（25o 44 '  N，123o 28 '  E）、黃尾嶼（25o 55 '  N，

123o 41' E）、南小島（25o 43' N，123o 33' E）、北小島（25o  44' N，

123o  33' E）、赤尾嶼（25o  53' N，124o  33' E）位於沖繩海槽（亦稱

琉球海槽）中國大陸架一側。

沖鳥礁（20o 25' N，136o 05' E），日本稱為沖之鳥島，距東京以南

1740 公里，比中國的臺灣島還要靠南。

資料來源：根據以下網址所附地圖翻譯整理（http://cgi2.tky.3web.

ne.jp/~zzh/map.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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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惡化，決不簡單是甚麼參拜不參拜靖國神

社，修改不修改教科書，也不簡單是對歷史的認識問題，

更多的是現實的國家利益。美國的戰略重點，從歐洲轉移

到東亞，需要日本充當遏制中國崛起的急先鋒，這是國際

政治急劇演化的格局調整。45  中國崛起，臺海危機，威

脅日本的石油運輸線安全。在日本對臺獨一貫大力支持的

基礎上，《日美安保條約》演變出《周邊事態法案》，46 

2003 年強行通過「有事三法制」後，進一步繁衍成「有事

十法案」，意味著日本的和平憲法被完全丟棄。47 

東海、釣魚島、沖鳥礁海底蘊藏著鉅大的石油天然氣

資源。據《瞭望》雜誌報道，東海油田蘊含石油 250 億噸、

天然氣 8.4 萬億立方米，按 2004 年中國消耗石油三億噸計

算，東海石油資源可供我國開發利用 80 年。48 如此這般油

氣資源，近在咫尺，是日本多年夢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

國際較量形勢，國內政治需要，讓石原慎太郎大膽公開揚

言，為了東海的油氣資源，不惜與中國一戰！49

美日安保關係變性，中國政府嚴重抗議，日本政

府強硬回應；接著強佔釣魚島；接著在東海爭議區，

驅逐中國調查船隻，授權日本企業開發，外交抗議中

國在自己領海開發；接著決定停止中國軟貸款；接著

直奔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接著石原慎太郎赴沖

鳥島宣示主權；接著提案臺灣居民免簽證永久化；接

著曝光《防衛警備計劃》，渲染 2004~2008 年中國攻

擊日本的三種可能性；接著小泉率大批高官參拜靖國

神社，發誓將自衛隊正名「自衛軍」；接著美日協議

「司令部機能一體化」；接著自民黨通過修憲草案；

接著一定還會有一系列堅決果敢的挑釁行動，故意大

張旗鼓，煽動反華情緒，壓制和平力量，為重新武裝

鳴鑼開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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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據美國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數據，國際原油價格

（以 WTI  Spot  Price作為標準）2004 年 10 月 1 日報每桶 50.16 美

元。整個 10 月份，除 10 月 4 日外，油價都處在每桶 50 美元水平

以上（http://www.eia.doe.gov/emeu/international/Crude1.xls）。
2  這種描述暗示中國對於原油的龐大需求，是 2004 年以來油價持

續上昇的原因（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A Hearing  on China  and  India's  Energy  needs”，2005 年

7 月 26 日）。油價猛漲，與近年來美元持續貶值也有很大關係：

2007 年 11 月 2 日油價昇到 96 美元，看數字是歷史新高；如果按

美元現值計算，1980 年油價已達到過一百美元（至於美元貶值

對其它國家造成的損害，參見本書〈誰來養活美國？〉一章的有

關分析）。
3  2004 年平均油價為每桶 41.5 美元，2005 年則為每桶 56.6 美元，

昇幅達 36.5％。2005 年最後一個交易日（12 月 30 日）油價

為每桶 61.06 美元，比 2003 年最後一個交易日（12 月 31 日）

上昇了 28.55 美元，昇幅 87.82％（數據來源：美國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http://tonto.eia.doe.gov/oog/ftparea/

wogirs/xls/'1-Crude Oil'!A1）。
4  〈中國與美日韓印商石油定價權〉，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23 日，第 7 頁。長期以來，出於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考

慮，中東地區的一些 OPEC 國家對同時出口到不同地區的相同

原油採用不同的計價公式，使亞洲地區的石油進口國要比歐美國

家支付更高的原油價格，稱為中東原油的「亞洲溢價」（中國

科學院管理、決策與信息系統重點實驗室：〈「亞洲溢價」中

的中國〉，2005 年 6 月，http://madis1.iss.ac.cn/ly/E4%BA%9A

%E6%B4%B2%E6%BA%A2%E4%BB%B7%E5%88%86%E6%9

E%90%E6%8A%A5%E5%91%8A%E6%91%98%E8%A6%81(1).

pdf）。
5  在此基礎上，哪怕開採和勘探成本大幅增長 50％，油價也不過

是每桶 53 美元左右（周全浩：〈油價今年有回落壓力〉，香港

《信報》2007 年 2 月 13 日，第 15 頁）。
6  “Why You Should Worry About Big Oil”，Business Week，

2006 年 5 月 15 日（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

content/06_20/b3984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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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序可以繁複到什麼程度？以雪佛龍．德士古的加州克恩河油田

為例，工程師借助衛星及立體影像技術，確定石油蘊藏的位置，

再以高壓蒸汽溶化濃得像麥芽糖的石油。蒸汽冷卻至液態後，會

經地下水塘，由八千多個鑽井抽走。油井細微的壓力和溫度變

化，都由內置感應器全天候監測（畢老林：〈高科技淘古井，老

油田新寶藏〉，香港《信報》2007 年 3 月 7 日，第 28 頁）。就

這樣，成本也不過是 16 美元。當然，比起海灣地區每桶一、二

美元的開採價，確實是高多了。比起八、九十美元的油價呢？
8  這是 Hess Energy Trading Company 高級顧問 Edward Morse，

在高盛全球市場研究機構組織的一個論壇上的發言（Global 

Markets Institute at Goldman Sachs：“World Oil Supply”，The 

Top Ten  financial Risks  to  the Global Economy: A Dialogue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2005 年）。
9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第 151 頁。
10  又如，安哥拉招標出售深海油田的勘探與開採權，1999 年的

價格是 3.5 億美元；2006 年意大利 ENI 公司投到一處油田用

了九億美元；中海油和安哥拉國營石油公司 Sonangal 合組財

團，各以 22 億美元投到兩處油田，當時成了石油史上的最高

紀錄（筆鋒：〈全球高油價時代響起警號〉，《亞洲週刊》

2006 年 7 月 30 日，第 5 頁）。一些「成熟油田」的產量也持續

萎縮，例如挪威和英國在北海的產油量，分別持續下降了五年和

七年；在同區採油的丹麥，產油量也在 2004 年見頂（日產 39 萬

桶），2004 和 2005 年分別按年下跌 3.3％ 和 9.3％（林行止：

〈油價衝破 70 元的老問題〉，香港《信報》2007 年7 月 4 日，

第 15 頁）。
11  王以超：〈中石油兵敗俄羅斯幕後〉，《財經》2003 年 2 月 20

日，第 132~136 頁；何明鑫：〈俄羅斯石油大棋局〉，《商務週

刊》2005 年 11 月 20 日，第 47~48 頁；鍾飛騰、林峰：《石油中

國》第 134~135 頁。
12  值得注意的是，到 2004 年底，尤尼科價值約為 110 億美元，淨

負債 26.8 億美元（〈中海油競購尤尼科 42 天歷程揭秘〉，《新

京報》2005 年 8 月 31 日）。
13  2005 年 4 月 4 日，雪佛龍宣佈計劃以 184 億美元收購尤尼科，當

天即與尤尼科聯合宣佈「達成收購協議」；6 月，美國國會兩名

共和黨議員致函小布什，要求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關注對尤尼科

的競購，敦促小布什授權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對中海油的收購



933第四章 石油：不全是經濟

計劃展開徹底調查；6 月下旬，中海油正式宣佈競購的同一天，

美國國會 41 名議員聯合致函美國財政部長，呼籲其採取行動阻

止中海油的收購，他們還聯名向小布什遞交了一封公開信，信中

警告美國政府，一旦中海油對尤尼科收購成功，將會對美國的國

家安全造成威脅；7 月 30 日，眾議院通過兩個議案，一是禁止財

政部使用自己擁有的任何基金去「推薦批准」中海油交易，另一

個不具約束力的決議，則表達了對該交易可能會削弱美國國家

安全的擔心；7 月底，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了《能源法案》

（王強：〈中海油：第一次推開了世界的窗〉，《商務週刊》

2005 年 12 月 20 日）。
14  見美國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Title XVIII：Studies”。
15  〈美國國會為中海石油收購案新增壓力〉，中國併購網 2005 年

7 月 28 日（http://www.mergers-china.com/news/detai l .

asp?id=14432）。
16  王虎：〈中國抓到俄能源鑰匙了嗎？〉《財經》2006 年 7 月 24

日，第 91~92 頁。
17  2001 年，石油佔日本所有能源供應的 49.4％（“Japan's Current 

Energy Profile”，日本政府網站，http://web-japan.org/factsheet/

energy/profile.html）。
18  王豐、劉洪義、李建華：《石油資源戰》第 69 頁。
19  1973 年以前，日本只有十家公司從事海外石油勘探開發；1975

年增加到 47 家；1994 年發展到 117 家；到 1997 年底，共有 84 家

石油公司在國外開展石油勘探，有 49 家公司在海外開採石油，

分佈在世界 30 多個國家（王豐、劉洪義、李建華：《石油資源

戰》第 207 頁）。
20  例如，帝國石油是日本最早的石油能源資源開發公司，成立於

1941 年，最初是一家半官半民的企業。二戰後的 1950 年，帝

國石油公司以「民間公司」名義再次成立。從 90 年代起，帝國

石油悄然啟動了「全球搶油」計劃。1992 年，在委內瑞拉設立

石油天然氣勘測與開採公司，建立日本在海外的石油天然氣戰

略基地；2004 年 7 月，獲得埃及兩個潛在油田的勘探權，時間

為 3~3.5 年；11 月，又宣佈拿下委內瑞拉兩個成熟油田，並稱

在 2005~2012 年間投資兩億美元，將產量達到天然氣每天 1.2 億

立方英尺，石油每天五千桶；2005 年 10 月，與日本另外四家

石油公司聯手，擊敗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德士古、英國石

油、英荷殼牌等石油鉅頭，成功獲得利比亞石油區域的勘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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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權（王強、王建軍：〈中日「能源戰」〉，《商務週刊》

2005 年 11月 20 日，第 43~46 頁）。
21  例如，從 2002 年 12 月起，日本積極參與俄羅斯遠東石油管線建

設，爭奪遠東油氣資源，終於使中俄談判了十年之久的安大線方

案流產（王強、王建軍：〈中日「能源戰」〉，《商務週刊》

2005 年 11 月 20 日，第 43~46 頁）。
22  王豐、劉洪義、李建華：《石油資源戰》第 226~227 頁。
23  〈中國與美日韓印商石油定價權〉，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23 日，第 7 頁。
24  瓦西利斯．福斯卡斯、比倫特．格卡伊：《新美帝國主義：布什

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第 15 頁。
25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8 頁；黑體加重為

筆者所為。
26  伊拉克的石油蘊藏量僅次於沙特，世界第二大，全盛時期日產石

油 370 萬桶，美國入侵前也還有 260 萬桶，目前的日產量不足兩

百萬桶（〈英美侵伊有成果，分享石油目的快達〉，香港《信

報》2007 年 3 月 7 日，第 12 頁）。
27  第二天，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趕緊出面澄清。其實，霍華德自己

就曾經說過，澳大利亞協助穩定中東局勢，主要是因為石油需求

（〈澳總理否認為石油駐兵伊拉克〉，香港《信報》2007 年 7 月

6 日，第 16 頁）。
28  鄭建生：〈油價陰謀論〉，香港《信報》2005 年 9 月 13 日，第

11 頁。
29  浩君：《石油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第 109~110 頁。
30  鄭建生：〈油價陰謀論〉，香港《信報》2005 年 9 月 13 日，第

11 頁。
31  曾鏡濤：〈石油危機與蘇聯解體之關係〉，《21 世紀》雙月刊

2006 年 8 月號，第 81~92 頁。
32  BP 2006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第 12、21 頁，按 1

噸＝7 桶換算。
33  當時估計，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於 2010 年達到 50％（〈2010

年中國五成石油靠進口〉，香港《信報》2006 年 7 月 18 日，第 9

頁）。結果，2006 年就已經「提前」達到了。
34  〈油價漲，內地去年進口油多花 153 億美元〉，香港《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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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 月 15 日，第 2 頁；〈上半年全國進口石油億噸〉，香

港《信報》2007 年 7 月 12 日，第 16 頁。
35  例如，日本政府多年來推行能源構成多樣化的政策，把石油依

存度從 1973 年的 77.4％ 降到目前近 50％ 的水平（王強、王建

軍：〈中日「能源戰」〉，《商務週刊》2005 年 11 月 20 日，

第 43~46 頁）；日本的戰略石油儲備目標為：政府保持 90 天進

口量，民間為 70 天進口量。1999 年底，國家和民間實際總儲量

達到 167 天進口量（王豐、劉洪義、李建華：《石油資源戰》

第 206~207 頁）。20 世紀 70 年代中東國家進行石油禁運，美國

於 1975 年建立戰略石油儲備；現在的儲備為 6.886 億桶原油，

等於 59 天的進口量；2005 年，國會同意把儲量增加到十億桶；

1990~1991 年海灣戰爭和 2005 年墨西哥灣遭颶風吹襲時，美國

曾動用戰略石油儲備（〈布殊建議戰略油儲增一倍〉，香港《信

報》2007 年 1 月 25 日，第 8 頁）。
36  〈首批戰略石油儲備啟動〉，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11 日，

第 12 頁；〈石油儲備 2010 年達 30 天進口量〉，香港《信報》

2007 年 4 月 23 日，第 7 頁。
37  〈首批戰略石油儲備啟動〉，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11 日，

第 12 頁。
38  2005 年全球石油消費，五國佔 45.5％（〈中國與美日韓印商

石油定價權〉，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23 日）；〈油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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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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5第五章 美國：「永久性戰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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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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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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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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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3

4

5

6

7

8

9

1/1/94 1/1/95 1/1/96 1/1/97 1/1/98 1/1/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聯邦基金利率

美國    10       年期國債孳息率

美國 30  年期國債孳息率

％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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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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傑弗里．布索里尼：〈從李文和事件看種族問題與國家安全〉，

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47 頁。
2  U. 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7”（http://www.census.gov/prod/www/statistical-abstract.

html）。
3  五百強營業額根據 CNN 網站資料計算（http://money.c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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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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儲蓄太少，還是政府軍費太
多？1

6.1 「儲蓄」不等於存款

6.2  高負債的是美國政府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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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底，美國對世界其它國家的淨負債再創新高，

達 2.69 萬億美元。2  美國的整體住戶儲蓄率，從 2003 年

2.5％ 跌到 2005 年下半年的負 1.1％。3  2006 年 11 月，小布

什說，中國的儲蓄額偏高，約佔 GDP 的 44％，美國的儲蓄

額只佔 GDP 的 14％。4  2006 年 12 月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美

方承諾要提高國內儲蓄率。5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國

家經濟研究局主席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說，美國居民儲蓄過少導致的美國國民儲蓄過少，是美國

存在大規模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美國人毫無節制的消費

和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是導致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6

麥金農也曾建議，為扭轉經常項目逆差，美國應鼓勵更多

的民間儲蓄，同時遏制聯邦政府的儲蓄下滑。「過去幾十

年，美國家庭和聯邦政府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國外融資，

他們早就高枕無憂，肆意揮霍。因此，很難讓他們迅速改

變大手大腳花錢的習氣。」7

看來，說美國人只管花錢，很少存錢，已經形成了一

般的觀念。然而，這是一個經不住推敲的觀念。

6.1	 「儲蓄」不等於存款

（一）美國私人儲蓄形式改變

金融業不發達，「儲蓄」才會集中體現在銀行存款

上。「一個國家的零售金融服務越是高度發達，這個國家

的儲蓄也就越少。」8  隨著金融產品的層出不窮，儲蓄的

形式越來越多樣化、投資化。過去，人們為看病、養兒、

防老，只能到銀行存款；如今，則可以購買名目繁多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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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保險、教育基金、養老基金。再有富餘的，還可以買債

券、炒股票、投資各種對沖基金。

美國金融業發展領先全球，美國股市投資人數，1952

年 650 萬，佔美國人口 4％；1965 年兩千萬，1970 年三千

萬，1985 年四千萬，1990 年超過 5100 萬；到 1999 年，將

近八千萬個人投資者直接擁有公開交易的證券，另有上千

萬公眾通過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間接投資，股市投資者佔

美國人口 30％ 以上、美國成年人口 40％ 以上。9  2002 年，

美國的基金帳戶增加到 2.51 億。三億美國公民，幾乎一人

一個！2001 年，共同基金在美國家庭金融資產中的比重達

19％。2002 年，共同基金總資產 63916 億美元，佔美國家

庭金融資產總額的 18％。10  美國投資公司協會的數據顯

示，2006 年約有 48％ 的美國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

人達 9600 萬人，即平均每三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是共同基

金持有者。在美國家庭的金融資產結構中，共同基金佔據

的比重高達 47％。11 美國居民「38％ 的家庭財富和 56％ 的

養老基金都被投資於股市」。12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 75％ 的私人儲蓄是儲蓄存摺或定

息債券。「而 90 年代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四分之三的積蓄

用來在交易所搞投機。」13  換言之，過去儲蓄等於銀行存

款，現在，銀行存款越來越無足輕重了。

（二）金融證券化，非存貸業務劇增

美國私人儲蓄形式鉅變的背後，是美國乃至世界金

融市場的擴張，以及金融工具種類的日新月異。歐洲美元

債券、利率和外匯互換、垃圾債券、零息債券、股票衍生

品、歐洲美元期權和美國國庫券期貨，以及其它許多產品

層出不窮，新的、市場化的工具數目激增，全面激活一度

沉積在傳統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項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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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證券化」的結果是「銀行公司化」。15 私人養

老金、地方政府退休基金、信用社、信託投資公司、政府

資助的抵押貸款機構（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指數

基金、商品池經營商（commodity pool operators）、專業金

融公司、共同基金、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蓬勃發展。譬如，

1979~1981 年，「美林公司比花旗銀行多吸納了 20 多億美

元的存款，但是其業務卻不受銀行規定的管制。」16  70 年

代，共同基金還是「灰姑娘」，在信貸市場資金供給的份

額只佔 1％；到 1998 年，比例大幅度提昇到 17.9％。「共

同基金已經成了銀行的替代品。」17「集體投資機構的發展

是 20 世紀世界金融業發展的突出特徵。」18「到 90 年代，

美國的銀行貸款總額為六千億美元。而證券或商業票據所體

現的信用為 5500 億美元。在金融體系中這確實是一次革命性

變化，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美國。」19 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總量

在全部金融資產中所佔的比重在 1980 年為 36％，1990 年下降

到 30％，到 1999 年進一步下降至 22％。20  1980~2000 年，全球

上市銀行存款的比例從 45％ 降到 29％，相應的是股票和債券的

比例急劇上昇。21

1999 年，「美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三分之二由各種

各樣的機構投資者負責管理和投資。這一比率是 1980 年水

平的兩倍。」22

6.2	 高負債的是美國政府

（一）美國個人財富迅速增長

「美國擁有 20 世紀世界上最為成功的股票市場。」美

國股市在 1802~2001 年間，每年實際回報率達到 6.9％，儘

管中間有變動，但總體表現平穩，這個平均年回報率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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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Sirgel 定律」。小布什也認同這個「定律」，說政府

應該鼓勵人們投資股市，還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一種投資在

股票和債券的個人退休帳戶計劃，預計在未來幾十年能有

6.5％ 左右的年回報率。23

1994~2000 年，美國「家庭部門所持有的股權市值像

滾雪球一樣從四萬億美元增加到 12.2 萬億美元。」24  2006

年，美國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高達 15％，是當年銀行利息

的三倍。其中，投資中國和印度等亞洲新興市場的基金回

報率更是高達 36.9％。25 而且，「投資圈裡普遍認為股票

的價格會永無休止地漲下去。持股的收益將可靠地保持在

9~12％ 區域，在美國，這幾乎成了一種信仰，一種數學確

定性。⋯⋯心理與市場研究所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發現，

普通的共同基金投資者希望在未來十年裡投資的年收益達

到 18.1％」。26

與金融證券化和股市收益平穩增長相對應的，是美國

人在迅速積累財富。27

根據美聯儲的數據，1995~2005 年，美國家庭平均資產

淨值增加 72％，從 1995 年的 26.1 萬美元，增加至 2005 年底

的 44.8 萬美元；2005 年底，美國家庭的淨財務資產（扣除

房地產按揭）總額 27.8 萬億美元，人均近十萬美元，個人

財務狀況在西方經濟大國裡最出眾。28  2007 年第一季度，

美國家庭總資產（households  total  assets）達 69.6 萬億美

元，比 2006 年同期增加 3.9 萬億美元；總負債（households 

total  financial  liabilities）13.4 萬億美元，比 2006 年同期增

加 1 萬億美元；資產增值遠高於負債增加，家庭資產淨值

（households  net  worth）達到 56.2 萬億美元新高。29  截

至 2006 年 6 月底，美國的貨幣市場基金（money-market 

fund）及儲蓄戶口共有 5.8 萬億美元，大戶或機構投資者一

般看不上這類不夠刺激的保守投資，這一大筆錢的主人幾

乎全是一般小投資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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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增長，是自己跟自己比；要跟別國比，美國人的

財富更顯眼。信手拈來，2005 年，美國四百名頂尖富豪的

身家總值 1.13 萬億美元，數目之龐大，甚至超過加拿大的

GDP，或瑞士、波蘭、挪威及希臘的 GDP 總和；Bear Stern

的首席經濟學家說，日漸富裕的美國中產階級平均年齡要

低於他國；1996 年，美國個人收入 64495 億美元，其中工

資收入 36301 億美元，相當於當時三、四個中國的 GDP。31  

而且，普通的美國民眾，幾乎不用考慮個人資產中需要配

備多少外幣；相比之下，東亞的國家和居民，經過十年前

金融風暴的洗劫，猶有餘悸，現在又開始操心辛辛苦苦掙

來的一點美元儲備（積蓄）正在貶值。天壤之別。

（二）美國個人消費佔家庭資產淨值比重降低

統計上低儲蓄甚至是負儲蓄率的美國人，不但財富迅

猛增長，而且個人消費佔家庭資產淨值的比重正在下降。

2005 年，美國的個人消費只佔家庭資產淨值 16.7％，這項

統計連續做了 30 多年，2005 年的比率最低，2006 年繼續

呈下降趨勢。32 所以，美國的個人消費支出模式很正常。

所謂美國人愛花錢、儲蓄率低，根本是一個在學術上站不

住腳的概念。奧妙在於如何給儲蓄率下定義。美聯儲明尼

亞波里斯分行資深金融顧問、200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 Prescott 說，「美國人不儲蓄」是一個流傳已久的錯誤概

念，來源於對儲蓄含義的誤解，美國國民經濟賬戶中統計

儲蓄與投資的傳統方法，對儲蓄的計算並不完備。33

如果要美國居民增加傳統意義上的銀行儲蓄，回報是

有限的賬面利息，還要扣除通貨膨脹損失；他們失去的將

是各種各樣、名目繁多、漲勢良好的金融投資（投機）工

具帶來的高回報機會。誰會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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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的「雙赤字」與高負債

從 80 年代早期開始，美國就同時存在鉅額財政赤字

和經常賬戶赤字，被稱為「雙赤字」。2000 年以來，美國

再次出現持續增長的鉅額雙赤字。34  2006 年度，美國財政

赤字 2482 億美元，已經連續五年赤字，2004 年度還創了

4128.5 億美元的歷史紀錄；2006 年，美國貿易赤字 7630 億

美元，超過 2005 年的 7167 億美元，連續五年創新高。35

實際上，是美國政府在「非理性消費」。麥金農的

「藥方」可以給政府而不是美國民眾用上。美國審計局長

（Comptroller  General）說，2005 年美國政府內部債務高

達 43 萬億美元，平均每個美國人攤 14.5 萬美元，每個全職

工作的人攤 35 萬美元。美國的財政缺口，每天高達 20 億美

元。36 美國的負債相當於中國、日本、德國和石油輸出國

組織成員國等在內、所有貿易順差國家儲蓄總餘額的三分

之二。37

另有說法，美國的總債務，包括聯邦國債、州與地方

政府債務、國際債務、私人債務的總和，已高達 44 萬億美

元，一個四口之家要負擔近 60 萬美元的債務。在全部債務

中，近 70％ 的債務都是 1990 年以後「創造」出來的。38

「問題是美國政府壓根兒就沒打算償還國債。美國政

府只是不斷地用永遠增加的新債券去替換老債券以及老債

務所累積的利息，循環往復，直至永遠。」從 1913 年到

2001 年，美國在 87 年裡一共積累了六萬億美元的國債；

而從 2001 年到 2006 年，短短五年多的時間，美國就增加

了近三萬億美元的國債。美國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每年近

四千億美元，已在政府開支中高居第三位，僅次於醫療健

康和國防，佔財政總收入的 17％。「在另一方面，日益增

加的眾多分析家現在認為國債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經

濟的）福音，他們認為國債完全不需要減少。」39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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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美國的發債速度近年來有增無減，2007 年第三季

度，美國聯邦國債總量已高達 9.1517 萬億美元，兩年內增

加近 15％。40

圖~14：美國國債總額，1940~2005	年

0.0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萬億美元

6.0

1.0

2.0

3.0

4.0

5.0

7.0

8.0

資料來源：U. S. National  Debt  Clock（宋鴻兵：《貨幣戰爭》第

226 頁）。

（四）軍工刺激出來的景氣

美國的財政赤字，源於鉅額軍費支出。以最近一個經

濟週期為例，13 次減息拉不動經濟，發動戰爭才能刺激景

氣。雖然國防支出大量消耗政府財政資源，但戰爭帶來國

內經濟增長，美聯儲 17 次連續加息師出有名。加息吸引外

國資本購買美國國債，支撐著美國龐大的赤字財政。結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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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美

國 GDP 增長 3.2％，2006 年增長 3.3％。41



13737第六章 民眾儲蓄太少，還是政府軍費太多

換言之，美國政府用財政赤字堆出來的「永久性戰

爭經濟」，才是高負債的主要原因。只有政府削減軍費支

出，才會對改善美國的財政赤字大有幫助。

（五）恃金融霸權吸引全球資金

美歐日三大經濟體 GDP 發展水平接近，但美元是當之

無愧的國際貨幣。美元在世界貿易結算貨幣中佔 45％，美

國貿易額只佔世界的 15％。因此，美元的國際化比率為 3，

高於歐元的 1.7。日元的國際化比率則小於 1，意味著日元

在世界貿易結算額中的比重，甚至低於日本貿易額佔世界

的比重。42 在亞洲，美元的地位尤為突出。「儘管日本是

與美國同等重要的東亞的貿易夥伴，但除了直接的對日貿

易外，幾乎所有的東亞區內貿易都以美元計價。」韓國是

典型例子：儘管與日本的貿易和投資聯繫非常緊密，但韓

國貿易中日元計價的比重非常低。2002 年，韓國 86.8％ 的

出口和 80.6％ 的進口以美元計價，只有 5.2％ 的出口和

12.1％ 的進口以日元計價。哪怕是日本的貿易，也是美元

而非日元佔優勢：2002 年，日本對全球總出口的 48％ 和

總進口的 68.7％ 用美元計價；日元計價的只佔總出口的

38.4％ 和總進口的 24.6％。43

大量使用美元的，不僅僅是貿易領域。「外匯交易市

場上大約 70％ 的交易、初級和二級國債市場上 50％ 的交易

是以美元進行的」。而且，外匯交易的 55％ 是由美國金融

機構進行的。44

「美元不僅是體系中無可爭辯的國際貨幣，而且也

只有在美國才可以找到最大、最活躍的金融市場。正是在

那裡所有主要革新被發明出來，後來傳播到倫敦或東京。

⋯⋯全世界的主要銀行不得不在美國國內以及美國國外經

營」。45「從國際投資者資金配置的角度看，美國資本市場



13838 世界是平的嗎？

吸收的資本佔全球的比例遠遠超過了其經濟規模佔全球的

比例」。46「美國的國債市場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日交

易量超過五千億美元，年交易量超過一百萬億美元。這個

市場的大約 95％ 在美國，即大部分在華爾街」。47  1998 年

末，美國債券市場未清償總值約 12 萬億美元，美國以外債

券市場 13 萬億美元，美國佔世界的 48％；70 年代曾高達

62％。48  2000 和 2001 年，外國人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分

別佔美國外商投資總額的 49％ 和 58％。49 截至 2005 年底，

外國人擁有美國股票、債券、直接投資和其它資產 12.7 萬

億美元，50 相當於美國當年 GDP 的 101.7％。51

表~15：國外私人投資者購買的美國資產，1996~2000	年
（十億美元）

年份 政府債券 公司債券 公司股票 直接投資 總計
直接投資
佔總計

1996 191.7 83.7 11.1 89.0 375.5 23.70％

1997 191.7 84.0 66.8 109.3 451.8 24.19％

1998 94.5 122.4 43.8 193.4 454.1 42.59％

1999 51.9 158.9 94.3 282.5 587.6 48.08％

2000 60.2 175.3 176.35 257.3 669.15 38.45％

合計 590.0 624.3 392.35 931.5 2538.15 36.70％

原表註：2000 年的數據是在前半年數據的基礎上按年計算得出。

資料來源：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 — 全球視角中的美國

經濟》第 203 頁。

作為擁有美元霸權的全球金融霸主，美國就像磁鐵一

樣吸引著全世界的資金，為己所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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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以後，亞洲的美元儲備大增，美國赤字大

增，引起對國際宏觀經濟平衡的高度關注。美聯儲主席伯

南克上任前接受訪問，「其他國家需要採取更多行動，

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以紓緩美國破紀錄的經常賬赤

字」。1 唯美國馬首是瞻的 IMF，召集中國、歐元區、日

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國五大經濟體，共商解決「扭轉失衡

的世界貿易」。2 是亞洲增加出口和積累儲備的強烈需求，

將美國造就成了「全球第一赤字大國」？

7.1	 東亞「高儲蓄兩難」與美國不儲蓄不難

關於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說法不少，衡量標準不一。

有說法是，中國的儲蓄率是所有大國裡最高的。包括公共儲蓄

和私人儲蓄在內，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未被立即消費掉的國內

生產總值百分比），大約是 50％。美國的儲蓄率是所有大國

裡最低的，只佔國內產值的 10％ 左右。3  2007 年 5 月，中美第

二次戰略對話前夕，財長保爾森繼續拿儲蓄率說事兒，認為美

中貿易逆差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國存款比例高達 50％，是中

國人不願消費，使得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推動。4

（一）東亞的「高儲蓄兩難」

麥金農認為，東亞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高儲蓄兩

難」（Conflicted Virtue），說的是「任何無法以本幣提供

信貸的國際債權國都將出現貨幣錯配問題」。具有高儲蓄

「優點」的國家，通常會出現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即

向外國提供融資。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兩種情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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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開始抱怨該國持續的貿易順差是由於貨幣低估，是不

公平的做法；同時，隨著其美元權益的積累，國內美元資

產持有者越來越擔心手中的美元資產相對貶值，會不斷把

美元資產轉成本幣資產，迫使本幣昇值。這兩種情況往往

交織在一起。國外要求本幣昇值的商業壓力越大，國內美

元資產持有者就越是憂心忡忡。當美元資產開始轉成本幣

資產時，政府就會左右為難。— 如果允許本幣大幅昇值，

就會引發通貨緊縮，經濟最終陷入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

尤其在國內物價水平已經走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如果

不讓本幣昇值，國外就會以貿易制裁相威脅。

日本首先深受其害。20 世紀 80 年代，日本的經濟總

量已經非常龐大，其工業品出口迅速增長，加上鉅額經常

項目順差，使之成為美國和西歐工業國家主要的商業競爭

者。70 年代~90 年代中期，美國不斷「敲打」日本，以貿

易制裁相威脅，要求日元昇值。由於 80 年代~1995 年日元

持續昇值，日本在 90 年代陷入通貨緊縮之中，至今尚未

擺脫。即使 1995 年以後沒有出現持續的日元昇值，由於

日元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日元資產利率的風險溢價也是

負數。日本的利率逐步走低至零，出現所謂的「流動性陷

阱」，此時貨幣政策失效，銀行新增貸款無利可圖。5 中

國，會步日本的後塵嗎？

麥金農進一步說，目前東亞各經濟體還很難協調行

動以實現未來「共贏」，軟釘住美元，是現實的選擇。但

是，穩定的前提條件是，美聯儲能保持美元較為穩定的國

際購買力。6

問題是，美元的國際購買力能穩定嗎？從 1971 年結束

金本位到 2003 年，美元對黃金的價值已經貶值高達 90％。

以生活費用為標準，已經貶值 70％。7 遠的不說，2002 年

初~2007 年 10 月，美元兌歐元累計貶值超過 50％，兌英

鎊、加拿大元也處在 20 年多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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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洲是存款率高

把亞洲國家「共贏」的希望寄託在美元幣值穩定上，

只能是麥金農的一廂情願。他能從亞洲國家的角度出發考

慮問題，與只會先嚷嚷著日元、然後是人民幣昇值的美國

政客，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麥金農始終沒有說清楚，所

謂的亞洲儲蓄率高，其實只是存款率高。

過去，亞洲的金融市場不發達，社會保障程度低，

民眾信任的是銀行存款。8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的金融全

球化，讓亞洲人也開始積極投身資本市場。可惜好景不

長，金融危機隨之而來，大大小小「泡沫」紛紛破裂。亞

洲資本市場 90 年代大發展之後，資本大規模向美、歐回

流，亞太股市市值在世界股市總市值中所佔的比重反而下

降了。根據國際證券交易所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s）2000 年年報提供的統計數據，1990

年，在世界股市總市值中，北美所佔比重為 36.7％，歐洲

佔 26.5％，亞太和南美分別佔 36.5％ 和 0.3％；2000 年，北

美、歐洲、亞太和南美所佔的比重分別為 51.9％、31％、

16％ 和 1.1％，亞太所佔比重下降一半以上。9 對金融危機

的抗受力差，亞洲居民的儲蓄只能再回到銀行體系，更加

集中地體現到存款上。

日本是現成的例子。10「日本從 60 年代以後就沒有成

立過新的普通銀行」。11 存款利率政府管制，亞洲金融危

機以前沒有銀行倒閉，還有「第二財政」郵政儲蓄。日本

百姓不必費心勞神，長期保持高額儲蓄，通過銀行為企業

生產項目貸款投資。日本法人持股佔股票總額 70％，百姓

對當股東缺乏興趣。「在日本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中，有

60％ 都屬於某種形式的存款 — 也就是固定資產面值和沒

有市場風險的金融資產。」12  金融自由化以後，國外日元

持續昇值，國內利率持續降低，一系列西化、美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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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各項穩定的就業、保障和福利，迫使人民考慮儲蓄的

保值問題。普通百姓既不可能像銀行放貸那樣對企業投資

作項目評估，也不可能像大股東那樣深入瞭解企業經營，

只能從事股市、樓市的價格投機。13 於是，「日本出現了

全民炒股熱」，「1985 年，日本個人金融資產中股票資

產的比例是 9％，1987 年上昇到 16％，1989 年又上昇到

21％，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個人持股者。」14  然而，亞

洲金融危機後，2004 年的日本股票價格不足 1989 年的二

分之一。個人金融資產中，「現金和銀行存款比例反而從

44.3％ 上昇到 55.4％，股票及其他證券投資等從 30.7％ 下降

到 13.5％」。15

（三）美國，不儲蓄不難

「在美國，情況剛好相反，只有 15％ 的家庭金融資產

採取了存款或貨幣市場基金的形式。他們擁有兩萬億美元

的共同基金，接近六萬億美元的普通股票，還有兩萬億的

信用市場工具。這還不算他們透過養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機

構持有的股票和債券。」16  美國金融業發展領先全球，無

論是普羅大眾醫療、教育、養老的基本需要，還是富裕階

層買債券、炒股票、投資各種對沖基金的需求，幾乎都可

以找到相應的金融工具。所以，銀行存款在美國私人儲蓄

中才顯得越來越無足輕重。雖然統計上是低儲蓄甚至負儲

蓄率，但美國人財富迅猛增長，個人消費比重並不高。17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家庭最終消費支出佔 GDP 的比

重，不僅高於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而且高於歐盟，踞

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之上（表~16）。按照一般的理解，

百姓收入水平高、社會保障程度高，自然可以擺脫「不敢

消費」的顧慮，提高消費比率。香港、日本的人均 GDP 已

屬高收入之列，但社會保障程度低，家庭最終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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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GDP比重只能與中等收入國家看齊，不足為怪；弔詭的

是，歐盟人均 GDP 與美國相近，社會保障程度高，北歐

各國更是早就被稱為「福利國家」，歐盟的家庭最終消費

支出佔 GDP 比重，還是遠遠趕不上美國。再次說明，只有

美元霸權，才足以讓社會保障水平不高的美國人越來越富

裕，可以放心地理性消費。放眼全球，獨此一家。

表~16：部分國家（地區）的消費支出與社會保障程度比
較，2003	年

國家（地區）
家庭最終消費支出

佔 GDP 比重
總儲蓄佔 
GDP 比重

社會保障程度

中國 40％ 47％ 低

中國香港 57％ 32％ 低

日本 57％ 26％
低，以雇主

提供保障為主

美國 71％ 14％
低，以雇主

提供保障為主

英國 66％ 13％ 低

歐盟 59％ 22％ 高

中等收入國家 57％ 28％ －

高收入國家 63％ 20％ －

資料來源：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和總儲蓄佔 GDP 比重，見 World 

Bank：“Table 4.9 Structure of demand，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evdata.worldbank.org/wdi2005/Table4_9.htm）。

各國家（地區）的社會保障程度比較，參考盧周來：〈轉型期中國

社會公平問題研究〉，《香港傳真》No.2006-77；〈調查指八成人

憂強積金不足退休〉，香港《信報》2005 年 10 月 18 日，第 6 頁；

高柏：《日本經濟的悖論 — 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第七章；

Martin Wolf：〈誰說美國人不需要社保？〉《金融時報》中文網

2007 年 4 月 23 日（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0

940&pos=MID_HLB&pa1=0&pa2=2&pa3=005000026&loc=SPECIAL

%20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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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

美國民眾的實際儲蓄率不低，「非理性消費」、「負

儲蓄」的正主兒是美國政府。

2006 年 8 月，美國財政部宣佈將出售 440 億美元的債

券，並將從 2007 年開始每季推出 30 年期的債券拍賣。8 月

這輪拍賣包括三年期、十年期和 30 年期債券，所獲資金除

了償還當月到期的 223.8 億美元債券外，還能多出「新資

金」216.2 億美元。18 這並不是偶然現象。美國正在發行越

來越多的國債，來替換老國債。19

（一）財政赤字~軍工景氣

美國的「雙赤字」舉世聞名，財政赤字是常態。從

圖~15 中可以明顯看到，美國 GDP 增長率下降，政府隨

即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增長；反之，當財政赤字減

少，甚至扭虧為盈時，隨之而來的就是 GDP 增長率下降。

圖~16 則進一步說明，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與軍費開支關係

密切。

蘇聯解體，冷戰勝利，舉國歡騰，美國政府一時沒有

理由繼續軍備競賽，星球大戰計劃下馬，不得不減少財政

赤字。GDP 增長率也從 1989 年開始直線下降。由於訂單減

少，在政府直接指揮下，美國各軍工集團從 1993 年開始馬

不停蹄的大規模兼併，短短四年，20 多家接受政府訂貨的

著名大型軍工企業碩果僅存四家。20 國防開支穩中有降，

財政赤字迅速減少，1998 年甚至開始扭虧為盈。隨後，美

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季度 GDP 出現十年來的首次

負增長，21 美聯儲從 2000 年開始先後 13 次降息，聯邦基金

利率降到 1％，戰後最低，經濟沒有起色。22 直到「9.11」

以後，美國打完阿富汗再打伊拉克，軍費開支從 2002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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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節節攀昇，23 財政盈餘迅速變為赤字。戰爭經濟刺激

景氣，美聯儲才敢從 2004 年起連續加息 17 次，吸引外國資

本流入美國，尤其是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讓美國的赤字

財政可以繼續下去。24

為什麼「財政赤字~軍工景氣」在美國這麼靈？產業

結構調整、大量消費型的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帶

來美國「產業空心化」。是軍工在支撐著美國製造業。美

國 GDP 佔世界的五分之一，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四分之

一，而美國的軍工產品銷售，卻佔了全世界的一半！25 所

以，從資源分配上說，其它國家發展軍工，就要擠佔民用

資源，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冷戰期間的蘇聯、如今的

朝鮮就是例子；只有美國，有越來越軍工化的製造業結

構，才能以戰爭帶動軍工產業發展，促進本國經濟繁榮。26

圖~15：美國	GDP	增長率與財政赤字（盈餘）比較，
198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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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http://www.bea.gov/bea/dn/gdpchg.

xls）�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ttp://www.cbo.gov/budget/

historical.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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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6：美國國防開支與財政赤字（盈餘）比較，
1980~2006	年（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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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6 財政年度美國國防開支為估計數。

資料來源：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ttp://www.cbo.gov/

budget/historical.pdf）；United States Census（http://www.allcountries.

org/uscensus/565_national_defense_outlays_and_veterans_benefits.html；

http://www.census.gov/prod/2006pubs/07statab/defense.pdf）。

軍工的消費者是政府，只有窮兵黷武的政府訂單，才

能支持軍工化的製造業，刺激經濟增長；而增加的政府開

支不能靠加稅來彌補，否則會得罪國內百姓。因此，只能

靠財政赤字。

（二）美國大舉發債，得有人買

過去，流入美國資本市場的資金以私人投資為主導，

但是，目前九成的資金流入是債券投資，而且以全球各地

央行為主要投資者。27  過去是外匯儲備最多的日本最積

極。現在，外匯儲備居全球之冠、2006 年底已經突破萬億

美元的中國，也趕上來了（表~17）。美國是中國對外金融

投資的最主要目的地，其中又以美國國債為主。截至 2006

年末，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達到 3970 億美元，僅次於日

本，居世界第二位。28



15454 世界是平的嗎？

表~17：持有美國政府債券最多的十個國家（地區）（億美元）
名次 國家/地區 2005 年 10 月 2004 年 12 月 2003 年 12 月

1 日本 6820 7120 5840

2 中國 2480 1940 1570

3 英國 1870 1640 940

4 加勒比海地區 1140 690 550

5 中國臺灣 720 590 530

6 德國 640 540 480

7 油國組織 640 600 430

8 韓國 610 690 600

9 加拿大 520 330 210

10 中國香港 480 530 540

資料來源：IMF、國際結算銀行、經合組織、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各
國（地區）央行（〈中國外匯結構多元化，歐盟恐拖累美元匯價〉，香
港《信報》2006 年 1 月 12 日，第 1 頁）。

「截至 20 世紀 60 年代末，全球中央銀行持有的國際儲

備總和還不到一千億美元。而到 2003 年底就已經超過了三

萬億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二的儲備為美元。2000~2002 年的

儲備增幅最大，達到 9070 億美元。亞洲國家中央銀行實際

上是唯一的買入者，其中又尤以中國和日本為主」。29 這

個趨勢到現在是愈演愈烈：2006 年 3 月 31 日 IMF 公佈，截

至 2005 年第四季度全球外匯儲備總額 4.171 萬億美元。總

儲備中有約 67％（2.81 萬億美元）是貨幣資產，貨幣資產

中約 1.87 萬億美元（66.5％）以美元計價。30 另一項由 IMF

對 124 個成員經濟體所做的外匯儲備調查顯示，截至 2007

年 3 月底，各成員外匯儲備總額達 3.5 萬億美元，其中美元

儲備 2.24 萬億美元，比 2006 年底增加了 4％；同期各成員

的歐元儲備，換算後僅為 9110 億美元。31

最突出的例子是，2002 年初中國全部外匯儲備才 2174

億美元；2006 年一年就增加了兩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2007 年，僅上半年就增加了 2663 億美元，32  9 月，外匯儲

備總額達到 1.43 萬億美元！33 急增的這麼多美元哪來的？

美國印出來的！「美國作為主要貨幣儲備國，擁有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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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儲備。」34「只有美國能夠成為一個鉅大的淨債務國，

而不會危及本國金融體系的健康。」35

表~18：各國（地區）官方外匯儲備排名，2007	年	9	月（億美元）
排名 國家（地區） 儲備額 截止時間

1 中國內地 14336 2007 年 9 月底

2 日本 9456 2007 年 9 月底

3 俄羅斯 4254 2007 年 9 月底

4 中國臺灣 2629 2007 年 9 月底

5 韓國 2573 2007 年 9 月底

6 印度 2478 2007 年 9 月底

7 巴西 1630 2007 年 9 月底

8 新加坡 1476 2007 年 8 月底

9 中國香港 1408 2007 年 9 月底

10 德國 1171 2007 年 8 月底

註：近年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儲備額紛紛上榜，在排名表中的位置還
不斷攀昇。例如，印度 2002 年、俄羅斯 2004 年、巴西 2007 年開始榜上
有名，馬來西亞也曾於 2005 年名列十大。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網站（http://www.info.gov.hk/hkma/chi/
press/2007/attach/20071008c1a1.doc）。中國 9 月的外匯儲備額，
根據人民銀行網站數據更新（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
tongjishuju/gofile.asp?file=2007S09.htm）。

表~19：中國歷年外匯儲備數據，1981~2007	年	9	月（億美元）

時   間 金   額

1981 年底 27

1990 年底 111

1996 年底 逾 1000

2001 年底 逾 2000

2004 年底 6099

2005 年底 8189

2006 年 2 月 8536

2006 年 10 月 10096

2006 年 12 月 10663

2007 年 9 月 14336

資料來源：〈大陸外儲 1.06 萬億美元〉，香港《信報》2007 年 1 月
16 日，第 9 頁；中國人民銀行：〈黃金和外匯儲備報表〉1999~2007
年（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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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最大債務國，長年投資淨收益

身為世界上最大的淨債務國，貿易經常項目逆差了 20

多年，美國卻還保持了 20 多年的投資收益順差、淨流入。

「欠了別人大量債務，不但不需要向別人付息，反而要從

別人那裡收取利息。」不能不令經濟學家感慨不已，以至

於要討論經濟「暗物質」的存在。36

其實，根本不需要說到「暗物質」這麼玄乎。明擺著

的邏輯是：各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穩定匯率，一頭用

高回報吸引外商投資，一頭買回大量低回報的美元資產。

「裡外裡，美國人什麼也不用幹，單憑美元霸權，坐收鉅

額利潤。」37

按當代常規理論，為了保持匯率穩定和貨幣安全，一

國的儲備金應該相當於其以美元計價的短期外債；或者相

當於 4~8 個月的進口支付。2002 年，美國國庫券的利率為

1.75％。換言之，發展中國家用商業利率借進多少外債，

或者用高於商業銀行利率的盈利承諾引進多少外資，就得

購買相當比例利率僅為 1.75％ 的美國債券。38「龐大的外

匯儲備事實上相當於中國為富裕的美國消費和投資提供鉅

額補貼」。中國用佔 GDP 相當份量的資金購買美元債券和

資產 — 美國短期國債、長期國債、以房地產抵押作擔保

的證券等等，中國央行與其他亞洲國家央行一道，實際上

承擔著美國幾千億美元的全部經常性項目赤字。39「日本和

中國的央行正掌握著價值二萬億美元的低息債券，其中大

部分是美國國庫券和抵押貸款，這項對美國納稅人的鉅額

補貼，⋯⋯堪稱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外國援助項目。」40  美

國財政部公佈的數據，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外國持有

美國各類證券 7.78 萬億美元，其中 31％ 是美國股票，61％

是美國長期債券（大部分是「無資產抵押」債券），另有

6150 億短期債券。日本和中國這兩大美國貿易逆差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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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持有美國證券總額最大，其中大部分正是無資產抵押

的「其它」長期債券；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和新加坡持

有的「其它」長期債券，加起來有 7720 億美元，超過了日

本（表~20）。41 美國財政部沒有對「其它」類再做詳細解

釋，但是，沒有資產抵押還能如此大量發債的，非美國政

府莫屬。

表~20：各國（地區）投資美國各類證券情況，2006	年	6	月
30	日（億美元）

排名
國家
或
地區

總計 股票

長期債

短期債資產抵押債券
（ABS）

其它債券

1 日本 11060 1950 1210 7060 850

2 中國內地 6990 40 1220 5560 170

3 英國 6400 3000 1060 2180 160

4 盧森堡 5490 1930 690 2550 320

5 開曼群島 4850 1780 1350 1420 310

6 加拿大 3820 2740 220 730 130

7 比利時 3310 210 420 2630 40

8 荷蘭 2800 1580 550 580 90

9 瑞士 2620 1450 320 760 90

10 中東產油國 2430 1110 110 800 410

15 新加坡 1630 1010 70 510 40

16 中國臺灣 1350 70 250 1000 30

17 韓國 1240 10 40 1060 130

19 中國香港 1100 220 120 650 110

全球合計 77790 24310 9800 37530 6150

原註：中國內地，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中東產油國，包括巴林、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阿聯酋。
資料來源：美國財政部：“Preliminary Report On Foreign Holdings 
Of U. S. Securities At End-June  2006”（http://www.ustreas.gov/
press/releases/hp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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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在美國的投資罕有豐厚回報，通常比投資國

外的美國人所得要低很多。42 以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為

例，20 世紀 90 年代，外資的利潤匯出急劇增加，大量抵銷

了貿易順差，對中國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平衡發生負面影

響。更有甚者，在「市場換技術」口號下，不少外國直接

投資具有借貸的性質，地方政府往往給外方提供高達 15％

以上的收益率保證。43 商務部統計，到 2006 年 2 月，中國

累計批准外商投資企業 55.8 萬家，實際使用外資 6310 億美

元，外商直接投資存量 2720 億美元。44  1990~2004 年，中

國的外資企業利潤匯出額逾 2500 億美元。45

調查顯示，2006 年標準普爾 500 指數公司的海外業務

增長可觀，海外銷售額平均佔公司總銷售額的 44.2％，其

中，可口可樂、麥當勞和 IBM 的比率高達 65％、65％ 和

56％。46  與此相呼應，2006 年美國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

高達 15％，是當年銀行利息的三倍。其中，投資中國和印

度等亞洲新興市場的基金回報率更是高達 36.9％。47  2007

年，巴克萊資本訪問了幾十位來自歐洲、亞洲和美國的資

產管理人員，80％ 的受訪者認為，投資中國資產每年回報

率最少達 16％。48

有中國和日本們大力地吸納美元，不惜讓外匯儲備額

屢創新高，才有美國用赤字財政大力發展「戰爭經濟」、

保持連續 20 多年經濟平穩增長的餘地。靠血汗工廠出口

廉價產品，幾經辛苦換回的美元，還會乖乖回到美國，投

資低回報的美債；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則在中國理所

當然地收取著高額投資回報！2006 年，外企出口額佔中國

出口總額 58.18％。49「中國紡織品生產商只能拿到 10％ 的

利潤，90％ 的利潤都屬於品牌擁有者、批發商、分銷商、

零售商等各個環節，而這些環節大多被進口國壟斷」。又

譬如，一臺出口 DVD 售價 32 美元，交外國專利費 18 美

元，成本 13 美元，企業利潤一美元。一臺 MP3 售價 79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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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國外拿走 45 美元專利費，製造成本 32.5 美元，企業利

潤 1.5 美元。50

這，就是「中國通過政府操縱等不公平競爭手段，在

美中貿易中大發其財，然後又投資美國政府債券，操縱美

國的經濟命脈，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51

7.3	 產業轉移與美國貿易赤字

貿易赤字，也不斷地被美國政府和國會拿著來說事

兒。2007 年 5 月，保爾森又說話，2006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

易逆差創下 2325 億美元的最新紀錄，「已使美國國會充滿

挫折感和彌漫保護主義氣氛，這對中國是不利的」。52

美國貿易到底怎麼了？

（一）低增值、高污染產業轉出

隨著「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推進，以美國為首的跨

國公司，將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的

產業或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公司的產業競爭能

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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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西方的生產線、車間、甚至是大「排污

池」。53

在這個背景下，除了牽扯軍工的幾家汽車，美國的許

多普通消費品製造，早就轉移日本、韓國、臺灣和中國內

地了。譬如「休瑟說，現在美國人消費的製造業產品有三

分之一來自進口，在 1992 年這個比例只有四分之一，在

1982 年只有 15％。自從 1998 年以來，進口產品中有三分之

二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有一半來自中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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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工與高科技嚴格管制

跟低端的消費品製造業正相反，高附加值的美國軍工

和高科技產業，不會輕易轉出去。相應地，美國的製造業

增加值，可以從 1990 年佔全世界 23.58％，進一步上昇至

2001 年的 26.33％。55

這些高科技和軍工產品，不但技術不轉，連產品都

不輕易賣。幾十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巴統」17 國，對

蘇聯、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等採取禁運，目的是防止和限制

西方的戰略物資、高技術及產品流向社會主義國家。冷戰

結束，1994 年「巴統」解散，限制卻依然存在，1996 年

成立的「瓦森納協議」就是「巴統」的延續。在「瓦森

納協議」的兩份控制清單中，一類是兩用商品和技術清

單，涵蓋先進材料、材料處理、電子、計算機、電信、信

息安全、傳感與激光、導航與航空電子儀器、船舶與海

事設備、推進系統等九大類；另一份是軍品清單，涵蓋

各類武器彈藥、作戰平臺及其相關部件、設備、材料和技

術，共 22 類。56  美國商務部下屬工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制定出口管理條例，2500 多項

技術和產品需要申請出口許可證。57 近年來，對中國的限

制還不斷增加。在中國進口的科技產品中，美國的份額已

經從 2001 年的 18％，下降到 2005 年的 8％。58  2005 年，中

國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說，美國拒絕向中國出口核電子技

術設備和衛星等高科技產品，至少喪失了 250 億美元的對華

出口。59  2007 年 6 月 15 日，美國公佈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

新規定，進一步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許可證商品和要求中

國商務部出具最終用戶說明的範圍，涉及 20 個大類。60

至於沒什麼敏感技術含量的產品，例如大豆、牛肉、

好萊塢大片，美國倒是想方設法地出口，經常成為貿易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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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爭端的重要議題。斯蒂格利茨說，美國「借自由市場

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以農業補貼為例，2.5 萬名「富得

流油」的美國棉農把高達 30~40 億美元的補貼瓜分殆盡，

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增加的產量壓低棉花價

格，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就有一千萬棉農受影

響，竭盡全力只為爭取能糊口的收入。美國沒想過取消棉

花補貼，反而提出開放國內棉花市場，使談判具有了「超

現實主義色彩」— 由於鉅額補貼帶來的低價格，美國即使

取消官方壁壘，也根本不需要進口棉花。61

農產品的戰略意義不言而喻。大量轉移出去的普通消

費品製造業，美國政府不補貼。於是，廉價消費品不斷進

口，美國繼續逆差，而美國的逆差來源地，過去主要是日

本，現在加上中國，本國貨幣倍受來自美國的昇值壓力。

值得一再提醒的是，1985 年「廣場協議」，日元被迫大幅

昇值，隨後，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一蹶不振了近 20 年。美

國經濟卻在穩定地蓬勃發展。62

7.4	 誰來養活美國？

美國 GDP 只佔全球三分之一，但資本市場總值佔全球

總值的一半，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的金

融實力早已超過生產力。63

（一）亞洲補貼美元霸權

由於美元具有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美國可以

獨自背負鉅額的本幣債務，不會像較不發達、存在原

罪問題的債務國那樣，受到貨幣攻擊。在沒有通貨膨

脹的情況下，美國幾乎可以無休止地從國外借債，彌



16262 世界是平的嗎？

補其鉅額財政赤字。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個「良

性」循環。64

歐洲人說，「美國是免費旅行，購買了貨物只付

紙。」65  美國人說，「只有勞作才能創造出財富。而『美

元』卻不是勞動造就的 — 印製一千億美元的鈔票和印製

一張一美元鈔票所投入的勞動有多大差別呢？它不僅欺騙

了普通百姓，即使是那些用商品和服務去換取我們的『美

元』的人，也是上當受騙的受害者」。66 美國人墨頓．米

勒拿諾貝爾獎興高采烈，「我們指揮你們給我們送來這些

費盡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奇妙的汽車、照相機和機床。

而我們又給你們提供了什麼呢？只不過是喬治．華盛頓的

一些頭像。」67  蒙代爾討論時說：「日本儲蓄率很高，投

資和建造了很多工廠，生產出大量的產品。接著他們把一

些儲蓄借給美國人，使他們購買自己的產品，再生產過程

就完成了」。68 布盧姆指出：「亞洲目前是美元勢力的最

後支柱」。69

越來越多的內在失衡已經讓美國經濟焦頭爛額：

貿易赤字、聯邦預算赤字、個人債務、空前低水平的

國民儲蓄率、資產的價格泡沫，當然還有史無前例的

高消費支出。如果把這些失衡放在任何一個其他國家

的身上，恐怕這個國家早已經分崩離析了。但是美元

卻逃脫了這一命運，其原因在於，亞洲國家的中央銀

行為避免本幣昇值而開始囤積美元。70

對發展中國家，「無論危機具體情況如何，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給危機國家開出的藥方一概是『自由化＋財政緊

縮』的萬應靈丹。」結果往往造成「IMF 蕭條」乃至「IMF

騷亂」。曾任肯尼迪總統特別助理的歷史學家阿瑟．施萊

辛格評價說：「至於華盛頓堅持的財政純潔性，就一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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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貨膨脹、濫發紙幣和向國外投資者出售公債後又以拒

絕償付的辦法為自己的開發籌集如此大量資金的美國來

說，那或許是最不恰當的廢話。如果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準則來支配 19 世紀的美國經濟，則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

勢將推遲很長時間。對發展中國家宣揚正統的財政理論，

我們有點兒像站在一位老妓女的地位說話，她現在有錢退

休了，但卻認為，為了公眾道德應關閉花街柳巷。」71  安

迪森．維金說：「如果在一個能夠真正實現貨幣自由流通

的體系裡，美元恐怕早已經土崩瓦解了。」72  其實，美國

並沒有像施萊辛格所說 — 已經「從良」，相反，在美元霸

權的威力下，「雙赤字」帶動經濟平穩增長，玩得越發純

熟。事實上，美國成了國際金融體系中惟一不受監督的特

權國家。73

（二）新「三角貿易」

我們只用很少的紙幣（美元）去交換亞洲地區豐

富的產品和服務，我們也足夠聰明地知道這一切並不

公平，當我們送去這些紙幣時，我們必須要提供真正

有價值的產品 — 美國太平洋艦隊。74

美國海軍學院教授 Thomas  Barnett 道破了其中的關

鍵。在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年代，臭名昭著的「三角貿

易」，把沾滿非洲黑奴血汗的美洲金銀，源源不斷地輸送

到印度、中國和日本等地，為歐洲抵銷對東方的貿易赤

字。75 運轉的潤滑劑，是歐洲的船堅炮利。如今，異曲同

工的新「三角貿易」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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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貨幣博弈參與的新「三角貿易」之邏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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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7 所示，美國的財政赤字、製造業軍工化和貿

易赤字相輔相成，其中的關鍵，就是製造業軍工化。軍工

不是市場經濟，通過政府財政赤字增加國防預算，可以直

接落實到對軍工企業的採購訂單。因此，在普通製造業外

移、佔 GDP 比重下降的趨勢下，越來越大的軍工成份，

讓美國製造業還可以保持總產出額和增值額平穩增長。高

科技就是軍工。一頭是美國對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出口諸多

限制；另一頭，是跨國公司為追逐低成本而搬到亞洲的工

廠車間，源源不斷地將消費品輸回美國，反映在海關統計

上，是美國的進口。一裡一外，美國對亞洲的貿易赤字只

能居高不下。

亞洲的存在不可或缺。除了提供廉價日用消費品外，

由於不斷累積的對美貿易順差，亞洲的美元儲備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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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這些亞洲美元不斷回流，支持美國政府大量發行美元

債券，彌補鉅額財政赤字。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和製造業

軍工化成了良性循環，成了一個對美國越來越有利的正反

饋。再加上「上帝站在我們這邊」的「反恐戰爭」，美國

生產出來的軍工產品，可以「消費」到所謂的「恐怖主

義」國家，讓美國得以控制中東和中亞地區極具戰略意義

的石油資源。這些地區的石油，有相當部分還要通過美國

控制的海上航線，例如馬六甲海峽，最終輸往東亞。76 新

「三角貿易」，完整地「世界大循環」起來。

美國的軍費支出，常年佔世界軍費支出的一半。2005

年新增的全球軍費開支，80％ 來自美國。77  美國擁有獨

一無二的軍事地位，再加上美元霸權「無與倫比的影響

力」，78 新「三角貿易」運轉的潤滑劑，仍然是「不當帝

國的帝國主義」。

（三）美元貶值「削債」

為了讓美國在這個新「三角貿易」中的利益可以進一

步擴大，還有一道手續不可少 — 美元貶值，是公開的變相

「削債」。「如果一國發行了大量的以本幣計值的外債，

那麼該國就有利用通脹和匯率貶值降低債務負擔的強烈動

機。」79 「美國作為主要貨幣儲備國，擁有無限的美元儲

備。」美國對外負債越多，美元貶值的誘惑力越大。80「對

美國國民而言，美元貶值和美元加息相比，前者是更好地

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工具。因為美元加息是讓美國國民自

己承擔調整成本，而美元貶值是讓其他持有美元資產的國

家和美國一起來承擔調整成本。」81

當一般性地貶值不完全有利時，還可以特殊逼迫債權

國貨幣昇值，達到更直接的「削債」目的。所以，真正的

美元霸權，不僅體現在各國儲備中美元儲備的份量，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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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國際化率比其它貨幣高多少；更關鍵的是，美國欠

別國的美元債務，還可以用「超級 301 條款」、半年一次的

「匯率操縱國」認定、82 反補貼稅、向 WTO 申訴，乃至重

量級的「廣場協議」，五花八門的「大棒」，逼債權國貨

幣昇值。

日本歷來是買美債最多的國家。「從布雷頓森林體

系崩潰以來的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日元兌美元的匯率主要

受美國政府控制，日本政府對這一匯率的影響明顯處於弱

勢。⋯⋯日元的匯率主要由美元或者說是美國決定」。83

日元兌美元匯率，從 1985 年的 240 飆昇至 1995 年的 80，

且不說日本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由此破裂、出現嚴重的通貨

緊縮、經濟陷入低谷十幾年難以翻身，僅是美元債權價值

「大縮水」的損失，就已經是「打落牙齒和血吞」了。

這還不算完。雖然美元兌日元貶值的大方向已定，

日本央行仍然很頑強地頻繁干預匯市，試圖保持日元匯率

穩定。「但是干預往往以失敗告終。」例如，日本央行

2003 年前五個月的匯市干預就耗資 6.4 萬億日元 — 相當

於 2002 年日本對美貿易盈餘的 84％。2003 年下半年，日本

政府干預匯市動用的資金多達 20 萬億日元以上，創歷史最

高紀錄。日本財務省 2003 年 12 月 18 日決定，在 2004 財政

年度政府預算中，將干預匯市所需資金額度大幅增加到 40

萬億日元。84 幾萬億甚至幾十萬億日元的大手筆干預，敵

不過美國的敲打、大量國際投機熱錢對日元昇值的預期、

以及昇值預期的自我實現，2003 年下半年到 2004 年初，日

元匯率仍是毫不留情地拾級而上，日元兌美元從 119 昇到

104（圖~18）。強大市場壓力下央行的逆市干預，可能會

像「用一隻水桶和一塊抹布去對付密西西比河水泛濫。」85

幾年的貿易順差，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外匯市場上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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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日元匯率與日本對匯市的頻繁干預，2003~2004	年

2004 年
2 月

2004 年
3 月

2004 年
2 月

2003 年
10 月

2003 年
9 月

2004 年
1 月

2003 年
12 月

2003 年
11 月

2003 年
8 月

2003 年
7 月

資料來源：日本銀行資料（參照張季風：《掙脫蕭條：1990~2000 年

的日本經濟》第 79 頁，修訂繪製）。

如今，中國成為美債的第二大買家。86 中國外匯儲備

已超萬億美元，其中美元儲備的比重，流行的說法是大概佔

七成。2005 年 7 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昇值超過 10％，87

邏輯上，意味著數百億美元就此「蒸發」。

不買美債行不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表示，「中

國無意進一步擴大外匯儲備」，美元匯率應聲大幅下跌，

國際輿論大嘩。2007 年初，中國政府決定設立投資公司管

理國家外匯，對外匯儲備作更多元化的投資，同時一再表

示，「公司正式投入運作後，中國將繼續買入美國政府債

券」；中國拓寬外匯運用方式主要是解決新增外匯的運用

問題，「不會涉及既有外匯資產，更不會大量出售美元資

產」。88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語重心長：中國購買美國國債

「有自己的利益在其中」，⋯⋯任何急劇的改變都不符合

中國的利益。89 還是無官一身輕的格林斯潘說得輕巧：別

擔心中國會大量拋售手中的美國債券，因為，找不到這麼

多買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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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買些其它外匯資產行不行？趕在中國投資公司正

式掛牌的當口兒，歐盟官員說得更明白，主權財富基金

（SWF）在歐洲的投資將受限制。91

貨幣博弈，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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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2 月 13 日，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領「美國總

統特別代表」銜，率領博弈中國的主力部門首腦到北京，

代表團成員包括美聯儲主席、商務部長、勞工部長、衛生

與公眾服務部長、能源部長、美國貿易代表、環境保護署

署長。1 一向標榜獨立於政府的美聯儲主席亦步亦趨，史無

前例。2 這些人哪怕在美國，也鮮有一起開會的紀錄。如此

興師動眾到「刺眼」的程度，3 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國匯率改

革成為美國的頭等大事，就為了這一天半「一事無成」的

「閒聊式外交」？4

8.1	 「不對等」的戰略對話

中美第一次戰略對話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中國承諾

推進匯率改革，美國承諾提高國內儲蓄率。5

雙方高級別的對話和承諾本身，正式肯定，中美在

貿易、匯率方面確有問題，而且問題嚴重，需要下決心解

決。然而，中國承諾推進匯率改革，完全是政府行為，6 甚

至可以被量化成人民幣的昇值幅度、自由兌換的時間表。

美國承諾「提高國內儲蓄率」（少消費？），則要美國民

眾改變生活方式。

更何況，所謂美國人愛花錢、儲蓄率低，根本是一個

在學術上站不住腳的概念。美聯儲明尼亞波里斯分行資深

金融顧問、200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rescott 也說：「美

國人不儲蓄」是一個流傳已久的錯誤概念，來源於對儲蓄

含義的誤解，美國國民經濟賬戶中統計儲蓄與投資的傳統

方法，對儲蓄的計算並不完備。7 美國人存款少，是因為

「投資」回報比銀行存款利息高得多。美國民眾的儲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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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在各種股票、基金和保險上了。比人均 GDP，美

國是德國的 1.26 倍；比居民人均擁有淨財務資產，美國是

德國的 2.5 倍。8 美方經濟頂尖人物承諾增加儲蓄率，怎麼

增加？削減社會保障，同時採取措施降低股市、基金收益

率，從而迫使百姓增加存款？匪夷所思。

8.2	 直接面對美國社會

共和黨中期選舉中失利，意味著小布什政府將面對來

自國會日益強大的壓力。其中，伊拉克問題和美中關係，

是兩大關鍵議題。

美國國會對伊拉克政策批評很多，國防部長應聲下

馬，但民主黨也沒有更高明的招法。兩黨組成聯合小組，

提了 79 項建議，也只能承認「沒有解決伊拉克衝突的『靈

丹妙藥』」。9 佔領了世界第二大儲油國，撤軍必亂；一

亂，勢必波及接壤的第一大產油國沙特。所以小布什說，

為應付「反恐持久戰」，還會增兵伊拉克。10  2006 年底，

毅然決然處決薩達姆，以及種種明顯不利安定團結的細節

安排，在幾乎內戰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再砍一道無法

彌合的傷口。— 薩達姆的罪狀不是圖謀暗殺老布什，不是

聯絡本．拉登，也不是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是殘害

一百多名什葉派；2006 年 12 月 30 日行刑，當日是穆斯林

一個最主要的節日宰牲節的第一天，伊拉克曾規定，在重

要節日不能執行死刑；11 加上公佈行刑式辱罵薩達姆的錄

像，以及美國政府委過伊拉克政府的公開表態，都只能加

劇當地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高度激化的矛盾。2007 年 3 月

19 日，伊拉克戰爭四週年，面對美國國內強烈的撤軍要

求，布什的講話態度繼續強硬，堅決拒絕撤軍。這些事實

只能說明，在伊拉克問題上，小布什沒想過讓步和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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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時根本沒把民主黨甚至共和黨內的不同意見當回事。12

這樣，即使在美國國內，美中關係議題也變得更加微

妙。就在第一次戰略對話期間，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前後兩

任主席，聯名敦促保爾森對華施壓，不能坐等中國實現浮

動匯率。13 對話剛結束，「失望之情還是迅速主導了海外

特別是美國的輿論。」14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未把中國列為

匯率操縱國，立即遭到商界和國會議員強烈批評，認為政

府「對中國過於軟弱」。剛剛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威脅

要修改法例，對中國採取嚴厲行動。新任參議院財政委員

會主席鮑卡斯說，財政部的報告不再足以應付匯率問題，

得找新方法，還說，中國拖延匯率改革勢必損害中美經濟

乃至兩國關係。15

不能忘了美國的承諾，既然承諾提高儲蓄率，美國政

府恐怕還得推出一些看得見的措施。無論是什麼措施，只

要可能對美國民眾的生活方式產生不利影響，必然招來更

大的反對聲音。所有這些未知的措施（包括說法），全部

可以成為煽動反華的工具。

顯而易見，第一次戰略對話成為一個轉折點。在匯

率問題上，與過去政府間交換意見可能有的包涵、客氣不

同，今後，中國政府將面對來自美國媒體、學術界、國

會、勞工組織和民眾輿論的鉅大壓力和挑戰。

8.3	 「大進大出」難以為繼

保爾森說，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中美關係中一個核心問

題，他已經以「最明白清晰的措辭」告訴中國官員，必須

進一步加強貨幣匯率的彈性，16  中期人民幣自由兌換。17 

且不說資本市場開放，僅僅人民幣昇值，就足以讓中國經

濟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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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民幣小幅持續昇值，讓出口加工企業日益

無錢可賺。與日本製造業從研究開發到售後服務的產業全

縱深相比，中國「三來一補」式的「世界工廠」，不過

是跨國公司價值鏈上勞動密集的低檔環節，消化貨幣昇值

的能力極差。18「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原材料進口價

格彈性極低，產品出口價格彈性極高，企業利潤空間極

薄。19 在這個基礎上，「若人民幣昇值10％，出口即會減

少 16.6％，以 2004 年計，相當於一千億美元。縱使只昇

值 2％，對邊際利潤已極低的紡織或農業，也會讓棉紡業利

潤下滑 12％，毛紡業下滑 8％，成衣業下滑 13％。」20  在

這個基礎上，2006 年，標準普爾研究報告《利率或人民幣

急昇可能使尚處成長中的中國銀行業承受壓力》，假設利

率上調 2％，人民幣昇值 25％，銀行純利頓時減少 34％，

不良貸款比例上昇 6~9％，額外多出不良貸款 1.7 萬億人民

幣。21  2005 年 7 月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昇值

超過 10％。22

如今，中國經濟面臨生產能力全面過剩。據麥肯錫測

算，洗衣機、電冰箱和微波爐的產能過剩 30~40％，電視機

的產能過剩 90％。23  2005 年，中國 2.2257 萬億美元 GDP，

進出口 1.4221 萬億美元，相當於 GDP 的 64％，是日本與美

國（21％）的三倍多。24  2005 年，中國出口 69 億雙鞋，25  

貿易摩擦當然愈演愈烈。貿易摩擦，能源原材料漲價，

加上人民幣昇值，產品出不去，過剩的產能更加過剩。

連美聯儲主席也說，「首要失衡就在於中國國內生產值

（GDP）的組成結構，明顯側重於投資和淨出口，而不是

國內消費和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項目」。26

中國該如何擴大內需？在收入兩級分化加劇的趨勢

下，27 普通老百姓面對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座大山」，

只能進一步縮減消費支出，增加儲蓄。繼續增加政府支

出？1998 年以來，公共事業支出每年增長 20％。28《證券時



18282 世界是平的嗎？

報》文章說：中國財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脹的部分是行政公

務支出和直接投資，這兩項佔財政總支出近 50％。29  2004

年，全國公款吃喝 3700 億人民幣。30 再說增加直接投資，

1997~2005 年，八年全國 17 位交通廳長「落馬」，修橋鋪

路成為公認的「腐敗重災區」。31

在人民幣持續小幅昇值陰影下，一方面，增長支柱的

出口加工企業盈利持續減少；另一方面，繼續擴大政府開

支，也不是長久之計。不打破這個發展模式的困局，中國

社會安定（就業）所必須的經濟高速增長難以為繼。

8.4	 來自外圍的信號

（一）日本不斷放出核武「風聲」

2006 年 10 月朝鮮核試以後，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

帶起了新一輪的日本「核武裝論」。接著，前首相中曾根

康宏、議員、當時的防衛廳長官久間章生、當時的外相麻

生太郎逐層遞進，前後呼應，討論日本已擁有製造核武和

導彈的技術，說日本「和平憲法」沒有明文禁止國家擁有

核武，有關政策的法理及技術討論不能被封殺。當時的首

相安倍晉三聲稱會繼續堅持「無核三原則」，同時又說，

出於自衛而擁有最小限度的核武未必違憲。32

（二）日本防衛廳昇格與日美印澳「軍事圈」

2006 年底，日本國會通過法案，將防衛廳昇格為防衛

省，自衛隊的「附帶任務」將會定為「基本任務」。有了

這一條，日本自衛隊海外派遣任務昇格。33 「基本任務」

為哪般？2007 年初，日本共同社發消息，美國和日本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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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開會，討論臺灣海峽發生緊急事態時，美軍和日本自衛

隊的共同應變計劃。34 緊接著，《讀賣新聞》發消息，政

府考慮改變憲法解釋，容許自衛隊先發制人，在非自衛情

況下開火。35

2007 年 3 月 13 日，日本與澳大利亞簽署澳日安保聯合

宣言，是日本首次與美國以外的亞太地區國家簽署軍事協

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日本是「北錨」，澳大

利亞是「南錨」。36 「南北雙錨」現在聯起來了。「美國

圍堵中國的軍事圈已成形」。37  4 月 16 日，日本、美國和

印度在日本附近洋面，進行首次三國聯合軍事演習。38  8 月

22 日，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說，正式提出由印度、

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組成的「大亞洲」構想。39 與此相

呼應，美國、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新加坡五國海軍，

從 9 月 4 日起，在孟加拉灣進行為期五天的聯合軍事演習，

是該水域歷來最大規模的海上演習。— 孟加拉灣處於印度

洋與東南亞水域的交匯地，「它是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油

輪進入馬六甲海峽之前的必經之地。⋯⋯中國海軍日後若

進入印度洋，是不可能無人過問的。」40

（三）日本政要「視察」釣魚臺群島

還是那位中川昭一，2006 年底揚言要第二次去釣魚臺

群島「視察」。曾任小泉政府經產大臣的中川昭一，2004

年已經乘飛機「視察」過東海及釣魚臺群島。41  2007 年

3 月，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又宣佈，計劃乘坐自衛隊飛

機，前往釣魚臺群島「視察領土」。42

很難想像，日本如此頻繁地在這些敏感問題上「出

招」，只是在自編自導自演獨角戲。這時候，中日共同研

究歷史問題，43 可能成為日本轉移視線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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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大選捆綁「入聯公投」

2007 年 7 月，陳水扁為拉選票，給臺獨造勢，「再

接再厲」兩次去信聯合國申請以「臺灣」名義加入，並加

緊推動「入聯公投」。7 月 6 日，美國主流媒體《華盛頓

郵報》發表訪問陳水扁的長篇報道，為他提供論壇，聲稱

「公投是抵抗大陸導彈的最佳武器」，不但他要入聯公

投，國民黨也要入聯公投。2007 年 3 月，五角大樓批准向

臺灣出售 4.21 億美元的導彈，供臺灣的 F~16 戰鬥機使用。

一些美國官員說，「8.17 公報」早就壽終正寢。44  7 月 30

日，美國眾議院首次通過一項決議案，呼籲政府解除臺灣

高層官員的訪美限制。過去，美國政府一直限制臺灣高官

到訪華盛頓，只允許他們在華盛頓以外的城市過境停留。45

8.5	 零敲碎打為零存整取？

第一次戰略對話後，美國在匯率、商品貿易、服務貿

易、貿易赤字、食品安全等題材上，針對中國的招數層出

不窮。2007 年 5 月第二次戰略對話，「中國通」保爾森，

超出兩國政府間的外交範圍，特意安排吳儀傾聽反華議員

的強硬表態，46「兩國成見更深」。47

（一）從匯率問題入手

進入 2007 年，前高盛總裁保爾森，不但繼續表示要使

中國在「轉向完全由市場決定浮動匯率機制方面取得重大

進展」，48 而且，重點正逐漸轉向「敦促中國進一步開放

金融服務業」，49 他在 3 月訪問上海時明確強調，中國應

向外資更多地開放金融市場。50 隨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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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放出風聲，將在 4 月中旬發表報告，要求日圓、

人民幣大幅昇值，以降低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51  3 月 28

日，美國商務部副部長拉文訪問北京時說，中國開放重要

市場表現得「進展甚少，甚至全無進展」，「如今華盛頓

對美、中貿易爭執的反感可能超過我所見的以往任何時

期。」52  同日，兩名民主黨參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再次提

出一項「強迫中國提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貨幣法案」。53

保爾森當天也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說，「短期內人民幣顯

然需要提高彈性並進一步昇值」。54  3 月 29 日，美國財政

部專家發表文章說，中國外匯儲備水平過高。55

（二）零敲碎打出「無中國化」概念

2007 年 3 月 30 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最終裁決，將

對中國出口美國的活性炭產品實施反傾銷制裁，可能會徵

收 62~228％ 的懲罰性關稅。56  幾乎同時，美國商務部長

宣佈，要針對從中國進口的粉紙產品徵收懲罰性反補貼關

稅，破了 20 多年來從不向非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徵收反

補貼稅的先例。57 此例一開，紡織品、塑料、鋼鐵及其它

從中國進口較多的行業，也可能紛紛效仿。58

4 月 9 日，美國向世貿組織（WTO）提出兩項針對中

國的申訴，指責中國打擊盜版不力，以及限制美國電影、

音樂和圖書產品進入本國市場。59

4 月，美國還忙不迭地和韓國達成了 15 年來最大規模

的貿易協議，有評論說，這「更對中國形成圍堵」。60

食品安全等非關稅壁壘，也成了近來美國對中國施

壓的常用手段。從貓糧、牙膏、魚蝦海鮮、生薑，一直

到兒童玩具、童鞋、記事本、電筒、微波爐、氣泵和輪

胎，不勝枚舉，都查出中國製造的問題產品，宣佈要召

回或限制進口。61  2001~2005 年，在美國銷售、被聯邦



18686 世界是平的嗎？

消費產品安全委員會回收的中國產品，增加了一倍，達

到創年度紀錄的 467 款；中國產品約佔所有被回收產品

的 60％，而 2000 年只佔 36％。62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

僅 2007 年 4 月，美國就拒絕了 257 批來自中國的食品，

其他任何國家都沒這待遇。63  8 月下旬，依據美國材料測

試協會 5 月針對玩具材料公佈的一項新標準，國際玩具業

「龍頭」美泰（Mattel）自願回收 1820 萬件玩具，數量創

了新高，而該批玩具的生產和銷售，則是在 2007 年以前完

成的；64  9 月 5 日，美泰又宣佈回收 84.4 萬件玩具，一個

月回收了三次。65 無獨有偶，中國製兒童玩具、用品的問

題，在這一個多月曝光率極高：66  9 月下旬，僅一週時間，

Kolcraft Enterprises 和 Simplicity  Inc 公司先後宣佈回收共

140 萬張嬰兒床；9 月 26 日一天之內，六家公司宣佈回收超

過 50 萬件中國製兒童產品。67 ⋯⋯有毒、有害、傷人⋯⋯

幾乎成了中國製玩具的代名詞。

有樂觀估計，中國的廉價商品已經佔據了美國人的餐

桌、家居、日常生活，沒有「中國製造」的商品，美國人

「簡直活不下去」，68 美國在貿易方面的種種舉動可能只

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重在威嚇效應，靠選票上臺的美國

政治家，終究要顧忌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不會輕言全

面制裁。可是，空前密集的產品安全攻勢，難道只是無的

放矢？

問題的核心，不在於中國產品是否蒙受不白之冤。

從孔雀石綠、蘇丹紅，到大頭嬰奶粉、抗生素海鮮，中國

製造的產品質量問題、食品安全問題，並非今天才有，早

就值得關注。69 可是，中美貿易二、三十年了，改革開放

一路拍手叫好，忽然在三、五個月時間集中曝光這麼多問

題，70 媒體和政客異口同聲，高度關注，71 辯論的辯論，72

出書的出書，73 究竟是某種決策的產物，還是純粹偶然湊

一塊兒了，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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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美國零售商開始打出「無中國」（China-Free）

標籤，強調所售食品「不含中國元素」了；74 美國消費者也

開始拒絕中國玩具和中國食品了。75  7 月 18 日，美國宣佈要

在兩個月內成立進口安全委員會，衛生部長掛帥，直接向

小布什彙報；76 政府還計劃於 10 月初舉行一個進口產品安

全大會，為此要廣征美國民眾對進口產品的安全性的投訴

與建議。77 美國政客、媒體、廠商、政府煞費苦心，緊鑼

密鼓，逐步昇級。如今問題的性質，已經超出傳統貿易糾

紛的範疇，比舒默和格雷厄姆提議徵收 27.5％ 懲罰性關稅

走得更遠，只差一份全面停止進口的宣言了。78 換言之，

無論我們多麼努力減少貿易盈餘、減少外匯儲備，中國產

品不安全，價格再低，關稅再高，也不應當進口。這樣義

無反顧的決心，這樣不留餘地動作，不能不讓人懷疑，美

國決策當局究竟想要幹什麼？

（三）聚焦金融改革開放

（保爾森的）首要目標，是要中國打開金融大

門，開放內地資本市場，讓美國金融鉅頭可以更廣泛

地參與中國的金融業，這才是美國真正利益所在。79

2007 年 5 月初，眾議院三個委員會史無前例地聯合舉

行大規模聽證會，主題是「貨幣操縱及其對美國企業和工

人的影響」。這三個委員會擁有美國國際貿易政策的司法

裁定權，過去從未就單一議題聯合舉行聽證。80 第二次戰

略對話前，保爾森又說話，2006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創下 2325 億美元的最新紀錄，「已使美國國會充滿挫折感

和彌漫保護主義氣氛，這對中國是不利的」。81 截至 2007

年 5 月，美國國會已提出了 40 多個針對中國經貿的法案，

此起彼伏，波濤洶湧。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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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參議院以 20 比一的壓倒多數通過一項法

案，矛頭直指中國：如果任何國家被美國正式點名為維持

「與基本面偏離」的匯率水平，則美國企業可尋求對來自

該國的產品徵收反傾銷稅；法案還要求政府通過 IMF 和

世貿組織，對拒絕進行匯率政策改革的國家採取行動；如

果這些國家被美國點名一年後，仍未採取適當的改革措

施，將允許美聯儲在全球市場對匯率有偏差的貨幣進行干

預。83  8 月 1 日，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又通過一項法案，進

一步嚴格界定對匯率操縱的定義，讓財政部有新的手段

向中國施壓。84  這還不算完。眾議院籌款委員會（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計劃 8 月初舉行一個關於中國貨幣

匯率問題的聽證會。參議院還計劃將分散在不同法案中的

部分，組合成一個單獨的中國貨幣法案。85  8 月 1日，保爾

森與胡錦濤會面後說，中國計劃提早在秋季，取消成立中

外合資證券公司的限制。86  9 月 5 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

決議，要求中國對美國開放金融服務市場。87

10 月 23 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中國產品回收潮中，

身為財政部長的保爾森也說進口安全，「解決中國產品安

全問題對美中兩國的貿易關係有長遠的影響」。然而，他

的講話最後還是著落在人民幣匯率上，而且，理由是為中

國好：「中國在短期內加快人民幣昇值的步伐，在中期內

完成市場機制的匯率改革將會大大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的平

衡增長。」88

零敲碎打為的是「零存整取」— 聚焦人民幣匯率改革

和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目標一點也不分散。

IMF 的新任經濟學家約翰遜，也不失時機地好言相

勸，「在一個又一個貿易爭端問題上抨擊中國並不是好主

意。我想中國已意識到他們需要繼續推進經濟改革」。他

還提醒，2007 年初由 IMF 召集「全球經濟失衡」五方磋

商，中國曾經作出改革匯率的承諾，「中國將履行這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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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我們應該幫助他們」。89

有美國政府、國會、學界、媒體、企業家和勞工組

織的主力猛擊，有歐盟、日本和其他利益相關國家的側翼

呼應，有臺灣大選公投加入聯合國的正面挑戰，有北京奧

運會「嘉年華」的背後牽制，90 有 IMF（日後肯定還有世

界銀行  91）的主動幫忙，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勢必被迫加

快？

8.6	 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本來說好了只是對話，不是條約談判，但在第一次對

話之前，保爾森一行通過媒體，口口聲聲要在中美最重要

的議題上，取得實質性成果，「不能再靠賣幾架波音飛機

交差」，否則「可能使美國保護主義人士更加憤怒」。92  

果然，對話剛結束，就有民意調查說，57％ 的美國人覺

得，美國在中美對話裡「不夠強硬」。93 這還只是開始。

美國財政部認定操縱匯率，最主要的硬指標，就是在

雙邊貿易中有大量順差和較多經常賬戶盈餘。94 各種年度

經濟數據在 2007 年上半年相繼公佈，中美貿易順差還在增

加，95 中國的外匯儲備還在增加。第二次戰略對話，沒再

強調儲蓄率，然而，在美國人看來，中國在金融、航空等

多個領域作出的讓步，派出龐大採購團與波音等企業簽署

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合約，都只是「小恩小惠」。96 從匯率

到貿易題材，美國各界輪番上陣，一招一式零敲碎打，緊

鑼密鼓，焦點還是中國金融改革開放。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底，人民幣昇值近 6％；97  2007

年 10 月 24 日，昇破 7.5 元人民幣兌一美元，目前累計昇值

幅度逼近 11％。98 按前文估算，邊際利潤低的行業，利潤

會下滑 50％ 以上。與此同時，全國就業壓力持續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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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供大於求的缺口超過 1500 萬。而且，目前全國農

村仍有一億多勞動力未實現充分就業。99

一頭是中國出口產業和就業壓力扛不住；另一頭是美

國人絕不滿意這麼「緩慢」的昇值。從經濟角度看，外貿

逆差對有辦法印刷硬通貨的美國絕對有利，只要開動印鈔

機，就可以換回飽含中國工人血汗和珍貴資源的廉價消費

品，何樂而不為？「事實上，中美經濟對話完全受政治左

右。」100 從此起彼伏的貿易糾紛、回收產品，到成立進口

安全委員會，再到號召老百姓投訴；回頭再看第一次戰略

對話時美國提高儲蓄率的這類承諾，一裡一外，演繹成共

產黨專制政府操控匯率、管制金融，影響的卻是民主自由

的美國百姓的生活方式？美國已經主導完成伊斯蘭的「妖

魔化」，下一個矛頭所指，就剩「大國崛起」的中國了。

在這個背景下說 07~08 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恐怕不是杞

人憂天。

註釋和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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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描述，尤其是〈誰來養活美國？〉一章，從一

個新的角度，對貨幣博弈參與的「國際大循環」提出了一

種新的假說。從中可以發現，全球化不等於現代化，與國

際接軌不見得就能佔便宜。在國際形勢不斷變化的今天，

我們的確需要與時俱進，從不同角度深入地思考問題。

如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確實有不少領域「世界是平

的」：金融資本可以滿世界自由流竄、洗劫，發展中國家

無任歡迎購買美國債券，客服電話全球外包，全世界兒童

都愛吃麥當勞，可口可樂、耐克球鞋遍佈窮鄉僻壤⋯⋯對

少數富人來說，走到哪兒都有五星賓館，大把不勞而獲的

掙錢機會，在發展中國家可以享受到發達國家享受不到

的、價廉物美的各種人的服務，生活或許更舒坦。但是，

這樣美妙的境遇，只因為在其它方面，世界並不是平的：

語結



20202 世界是平的嗎？

對能源的控制，美國與老牌資本主義大國沒什麼兩樣；寧

願貿易赤字也不輕易賣給中國的軍工，保障的是美國的霸

權；勞動力流動，更不是平的 — 對於發展中國家替跨國公

司打工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永遠不可能「自由流動」

到發達國家去，分享自己的血汗累積出來的全球化果實。

對他們，世界不是平的。

美國和中國，歷年吸引外資最多，舉世公認全

球化受益最多的兩個大國。美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一

大，因為鉅大而成熟的金融市場，是投機資本冒險賭

博的樂園。中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二大，因為「無限供

給」的廉價勞動力。相同質量的勞動，中國是「尋底

競賽」的終點，產業資本攫取剩餘價值的樂園。「所

以，中國成了鼓吹全球化的人最喜歡舉的例子。」

美、中兩國，左右人類社會的進步方向。美國用投機

賭博，空手套白狼，轉瞬間 30％、50％、70％ 的回

報，誘惑金融資本。中國用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

缺乏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勞動保護，吸引產業資

本。「世界賭場」和「世界工廠」，一對孿生兄弟，

集中體現全球經濟一體化，資本與勞動在地理上的兩

極。1

由此發展出來的，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都是貧富加劇分化。2  GDP 成為資本的「盛宴」，金融業

越火，兩極分化就越快；3 金融危機一次次洗劫，加速造就

了「20/80 的社會」。有利於少數富人的「世界是平的」，

不是把人類帶進了太平盛世，而是進入遵循叢林法則、弱

肉強食的「戰國時代」！4 更何況，廉價勞動力不可能「無

限供給」，「尋底競賽」終究會以血汗勞工的生存權為底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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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屬於人民」，5 擋不住的互聯網和媒體，可以將

所有的「不平」，迅速地充分聚焦擺在世界人民面前。這

一點，與幾十年前相對封閉的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不平

則鳴。2003 年的香港，「誰能發動 50 萬人上街？」6

「世界是平的」，因為世界不是平的。只有逐一掃

蕩這些對多數人不利的不平，才有人類社會和諧進步的明

天。

註釋和出處：

1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 305 頁。
2  參見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 180~184 頁，以及本書

〈「20 / 80 的社會」〉一章的有關分析。
3  詳見本書附錄〈香港金融中心和兩極分化〉。
4  王小強、梁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粵海金融控股

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 261~271 頁。
5  這裡借用的是唐裊：《科技屬於人民 — 全球化與科技》中提出

的概念。
6  陳韜文、鍾庭耀：〈誰能發動 50 萬人上街？— 兼談大遊行對

香港政治傳播的衝擊〉（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

columns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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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十週年，亞洲金融風暴十週年，香港人均

GDP 隨著紅火的金融市場上漲，超過了 1997 年水平（附

表~1）。連英國人都讚揚，香港回歸是成功的。1

附表~1：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1997~2006 年

年份
人均 GDP
（萬港元）

變幅
（％）

1997 21.035 10.1

1998 19.756 －6.1

1999 19.174 －2.9

2000 19.727 2.9

2001 19.344 －1.9

2002 18.932 －2.1

2003 18.333 －3.2

2004 19.038 3.8

2005 20.294 6.6

2006 21.501 5.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表~30：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內

含平減物價指數及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http://www.

censtatd.gov.hk/showtableexcel2.jsp?tableID=030&charsetID=2）。

◎  GDP 增長，貧富照樣懸殊

然而，香港的貧富懸殊也愈演愈烈，基尼係數從 1996

年 0.518，上昇到 2006 年 0.533，幾乎是發達國家和地區

中最高的。2  附圖~1 顯示，香港領綜援個案基本呈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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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GDP 負增長時，領綜援個案會急劇上昇；經濟好

轉，GDP 大幅增加，領綜援的個案也不會明顯減少。3 香

港 GDP 增長了，貧困人口的收入並沒有相應增長。

附圖~1：香港 GDP 與領綜援個案，1994~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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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GDP 以 2000 年固定市價計算。個案總數為每年 12 月的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http://www.censtatd.gov.hk）和社會福

利署（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press/page_press/

act_index/cat_ss/）。

再看按十個組別劃分的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貧富差

距擴大的情況就更清晰。收入較低的五個組別，2006 的收

入中位數比十年前減少。其中，收入最低和次低的組別，

收入減少了近兩成。另外，月收入少於四千元的人，1996

年佔香港勞動人口 9.9％，2006 年上昇到 11.7％。4 另一組

數據，香港有一百萬人月收入少於五千港元，有 50 萬家庭

月收入少於八千港元。5

但是，收入越高的組別，收入中位數的增長幅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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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2 ：按組別劃分的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數，
1996~2006 年

收入組別
1996 年
（元）

2001 年
（元）

2006 年
（元）

十年變幅
（％）

第一（最低） 2750 2762 2250 －18.18

第二 7250 6700 6000 －17.24

第三 10000 10000 9000 －10.00

第四 12500 13000 12000 －4.00

第五 15720 16500 15200 －3.31

第六 19200 20500 19425 1.17

第七 23300 25500 24000 3.00

第八 29500 32000 30600 3.73

第九 39420 44000 42000 6.54

第十（最高） 70000 79000 76250 8.93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港人幾番折騰，收入原地踏步〉，香港

《信報》2007 年 6 月 25 日，第 15 頁）。

◎  金融業發展拉大貧富差距

為什麼隨著香港經濟的增長，兩極分化會擴大？從

2004 年起，服務業在香港 GDP 中的比重已超過 90％；20 世

紀 90 年代以來，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一直佔

GDP 五分之一以上。6  2006 年香港金融業大豐收：2006 年

底市值超過 13 萬億港元，世界排名第七；港股平均單日

成交額增至三百多億；全年集資額也創新高，超越紐約，

居全球第二；投機成份更大的窩輪交易，以單一交易所計

算，香港的成交額是世界第一。7 恆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私

人投資兩年賺了一千億港元，持有股份的市值達 1500 億港

元，昇幅 200％，8 被稱為「亞洲股神」。他引以為傲的訣

竅之一，就是在香港靈活投資具有槓桿效應的窩輪，「不

同股份與不同投行所發的衍生工具可作搭配，盤口多，可

以一搭一、一博三、三博四、隨意相配或調動都可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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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波幅，懂計數，就可以賺取厚利」。9

李兆基的話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概念的熱潮中，以

戰略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身份優先認購、持有熱門新股，

坐享股價上昇之利，也是香港富豪們的生財之道。據《蘋

果日報》對李兆基私人基金認購新股的不完全統計，截至

2007 年 8 月下旬，賬面賺了超過三百億港元。10 經過 9~10

月的大漲，李兆基投資組合的市值更高。

附表~3：李兆基投資的部分新股

股票名稱
公開招股價
（港元）

2007 年 11 月 1 日
收市價（港元）

漲幅
（％）

中國人壽（2628） 3.590 51.850 1344.29
平安保險（2318） 10.330 107.400 939.69
神華能源（1088） 9.250 49.850 438.92
中遠控股（1919） 4.250 33.800 695.29
招商銀行（3968） 7.925 39.100 393.38
中煤能源（1898） 4.050 25.500 529.63
工商銀行（1398） 3.070 7.120 131.92
碧桂園（2007） 5.380 12.720 136.43
玖龍紙業（2689） 3.400 20.800 511.76
交通銀行（3328） 2.500 13.540 441.60
中國銀行（3988） 2.950 5.190 75.93
中國網通（906） 8.400 23.000 173.81
建設銀行（939） 2.350 8.630 267.23
海油化學（3983） 1.900 6.330 233.16
洛陽鉬業（3993） 6.800 19.900 192.65
中海集運（2866） 3.175 9.390 195.75
合景泰富（1813） 7.280 14.820 103.57
中國電力（2380） 2.600 4.270 64.23
復星國際（656） 9.230 10.540 14.19
領匯（823） 9.780 17.520 79.14

註：領匯招股價 10.3 港元，9.78 是持香港身份證的招股折扣價。

資料來源：根據《蘋果日報》所列李兆基持股清單，進行數據整理和計

算（李培瑛、高淑嫻：〈股神李兆基，買股名單曝光〉，《蘋果日報》

2007 年 8 月 25 日）；香港交易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invest/

index_c.asp?id=http://www.hkex.com.hk/invest/welcome_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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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金融創新的爆炸性發展，各國中央銀行加

快速度地印製鈔票，金融交易已經掙脫實物交割，晉身為

「虛擬經濟」、「貨幣經濟」、「投機賭博新經濟」。

「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通過電腦操盤，在金融市場

上實現財富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11  關鍵是，「以一博

幾」，以錢生錢，絕不是月收入幾千港元的窮人可以成功

操作的。12 在香港，還得加上一條，普通老百姓想學「亞

洲股神」，在新股認購中屢佔先機，幾乎是天方夜譚。13 所

以，金融業越火，兩極分化就越快。

2007 年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曾蔭權強調，新一屆政

府施政會「以民為本」。14 執政為民，就應當在執政方針

上，落實胡錦濤的期許：「把發展擺在首位，讓香港民眾

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15  在這個背景下，看香港金融中

心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有更全面的認識。

註釋和出處：

1  例如，英國前後兩任外交大臣貝克特和戴維．米利班德都說，香

港回歸十年取得了驕人成就，「一國兩制」得到貫徹落實（王敬

中：〈英外交大臣：「一國兩制」原則在香港得到很好落實〉，

新華網 2007 年 5 月 21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5/21/content_6132251.

htm；王敬中：〈英國外交大臣：香港前途將一片光明〉，新

華網 2007 年 7 月 1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7/01/content_6314936.

htm）。
2  〈貧富愈懸殊，M 型社會化〉，香港《信報》2007 年 6 月 25

日，第 15 頁。
3  實際上，在新增的合資格申領綜援者中，還有約六成因為「自力

更生」精神及擔心被歧視等原因，沒有去申請（〈標籤效應，

六成赤貧避申請綜援〉，香港《文匯報》2007 年 7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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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7/13/YO0707130003.htm）。
4  〈港人幾番折騰，收入原地踏步〉，香港《信報》2007 年 6 月

25 日，第 15 頁。
5  詹德隆：〈窮香港富香港〉，香港《信報》2007 年 2 月 3 日，第

28 頁。香港實行公屋政策，向低收入人士提供居所，近年來新

建成或重建的公屋，月租金大都在二千元以上。
6  政府統計處：〈表~36：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 — 以

要素成本計算各經濟活動在本地生產總值內所佔的百分比〉

（http://www.censtatd.gov.hk/showtableexcel2.jsp?tableID=036&c

harsetID=2）。
7  廖美香：〈跨國投資銀行香江顯盡優勢〉，《信報財經月刊》

2007 年 1 月號，第 4~9 頁。
8  李培瑛、高淑嫻：〈股神李兆基，買股名單曝光〉，《蘋果日

報》2007 年 8 月 25 日（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

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70825&sec_id=4104&subsec_id=11

866&art_id=10070077）。這還沒算上 9~10 月 H 股繼續大漲所帶

來的增值。
9  廖美香：〈在香港投資得天獨厚 — 專訪恆基集團主席李兆

基〉，《信報財經月刊》2007 年 1 月號，第 10~14 頁。
10  李培瑛、高淑嫻：〈股神李兆基，買股名單曝光〉，《蘋果日

報》2007 年 8 月 25 日。
11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四章的分析。
12  例如，2007 年 9 月福布斯公佈美國四百大富豪，排名最低的也有

13 億美元身家；新上榜人士中，超過一半是對沖基金和私募基

金經理（〈基金經理紛晉身美國富豪榜〉，香港《信報》2007

年 9 月 22 日，第 7 頁）。
13  散戶在香港新股認購的中簽率遠比機構投資者低，獲配股份少，

是不爭的事實。2006 年起國企股大熱，各新股公司連啟動回撥

機制、保證散戶「人人有份」獲配一手新股的「門面功夫」，都

免了。
14  〈特首下令新班子走入群眾〉，香港《商報》2007 年 06 月 24 日

（http://www.hkcd.com.hk/20070624/ca2700933.htm）。
15  劉迺強：〈後董時期的肉團政府〉，香港《信報》2004 年 11 月

30 日，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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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昇值壓力來自不斷昇值 1

2007 年 8 月下旬，國家外匯管理局宣佈開放個人境

外證券投資試點方案後，香港金融界眾說紛紜，有一點是

肯定的，「此舉將令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邁出最關鍵的一

步，人民幣自由兌換時間表將大幅推前。」2

◎	 外匯儲備減少，就能緩解昇值壓力？

有一種觀點，「開放內地資本項目，會有助於資金有

序流出，在某種程度上能紓緩匯率上調的市場及國際政治

壓力」。3 問題是，以內地居民為媒介，個人投資海外，讓

部分外匯流出，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昇值壓力？

截至 2007 年 6 月底，中國內地的外匯儲備總額達到

1.33 萬億美元。4 摩根大通預期，內地一年內將有一千億美

元湧入香港；5 另有說法是四百億美元。6 就算內地的外匯

儲備不再增加，一年內滿打滿算真有一千億美元流入了香

港市場，甚至來了兩千億，外匯儲備總額可以降到 1.23 萬

億、1.13 萬億美元了，就不算「過高」了？

外匯儲備，多少算合適？經濟學上，並沒有衡量外匯

儲備過高的標準。7 對照日本，1985 年外匯儲備約 2700 億

美元，相當於 25 個月的進口額；經過十多年昇值，2007 年

上半年，日本外匯儲備約九千億美元，超過 18 個月的進口

額。8 日本的外匯儲備，是不是也太多了？



21111附錄二 昇值壓力來自不斷昇值

◎	 股市下降，就能緩解昇值壓力？

有說法是，新措施還可以預防 A 股進一步急昇，同時

也收窄 A、H 股差價。9 簡單地說，就是為 A 股「洩洪」。

還是參考日本：1989 年底開始的股災，TOPIX 指數

從高峰 2884 點，不到一年時間，大瀉到 1500 多點，跌幅近

半；同期內，日元匯率從最低 158.46 日元兌 1 美元，昇值到

129.22，急速昇值近兩成（附圖~2）。

附圖~2：日本股市	TOPIX	指數與日元兌美元匯率的對比，
1981~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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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東京股價指數（TOPIX），代表了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一部分全

部股票的走勢。

資料來源：日元匯率見 The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 網站（http://

www.forecasts.org）；TOPIX 指數見東京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

www.tse.or.jp/english/market/topix/index.html）。

日本股市泡沫破裂，還帶動了實際 GDP 增長率下跌，

從 1989 和 1990 年的 5.3％，跌到 1993 年的 0.4％；貿易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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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同下跌，1989 年順差 415.4 億美元，1990~1992 年均為

三百多億美元（附表~4）。期間，日元兌美元昇值的大趨

勢不變。

附表~4：日本實際	GDP 	增長率和日美貿易順差，
1989~2000	年

年份
實際 GDP 增長率

（％）
日美貿易順差額
（億美元）

1989 5.3 415.40

1990 5.3 331.50

1991 3.1 337.06

1992 0.9 363.70

1993 0.4 459.62

1994 1.0 513.30

1995 1.6 404.73

1996 3.5 289.28

1997 1.8 379.03

1998 －1.1 496.73

1999 0.8 604.46

2000 1.5 681.20

資料來源：實際 GDP 增長率見日本財務省網站（http://www.mof.

go.jp/jouhou/soken/kenkyu/zk060/zk060o.pdf）；日美貿易順差根據

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數據計算（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

bp_web/simple.cfm?anon=443&table_id=10&area_id=11）。

而且，不得不考慮的是社會安定的風險。這次開放境

外投資極可能重演 2001 年 2 月開放 B 股的情形，「B 股被外

資炒高後才由內地股民接貨，其後 B 股股價大瀉，內地股民

紛紛被套；從過去兩週（2007 年 8 月底~9 月初）H 股被狂

炒飆昇的情況來看，如果閘門一開，大量資金入場，內地

股民同樣可能在高位接貨，成為香港炒家的點心。」10

2007 年第三季度，內地滬深股市賬戶總數已超過 1.2

億，其中超過 99％ 為個人賬戶。11 按持有流通股量計算，

A 股市場也是散戶佔了大頭。12 越來越多股民，通過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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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互聯網炒股，13 在大大小小的網絡論壇上寫股評、發議

論。網民們的關注焦點高度集中，經常同喜同憂同感慨。

香港股市對國際金融大鱷完全開放，各類對沖工具一應俱

全，隨便漲隨便跌（沒有漲跌「停板」管制）。1998年

香港政府下場救市，兩天時間消耗上千億港元。14  2007

年外管局公佈「港股直通車」消息，當天恆生指數暴漲

1208 點。雖說股市投機風險自負，黨中央歷來強調執政為

民。內地股市相對封閉，輸贏總算是「肉爛在鍋裡」。現

在忽然開個口子，一旦有大批股民損失慘重，負面信息迅

速傳播，不能保證不會對內地股市、甚至社會安定產生不

利影響。今天，已有經驗證明，不可輕視信息網絡的號召

能量。15 前車之鑒，2003 年的香港，「誰能發動 50 萬人上

街？」16

◎	 人民幣昇值的壓力，來自不斷昇值

人民幣昇值的壓力，來源於 2005 年 7 月以後的不斷

昇值。17 不斷昇值再強化昇值預期，國際熱錢湧入、18 股

市泡沫、房地產泡沫，都是無法避免的自然現象。不斷昇

值，因為有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理由是中美貿易順差不

斷增加。貿易順差必然帶來外匯儲備增加，同語反復成人

民幣必須得昇值的兩條「罪狀」。19

可是，貿易順差到底與貨幣昇值有多大關係？榮智健

說，「在今天每天幾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市場上，95％ 以

上都是套利投機。貿易平衡與匯率早就沒有直接關係了。

日元昇值的經歷就是有力的證明。《廣場協議》以來，日

元持續昇值。但是，一直到今天，日元匯率自由浮動、市

場調節了多少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還是順差。所

以我認為，貿易是貿易，匯率是匯率。」20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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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貿易順差，也不一定會被認定為美國貿易赤字的「元

兇」。典型的例子是波斯灣產油國，貿易順差從 2002 年的

三百億美元，激增至 2006 年 2800 億美元，這些國家平均貿

易盈餘相當於 GDP 的 30％，遠遠超過中國的 8％，「卻沒

有招致美國的批評」。21

退一步說，中美貿易順差哪來的？冷戰結束後，美

國公司為追逐低成本，將大量勞動密集型、低技術、高能

耗、高污染的產業向中國轉移，生產出來的消費品源源不

斷輸回美國；另一頭，美國為遏制中國，對高科技產品和

技術出口管制範圍不斷擴大。一裡一外，中美貿易順差只

能居高不下，中國的外匯儲備自然增加。22 如果真正按市

場規律辦事，解除美國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的種種限制，是

緩解貿易順差的最好辦法。

2007 年初以來，從形形色色的貿易戰，到政府成立進

口安全委員會，再到開大會徵集美國民眾對進口產品安全

的投訴，美國各界煞費苦心，逐步昇級，只差一份全面停

止進口中國產品的宣言了。「零敲碎打為零存整取」，目

標始終聚焦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23

圍繞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較量，既不簡單是金融問題，

也不簡單是經濟問題。眼看 2008 年，臺獨勢力猛推大選捆

綁入聯公投，接著是北京奧運會。在這個歷史性關頭，胡

錦濤及時強調指出：「要切實加強擴大開放條件下的金融

風險防範工作，確保國家金融安全。」24

註釋和出處：

1  本文根據筆者與王晶合寫之《香港傳真》No. 2007~12 修訂而

成。
2  〈人民幣自由兌換步伐提速〉，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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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2 頁。
3  任志剛：〈資金自由行助港金融穩定〉，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4 日，第 46 頁。
4  僅 2007 年上半年，外匯儲備就增加了 2663 億美元（〈外儲創

新高達 1.33 萬億美元〉，香港《信報》2007 年 7 月 13 日，第 40

頁）。
5  〈北水湧港中行難專美〉，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2 日，第 2

頁。
6  邵榮秋：〈次按風暴 VS 北水南流〉，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5 日，第 19 頁。
7  《華爾街日報》說，中國內地 2007 年第一季度的外匯儲備總

額，已接近 18 個月的進口額，「遠超過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建

議的 6~9 個月」（Michael  Pettis：〈中國苦覓貨幣良策〉，華

爾街日報中文網絡版 2007 年 7 月 5 日，http://chinese.wsj.com/

big5/20070705/opn200158.asp?source=channel）。被忽略的理論

背景是，發展中國家過去普遍外匯儲備不足，「擁有外匯儲備

就意味著擁有可靠的、不受限制的可支付財源」，為避免支付

危機，保障金融和經濟安全，才有了外匯儲備至少是 3~4 個月

進口值，或者應該超過一年的外債額，這類「理論基礎並不堅

實」的經驗值（亞洲開發銀行：《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第

364~367 頁）。
8  1985 年外匯儲備，見理查德．鄧肯：《美元危機》，第 31 頁；

2007 年外匯儲備，來自日本財務省網站（http://www.mof.go.jp/

english/e1c006.htm）；以日元計算的進口額，來自日本財務省

網站提供的鏈接（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

nenbet_e.htm），再按年或半年平均；1985 年數據按匯率均

值 238 日元兌 1 美元折算，2007 年上半年數據按匯率均值 119 日

元折算（The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網站數據）。
9  〈外匯儲備積壓，新招一箭雙雕〉，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1 日，第 2 頁。
10  〈無關金融安全，首重股民教育〉，香港《信報》2007 年 9 月 4

日，第 1 頁。實際上，炒高 H 股的勢頭並沒有在 9 月止步。

10 月 30 日，H 股指數再創收市新高 20400 點，比 8 月中的

11003 點，累計上昇了 85.4％；恆生指數也屢創新高，超過了

31000 點。
11  〈鼓勵以財創富，投資市場興旺〉，香港《信報》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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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第 2 頁；〈5 月 28 日股市帳戶達到 10027.36 萬戶，專家

提醒防風險〉，央視國際網站 2007 年 6 月 1 日（http://big5.cctv.

com/gate/big5/news.cctv.com/20070601/111485.shtml）。
12  截至 2007 年 7 月底，機構投資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的比重上昇

到 44％。也就是說，散戶還佔了 56％（〈機構持 A 股 44％流通

市值〉，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28 日，第 12 頁）。
13  內地寬帶網民中有五分之一開始使用網上銀行和網上炒股業

務。其中，網絡炒股的接近 2200 萬人（〈網絡成為新一輪造富

運動的幕後推手〉，新浪網 2007 年 7 月 26 日，http://tech.sina.

com.cn/roll/2007-07-26/1000371619.shtml）。「上班時間上網

炒股，公務不作為已影響行政效能的提高。」為此，溫州出臺

「禁令」，嚴禁公務員上班時間炒股（陳東昇：〈溫州嚴禁公

務員上班時間炒股〉，人民網 2007 年 5 月 21 日，http://unn.

people.com.cn/BIG5/14748/5754778.html）。就連 61 歲的家庭

主婦，也可以專門買電腦，向兒子學基本操作，在網上買賣、

關注股票（張潔平：〈龍市改變中國人生活方式〉，多維新聞

網 2007 年 2 月 9 日，http://app2.chinesenewsnet.com/view-article.

php?url=/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2_9_10_33_19_

659.html）。
14  詳見本書〈香港：「鏽住提款機」〉一章的有關分析。
15  2007 年，內地網民數量已達 1.4 億（〈網民要安全也要自由〉，

香港《信報》2007 年 5 月 18 日，第 37 頁）。
16  誰是組織單位？參加遊行的香港市民事前大概只有模糊的印象。

發起遊行的民陣，沒有動員 50 萬人上街的實力。人際小網絡和

媒體互動，香港市民的自發式動員，才是至關重要（陳韜文、

鍾庭耀：〈誰能發動 50 萬人上街？— 兼談大遊行對香港政治傳

播的衝擊〉（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22.

html）。
17  麥金農分析過日本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情形：「無論美元貶值

多少，總有一些美國官員從日本的貿易順差中，看到日元進一步

昇值的潛力。⋯⋯經常項目持續順差，導致日本擁有越來越多

的美元權益（資產，筆者註），貨幣風險不斷增加，資本外流

受到抑制。即使美國不再施加商業壓力，日元也依然有上昇的空

間」（羅納德．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68、72~73

頁）。
18  直到 2007 年 10 月下旬，人民幣從 2005 年 7 月起累計昇值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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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有「商品大王」之稱的國際投資者羅傑斯表示，要把手

上全部美元資產售出，並購入人民幣資產，甚至預期人民幣未

來十年有望昇值三倍（〈人行：冀中國資本賬有序開放〉，香港

《信報》200 7年 10 月 25 日，第 6 頁；〈人民幣穿 7.5 創匯改後

新高〉，香港《信報》2007 年 10 月 25 日，第 2 頁）。
19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五章〈迫近中國的金

融危機〉。
20  〈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 榮智健在新加坡萊佛士

論壇的發言〉，《香港傳真》No.2006~14。
21  〈多國為聯匯付代價〉，香港《信報》2007 年 10 月 25 日，第 2

頁。
22  增加的儲備再買美國債券，支持美國政府赤字財政（關於美國、

亞洲、中東的新「三角貿易」關係，詳見本書〈誰來養活美

國？〉一章的有關分析）。
23  詳見本書〈07~08 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一章的有關分析。
24  〈胡錦濤：提速金改，搞好宏調〉，香港《信報》2007 年 8 月

30 日，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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