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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型社会冶 建设应该成为“ 东亚合作冶 共同的主题
孙立坚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摇 要: 该文分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提出面对“ 后危机时代冶 的课题,降低“ 转型成本冶
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 两型社会冶 建设应该成为“ 东亚合作冶 共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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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0 月 10 日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日

如,技术、标准等) 的生产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

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将再次力推其“ 东亚共同体冶

能够通过自己拥有的“ 定价权冶 从产品创造的全部

的构想,并希望此共同体应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印

财富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 这里又有两种情

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而且,

况:一种是像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 如中东、俄罗斯

考虑到各国不同的政体,这个共同体目前应该主要

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 有 “ 得天独厚冶 的 “ 天然禀

致力于经济合作。 事实上,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数据,
上述国 家 在 去 年 世 界 经 济 中 所 占 比 例 已 经 达 到
23% ,同期美国占 24% ,而欧盟占 30%

赋冶 这种资源优势,只要经济繁荣,它们就能搭上便
车。 而亚洲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另一种是拥
有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 垄断冶 优势,比如,生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对这个合作平台的功能和

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

期待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无法在实施细节上有

本的融资环境,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

能够超过现有的“ 自由贸易协定框架( FTA) 的或清
迈协议( CMI) 框架冶 的更多可操作性方案。 尽管如

场( 定价权) 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上述单
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

此,亚洲面对的“ 后危机时代冶 的课题是共同的:那

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

就是如何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何从以美元主

非常可观的大头部分( 最近走访俄罗斯的时候,也

导的“ 全球化冶 过程拓展到另一个由亚洲自身的区

注意它们石油界因为没有发达的“ 价格主导冶 的金

域合作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增长模式。 而且,这种增

融市场,所以,自己的命运很大程度受到了美国原油

长模式的主导权将决定亚洲未来脱离美元经济后的

期货市场风云变幻的冲击) ,显然,这方面的优势主

发展命运。

1摇 亚洲增长模式的缺陷
回顾过去,亚洲尤其是日本带头启动的出口导
向的增长模式走出了与同时代欧美完全不同的繁荣
景象,这种靠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也留下了和美
国靠金融业主宰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后遗症———
这可以用创造财富的产业“ 微笑曲线冶 理论来加以
描述:
也就是说,对于“ 上游产业冶 而言,因为它具有
控制“ 有形冶 ( 比如,铁矿石、原油等) 和“ 无形冶 ( 比
收稿日期: 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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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方面,尽管日本和
韩国在某些技术和品牌上能够欧美企业不相上下,
但是,它们的这种优势缺乏后续下游产业的支持,主
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消化产品的庞大市场和与之配套
的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产业,所以,这次欧美金融风暴
的冲击同样凸显出它们这种“ 单边优势冶 的局限性。
这也正是这次日本率先提出的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所
在。
对于接下来的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如
果没有其他上游产业的优势和下游产业的扶持,可
能只能在单位产品的价值创造中拿到其中威不足道
的部分。 比如,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价
格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
言,虽然国内就业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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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却是有限的,中国人均

总之,亚洲经济共同体基于亚洲国家“ 多赢冶 的

收入目前还处在世界第 105 位就是这种增长模式的

基础,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我也在各种场合建议

真实写照,这也带来了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无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为亚洲目前拥有的全球

法再上一个台阶和与之相呼应的产业结构转型的

三分之二美元财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

“ 烦恼冶 ,另外,更大的挑战可能是这种增长模式给

台,以弥补亚洲债券市场目前过于分散、缺乏流动性

环境和生产资源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处理不

的缺陷。 同时,作为增强亚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又

好的话,还会使这种增长模式因为环境和资源成本

建议将现在主要用于防范东亚危机目的的亚洲货币

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亚

基金注重流动性的运作模式拓展到亚洲共同基金的

洲经济共同体能够通过技术转让,资源共享的方式

新模式( 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要比各国

来降低中国制造的“ 生态成本冶 ,那么,以中国为制

现有的主权基金运作模式强) ,在“ 后危机时代冶 新

洲各国都能够从摆脱美元单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

富的比较优势,去共同投资欧美市场相对强盛的资

中分享到一个健康“ 多赢冶 的效果,从而在亚洲各国

源性龙头企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品牌企业,也包括发

齐心协力的努力下,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个“ 后

达的二级市场所提供的优质的股票和其他定价机制

危机时代冶 亚洲共同繁 荣 的 可 持 续 的 经 济 增 长 模

透明化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我们拥有的庞大的亚

式。

洲美元的投资效率和财富效益。 一旦这种金融合作

造中心、甚至消费中心的经济合作模式就会使得亚

一轮的“ 全球化冶 过程中,充分发挥亚洲金融资源丰

最后,当产品制造出来后就会进入一个需要用

的基金运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规模效应,那么,亚洲共

高质量市场服务去将产品转化为我们所渴求的财

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跟华尔街媲美的

富。 一般而言,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和地区,

“ 财富管理中心冶 。

因为它们是处在创造“ 商品和服务冶 社会消费机会
以及为社会保管后续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
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
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虽然地理环境有限,但他们
利用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和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活动
一样,大力发展服务业,明显在下游产业中具有国际
比较优势,尤其美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
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强势功能,这也是即使美
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也没有撼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
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
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

2摇 降低“ 转型成本冶 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
努力

摇 摇 这里还想多说几句的是,亚洲要想获得真正意
义上的金融主导权( 比如,人民币国际化、亚元经济
圈等) ,关键还是取决于亚洲能否率先走出一个引
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崭新的增长模式( 当然包含与之
相对应的新技术、新标准等) 。 否则,美元的主导地
位靠它现有旺盛的技术创新( 教育产业) 的活力,发
达的金融市场和一流的品牌及专利等“ 无形资本冶 ,

很难被他人撼动,更不用谈被替代。 显然,今天关于

的最后端。 相反,靠这种垄断优势,导致美国的市场

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主导权的“ 争夺冶 已经变得“ 剑

风险全球在共同承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局面。 不过

拔弩张冶 ,围绕“ 低碳经济冶 理念的新标准制定和产

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亚洲国家都看到了自己增长

品研发各国都在马不停蹄的进行。 温家宝总理代表

模式的缺陷———靠美国市场过度的消费能力( 其中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早就提出“ 两型社会冶 建设的

美国金融业的过度“ 发展冶 和东亚金融的脆弱性也

要求( 这是争取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争取发展主

助长了这种虚假繁荣的格局) 所获得的宝贵的美元

动权的一个具体表现) ,他指出,“ 要在全社会大力

财富( 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在积累,而日韩

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

民间美元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也因为缺乏流动性或

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

由于美国资产价格的破坏以及美元贬值的压力而在

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经历或承受着其财富价值不断“ 缩水冶 的巨大压力。

友好型社会。冶

这也是亚洲经济共同体今后需要挑战的重要课题之
一。

另外,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从高碳排放的生
产标准和产品制造转变为低碳经济,并不一定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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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产品的附加价值比以前更高,而且转型过程中

韩国具有这方面“ 世界级冶 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

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消费能力的约束不仅需要社

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

会上下有放眼未来的共识,而且要具备消化这类转

来而靠自己目前的力量去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有

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

可能回到这场危机前的“ 被动冶 经济发展的“ 失衡冶

善。 比如,美国和日本当它们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进

格局。 只有大家开诚布公的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

入 12 000 美元以上,我们才观察到人均消耗能源的

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

规模在下降,欧洲比较早,在人均 5、6 千美元以上,

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于是,这种财富效应

就出现了和美、日一样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的下降格

在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安排下,一定能够

局。 也就是说,欧洲社会保障功能较强,政府公共投

带来全社会整体的实际购买力的提高,而不是贫富

入力度较大,所以,旧行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可以

两极分化的格局,那么,那时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

通过社会的扶持,解决他们失业所可能带来的生存

巨大的消费潜力一定会比美国靠滥用“ 金融创新冶

问题和为寻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以及寻找工

催生的消费冲动更有可持续性也更加健康。 同时,

作的成本,而美、日相对转型的成本个人要承担的更

在亚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国,一定都能够分享

多一些,于是,没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就不可能形成自

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后所取得的丰硕的、安全的财

发的市场力量,即使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很

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 两型社会冶

难推动,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

建设应该成为“ 后危机时代冶 东亚经济合作共同的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在 3 000 美元进入低碳经济

主题!

益增加,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气候变化问题急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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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wo-oriented Society: Common Theme for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un Lijian
( Economic Academy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ects of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mode for Asian nations and

puts foreword the subject on how to envisage the post-crisis times, pointing out that reducing " transformation cost"

needs the cooperation and common efforts within Asian nations and constructing the Two -oriented Society should
become the common theme for East Asia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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