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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大选后
中美经济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特约撰稿人李宁对话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荫首次提出中美经济关系四个“20年”的划分。中美经济由合作竞争进入竞争合作阶段，竞争是主
题，摩擦是进入新阶段的特征，合作是一种策略与手段。

荫“金融危机”与“中国崛起”是前四年人类最重大的事件，是导致中美经济进入第四阶段的诱因。
荫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其“中国政策”在经贸领域内都可能继续朝着对抗性的趋势发展。

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

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美经济关系的好坏影响全球经济走

势。未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中美

关系制约下的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

将面临何种挑战？中国企业又当以

何种措施应对？就此，特约撰稿人李

宁采访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李锦。

中国经济为何在美国
大选阶段上升为主要话题？

李宁：在最近美国总统大选的

三场电视辩论中，现任总统奥巴马

和挑战者罗姆尼对日本只字未提，

提到中国却多达 53次。中国崛起还
首次成为大选辩论的独立辩题。香

港《大公报》撰文称，中国躺着也中

枪，说明“中国议题”已经全面渗透

到美国大选。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李锦：今年美国两位总统候选

人中国政策辩论格外有“新意”。“新

意”并不是“新”在如何辩论更有针

对性的中国政策，而是“新”在辩论

谁成为总统后的中国政策能对华

“更加严厉”。由于美国居高不下的

失业率、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的扩

大制造业和振兴出口等国内经济难

题正在困扰美国，今年美国总统大

选的经济议题尤其突出。而把中国

议题与美国经济挂钩，在冷战结束

后的 6 次大选中，已经达到创纪录
的高度。而且这些议题多与中国企

业有关系。

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日本
曾是美国总统大选中最重要的“假

想敌”。1992 年美国大选期间，日本
被提及 9 次。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经
济突飞猛进，候选人们便围绕美国

应如何强大自身经济来应对日本崛

起而展开讨论。今年是 1988 年以
来，历届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首次

对日本只字未提，中国取代日本成

为美国大选的最大“假想敌”，说明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地位的

变迁。

李宁：中美经济关系会随美国

选举出现周期性波动，两党候选人

就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各种问题宣示

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

的言论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

象，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李锦：从中国议题与美国总统

选举的互动历史上观察，20 世纪 90
年代所谓“最惠国待遇”曾令中国事

务时常游走在选战的风口浪尖之

上，致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互踢皮

球中很“受伤”。而进入新世纪以来，

反恐战争等议题很快浮出水面，中

国也因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合

作者而渐渐淡出选举视野。

而直到金融危机和当下的后危

机时代，美国经济低迷停滞，中国经

济却持续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最有

说服力的是，在世界 500 强企业评
比中，2002 年 11 家中国企业上榜，
2012年 79家中国企业上榜。而美国
上榜企业的数量则呈逐年下滑趋

势，从 197 家缩减为 132 家，日本从
88 家缩减为 68 家。美国和日本是
“减少十年”、“失去十年”，中国是

“增加十年”、“前进十年”。现在两国

经贸关系中的贸易赤字、国债、人民

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逐渐被某

些美国政治人物加以炒作与夸大，

转嫁矛盾，助长了民粹主义抬头。在

弥漫着负面涉华态度的政治环境

下，两党候选人都已将中国议题视

为“杀手锏”。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

文虽以国内经济为主，但仍五次明

确提及中国，不是指责中国“不公平

贸易行为”，就是极力炫耀自己政府

“正从中国抢回就业岗位”，有意识

地将民怨引向中国。罗姆尼向选民

承诺他将带领世界进入下一个“美

国世纪”而非“中国世纪”。两党候选

人对待中国的强硬态度，其实是把

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国内政治外交

化，究其根本还是美国民族主义在

作祟。

可以想见，若奥巴马连任成功，

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国会形成“府

会分立”，包括中国议题在内的重要

内外政策就有可能沦为驴象拉锯的

牺牲品。中国将有一批企业成为这

种拉锯中的牺牲品。

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进入
竞争摩擦的第四个“20年”

李宁：1949 年至今，中美关系发
展可谓沐雨经风，恩怨交加。既饱含

相互斗争、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

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您认为接

下来的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什么样

的发展阶段？

李锦：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

美关系经历了三个“20 年”。第一个
“20 年”是严重对抗时期，从新中国
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在
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

面，总体处于对抗状态；第二个“20
年”是缓和合作时期，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基于对抗苏联
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发

展总体平稳；第三个“20 年”则是合
作竞争时期，从 90 年代初至今，中
美关系发展虽出现多次波折和摩

擦，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已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在反恐、国际与地区安

全等方面也多有相互合作。

我认为接下来中美关系将进入

第四个“20年”，即竞争合作时期。随
着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双边贸

易总额已经突破 4000 亿美元，摩擦
势必增加。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经济体，美国作为老大，对

老二的提防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说

第三个“20 年”是合作互利为主导，
竞争摩擦为次要，那么在第四个“20
年”，竞争是主题，摩擦是进入新阶

段的特征，合作仅仅是一种策略与

手段。

李宁：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对未

来中美关系持乐观心态的时候，您

的这一见解实在是发前人所未发。

是什么因素促使您作出这种判断？

李锦：美国外交实用主义成分

居多，美国政界重要人物更注重思

考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在过去四年

中，发生了两件影响世界形势的大

事，导致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中国

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一件是美国

金融危机，一件是中国的崛起。这是

前四年人类最重大的事件，是导致

中美经济进入第四阶段的直接诱

因。

值得注意的是，四年前，奥巴马

上任初期的对华态度恰恰是避免提

“对手”反而强化“合作”概念。2009
年 2月，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希
拉里·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有些人

认为崛起的中国一定是个对手，然

而正相反，我们认为美中都能够从

对方的成功中受益，也都能够为对

方的成功做出贡献。”2012年，无论
是新出炉的世界 500 强榜单还是
GDP世界排名，中国都“紧咬”其后、
伺机赶超，中国不容小觑的经济实

力给美国带来了痛入骨髓的威胁

感。如今奥巴马对待中国的强硬态

度，已经预示着中美关系的变化。

李宁：中美关系发展进入竞争

摩擦的第四个“20 年”，是否意味着
对抗、摩擦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内

容，而合作则退居其次？

李锦：起码从形式上不能简单

地这么看。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

歧，许多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经济方面最明显，中美互为

最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外汇储备中

美元占最大比重，使两国金融息息

相关；美国制造业大多在华设厂，物

美价廉的中国货成为美国人日用消

费品最大来源和抑制通胀的重要杠

杆。政治方面，朝核、伊朗、伊拉克、

以巴冲突、反恐等国际重大问题的

处理，都需要中美合作。中美既是能

源消耗大国，又是废气排放大国。解

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合作。

多年来，中美已建立起一系列

沟通交流、协商合作的机制。包括两

国元首经常性会晤、经济战略对话、

领袖和外长热线、军事交流机制、国

会交流机制等，使分歧和争论能及

时协商解决，这是两国关系长期稳

定的重要保障。并且两国民间交流

也取得很大进展。因此在第四个“20
年”中，中美关系将维持在一种竞争

与合作反复胶着的状态中。

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影
响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

李宁：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味

基于维护国内经济稳定而频频向

中国发难，是否会预示着 2013 年美
国新政府上台后将掀起中美“贸易

战”？

李锦：对这一可能性我们不能

低估。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五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看点”，预示着不

论谁当选美国总统，其“中国政策”

在经贸领域内都可能继续朝着对

抗性的趋势发展。

首先，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

我国在同时进行，都在强化实体经

济。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贸易政

策“内视”的趋势只会有增无减。从

出口对两国 GDP 所占的比重来看，
中国是 30%，美国是 15%。盯住所
谓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要远高于美

国的这一数字，白宫很可能将会继

续实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

其次，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朝野

目前最担心的不是安全与战略话

题，而是经济竞争力。数据显示，

70%以上的美国人最担心的对华政
策话题是中国掌握的美国债务、中

国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对华投

资，63%的美国人主张对华政策应
该“更加强硬”。

第三，迄今为止，奥巴马和罗姆

尼的中国政策辩论出人意料地集

中在经贸领域，而鲜有谈及外交、

军事和战略议题。美国贸易代表柯

克日前在国会听证时直言不讳地

指出，今年奥巴马政府将对中国发

起更多的贸易保护案。这预示着美

国政府开始倾向于美中经贸对抗、

甚至为美中之间局部的经贸和安

全对抗做铺垫，预计美国针对中国

的贸易保护行动将会趋向频繁，力

度也会加大。

第四，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是

让明天的制造业岗位不再扎根中

国，导致投资撤出中国。美国曾是

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

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

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

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

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

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

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

中国的吸引力下降。

第五，欧美联合封锁中国大企

业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世界银行出台了一份报告，第四章

《企业部门》改革中，明确希望中国

国企从当前 27%的份额到 2030 年
降低到 10%的份额。换句话说，也
就是要在未来 18 年内，将当前国
企资产的 63%要转让给以外资为
主的私营企业。美国人以意识形态

名义要我们“国退民进”，实际上是

“中退西进”、“中退美进”。美国封

杀华为、三一的行为，充分暴露了

美国对中国大企业迅速崛起威胁

到其霸主地位的强烈恐惧，宣告了

在全球经济生存版图上，一场短兵

相接的大企业肉搏战将不可避免

的来临。

李宁：近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

动作频频，今年的《国防战略指南》

又明确提出将战略重点移至亚太，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于中国经

济有何影响？

李锦：美国的“重返亚太”，是

军事经济一体化的“重返”。军事助

威，经济唱戏。其核心战略目标在

于“制衡”中国，压缩中国对外扩张

的发展空间。从 2009 年奥巴马宣布
重返亚太开始，美国已经采取了一

系列实际行动。有了 TPP 在经贸方
面的基础，美国便可以不断渗透深

入到亚太合作的各个领域。美国反

恐 10 年，放松了对亚太地区的控
制。这次重返亚太的战略很重要的

一部分原因，就是制约中国在东

亚、亚太及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的

影响力。无论中美经济关系在此前

是怎样的状况，随着美国重返亚

太，中美经济作为伙伴关系中的对

抗因素将上升。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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