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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历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高潮虽然从理论上可以预期

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对

应的全球化 1．0 和全球化 2．0 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受益者之外。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

革，推动了全球化 3．0 并从中获益，实现了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导致世界经济明

显趋同。与这一轮全球化并行，中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必要

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

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

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坚持深

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

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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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世界经济论坛，或者说因在瑞士滑雪胜地举办而得名的达沃

斯论坛，以其议题设置具有最为广泛的关注度而著称。2019 年新年伊始召开的年会

以“全球化 4．0: 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也就是说，会议主题的

设计者主张把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

话题与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焦点问题都有关，因而包含着诸多政治家、企业家、学术研

究者和智库学者孜孜以求的疑问。

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和现任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在其最近

出版的著作中，从采用生产技术特征的角度区分了历史上四次工业革命，并给出大致

的历史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 1760—1840 年之间，以使用水和蒸汽动力进

行机械生产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 19 世纪末并延续到 20 世纪初，以使用电力

进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促进

自动化生产为特征。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边界的革

命，表现为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 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

大，成本日益低廉;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等方面。①

在施瓦布看来，全球化是技术变革引致的现象，是创意、人员和货物在全球范围的

运动，因而也是工业革命的一种全球框架。② 不过，他并没有像对待第四次工业革命

与全球化 4．0 的关系那样，明确而完整地给出全球化 4．0 之前各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

段。事实上，那样做的难度相当大。因此，我们首先只需在思维方式上把握工业革命

与全球化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即可，而且这样做至少有助于表达上的方便。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采用倒推的方法和逻辑，大体上给出此前全球化的大概

时间范围。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 3．0 可以从 20 世纪 90 年代算起，

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

以算作全球化 2．0。或许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到 20 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 1．0 的

典型时期。从这个年代划分，也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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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施瓦布著，李菁译:《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力量》，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4 页。
参见 Klaus Schwab，“Globalization 4．0－What Does It Mean?”World Economic Forum Official Website，

https: / /www．weforum．org /agenda /2018 /11 /globalization－4－what－does－it－mean－how－it－will－benefit－everyone /，访问

时间: 2019 年 1 月 22 日。



乃至中断。

其实，无论在正在打造的全球化 4．0 之前是否存在定义明确且具有共识的 3．0、2．0

和 1．0 诸版本，也无论这些不同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如何界定，我们皆可以得出一

个不容否认的结论: 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

化 1．0 和全球化 2．0 的赶超机会，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 3．0 中抓住了机遇，脱

颖而出一跃成为全球领先者和最大的获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 40 年的历程，其间中外经济学家

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热切的探讨，给出了各种理论说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多数

学者也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得益于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样的一般性结论，

然而，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时期的全球化以及工业革命视野中的深入研究，总体

而言仍嫌不足。在面对变化了的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这种现状可

能导致认识新情况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应对新情况的政策储备不足。

既然在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并不严格对应却在逻辑上紧密

相关的特点，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下讨论中虽然会对两个历史过程都有涉及，但是更

多地从经济全球化入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工业革命的忽略。同时，既然我们讨论

的重点是在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里将重点分别放在揭示上一

轮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特点以及中国经济如何抓住全球化机会，实现了对更为发达经济

体的赶超。

二 回归李嘉图: 全球化特点变化

大卫·李嘉图( David Ｒicardo) 应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国际贸易理论之父，或者说

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为本源，加入一代又一代杰出经济学家

贡献而形成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进行贸易

并均从中获益的决定性因素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换句话说，由于不同产

品中凝结的要素强度不尽相同，国际贸易无异于国家之间以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交换

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通过由此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结果而分别获益。由于不同

产业倾向于使用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如传统重工业凝结更多的物质资本，传统轻工

业更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而现代信息产业则更为密集地凝结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又由

于各国在不同要素上具有不尽相同的禀赋，我们预期看到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的国

际贸易应该属于产业间贸易( inter-industry tr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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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却是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rade) ，即国家

之间交换同一种类型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要素禀赋同质性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型

产品的贸易。例如，同属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德国都生产汽车，而且相互进行汽车贸

易。这种情形至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那一轮全球化中比较普遍。因此，经济学

家也从那时开始纷纷构造理论模型，尝试对这一违背比较优势原理的现象给出新的

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处于两种分隔状态，分别表现为东西方

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分隔。首先，以美苏之间的冷战状态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于分隔状态，前一类型国家之间进行分工与贸

易，后一阵营国家之间也进行局部性合作，如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之间的

分工与贸易。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出于对殖

民地时代贸易的惨痛记忆，另一方面在诸如“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激进

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影响下，排斥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并且中低收入国家之间也

无贸易可言。所以，那个时期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1960 年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 95． 4%，其中

70．6%的贸易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内部。

那么在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是

什么呢? 符合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因而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所谓“新贸易理论”。这

种理论认为，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不在于发挥各自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

而在于利用各不相同的报酬递增效应和网络( network) 效应。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相

同的资本要素丰裕特征，但是不同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水平产生类似于比较优势

的效应，仍然可以使其获得贸易的收益。因此，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存在，也有其存在

的道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逐步加大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

国地位以及随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缔约成员的努力，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越

南等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扩大了对外开放，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

分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5 年代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 WTO 正式运行，包括

从关贸总协定转为成员的国家以及很多低收入国家在内，当年成员总数就已经达到

112 个。

这些国家具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劳动力总量，多数又分别为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

家。仅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人口为例，中国、越南、蒙古国、苏联及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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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原计划经济国家 1990 年的总人口规模大约为 16．3 亿，占全世界比重高达 30．8%，而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10．1 亿，占全世界比重更高达 32．8%。如果再加上印度和

拉丁美洲国家，可以想象逐渐加入全球分工的总劳动力规模该有多大。因此不难判

断，从那以后的世界贸易便逐渐回归李嘉图模式，更加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预期，越来

越多地表现为交换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贸易。

杰弗瑞·萨克斯( Jeffrey D． Sachs) 等做过一项研究，直接估算了生活在开放经济

体的人口比重变化。他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封闭的，

直到 1960 年，大约也只有 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开放经济体; 1993 年，这个人口比重

刚刚超过 50%; 到 1995 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开放经济体，生活在开放经济国家

的人口便达到了 87%。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 衡量这个开放经济体的扩张过

程，可见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① 实际上，1995 年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快，不仅

表现为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国家的增加，如 WTO 超过半数的成员系在 1995 年 1 月 1 日

以后缔约，更表现为它们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加深。

把高收入国家作为基准，观察其作为整体的进出口方向变化，可以更直接、更清晰

地观察前述趋势对全球贸易结构的影响( 图 1) 。分别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向看，高收

入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占全球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之前始终是缓慢上升的，从

那以后则开始进入稳中有降的时期，而在大约世纪之交的时候，开始以更快的速度降

低，从峰值到最晚近的数据点，总的下降幅度超过 10 个百分点。从高收入国家对中低

收入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到相同因素造成的反向对应变化。

按照经济学中“雁阵模型”的道理，②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样体现的是国际贸易

所遵循的比较优势原则，因此，可以预期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扩大和地区流向变

化也必然与全球贸易规模扩大及模式的变化相一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

计算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量在 1970—1990 年期间的年

均名义增长率为 13．5%，1990—2008 年大幅度提高到 21．4%，而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以来，在较大波动中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不同的经济全球化类型带给世界经济整体和参与国家的结果大相径庭。具体来

说，仅局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进行的、以产业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与包括更

广泛国家类型、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造成了不尽相同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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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Warner，“Economic Ｒ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Brook-
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1995，No．1，1995，pp．12－13．

参见 Kiyoshi Kojima，“The‘Flying Geese’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and Ｒ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No．11，2000，pp．37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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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收入国家进出口方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 / /data．worldbank．org /，访问时间: 2019 年 1 月 5 日。

化效应，因而对参与贸易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简

单来说，产业内贸易主要不是参与国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因而不改变各国国内

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 产业间贸易本质上则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参与国之间相互交

换生产要素，相应地，各国国内的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也就变化了。

例如，在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形下，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与资

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必然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从而劳

动者得到更高回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资本所有者也得到更高

回报。这意味着，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自发力量即可产生有利于劳

动者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发达国家，虽然资本所有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从这一轮全球

化中挣得盆满钵满，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再分配政策，这些国家中的劳动者仍会感觉

受到损害。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的同

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相应地，不仅这一轮全球化正在遭遇其

逆风，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主要来自后起国家转向来自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一部饱受争议的

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就是站在不发达国家立场上正确地质疑这轮全球化

的代表作。① 有趣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再现了一种笔者所称的“马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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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式滞后反应”现象，①即在剧情已经变化甚至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基于自己和他人长

期思考的结果，依据以往长期积累的经验观察，做出了对隔代历史的滞后反思。这从

学术积累以及吸取教训角度看都是必要且正确的，却不那么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这

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一轮全球化，思考全球化 4． 0 的命运，应该立足于新的趋势来

进行。

三 从俱乐部趋同到新一轮大趋同

以罗伯特·索洛( Ｒobert Solow)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

出发，预期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便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

经济增长，而这一赶超的结果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其他经济发展理论也可

以为这个判断提供支持，譬如，人们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援助、

投资和现成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后发优势”，有助于实现自身的经济赶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独立，它们大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

望，也通过提高积累率和接受资金援助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投资条件。但是，与理论的

预期和善良的愿望相反，在战后直到 20 世纪后期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贫穷

国家仍然深陷贫困陷阱，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趋同，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并没有

缩小。

罗伯特·巴罗( Ｒobert Barro) 等经济学家为了拯救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条件

趋同(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假说，即从计量意义上，如果控制了一系列经济发展必

需条件的变量，便可以看到趋同的结果。而从现实来解释，就是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

家具备了那些变量所代表的必要发展条件，就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

从而实现赶超的目标。② 这些“必要的发展条件”中，当然包括诸如一个经济体的开放

度这样的变量。

在增进人们对经济增长以及趋同或趋异问题的认识方面，这些研究固然不无助

益。不过，至少从两个方面看，从中得出的相关解释尚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

政策含义上也显语焉不详。第一，这些研究者尝试提出了上百个解释变量，并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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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的一生( 1766—1834 年) 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起并渐入佳境的时代，然而，受其所能获得

的资料的局限，他没有揭示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美好前景，却提炼出工业革命前( 长期延续) 时代的重要特征化

事实。当然，这一反应滞后的学术乌龙现象恰恰成就了不朽的马尔萨斯。参见蔡昉: 《马尔萨斯何以成为最“长

寿”的经济学家?》，载蔡昉:《“卑贱者”最聪明》，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8—196 页。
参见 Ｒobert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New York: McGraw-Hil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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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回归中表现出显著性，①却使人们无法从如此多的因素中找到可以打破发展瓶

颈，进而获得实现经济赶超的政策建议。第二，这些研究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没有出

现世界范围的趋同现象，这就与那种认为 1950 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轮“大趋同”的判

断产生了矛盾，②使人们无从辨明孰是孰非。

经济学家在研究趋同或趋异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世界经济没

有发生整体趋同的现象，但在按照一些同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国家组别内部，的确发现

了趋同的趋势，即人均收入水平起点低的国家在随后的时间里能够增长更快。这种组

别内国家之间的趋同通常被称为“俱乐部趋同”。下文将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③分别

对几种不同的情形进行考察和解释。

首先，俱乐部趋同的情况。对 1950—1980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以高人均收入

为起点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趋同，结果是差距显著缩小; 在包括苏联在内

的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也发生了趋同现象，虽然不如前一组那么显著，差距也相应缩小。

很显然，在这两个组别内，国家之间在发展条件上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而且，组内或多

或少都进行国际贸易，例如工业化国家之间依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产业内贸易，计划

经济国家之间以经互会为框架进行产业分工和产业间贸易。

其次，起点为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同一时期，低收入国家组别之内没有显示任何

趋同的迹象，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的低起点并没有为这些经济体提供后起赶超的

优势。结果是，这个组别内部的差距在 30 年之后反而有所扩大。一般来说，低收入国

家生产的产品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诱致出技术创新。又由于这些国家大多保持

经济封闭，没有或很少参加世界经济分工，既无法从更发达国家那里分享技术变革的

溢出效应，也不能获得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

最后，异常观察值( outliers) 的情况。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和“亚洲四

小龙”以高速增长赶超了发达经济体，创造出著名的东亚奇迹。④ 这些经济体没有表

现出与任何一个趋同俱乐部相同的趋同增长特点，但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对工业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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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赶超。不过，在一个模型中表现为异常观察值，在其他模型设定情况下却是可以

做出合理解释的。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着依据特定条件实现了成功赶超的国家(地区)样本，

检验条件趋同的回归模型才得出了预期的结果。

例如，萨克斯等专门以开放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回归，就发现了趋同的证据。① 在

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思路与秉持条件趋同假说的经济学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

说，既然对外开放本身与利用后发优势是密切相连的，与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相

互促进的，因此，把开放经济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无异于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趋同的

制度条件，在计量过程中则类似于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处理。

实际上，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所称 1950 年后发生的世界性大趋同是

由于工业化国家之间俱乐部趋同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实现了对发达国

家赶超的结果。这个结论既不排除俱乐部趋同的结论，也可以包容很多低收入国家拉

大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情形。不过，从统计来看，上述作为异常值的案例尚不足以改

变全球格局，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总体发展差

距也没有缩小。

了解了那个时期趋同或趋异的原因和机理，也就不难看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的情形有了诸多不同。以人口分布衡量，如果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工业化国家重

建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拒绝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国家，

即大约 1 /3 为计划经济国家，半数以上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话，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更多经济体的扩大开放以及与此相互促进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越来

越多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② 改革与开放的结果表现在经济增长绩效上，就是

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

我们可以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如何经历了一个差距缩小的过程。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或人均 GDP 把各国分别归入四个收入组: 高收

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我们使用 2010 年不变

价人均 GDP 数据，以世界平均水平作为比较基准，即以相应组别的人均 GDP 与世界

平均水平相比，来看这几个组别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相对变化( 图 2) 。

图 2 中的第 1 图显示，直到 2001 年到达峰值之前，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持续提

高，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高幅度比较平缓，而在 21 世纪开始迅速下降; 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相对收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趋于稳定，随后一度有所提高，但于 21 世纪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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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经济的趋同与趋异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s: / /data．worldbank．org /，
访问时间: 2019 年 1 月 10 日。

十年开始呈现向下的走势。图 2 中的第 2 图显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长期

保持稳定后，从 21 世纪开始迅速提高; 低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

便具有了下降速度减缓的倾向，从 21 世纪开始则停止了持续向下的走势，并且不那么

显著地趋于提高。

为了更直接地观察不同时期分别显示出的趋异和趋同特征，借助分时期跨国数

据，我们可以对 β 类型趋同进行一个描述性的统计检验。增长理论一般把趋同分为

两种，分别为 σ 趋同和 β 趋同，前者是由于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离散程度的缩小趋势所

致，后者是由于在起点上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实现了更快的增长速度所致。在图 3

中，我们把各国起点上的人均 GDP 水平与随后一个特定时期的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

率对应起来，分别观察 1960—1990 年的情形( 第 1 图) 和 1990—2017 年的情形( 第 2

图) 。显然，这种图示法表达的是 β 趋同，即观察起点上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影响随

后的增长速度。此外，由于没有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并进行回归，这里表达

的更接近绝对趋同或无条件趋同。

图 3 中的人均 GDP 为 2010 年不变价美元。对于由第 1 图表示的 1960—1990

年期间，我们得到了 91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这个时期我们没有观察到起点上人均

收入水平与随后增长速度的负相关关系，即没有发生 β 趋同。不仅如此，两者之间

反而显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由第 2 图表示的 1990—2017 年期间，我们

得到了 190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从中观察到了起点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年均增长率

·31·





的负相关关系。至少在描述性统计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发生了 β 趋同

现象。

图 3 全球经济在不同时期的趋同表现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访问时间: 2019 年 1 月 10 日。

一个更直截了当的事实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世界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

逐渐加快，越往后越是显现令人瞩目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1—1993 年，

全球贫困人口共减少了 4417 万，年平均减贫速度为 0．2%; 1993—2005 年，全球贫困人

口减少 5．16 亿，年均减贫速度为 2．7%; 2005—2015 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 5．79 亿，年

均减贫速度高达 5．5%。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减贫速度无疑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曾有

过的成就。减贫效果作为全球范围趋同的佐证和结果，同时也表明了全球化模式的重

要性———不同的世界分工类型导致不同的趋同结果。

四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如果说中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 1．0 和全球化 2．0 的

落伍者，那么中国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全球化

3．0 提供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赶超，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8 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为 22．3%，GDP 总量占世界比重

为 1．1%。2017 年，中国人口比重下降到 18．4%，而按照不变价美元计算，GDP 比重提

高到 12．7%。1981—2015 年，按照每人每日购买力平价( 2011 年美元) 基准计算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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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人口，全世界从 18．9 亿减少到 7．5 亿，中国从 8．8 亿减少到 960 万，中国对世界

减贫的贡献为 76．2%。可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这一轮世界经济大趋同，中国经

济的赶超做出了巨大贡献。

已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 Hollis B． Chenery) 等认为，在发

展中国家，某些发展条件可以在其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单独发挥作用，

随后又促成其他条件的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① 如果不将其当作“其他条

件不重要”来理解的话，这个论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据此探讨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具

有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或找出这种“钱纳里条件”，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获得最初的推动，进而能够按照自身逻辑创造继续增长的其他条件，及至形成经济发

展的良性循环。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把中国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发

展经济学框架中来认识。

钱纳里本人认为，外资和外援的使用具有成为这种关键发展条件的特质。从早期

的经验中，他发现有效利用外资和外援可以引起技术和技能的改进，逐步减弱对外部

资源的依赖性，使本国经济增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萨克斯更加一般地强调对外

开放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由此建立本国经济与世界体系的有力连接。这样，不仅获得

诸如后发优势和分工效应等开放红利，还可以在国际竞争压力下有效推动国内的改

革。② 著名财经评论人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则把答案集中在知识的全球流动

上，并且用事实证明，越是更多引进外部知识的国家，越能够更快地成为专利大国。③

这些对经济发展关键条件的探寻最终都集中到开放这个重要的因素上，同时表明

这种发展条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而是具有相互推进关系的一组条件及其协同发挥

作用带来的一连串事件。这些研究者或评论家的发现显然比那些构造上百个解释变

量、做出 400 万次回归的增长经济学家要高明许多。但是，要把这些讨论及其结论与

中国 40 年来的发展成就挂起钩来，则首先需要讲述一个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

结合的完整故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其中扮演“钱纳里条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为

此，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起步之前中国最突出的资源禀赋特点以

及面临的最大体制弊端。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从经济体制特征来看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激励机制

的缺乏严重压抑劳动积极性，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低下。所以，虽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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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特征，却未能启动二元经济发展，以致从发展水平上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78 年，82．1%的中国人口生活在极度贫穷的农村，当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

入仅为 133．6 元。全国 70．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无论是从绝对水平还是相对

水平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极低。我们可以把一个产业增加值份额与就业份额之间

的比率作为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而计算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 1978 年仅为

0．39，相当于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 14．2%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 19．4%。

因此，形成一种可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实现过剩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充分就业、增

加稀缺生产要素即资本的供给和使用效率，从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体制环境和

推动机制，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革的目的地。虽然中国的改革在起步初期并没有

预先决定的蓝图，但是，最终表现出来的改革过程也全然不是“事非所愿( not designed

by human) ”，改革取得的成就更不是“无意结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 ”。正确的

出发点决定了随后的改革推进逻辑、路径及结果。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一举解决了两个根本的问题: 一是通过把集体劳动转化为

家庭经营，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问题，加上大幅减少粮食征购和统购的数量、让农

民休养生息以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政策措施的作用，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大幅度增

加了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成倍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二是通过赋予农户

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主权，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按照增加劳动

者收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梯，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早期改革的这两条线索实

际上奠定了随后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逐步走向对外开放的体制基础，因

此可以被看作发展基本条件的创造过程。

一系列以问题导向原则展开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逐步消除了对生产要素流动

的制度障碍，推动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以及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

部到城市和沿海的大规模迁移。首先，这个被称为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最大规模人口流

动的现象因应了城市经济扩张和沿海地区外向型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其次，由

于相关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吸纳劳动力增量带动经济增长，实现了更高效率的资

源重新配置。最后，由于是以人口为中心发生的经济过程和社会事件，在提高效率和

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就天然具有了分享的性质。

这个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过程所达到的效果，从国内角度看，使资源得到重新

配置，相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从国际角度看，把最丰富的生产要素转

化为产业比较优势，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 从国内与国际相互

连接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这种丰裕要素，并通过引进外资和进行贸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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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换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 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分享性内生于开放和发展的全过

程中。可见，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合理适度的节奏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其实是改革

开放发展分享的整体逻辑链条所预先决定的。

五 结语和政策含义

本文对全球化历史的简述和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

与参与。迄今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 1．0 和全球化 2．0 主要是殖民主义的历史，

是以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 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其外，也无

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

有从中获益。直到全球化 3．0 时代，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

幅度减少的格局。与此同时，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

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获益，政治家因势利导，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

家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

径，在国内政治中突显民粹主义色彩。

可见，要想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无论是在发达

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都必须创造两个必要的条件: 一是开放

和包容，使各国普遍平等参与; 二是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衔接互动。这样，外商投资、

国际贸易以及知识的全球流动这些开放举措能够与打破垄断、矫正价格扭曲以及消除

资源配置障碍等国内改革相互衔接，不仅创造各国共享的全球化红利，也可借助国际

竞争环境和世界分工体系为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关键条件，实现各国的经济发展，

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

类似地，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成果

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各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全民共享。只有在对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

争、对内通过改革消除阻碍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从而培养出促进发展的关键条件

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常态，像能够搭上全球化快

车那样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其支撑本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错过全球化和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在与全球化 3．0 并

行的时期，中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了发展所需的“钱纳里条

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逐

步走近全球化舞台的中央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沿。中国拥有世界近 1 /5 的人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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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

的案例来看待，而需要挖掘其强大的印证力量和一般意义。一方面，以之丰富和发展

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经济学; 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发展经济学逻辑本身再次比照中国

发展，为其续写一个完满的新篇章。

2018 年，中国 GDP 总规模达到 90 万亿元，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按照世界银

行的分组，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中国即将完成对中等

收入阶段的跨越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验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再具有针对

性。这个命题提示我们，一个经济体越是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越是

前所未见，因而也愈加严峻。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弱化了传统增长动能，全球化逆风和

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弱化了传统全球化红利，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弱化了改善收入分配

的市场化机制，这都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

应对这些严峻挑战和成长中的烦恼，仍然需要从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逻辑以及中国

经济得以参与其中的“钱纳里条件”中去寻找答案。当我们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必要条件时，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经济何以实现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了

快速赶超，而非永恒的发展条件。如果强调具有激励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相结合的

“钱纳里条件”，则可以得出结论: 人口红利的消失只不过意味着高速增长阶段的结

束，而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完善“钱纳里条件”，推进更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更全面的

对外开放，可以使中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 4．0 提供的机遇，保持经济长期

可持续增长。

( 截稿: 2019 年 2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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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globalization is believed to bolster the world economy and benefit
all nations，past globalization waves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s had in fact
exclu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and benefiting from them，until the
very recent wave of globalization set out in 1990s．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
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wave and previous waves of globalization interfere with our
perception of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wave of globalization since
1990s． Major findings are twofold． First，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turned to its classic
pattern theorized by Ｒicardo-Heckscher-Ohlin-Samuelson and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
oping countries benefited from it，although developed countries failed to trickle down
the dividend to ordinary workers due to lack of redistribution policy． Second，as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gain，the economic convergence occur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tory． By implement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China has create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necessary of growth and catching-up． First，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s
have contributed to incentives improvement and resources reallocation， increasing po-
tential growth capacity． Second，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general and joining
the WTO in particular have helped China realize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gaining
the dividend from the global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 1) domestic reform is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and bene-
fit from the globalization，( 2) globalization ought to be open and inclusive so as to
benefit all nations，and ( 3) domestic redistribution policy is necessary if the dividend
is to be shared among al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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