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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二十国集团第十一次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是中

国第一次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脆

弱、不均衡，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在结构调整中面临较大

的下行压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此次 G20 杭州峰会？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在全球

化新的进程中具有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路径呢？这期简报，我们将通过张志洲和陈岳云两位老

师的文章，和您一起更加深入地理解 G20 杭州峰会和中国发展。 

杭州 G20 峰会的三重涵义 

张志洲 

2016 年 9月 4日至 5日，杭州将举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深受国内国

际舆论关注。其实，中国作为 G20的重要成员，已经不止一次举办过 G20的会议，

如早在 2005 年 10 月，北京（实际会议地点在河北香河）就已举办过一次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而 2016 年中国是 G20 主席国，已于 2 月 26-27 日在上海

举办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然而，自 2008 年 11月举办首届 G20首脑峰会以

来，今年是 G20 峰会首次由一个中国的城市来承办，它赋予了杭州 G20峰会许多

重要的涵义。在 G8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G20 反映了国际治理机制的变迁，中国在

G20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增强，在杭州举办 G20是近年来

中国主场外交的新版本，这是杭州 G20 峰会最重要的三重涵义。 

一、G20 反映了国际治理机制的重大变迁 

“国际治理”、“世界治理”与“全球治理”这几个不同的名称之间没有明确

的界限。只是，在没有出现“全球治理”概念之前，国际治理是民族国家体系产

生之后一直存在的治理方式，国际治理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就是世界治理。到了

全球化时代，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支柱，也可以说，

国际治理与世界治理、全球治理几乎相等同了。 

二战之后，国际治理或世界治理、全球治理发生了几次大的变迁。早在二战

后期，当时美、苏、英、中等主要国家的领导就对未来的世界治理或国际治理有

个蓝图，包括建立联合国、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的全球化、五大国在安理会的否决

权、“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等内容。但不幸的是，随着冷战到来，原来在美、

苏设想基础上的战后世界，很快演变成事实上的冷战世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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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对抗，使一个统一的世界成了一个分裂的世界，美、苏各自“治理”一个阵

营。这个时期一个分裂的世界之所以没有走向一个毁灭的世界，主要是国际社会

的权力制衡以及核武器对于战争观念的影响所致，但难以说存在“世界治理”。 

中国原本“一边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而后中苏分裂一方面表明中国

是一个“反体制”国家，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比重，由话语权之争走向了现实中的中苏分裂。以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出于经济治理和政治外交协调的需要，于 1975 年成立了七

国集团(G7)，是其国际治理的重要表现。冷战终结后，西方七大国与俄罗斯的关

系调整，国际治理有了新发展，G7 在吸纳俄罗斯后演变成 G8。从这些历史演进

来看，在过去的国际治理或世界治理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扮

演主角，甚至是被治理的主要对象。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国际治理变化是，G7或 G8并没有能够承担起全球

化时代到来后错综复杂的全球治理任务。同时，世界发展出现新的态势，特别是

作为国家实力支柱的经济力量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结构变化，如中国、印度等新

兴经济体崛起，金砖国家形成团体。原来的七大国或八大国对全球事务、特别是

经济发展事务的治理能力下降，只有让一些区域性大国参与进国际治理或全球治

理，使它们拥有更大的治理话语权，在这个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才是合理的。于

是，1999 年在原来 G8 的基础上成立了 G20，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

一次。中国作为 G20 成员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此后又历经近 10

年，全球性治理危机进一步凸显，特别是 2008 年始自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

发，原来主要的几大世界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的治理乏力，深化协调全球经济治

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治理需求，终于催生了 G20首脑峰会。G20各成员都是各地区

的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拥有更大的全球治理责任。 

可见，G20 的产生、尤其是 G20 峰会机制的产生，反映了国际治理机制的重

大变迁，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具有更广泛代表性、更高效率、更高权威的

机制化需要。中国因为崛起和区域代表性而成为 G20成员，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

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性国家，崛起的力量与对大国责任的承担相辅相成。从这个

角度来认识G20峰会的国际治理价值，才能更好地看到中国举办 G20峰会的意义。 

二、G20 与中国的国际制度话语权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将权力与利益作为核心概念，并提出了“由权力界定利益”

的经典命题。不过，现实主义对于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假设只有在“主权国家

之上无更高权威”这一点才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现实的国际社会是相互依赖

的，在现实主义遇到挑战的地方产生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主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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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许多种类，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官方主导

的国际组织和私人性质的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的重要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

前，参与的国际组织少，对国际制度参与不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越来越

多的国际组织，而且也主导了一些国际组织的成立，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集团、亚投行等等。事实上，对于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制

度话语权的重要指标。国际制度话语权又是一个国家在总体上拥有国际话语权的

重要构成部分，且与外交能力密切相关。崛起的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包

括强大的国际制度话语权；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不可能意味着一个国

家的真正崛起。国际制度话语权虽然不仅仅是指参与和主导国际组织的建设，还

包括更丰富的内容，有形的组织之外也还有无形的制度，但是国际组织是争取国

际话语权的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由此可见，通过参与国际组织甚至主导创建国

际组织对于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意义。 

数十年来，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但由于基本上是作为后来者

接受既有的制度规则而“加入”的，中国大致扮演着“追随者”角色，所以国际

制度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显然，崛起中的中国继续仅仅扮演追随者角

色是“人民不答应的”，一方面自身有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世

界对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期许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参与更多国际组织建设。G20就

是世纪之交新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G20峰会更是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

重要载体。作为国际制度的一种，G20 通过协商、合作、共赢、共克时艰的精神，

与其他许多许多的国际组织一样，对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行

了秩序化努力。与过去中国只能作为追随者的无数国际组织不同，中国是 G20

的创始成员，一开始就参与了制度的建设，这为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提供了

一大平台，更是首先为中国提升在本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打开了通道。虽然 G20

有 20 个成员，但是毕竟能力更强的成员对制度建设的贡献可以越大，因而所获

得的国际话语权也可以更大。另外，中国要通过国际制度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

掌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一般规则，如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设置、引导议题讨论；

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繁荣的道义制高点，来阐明解决全球共同问题和区域性重大问

题的方案；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制度建设的视角下创新与传播新的

概念、知识、价值等等。对照这些因素，中国提升自己在 G20中的国际制度话语

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杭州 G20峰会则是中国提升在 G20中国际制度话语权的一

次机遇。 

三、中国主场外交的新版本 

主场外交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外交中主导性身份和地位的一种体现。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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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场外交非常活跃，承揽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或具有外交影响力的体

育活动、文化活动。这些主场外交一方面体现了开放的中国形象和增强的中国国

际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外交中日益增强的“主场意识”。近年来中国举

办的主要主场外交包括了 2014 年由北京承办的 APEC 首脑峰会、2015 年上海承

办的亚信会议，也可算上 2001年开始的博鳌亚洲论坛，以及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1 年深圳大运会等等。从主场外交的视角来看，这次杭

州 G20峰会恰是中国主场外交的一个新版本。 

杭州作为主场场地具有其特别的优势，包括地理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优势、

科技优势和政治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杭州靠近上海，是东南沿海和长三角地区

的最重要城市之一，且是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的省会城市，某些时候也是上海功能

的延续，比如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谈判《上海公报》之际，就去了杭州。

美丽的西湖更是杭州人文地理的名片，享誉世界。宋文豪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写杭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同样享誉世界的，还有举世无双的钱塘潮景观。从人文角度说，作为

南宋古都，杭州代表着中国历史上人文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南宋词人柳永《望

海潮·东南形胜》一词，就形容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

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

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

归去凤池夸。” 

这次 G20举办的时间，也正是农历八月之初的秋天，杭州必将更好地展现其

美丽风光。当今杭州的经济优势不仅体现于它是浙江的经济领头羊角色，是浙江

经济的枢纽，还在于其经济总量超过南京而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次于上海的省

会地位。杭州的经济近年发展与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杭州的科技优

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互联网科技。杭州也是互联网新经济“大佬”马云的老家，

是阿里巴巴的基地。这些优势目前是其他省会城市难以企及的。杭州的政治优势，

在于它是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多年主政浙江的所在地，在这

里，他写出了《之江新语》系列文章，杭州与浙江的发展成就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他的一些重要治国理政思想。杭州可以展现一个古老而现代、富有人文韵味而

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诸方面富有活力的城市形象，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具有代表

性。概言之，作为这次 G20峰会的主场，杭州因自身的各种优势而引人注目。 

 

以上所阐述的三重涵义，是我们认识杭州 G20峰会意义的重要方面。也可以

说，从以上不同的分析视角，我们能看到杭州 G20峰会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当然，

http://www.slkj.org/a/sushi.html
http://www.slkj.org/b/474.html
http://www.slkj.org/c/1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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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的举办是一个整体事件，是以上三重涵义的交互融合。此外，必须指出，会

议主题是会议的核心，杭州 G20峰会的主题尽管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决定的，但据

称这次会议将会为世界经济发展描绘新的蓝图。它对于 G20 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

义，将取决于它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协调能力以及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蓝图的现实可

行性。 

全球化, 中国发展与竞争优势 

陈岳云① 

一、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地位 

人口方面：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 18.9%，美国占 4.4%，日本占 1.8%， 德

国占 1.1%， 印度占 17.8%，韩国是 0.7%。 

GDP 方面：从人均 GDP 看， 中国接近 8000美元，美国约为 53000美元，日

本接近 38000美元，德国为 46000美元，韩国接近 26000 美元，印度低于中国，

人均 GDP 不到 1500 美元。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2009 年超过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中国已经加入 GDP 十万亿美元的俱

乐部，而日本经济总量在过去二十年几乎没有增长。 

贸易方面：中国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13%。中国以世界 18%的人口，

创造了 12.5%的 GDP和 13%的贸易额。我们虽然是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

但人均份额并不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世界 4%的人口，创造了世界 22%的 GDP

和近 13%的贸易量。印度有许多指标落后于中国，目前印度出生率较高，总人口

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超过中国，但人均 GDP 不足 1500 美元，要在这方面赶超中

国恐怕还很遥远，贸易总量也并不突出。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有许多方面值得

骄傲，但人均指标依然不高，即使在贸易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3 年中

国实现贸易顺差接近 2600亿美元。而美国是贸易赤字国，有接近 7000美元的贸

易赤字。日本虽然一直是贸易大国，但近年实际也是贸易赤字；德国以贸易立国，

有很大数量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大概是中国 GDP 总量的 4%-5%，而德国

的贸易顺差则占到了其经济总量的 25%左右，是一个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国家，依

靠的是其强大的制造业。印度的货物进口量仍是比较大，服务贸易的出口量也很

                                                        
①陈岳云，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北外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的讲座整理修改而成，国商

研究生何远林同学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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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  

表 1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人口、土地、水、GDP 和贸易 (2013) 

经济结构方面：农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9%，工业占 40.5%，服务业占 50.5%；

美国农业只占经济总量的 1%左右，服务业占到了接近 80%；日本的服务业占 70%

左右，工业的比重和德国类似在 28%至 3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

一产业的比重下降，是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自然趋势，在我们国家经

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就目前看来，农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还是较大。

近年来，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压缩的是工业的份额，这也是近年我国制造业发

展不景气的一个结果。从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来看，根据官方统计，有 40%的就

业岗位在农业，而工业和服务业各提供了 30%左右的就业岗位。和西方发达国家

相比，这一就业结构显然并不合理，我们 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 9%的产值，也有

学者认为 40%的就业岗位涵盖了乡镇企业等工作，即使这样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韩国 

总人口 

1,357,380,0

00 
316,497,531 127,338,621 80,645,605 

1,279,498,8

74 
50,219,669 

人口占世界

总人口的比

例 

18.92% 4.41% 1.77% 1.12% 17.83% 0.7% 

GDP 总量 

(美元) 

9,490,602,6

00,148 

16,768,053,

000,000 

4,919,563,1

08,372 

3,730,260,5

71,357 

1,861,801,6

15,478 

1,305,604,9

61,393 

人均

GDP(美元) 
6,991.85 52,980.04 38,633.71 46,254.98 1,455.10 25,997.88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 
12.47% 22.03% 6.46% 4.90% 1.72% 2.45%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9,388,211 9,147,420 364,560 348,540 2,973,190 97,466 

总耕地面积 

(公顷) 
105,720,000 151,837,000 4,237,000 11,876,000 157,000,000 1,495,800 

人均可耕地

面积 
.08 .48 .03 .15 .12 .03 

淡水总量

(亿立方米) 
554.10 478.40 90.04 32.30 761.00 25.47 

贸易总量

(百万美元) 
4,693,141 5,002,218 1,855,906 3,244,603 1,054,824 1,292,923 

占世界贸易

总量的比例 
12% 13% 5% 8% 3% 3% 

贸易/GDP  43.91% 30.13% 35.14% 85.32% 53.28% 1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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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百分之二十多也是很高。相比之下，印度的就业结构就更不合理，50%左右

的劳动力创造了百分之二十多的财富。 

具体来看，中国的第三产业和高收入国家差距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职业服务（professional services），比如咨询、会计、律师等行业还不够发达；

其次，社会服务比较落后，比如养老产业。这当然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也有关

系，目前我国已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占总人口 16%左右，人口结构老化

虽然不及日本老年人比例高达 25%。人口老龄化也是过去二十年日本经济不景气

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我国社会劳动参与率最高时

达到 76%，现在则不到 70%，社会中必然是有一部分人口是无法从事劳动，比如

老人和小孩。这是我国政府现在开放二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需要要素的

投入，其中就包括劳动力。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家庭需要照顾四位老人，如果

全靠家庭养老，年轻人如何工作？所以，这需要国家的投入、社会的投入，美国

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投入到社会福利，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就

是由于社会福利负担太重，超过了政府预算的 60%。中国目前有 2.2亿老年人，

但社会福利的开支在中央政府预算中还不到 20%。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生产水平只

在世界平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力需要提高农业的科技投入和农产品的深加工水

平。 

城镇化方面：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 54.7%，现在是 55.6%，每年增长率

为 1%左右。美国的城市化率在 83%左右，日本在 91%以上，德国为 74%，印度比

中国低一些。我国现有 13亿多人口，中国城镇化水平每年 1%左右的增速意味着

每年有一千多万人从农村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更多的

经济机会，也意味着政府需要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目前还有许多人无法真正在

城市安居，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根据官方统计，如果按居住证和

户籍口径估算的话，中国的城镇化率只在 39.5%，以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好城

乡一体化的问题，要解决好市民的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政府债务方面：2014 年中国中央债务占 GDP 的 17.1%，财政赤字在 2.3%左

右，2016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到 GDP 的 3%。美国联邦政府 2014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 6.5%，今年稍低一些在 3%左右，日本较高，而德国较低。今年，中国经

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包括就业、增速放缓等问题，但是中央政府手中还是

有很多“牌”可打的。一是巨额的外汇储备，3万亿多美元，必要时可以保障银

行的债务；二是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还不高，未来刺激经济和去杠杆、去库存、

去产能的过程中产生的失业等问题的救济，可以通过财政负担一些。 

国民教育程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约培养了两亿大学毕业生，大学

教育率在 11%左右，加上文革前培养的和海外受教育的，个人估计大学教育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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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左右，这与过去相比进步很大。1977年的高考本科录取率是 1%，今天北京高

考本科录取率可以达到 70%，全国水平可以达到 60%左右。但是在我国总人口中，

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凭的比率相对还是较低，美国大学教育率达到 35%。由此

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十多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质量上还有待提升。美国有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的高校

约有 1500 所，中国现有 1400所左右，如果加上各种大学民办的独立学院，我们

在数量上几乎可以超过美国，许多民办大学未来还可能面临招生困难、生源不足

的问题。 

研发和科技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科研投

入占 GDP 的 2.01%，美国为 2.8%，我国科研投入水平比印度高不少，但与日本、

德国相比差距还是不小。从投入总量的绝对数来讲，我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二。2014 年以来，我国成为了年专利申请数量的第一大国，但我国的专利利用

率依然很低，一般认为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一些。可见，我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产业化应用程度还是不高，这不只是科研水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科研体制

的问题。近年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科研体制改革的措施，因为科研创新、科技成

果的成果转化应用不仅需要单纯投入，还需要制度性的激励与保护。 

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过去几十年间，总的来讲是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时代，

全球贸易量几乎每十年翻一番，也就是说每年有 7%左右的增长率。2015 年中国

的贸易下降了 6%，低于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增长 8%的目标, 今年 1 月我国外贸

下降了 11.2%，2月下降 25.4%，3月份增长了 11.8%，出现了回暖势头，同期美

国贸易也有所下降。目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不小，倚重外贸的长三角和珠

三角的许多企业形势依然不乐观。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依然低于发达

国家，但趋势上两者的份额越发接近，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贸易的受益者，

当然也造成了一些环境破环，发达国家同时也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

料受益。具体来看，美国的进口大大多于出口，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贸易赤字。中

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贸易发展很快。国际投资方面，虽然有起有落，有时

会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总体还是上升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

引的外国投资不断增加，这和中国经济发展上升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我国的对外

投资尽管也会受到国际经济大气候的影响，但总势头尤其是最近几年都是在不断

上升。具体来看，中国海外投资的目的国，首选是美国。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组织，一方面，WTO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另一方面，去年十月，美国倡导的 TPP 协议签定，TTIP 也在推进，中国也

在倡导 10+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WTO成员国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

的人口、经济体、和贸易量，未来的贸易协议能在其框架下达成当然很好，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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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 WTO成员众多，想要取得新的突破和共识也很困难。所以一些国家开始绕

开 WTO签订 TPP 这样的区域性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 

目前，TPP 的 12个成员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6.5%，贸易比重为 38.2%， 人

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1.2%，但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只占 28%，成员国仅和中

国一国的贸易占 20%。因此，将中国排除在外，协议一旦生效，成员国之间贸易

成本大大降低，受损的却是与中国这样的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欧盟贸易量占世

界总量的 56.5%，中国倡导的 RECP 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33.3%。目前，TTIP 已经

举行了 13 次会谈，如果成功的话，覆盖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总量都能达到 70%左

右，覆盖 18%以上的人口，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目前欧盟内部就 TTIP 还

有比较大的分歧。尽管如此，TTIP 一旦达成对未来中国贸易出口的影响是很大

的。 

人员交往方面：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消费居世界首位，达 1650 多亿美元，人

均平均消费也是世界第一。海外留学领域，美国境内现有 120万外国留学生，其

中中国留学生接近 30%，约 35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是位居第二的印度的两倍。 

二、全球化 

全球化的影响是双面的，它对一些国家的就业，尤其是制造业可能产生一些

负面影响。全球化对美国的机床制造、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制造业岗位都带来

了冲击，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强调制造业岗位的回流，但目前收效不大。跨国贸

易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有三分之二的贸易都是通过它们完成的，中

国的出口额中有 35%是由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完成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各占百分之三十多。美国有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

的收入来自于国际业务，比如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 AIG，它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

于海外市场。 

全球化包括哪些方面？未来要实现怎样的全球化才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 

第一，产品/服务市场全球化。加入 WTO 以来，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市场全球

化的机会，贸易出口额不断提高，但利用水平不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和成本优势，

很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未来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就可能失去市场。 

第二，生产、分销全球化。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学习。以 iphone

为例，一部手机价格在七百美元左右，在中国制造，但中国企业从中加工一部手

机中赚到的不过三四十美元，其原因在于所有的设计和高科技部件基本都是由美

国、日本、韩国完成，中国主要负责的是加工装配。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实现了

生产、分销的全球化，哪里成本低，质量可靠，就流向哪里。未来实现生产、分

销的国际化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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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然资源全球化。日本、以色列自然资源匮乏，却又很强的科技创新

能力和很高的经济活力，俄罗斯和一些中东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却经济结构单一，

形成了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我国东北也是如此，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却在经济活

力上反而逊于依靠外贸加工起家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第四，人力资源全球化。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全球化，中国直到最近才出现

了第一位自然科学方面获诺贝尔奖的学者。多年来，美国科学家几乎包揽了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诺贝尔奖，有时甚至是包揽，但是其实大多数获奖者既不是美国出

生，甚至都不是在美国接受的大学教育。中国要强大，需要的就是建立这样能吸

引和培养全世界人才的制度。 

第五，金融市场全球化。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人民币

的国际化、中国企业、政府进行国际融资，但更重要的是上海、深圳这样的金融

中心能吸引外国企业和机构到中国融资，为世界提供金融服务。 

第六，文化全球化。这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领域，美国的经验证明了光有飞

机大炮是不够的，软实力同样重要。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

汗的经历更是让美国更加重视软实力，而软实力中第一位的就是文化。很多年前

很少有人会想到去韩国旅游，如今去韩国旅游的年轻人可以说成千上万，很多人

就是受到了韩剧、音乐等韩国文化元素的影响而喜欢这个国家，并去旅行，这就

是文化的力量。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更应该打好这张牌。 

第七，制度全球化。它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加入 WTO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制度上要与世界接轨，之后很多规章制度都在不断改革，包括上海自

贸区及未来几个自贸区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负面清单等都是为了接轨世界先

进潮流。 

第八，语言全球化。历史上随着各大国实力的消长，世界上人们广泛使用和

主动学习的语言也在变化更替。从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到英

语。建国之初的时候，我国学生还大量学习俄语，未来中文如果能成为世界性的

语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强国梦算是实现了。 

三、竞争优势 

今天，创业是个很热的概念。创业要成功需要有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一个

成功的商业模式需要有四个组成部分：价值主张、 资源、 过程和利润公式。首

先要能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客户；其次是要能掌握资源，包括人脉、技术、设

施，老板们热衷于上商学院的 MBA、EMBA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扩展人脉；再次是

过程，能够通力合作解决各种问题；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有清晰的盈利点。 

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怎样才能成功？本人认为坚持很重要，但是机遇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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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阿里巴巴集团走到今天靠的是坚持，但是阿里巴巴发展美国 11Main.com

项目的失败却是因为机遇不对，没有了天时地利。 

具体地说，成功其实是竞争力的体现，我们要找竞争优势，离不开合理地设

计实施策略。本人设计了一个关于竞争策略形成的模型，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是

一大要素。我们国有企业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国家体制的庇护而缺乏竞争的压力

和努力的动力。以色列在短短几十年间从无到有，再到走向兴旺，如今军事、教

育、经济、科研实力都很突出，可见资源匮乏，强敌环伺的压力也是动力。与此

同时，远见是另一大关键，然后是竞争战略，这就构成了一个平衡稳定的三维模

型（动力及压力、远见和竞争张略）。这是对哈佛商学院一位著名教授的环境和

实力二维模型的发展。这个模型是以目标为导向，将长期目标（长短期目标的平

衡）、自身能力（优势和劣势）、环境（机会与威胁）加入到模型之中。第二个模

型是合适定位——波特模型。柯达公司的失败是由于替代产品的出现，在数码相

机、拍照手机的冲击下一败涂地；诺基亚的失败是因为低估了智能手机的潜力。

企业一定要认清竞争对手，找准自身定位。我们中国的企业很容易犯一拥而上的

毛病，最后过度竞争、产能过剩。创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们的产品是否容

易被复制模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清市场中的五种竞争力量：现有

竞争者、新加入者、替换产品、客户和供应商。 一般认为，竞争策略有三种：

一是低成本，比如沃尔玛、小米手机；二是差异化，比如奢侈品牌，宝马、路易

威登，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三是专项集中，比如夏天天气很热，我们选择

去街角的 711去买一个冰淇淋，而不是为了便宜几毛钱到偌大的沃尔玛里找半小

时，优势就在集中高效。美国西南航空认为航空服务就是把顾客从 A送到 B，所

以它不提供无偿餐饮服务也不可以选座，胜在成本低廉、集中高效。 

成功更需要执行力。一位美国大公司的 CEO曾说，我们顶级的大公司有的是

常青藤名校生和 MBA毕业生，制定一个战略对于他们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如何执

行。企业难得不是规划，难在执行。在企业制度竞争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所

处环境的特征，不要受传统思维的束缚。有的行业，要做大才有优势（经典型战

略）；有的行业变化很快，要快速适应（适应型战略）；有的行业要求成为平台与

生态中的指挥家（塑造型战略）；有的行业要有超前思维（愿景型战略），比如苹

果公司就提前抓住了消费者的潜在消费需求；有的企业遇到困难则要采取一些非

常时期的战略和手段（重塑型战略）。 

竞争中的优势又分几种：适应优势，及时地适应当地的环境；信号/信息优

势，要及时把握信息的变化、政策变化；社会优势；系统优势；人的优势；模拟

优势。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强项，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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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是要大力发展高端进口替代型的制造产业，进口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20%，其中 67%是工业制成品。假设我们能减少 5%的进口，就能多创造 1%的 GDP， 

这就是 150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制造业的产值每提高 1%，就能拉动 0.2%的服务

业。从工资水平上看，平均来说制造业的工资比服务业高 15%-20%。这是因为除

了高端服务业，其他服务行业的工资并不高，所以对于就业起点比较高的大学生、

研究生而言，只有制造业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那如何提高我们

的制造业水平？发展高端进口替代型的制造产业是最直接有效的。本人曾访问的

大多数企业使用的机床和高端生产设备都是进口的，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这样的

设备，我们国内的企业都是有能力制造的。可是我们国内的大型企业对此并无兴

趣，原因在于单笔订单数量太小，这就需要我们政策去激励引导。我国现在的专

利利用率只有 2%到 3%，如果能把更多的投入放在帮助国内制造业发展升级上，

一定大有可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竞争优势就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

中特别提到了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来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多

的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还依赖劳动力、资本、土地的

投入。从字面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好像涵盖了所有要素，实际上它代表的是经济

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无法解释的部分。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科技的

重要性，但如今我们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资本浪费的体现。我们要坚持提高人力资

源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资本的机会成本。国家的竞争力，起源于国家

的资源禀赋、制度和文化。 

我们的企业喜欢在红海中厮杀，尤其是外贸出口企业大打价格战，最后恶性

竞争，无利可图。我们要向蓝海进军，要打出特色，要创新，要善于创造发现新

的需求。 

企业的竞争力离不开其管理层的领导力。领导力中有几大要素：第一是愿景，

它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第二是是价值观，百度最近的麻烦也许就是价值观的

问题，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但不应唯利是图，漠视道德原则；第三是魅力，阿里巴

巴的财务总监表示自己放弃在美国金融行业的高薪随马云创业，正是被领导人的

魅力打动，随马云创业的骨干——阿里巴巴集团的十八罗汉大多都是如此；第四

是沟通；第五是关心和关注他人；第六是愿意雇用优秀的人（超过自己）。 

正如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家 Peter Drucker 所说，领导力就是把员工的精神境

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一个人的责任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才能把一

个人的潜力、持续的创新动力开发出来，让他做出他自己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那种

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