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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经济关系演变、贸易结
构变化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三角经济关系的现状与趋势，为下一步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贸易
政策提供研究基础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 中美台 经济关系 贸易结构

海峡两岸及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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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两岸未来的政治走向是中国崛起之路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准确把握中国大陆、美
国、台湾（以下简称“中美台”
）这个不等边的三角关系，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本文试
图从经济比较角度对该地区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一、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政治关系的理论探讨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的政治利益是首要因素，经济利益是第二
位的。但笔者以为，经济利益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前
一种观点明显带有建构主义理论的痕迹，即认为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
而非物质力量1。但建构主义在强调理念因素的同时，不否认当理念受到物质力量的持久支
撑时将产生更大的影响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阐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
定作用时，也不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巨大的反作用，这是符合系统论思想的非线性
现象，也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首先，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长期来看，区域政治关系必须与区域经济关系相适
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充满哲理的精辟论述：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
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内部，政治生活等上层
建筑的内容是由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我们把“社会”的内涵扩大到全
球范围，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总体上要与国际经济关系相适应。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生产力的最重大的进步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
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市场突破一国范围，社会分工也扩大为国际分工，于是演化成以经济全球
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关系，并决定作为“全球上层建筑”的国际政治关系。这个逻辑可以解
释大量国际性机构的出现和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就具体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在区域经济
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其区域政治地位也相应有所不同。当然，区域政治关系也必然会
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区域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种互相作用体现的强度不
同。
其次，经济利益是决定政治关系走向的关键。经济利益是一国生存发展并实现政治强盛
的基础，其它方面的利益均在此基础上产生。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
经济利益的手段”4。尽管不能将区域政治关系简单归结于经济因素，但总的趋向是将有利
于本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本国经济地位的国家当朋友，将威胁本国经济安全的国家当对
手。这种相关关系有时会不明显，是因为在必要时，需要放弃局部的、暂时的经济利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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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获得长远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最终获取长期经济利益。这个逻辑可以解释经济利益竞争激
烈的美日两国为什么可以保持较好的盟友关系。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都认为，在共
同利益很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接近零和博弈5；因经济联系增强而扩大的共同利益则使国
际政治关系更易达成“双赢”
。
再次，经济实力决定国际关系地位。经济实力是政治、军事、科技等实力的核心，强大
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它方面实力的提升，相反则会导致其它实力下降。由经济实力决定的
国际经济格局有时会与由政治实力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相符的。如前
苏联在冷战时期是支撑两极对抗格局中的一极，但因经济实力下降，其国际政治地位也随之
下降；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作为配角的日本，因其经济实力强大其国际政治影响也在日渐扩
大。
总之，一国或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直接或间接决定着其在区域中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
的变化是根本的、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而言，政治关系的变化是派生的、短期的、快速的。
但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政治关系的变化也可能会反过来决定经济关系的变化，此即国际
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转化6。另外，经济关系的密切多数时候是有助于国际关系改善
的，但也可能导致经济对抗和经济争霸。经济利益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因此，在处理国际经
济关系的过程中，核心是要占据有利地位，参与规则制定，从根本上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二、海峡两岸及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对比
经济实力是影响区域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因素。因经济实力相差较大，两岸与美国的经济
关系呈现为一个不等边三角形。美国经济规模遥遥领先，中国大陆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与
美国仍有相当大差距，台湾紧随大陆之后，但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美台 2002 年的比例为 4:33:1。中国大陆 GDP 为 12372
亿美元，占世界比重 3%，为美国 GDP 的 12%。美国 GDP 达 104456 亿美元，占世界比重
33%，超过经济规模排名第 2-6 位（日、德、英、法、中）的 GDP 之和。台湾 GDP 为 2797
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 3%，大陆 GDP 的 23%。但是，近几年来（1995-2001）中美台的年
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3.5%和 4.7%，显示中国大陆与美国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与
台湾的差距在拉大。7
从对外贸易量来看，中美台 2002 年的比例为 3:8:1。中国大陆外贸总值 6208 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5%，居世界第 5 位。其中进口与出口分别为 2952 与 3256 亿美元，占全
球比重为 4%和 5%。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其外贸总
值 23823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值的 15%；其中进口与出口分别为 14209 和 9613 亿美元，
占全球比重为 17%和 12%。美国无论进口还是出口总值，均超过世界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国
德、日之和。台湾外贸总值 2431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为大陆外贸总额的 39%。
其中进口与出口分别为 1125 与 1306 亿美元，分别为大陆进出口的 38%和 40%。8
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来看，中美台 2002 年比例为 38:22:1。中国大陆是最具吸
引力的地区。2002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达 527 亿美元；
美国则以 301 亿美元名列世界第 4，吸引外资额度为中国大陆的 57%；台湾则从上年的 41
亿美元下跌至 14 亿美元，为大陆的 3%。9
从科技实力来看，中美台科研经费比例大体为 2:44:1。中国大陆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支出呈现逐年递增的势头，2002 年增加到 1161 亿元人民币（140 亿美元），
占 GDP 的 1.1%。
全年受理专利权申请文件的数量由 1997 年的 61382 件增加到 2002 年的 82289 件。2000 年
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达到 2640 亿美元，占世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 45%，相当于其它西方 6
个大国研发投资之和。美国人发表在世界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专利权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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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名列世界第一，全球 35%的科技论文出自美国人之手，1/3 以上的国际专利由美国人申请。
2000 年台湾研究发展经费为 1976 亿元新台币（60 亿美元），占 GDP 的 2%。
从财政实力来看，中美台财政收入 2001 年比例为 4:43:1。2001 年中国大陆财政收入
16386 亿元人民币（1981 亿美元）
，财政支出 18903 亿元人民币（2286 亿美元）。同年美国
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为 19910 亿美元，财政支出为 18639 亿美元。2002 年，台湾财政收入为
16098 亿元新台币（463 亿美元）
，财政支出为 17141 亿元新台币（493 亿美元）
，分别为大
陆的 23%和 22%。
从金融实力来看，中美台股市总市值比例大体为 2:45:1。2003 年 10 月，中国大陆境内
上市公司达 1278 家，总市值 38523 亿元人民币（4658 亿美元）
。2001 年底，美国上市公司
为 2798 家，总市值 117140 亿美元。2002 年底，台湾上市公司为 638 家，总市值 90949 亿
元新台币（2617 亿美元）
，约为大陆股市的 56%。比较金融实力当然不能仅看资本市场一个
方面，该指标只能做部分参考。
从整体竞争力来看，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评估，自 1992 年到 2003
年，美国一直保持世界竞争力第一的位置。中国大陆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均排在第 12 位；
台湾则由 2002 年的第 7 位升到 2003 年的第 6 位，这主要是其企业竞争力得分提高所致。10
由于该评估报告结构几经变动，且调查问卷中的主观成分较多，所以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从企业竞争力来看，据美国《商业周刊》
，2002 年全球最有价值的 20 个品牌美国占 15
个，其中前 5 位全部是美国品牌。据美国《财富》杂志，2001 年美国有 197 家企业进入世
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占 39%。上榜企业营业额占 500 强营业额的比重为 42%，利润额比
重为 71%。前 10 名中有 6 名是美国企业。中国大陆企业进入 2003 年世界 500 强中的有 9
家，位次最靠前的是第 60 名的国家电力。台湾企业进入 2003 年世界 500 强中的有 2 家，位
次最靠前的是第 440 名的国泰人寿。11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品牌和规模，
上述比较并不全面，事实上两岸的中小企业都有相当强的竞争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上都有较大优势，中国大陆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很快，台湾产业结构则严重偏向高新技术产业。据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资料，1995 年美国高新技术产值占制造业比重为 16%，出口占世界高新技术出
口总值的 21%，高于日、德两国之和。在全球 3000 多亿美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中，美国占
1/3 左右，电脑软件及服务占世界市场的 75%。中国大陆高新技术产品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从
1998 年的 15%提高到 2002 年的 2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由 1995 年的 101 亿美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679 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从 1995 年的 6.8％增加为 2002 年的 20.9％。2002 年美
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为 1,660 亿美元，占整体出口的 24%。台湾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整
体出口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38%升至 2002 年的 54%。
总之，在中美台三角经济关系中，美国无论在发展水平还是发展潜力方面都拥有绝对的
优势，中国大陆短期内无法赶上和超越美国，还不能掌握双边经济关系的主控权。同时也应
看到，三方中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最快，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对台湾优势继续增
强，三角经济关系向着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在发展。
三、海峡两岸及与美国相互经济关系的演变
经济关系演变影响众多群体经济利益变化，参与者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其政治取
向，进而左右区域政治关系。中美台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从绝对增长值来看，每一边都在增
强；但从相对变化率来看，两岸经济联系增速最快，中美经济联系次之，台美间经济联系的
发展潜力相对有限。这种经济关系演变将迫使与之并不协调的政治现状有所改变。
（一）中美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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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双方依存度不断增加。中美经贸往来由来已久，但经贸关系正
常化是在 1979 年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协定之后。自 1980 年 2 月起中美互予对方最惠国待遇，
此后贸易额迅速增长，2003 年双边贸易额达 1263 亿美元，是 1979 年的 52 倍。自 1972 年
起，美国连续 21 年对中国保持顺差，1993 年起中国由逆差转为顺差；1997 年美国成为中国
最大的出口市场后，中国顺差额加速扩大，2003 年达 586 亿美元。贸易平衡问题使中美经
济关系发生磨擦，但温家宝总理 2003 年 10 月会见美国商务部长时表示，中美经济关系是两
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求得共赢局面。
双向投资规模都不断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美国对华投资规模不大，到 1993 年
底投资总额仅为 63 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 1%强。其后规模迅速扩大，2002 年美国
对华投资项目 3363 个，合同金额 82 亿美元，实际金额 54 亿美元。截止 2003 年 2 月底，美
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合同金额与实际金额分别为 37821 个、779 亿美元和 407 亿美元，成
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对美投资则从无到有，不断扩大。截止 2002 年底，经批准
的中国在美投资企业共 703 家，协议金额 11 亿美元，实际金额 8 亿美元。直接投资外，中
国购买美国债券急剧增加，到 2003 年 6 月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达 1220 亿美元，仅次于日
本。12
（二）海峡两岸经济关系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迅猛，台对陆依存度不断升高。两岸经贸关系至今未能实现正常化，
贸易、投资仍未摆脱间接、单向局面。两岸贸易始自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
同胞书》
，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倡议海峡两岸“三通”
。1979 到 1988 年的十年间，两岸经贸
联系在中断 30 年之后获得初步发展，经香港转口贸易金额由 0.77 亿美元增加到 27.21 亿美
元。1989 到 1997 年是两岸经贸关系起步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经香港间接贸易金额由
1989 年的 34.84 亿美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198 亿美元。此后随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台商
对大陆投资迅猛增加，两岸贸易额也急剧扩大，2002 年大陆成为台第一大出口市场，2003
年两岸贸易额达 584 亿美元。由于有一半左右商品被台湾当局禁止从大陆进口，两岸贸易增
长还有巨大潜力。
台商到大陆投资虽起步晚，但发展相当迅速。1979 年到 1987 年，台商经第三地秘密投
资大陆，合计投资项目仅 80 个，金额约 1 亿美元。1988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
胞投资的规定》
，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投资，1988 年到 1991 年合计投资项目 3785 个，
金额 33 亿美元。1991 年台湾当局首次以“正面表列”准许部分制造业产品项目到大陆投资，
台商赴大陆投资开始异常迅猛地发展。1992 年到 2001 年的十年间，经台当局核准的台商投
资大陆金额总计约 197 亿美元，占台核准对外投资总额的 42%。但迄今为止台湾当局仍未
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
（三）台美经济关系
台美经济关系平稳发展，台对美依存度有所下降。台美经济关系发展大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发生明显变化。在此之前，台美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
处于上升状态，尤其以 80 年代上半期发展最快。从 1952 年到 1989 年，累计双边贸易额 2545
亿美元，台对美顺差 884 亿美元，其中 1979 年到 1989 年发展较快，年均台美进出口总额
220 亿美元，10 年累计顺差 806 亿美元。但 80 年代中后期，双边贸易的绝对值仍在增长，
但相对值有所波动。台湾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从 1984 年的 38%持续跌至 1995
年的 22%。此后 5 年台湾对美国出口继续增长，自美国进口有所减少，顺差额继续扩大，
贸易依存度基本稳定在 22%左右。
台美间双向投资大体始于 1979 年后。此前基本是美国对台湾单向投资，1966 年前几乎
全部是官方投资，1966 年后美国私人资本进入台湾，但数额不大，至 1978 年累计投资额仅
5 亿美元。80 年代双向投资均增长较快，美国私人资本对台投资达 22 亿美元，台商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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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投资金额达 9 亿美元。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私人投资大量涌向大陆和东南亚地
区，对美国的投资依存度由 1989 年的 55%骤降至 1994 年的 5%。1995 年后，由于台商对美
投资有项目大型化趋势，投资依存度基本稳定在 10%左右。
四、海峡两岸及与美国贸易结构分析
海峡两岸与美国三者间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贸易、投资与金融等渠道进行，其中以贸易
往来内容最为广泛，影响也最大，贸易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相互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产业间贸易结构分析
产业间贸易理论的发展是以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一
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绝对优势较大的那种产品，进
口绝对优势较小的产品，仍可获得国际贸易利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自然禀赋说”对此进
行了发展，认为生产成本的差别不一定来源于生产技术差别，更可能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
而要素价格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后来的规模经济理论扩大了比较利益产生的原因范围。对
于比较利益的衡量，可采用显示性比较利益指数（revealed cp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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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该指数是一国某种产业总出口量占该种产业全世界总出口量的比率，以此衡量
该产业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互补性程度。结果显示：从 1990 年到 1999 年，美国出口产业变
化不大，主要集中于资源型产业；中国大陆与台湾变化明显，中国大陆由资源型产业及劳力
密集型产业向劳力密集型产业集中；台湾则由劳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重
过渡到高度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14。
中国大陆 1990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成衣及服饰品、鞋类制品、纺织制成
品、油用种子及果实、动植物原料。具有次强竞争力的产品有 7 项，依次为：活禽畜、家畜
饲料、纺织纤维及废纤维、矿物及矿物性肥料粗料、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及制品、旅行用品手
提袋及类似产品、活体动物包括动物园动物。总的看集中于资源型产业及劳力密集型产业。
1999 年原本在前 5 名外的旅行用品手提袋及类似产品变成第 1 名，卫生暖气照明用设备及
附属品、煤焦炭及煤制品也进入前 5 名，显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劳力密集型产业竞争
力上升。
美国 1990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烟草及制品、油用种子及果实、天然气及
炼制煤气、动物油脂、其它运输设备。战争武器则属于具有极强竞争力的类别。显示美国出
口具比较利益的产品多集中于资源型产业，除因美国土地广大，很早发展成机械式农耕外，
还因为美国研究发展和创新能力居世界之冠，传统成熟型商品多靠进口，本身则专注于研究
开发与行销。1999 年最具比较利益的前 5 项产品基本不变，只有烟草及制品退出。但具有
比较利益的产品与 1990 年相比竞争力有所下降，应是其为追求低成本和高技术更大范围内
采用全球运筹产销模式所致。
台湾 1990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办公室机械及自动资料处理设备、卫生暖
气照明用设备及附属品、旅行用品手提袋及类似产品、鞋类制品、纱布纺织制品及有关产品。
1999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办公室机械及自动资料处理设备、皮革制品及硝毛
皮、纱布纺织制品及有关产品、电力机械仪器器具及零件、金属制品。出口商品结构明显由
劳力密集型产品转为资本密集型产品。
（二）产业内贸易结构分析
产业内贸易理论又称新国际分工论，用于解释区域贸易何以会在相同的部门间进行。林
德尔的“收入偏好相似论”从需求方面解释了区域贸易的流向，认为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对
消费品或资本货物的偏好相近，因此进出口的产业也相同。后来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将原因归
纳为产品差别、消费者偏好、两国需求的重叠程度、厂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动机，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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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济说”和“不完全竞争说”则成为新国际贸易理论中解释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学说。在衡
量产业内贸易程度时，国际上通常用调整后 GL 指数15和 Aquino16指数进行衡量。计算结果
显示：中美产业内贸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且速度很快，中国大陆呈现与美国由垂直分工转
变为水平分工的趋势。台美间产业内贸易也不断增加，也有从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的趋
势，但与中国大陆与美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变化相比，有趋于稳定的走势。两岸间产业内贸
易迅速增长，已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
中美间进出口产业结构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从 1989 年到 2000 年，中国大陆对美出
口的前三大产业一直是杂项制品17、机器及运输设备18、原料类制品。不同的是，机器及运
输设备所占比重大幅上升，由 16.5%升至 34.9%，显示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产品向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品增加，但目前劳力密集型产品仍占出口的一半。中国大陆自美进口方面，1989
年前三大产业是机器及运输设备、食品及动物、化学品。2000 年第二大进口产业被非食用
原料取代，而机器及运输设备进口比例由 32.8%增至 49.6%，显示中国大陆自美进口产品向
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
台美间进出口产业结构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台湾出口美国方面，1989 年前三大产
业依次为杂项制品、机器及运输设备、原料类制品，与中国大陆对美出口的前三大产业相同。
2000 年台出口美的前三大产业顺序有所改变，依次是机器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原料类
制品，其中机器及运输设备的比例由 38.1%上升至 65%，反映台对美出口产品快速集中在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台自美国进口方面，1989 年前三大产业依次为机器及运输设备、
化学品、食品及动物，2000 年排列次序相同，只是机器及运输设备由 41.8%升至 60.2%，显
示台湾自美进口产品向该类产品集中。
两岸间进出口产业结构同样在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2002 年台湾出口大陆前 10 项产
品占对大陆出口总额的 98%，其中电机设备及零件占 35%。产业内贸易比重继续增加，两
岸相互出口的前 10 项产品有 5 项重叠。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前 10 大产业中有 8 项属于水平分
工，包括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塑胶及其制品、钢铁、光学仪器、人造纤维丝、有机化学品、
人造纤维棉、漆墨染料等，仅机械用具及其零件、铝及其制品 2 项属于垂直分工。两岸制造
业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指数）由 1992 年的 16 增加至 1998 年的 30，呈迅速增长之势；其
中电子产业 IIT 指数由 1992 年的 0.5 增加至 1998 年的 38，产业内贸易水平增速惊人19。
总之，区域生产分工的变化体现社会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中美间水平分工的增加、两
岸间由垂直分工变为水平分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都反映了中国大陆生产力水
平和经济实力在以较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在三角经济关系中主控力增强。对这种形
势的改变，本文倾向理解为贸易条件的改善，而非依附理论中支配关系的变化20。
五、结论
根本上讲，区域经济关系对区域政治关系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关系的变化影响众多群体
经济利益变化，参与者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其政治取向，进而左右区域政治关系。中国
大陆在中美台三角经济关系演变中地位日益重要，只有保持这种发展势头，才能有效应对美
国新兴起的“帝国野心”21，才能在中美台的区域生产分工链中居于关键地位，才能确保以
和平手段政治解决台湾问题，进而确立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大国地位。为实现该目标，中国
应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巩固和发展中国大陆在三角经济关系中取得的有利成果。虽然关
于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外溢的产业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学术界尚存争议22；但
多认为日本和韩国的已有实践是成功的。正视中美台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利用已有的贸易
互动成果，中国大陆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区域生产分工，在中美台三角经济互动中掌握主动权。
趋势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演变将呈现总体积极发展、局部磨擦不断的局面，及水平分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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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且增速快于台美经贸关系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则已由垂直分工变为水平分工，未来联
系会更加密切，并成为改变三角经济关系的最活跃因素。三角经济关系的变化将最终改变与
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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