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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分析了与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

自 ２００７ 年在圣地亚哥 （智利） 召开的第十七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元首峰会

上推出第一期以来， 该报告致力于提供一个比较拉丁美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发展绩效且与该地区官方分享成功经验的平台。

２０１１ 年， 报告的出版得到了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以

下简称拉美经委会， ＥＣＬＡＣ） 的加盟， 并与由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政府与伊

比利亚美洲秘书处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的经济主题结合

在一起。 ２０１３ 年， ＣＡＦ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加入作者团队。 今年的这份报告

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在蒙得维的亚 （乌拉圭） 召开的 ＣＡＦ － 拉丁美洲开发

银行年度董事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卡塔赫纳 （哥伦比亚） 举行的伊比利亚

美洲峰会外长会议上发布。

每年的报告中都会包括宏观经济分析， 探讨全球经济背景如何影响区域

经济。 今年的报告中有一章内容分析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中所扮演的

角色， 还有一章分析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日渐增强的贸易联系， 最后将讨论

在中国发展战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背景下中拉关系发展的趋势。 全书对拉美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性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重点进行了分析， 并提

出了建议。

近 ２０ 年来， 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

移， 这一现象被称为 “财富转移”。 本书作为系列报告的第九个版本， 将聚焦于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日趋增强的纽带关系， 深入分析中拉合作以

及超越贸易的纽带关系。 这将有助于理解拉丁美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而采

取具体的改革措施， 促进包容性增长， 与中国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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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ＣＡＦ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联合完成。

在本报告的写作过程中，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方面在发展中心主任 Ｍａｒｉｏ

Ｐｅｚｚｉｎｉ 的指导下， 由拉美处处长 áｎｇｅｌ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领导， Ｒｏｌａｎｄｏ Ａｖｅｎｄａñｏ 和

Ｊｏｓé Ｒａｍóｎ Ｐｅｒｅａ 予以协助； 拉美经委会方面由经济事务司司长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Ｒｏｖｉｒａ 领导； ＣＡＦ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方面由高级经济学家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Ａｒｒｅａｚａ

负责。 全书由 Ｒｏｌａｎｄｏ Ａｖｅｎｄａñｏ 进行统筹协调。

本报告得益于来自各大机构的作者们的研究、 文字起草和富有成效的合

作， 这些人包括：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Ａｒｒｅａｚａ （ ＣＡＦ）， Ｒｏｌａｎｄｏ Ａｖｅｎｄａñｏ （ ＯＥＣＤ），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Ｃａｍａｃｈｏ （ ＣＡＦ ）， Ｐａｕｌａ Ｃｅｒｕｔｔｉ （ ＯＥＣＤ ），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ｏｕｓｓｅｔ

（ＯＥＣＤ ）， Ａｂｅｌａｒｄｏ Ｄａｚａ （ ＣＡＦ ），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Ｄíａｚ （ ＣＡＦ ）， Ｊｏｓé Ｄｕｒａｎ

（ＥＣＬＡＣ）， Ａｒｉｅｌ Ｇｒｕｖｅｒ （ＯＥＣＤ）， Ａｎｎａ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ａ （ＯＥＣＤ）， Ｓａｍｍｙ Ｌｉｂｏｓ

（ＯＥＣＤ）， Ｄａｖｉｄ Ｌｏｐｅｚ （ＯＥＣ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Ｍａｒｔｎｅｒ （ＥＣＬＡＣ）， áｎｇｅｌ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ＯＥＣＤ）， Ｎａｎｎｏ Ｍｕｌｄｅｒ （ＥＣＬＡＣ）， Ｊｕａｎ Ｏｂａｃｈ （ＯＥＣＤ）， Ｊｏｓé Ｒｅｎé Ｏｒｏｚｃｏ

（ ＯＥＣＤ ），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Ｎｉｅｔｏ⁃Ｐａｒｒａ （ ＯＥＣＤ ）， Ａｎｄｒｅａ Ｐｅｌｌａｎｄｒａ （ ＥＣＬＡＣ ），

Ｎｉｃｏｌｅ Ｐｅｒｅｌｍｕｔｅｒ （ ＣＡＦ）， Ｊｏｓé Ｒａｍóｎ Ｐｅｒｅ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ＥＣＤ），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Ｔｒｕｃｃｏ （ ＥＣＬＡＣ）， Ｊｕａｎ Ｖａｚｑｕｅｚ Ｚａｍｏｒａ （ＯＥＣＤ）， Ｄａｙｎａ Ｚａｃｌｉｃｅｖｅｒ

（ＥＣＬＡＣ）。 特别感谢为各章节提供专栏内容的外部专家， 他们是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Ｂａｒｔｅｓａｇｈｉ （拉美—太平洋观察）， Ｊｕａｎ Ｂｌｙｄｅ （美洲开发银行）， 崔守军 （中

国人民大学）， Ｊｅｆｆ Ｄａｙ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 （蒙特雷 Ｍｉｄｄｌｅｂｕｒｙ 国际研究院）， Ｃｈｒｉｓ

Ｇａｒｒｏｗａｙ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Ｈｅｌｍｕｔ Ｒｅｉｓｅｎ （ＯＥＣＤ 前财富转移顾

问）， Ａｍｅｌｉａ Ｓａｎｔｏｓ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和 Ｃａｒｏｌ Ｗｉｓｅ （南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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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同样要感谢刘沛林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参

与本项目工作。 报告的出炉也得到了 Ｒｉｔａ Ｄａ Ｃｏｓｔａ 和 Ａｎａ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的协作与

组织， 他们还提供了整个项目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支持。

本报告的内容广泛吸收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在巴黎召开的专家会议的反

馈建议而不断丰富充实。 特别感谢参与此次会议热烈讨论的以及发送建议的

专家， 他们有： Ｊｏｓé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Ａｒｄａｖｉｎ （ＯＥＣＤ）， Ｊｅｎｓ Ａｒｎｏｌｄ （ＯＥＣＤ），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Ｂａｒｔｅｓａｇｈｉ （ ＡＬＡＤＩ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ｏｎｓｃｈａｂ （ＴｉＮ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ｍｂＨ）， Ｍｅｌｏｄｙ Ｃｈａｎｇ （ＯＥＣＤ）， Ｍａｒｉｏ Ｃｉｍｏｌｉ

（ ＥＣＬＡＣ ）， Ｃｕｉ Ｓｈｏｕｊｕｎ （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Ｃａｒｌ Ｄａｈｌｍａｎ

（ＯＥＣ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ａｕｄｅ （ＯＥＣＤ）， Ｊｅｆｆ Ｄａｙ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ｂｕ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 （ＵＮ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ｒｄ （ＯＥＣＤ）， Ｓｏｎｓｏｌｅｓ Ｇａｌｌｅｇｏ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ｐａｉｎ）， Ｎｉｃｏｌａ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ＯＥＣＤ），

Ｉｒèｎｅ Ｈｏｒｓ （ ＯＥＣＤ）， Ｒｈｙｓ Ｊｅｎｋｉｎ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 Ｐｒｚｅｍｙｓｌａｗ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ＯＥＣＤ）， Ｐｅｉｌｉｎ Ｌｉ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ｌｅｖ （ＯＥＣＤ）， Ｋｕｉ⁃Ｗａｉ Ｌｉ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ｒéｓ Ｌóｐｅｚ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Ａｎｕ

Ｍａｄｇａｖｋａｒ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ｌｖａｒｏ Ｍéｎｄｅｚ （ＬＳＥ）， Ｎａｎｎｏ Ｍｕｌｄｅｒ

（ＥＣＬＡＣ），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ｙｅ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ａｕｒｏ Ｐｉｓｕ （ＯＥＣＤ），

Ｃａｒｌｏｓ Ｑｕｅｎａ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ｓ Ａｍéｒｉｑｕｅｓ）， Ａｎｎａｌｉｓａ Ｐｒｉｍｉ （ ＯＥＣＤ）， Ｈｅｌｍｕｔ

Ｒｅｉｓｅｎ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Ｐｏｌｉ （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ＥＧＩＢ）， Ｊｕａｎ Ｒｕｉｚ

（ＢＢＶ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ｅｌｉａ Ｓａｎｔｏｓ （ ＵＮＣＴＡＤ）， Ｋｅｎｓｕｋｅ Ｔａｎａｋａ （ ＯＥＣ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ｉｔｅｌｍａｎ （ＥＣＬＡＣ），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Ｘｉａ （ＯＥＣＤ） 和 Ｊｕａｎ Ｙｅｒｍｏ （ＯＥＣＤ）。

智利和墨西哥驻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理事会的代表团以及来自阿根廷、 巴

西、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巴拿马、 秘鲁、 乌拉圭等国

驻法国的大使们都对涉及本国的内容进行了审查和核对， 其工作极富建设

性， 使报告增色不少。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还要向智利财政部、 智利外交部、 西班牙外交与合作

部、 瑞士发展局、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推广与合作办公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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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ｒ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等领导层人士的支持。 作者还要真诚地感谢 Ｗａｎｄａ Ｏｌｌｉ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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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ＧＲ　 　 　 　 　 　 年均增长率

ＡｆＤＢ 非洲发展银行

ＡＩＩ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ＬＡＤＩ 拉美一体化协会

ＡＳＥＡＮ 东南亚联盟

ＢＡＮＤＥＳ 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

ＢＣＲＰ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

ＢＩＳ 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Ｔｓ 双边投资协定

ＢＲＩＣ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金砖四国）

ＢＲＩＣＳ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金砖五国）

ＣＡＦ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ＣＡＲＩＣＯＭ 加勒比共同体

ＣＣ 一致性系数

ＣＣＰ 中国共产党

ＣＤＢ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ＣＥＬＡ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Ｏ 首席执行官

ＣＥＰＡ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西班牙语缩写简

称）

ＣＩＡＴ 美洲税务管理中心

ＣＭＩ 清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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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联合国商品和贸易统计数据库

Ｃｏｒｆｏ 智利经济发展局

ＤＲＣ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ＥＣＩ 经济复杂性指数

ＥＣＬＡ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Ｅｄｓｔａｔｓ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

ＥＩＵ 经济学人智库

ＥＵ 欧洲联盟

Ｅｘ⁃Ｉｍ 中国进出口银行

ＦＡＯ 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Ｃ 财政状况

ＦＤＩ 外国直接投资

ＦＥＤ 美国联邦储备局

ＦＲ 财政法规

ＦＴＡ 自由贸易协定

ＦＸ 外汇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ＶＣｓ 全球价值链

ＨＩ 高收入

ＨＫＮＤ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发展集团

Ｈ － Ｐ Ｈｏｄｒｉｃｋ －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ＨＳＬＥ 人文、 社会服务、 法律和教育

ＩＢＲＤ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ＩＣＢＣ 中国工商银行

ＩＣＩＯｓ 跨国投入—产出表

ＩＣＴ 竞争威胁指数

ＩＣＴｓ 信息与通信产业

ＩＣＴＵＭ 美国市场竞争威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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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Ａ 国际发展协会

ＩＤＢ 美洲开发银行

ＩＦＩ 国际金融机构

ＩＦＲ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ＩＦＳ 国际金融统计

ＩＩＦ 国际金融学会

ＩＬＯ 国际劳工组织

ＩＭ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ＤＳＴＡＴ ＵＮＩＤＯ 工业统计数据库

ＩＳＩＣ 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Ｔ 信息技术

ＩＴＦ 国际运输论坛

ＫＬＥＭＳ 资本、 劳动、 能源、 原材料和服务

ＬＡ 拉丁美洲

ＬＡ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ＬＩ 低收入

ＬＭＩ 中低收入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南方共同市场

ＭＮＣｓ 跨国公司

ＭＯＦＣＯＭ 中国商务部

ＮＡＦＴＡ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ＢＳ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ＯＤＡ 官方发展援助

ＯＥＣＤ 经济与合作组织

ＯＰＥＣ 石油输出国组织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

ＰＡＥ 泛美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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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ｏＣ 中国人民银行

ＰＤＰｓ 生产性发展政策

ＰＦＩｓ 公共财政政策

ＰＩＳＡ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ＰＰＰ 购买力平价

Ｒ＆Ｄ 研究和发展

ＲＣＡ 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Ｅ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ＭＢ 人民币

ＲＯＷ 世界其他地区

ＳＩＴＣ 标准产业贸易分类

ＳＭＥｓ 中小企业

ＳＯＥ 国有企业

ＳＴＥＭ 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

ＳＴＲＩ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ＩＳＡ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ＴｉＶＡ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库

ＴＰＰ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ＵＭＩ 上中等收入

ＵＮ 联合国

ＵＮＣＴＡ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ＤＰ 联合国开发署

ＵＮＥＣＡ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ＵＮＥＳＣ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ＩＤ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ＵＳ 美国

ＵＳ Ｅｘ⁃Ｉｍ Ｂａｎｋ 美国进出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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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Ａ 非洲联盟

ＵＳＤ 美元

ＶＡＲ 向量自回归模型

ＷＢ 世界银行

ＷＤＩ 世界发展指数

ＷＥ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ＷＴＯ 世界贸易组织

ＹｏＹ 与去年同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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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 拉丁美洲逐渐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并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在 ２０１５ 年， 拉丁美洲的平均增

长率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出现这种情况， 中期

前景也不乐观。 在面临外部环境恶化和重大社会挑战的背景下， 生产和投资

的增长乏力所反映出的国内脆弱性已经尽人皆知。 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最

不平等的地区之一： 贫困依然影响着 ２８％ 的地区人口， 非正规就业仍是顽

疾。 美国经济的恢复对少数几个拉美经济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中期影响仍

然不可预见， 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导致金融状况收紧。 拉美地区的经

济尽管有所恢复， 但其步伐要慢于预期中的欧洲和日本。

中国的表现对于拉丁美洲的发展而言是一个相对较新但非常关键的因

素， 创造着挑战与机遇。 在过去的 １５ 年里， 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增长了 ２２ 倍以上。 当前， 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

其价格下跌， 影响拉丁美洲的商品出口国经济下行， 具体情形取决于它们与

中国的双边关系。 总体看来， 以商品出口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的脆弱性已经暴

露无遗。 采取应对这种下行趋势的政策行动显得非常迫切： 提高生产率、 经

济多元化程度和技术有效性， 长期发展干预措施应以创新和社会政策为核心，

以包容性增长为目标。 在这一发展路径中， 中国将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２０１６ 年的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的转型和拉丁美

洲发展模式之间的经济联系， 提出了一个讨论未来 ２０ 年趋势的前瞻性框架，

涵盖了从贸易、 金融到技术、 生产性发展等关键政策， 确定了应对发展挑战

的战略和政策措施， 包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这些挑战源自中国正在向一个

以消费为基础的、 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长以及金融开放度更高的新的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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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模式转型， 本报告将探讨在这些领域中的宝贵经验和最佳实践， 并提出消

除阻碍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性约束的战略。

拉丁美洲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持续的挑战，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在这方面，

拉美地区必须推动更高程度的生产多元化、 升级和区域一体化。 中国的转型

为拉美地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显示了建立有效合作计划

的重要性。 拉丁美洲政府应投资于创新型的生产发展政策， 以保持全球竞争力

以及对中国的吸引力， 这些政策包括加快融入供应链， 加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 改进物流， 加快在服务、 投资、 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法制建设。

技术和创新上的短板， 仍然是拉美地区首先面临的挑战， 这一点在

２０１５ 年的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中已经分析过。 中国和其他新兴地区在提

升国民经济中的技术存量、 质量和相关性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 足以激发拉

丁美洲国家重新思考、 构建它们的科技战略。 科技质量低下酿成了长久以来

的广泛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这种状况影响着拉丁美洲最脆弱的人群， 连新兴

中产阶级也不能幸免， 这也是拉美地区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问题。 吸引中国

投资来缩小拉丁美洲基础设施的差距， 尤其是在能源、 运输和物流方面， 对

于跨越生产率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障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这将需要

更好的法治、 更强大的治理能力， 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执行上的更高透

明度。 巴西、 智利与中国在科技项目上的合作计划， 中国、 墨西哥在能源和

基础设施上的双边基金都是很好的范例。

我们希望， 在构建中拉互利共赢的发展型双边伙伴关系的目标下，

ＣＡＦ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拉美经委会和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的通力合作， 能够

为加强中拉纽带关系建言献策。

Ａｌｉｃｉａ Ｂáｒｃｅｎａ

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Ｇａｒｃíａ

ＣＡＦ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执行主席

Ａｎｇｅｌ Ｇｕｒｒí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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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２０１６）：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探讨

了拉丁美洲应该如何将深化和改善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作为其发展议程的一部

分。 中国已经成为并且将继续是拉美地区规则的改变者。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

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 ＯＥＣＤ 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 这种现象被称为 “财

富转移”。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已经跨越了简单的贸易关系， 这将会倒逼

拉丁美洲国家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 促进包容性增长， 建立与中国的互利共

赢的双边伙伴关系。

在过去的 １５ 年中， 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但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

和拉丁美洲之间经历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贸易繁荣， 贸易额增长了 ２２ 倍多。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矿物燃料总量的年均增长率

达到了惊人的 １６％ ， 其次是农产品， 达到 １２％ 。 如今， 中国是巴西、 智利

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 尽管过程有曲折， 但从结果上来看， 中拉在全球价

值链上的联系越来越强。 在拉美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 大宗商品占比 ７３％

（在向全球的出口中占比 ４１％ ）， 而科技类产品只占 ６％ （在向全球的出口

中占比 ４２％ ）。 中国对消费的依赖程度上升， 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 造成

对大宗商品需求下降， 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影响了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

口国的发展。

２０１４ 年， 拉丁美洲 ＧＤＰ 的增长率只有 １％ ， 远低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平均

５％的增长率， 这预示着潜在的增长要弱于预期。 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大宗

商品贸易出现了下跌， 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具体到各

国， 情况有所不同。 拉美地区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造成了当前的经济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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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水平将低于预期的 ３％ 左右。 在拉美各国国内， 企业和家庭的信心较

低， 财政杠杆上调， 公共和私人投资走弱， 生产回报低下， 这些构成了该地

区的经济基本面。 经济增长虽然曾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但是严峻的社会经

济挑战仍然不容忽视。 在拉丁美洲， 仍有 ２８％的人口， 即约 １ 亿 ６４００ 万人

受到贫困的影响。 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 不过， 对该地区

也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 墨西哥和中美洲制造业的出口商， 已经融入美国的

价值链， 比南美的纯商品出口商的情况要好得多。

中国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 会给拉丁美洲的发展带来挑战

和机遇。 中国正在实践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议程， 以保持在第二阶段财富转

移过程中的主导角色。 所谓的 “新常态” 意味着增长的转型， 其特征包括

扩大国内消费、 人口老龄化、 巩固城市中产阶级， 以及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升

级。 此外， 中国将实施更为广泛的发展战略， 可能会影响拉丁美洲的基础设

施融资， 因为拉美地区将是其优先投资的区域之一。

为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 拉丁美洲必须在创新性生产发展政策的基础

上， 实现多元化， 升级产品结构。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贸易体系，

在近 ６０ 个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拉丁美洲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 只有哥伦

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表现最好， 能跟得上中国的变化。 中国的转型可能会对

拉丁美洲传统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我们的预测， 到 ２０３０

年， 金属矿石的出口可能将从 １０ 年前的 １６％下降到 ３％ ， 化石燃料的出口

可能将从 １６％下跌至 １２％ ， 食品的出口将从 ４％下降到 ２％ 。 与此同时， 中

国的消费重组也将向拉丁美洲开启机遇之门， 特别是在某些食品、 服务和旅

游等产业。 不过， 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要远远低于其他地区。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可以将目标定位在农业和服务业的升

级上， 尤其是在知识、 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

拉丁美洲必须在创新、 科技的质量和应用性及缩小基础设施的差距等方

面投入， 从而受益于全球价值链。 拉丁美洲的创新资本要远低于 ＯＥＣＤ 国

家， 这就要求鼓励国内投资、 激励创新， 同时要吸引外国投资。 在科技领

域，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将有 ２ ２ 亿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 （占劳动人口的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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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 人数是拉丁美洲 （９０００ 万人， 占劳动力的 １９％ ） 的 ２ 倍多。 此外，

中国的大学生中有一半从事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研究， 相比之下， 拉丁美洲

只有 １ ／ ５。 设计一个有关教育、 科技和创新的实际战略， 是紧紧跟上中国人

力资本强国之策的基本要求。 这个战略不仅包括传统的教育方式， 而且包括

提升工作人员技能的在职培训。 改善基础设施和物流， 也是帮助拉丁美洲经

济重新定位， 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所在。

金融对于增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 中国已经宣布拉丁美洲为其

金融投资的优先区域。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仅中国的贷款就达到 ９４０ 亿美元，

而世界银行、 ＣＡＦ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加起来是 １５６０

亿美元。 这一趋势表明中国的长期金融战略是扩大其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投

资组合。 这个机会应该与透明度和法治相匹配， 特别是环境。 中国在拉丁美

洲的直接投资， 尤其是在通信、 电力、 绿色科技和购置土地等方面的投资形

成了其在该地区今时今日的地位。

区域贸易协议和平台也有助于提升拉丁美洲的竞争力， 增强与中国的谈

判能力。 只有与中国建立起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性整体合作， 才能激发全部

的合作潜力。 现有的平台， 如加勒比共同体、 中美洲共同市场、 南方共同市

场和太平洋联盟， 都有望建立同中国的合作协调战略。 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加

强境内规则， 这恰恰是当前该地区新市场一体化和服务业、 投资、 政府采

购、 知识产权， 以及竞争政策与法治透明度等方面规范化的阻碍。

构建面向发展的中拉合作伙伴关系是互利共赢的， 但需要全球治理。 中

国的转型可能会加快拉丁美洲经济复苏的进程， 但是拉美地区需要更好的法

治、 更强大的治理能力来发展营利性项目， 需要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 更为

透明的执行力和善治来对接中国的转型。 拉丁美洲将作为中国可靠的商品来

源地、 广阔的出口市场和具有吸引力的对外投资多元化目的地， 这种关系也

会让中国从中受益。 中拉之间的协同努力， 如目前中国与阿根廷、 巴西、 智

利和墨西哥的科技计划， 已经显示出双边科技交流的互利性。 总之， 中国需

要从整体上理解拉丁美洲的发展挑战， 构建一个以未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

合作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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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发展的中拉伙伴关系

本书探讨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演变。 在本章对中拉当前和未来

的经济联系进行了总体概述和预测， 包括从贸易、 金融、 科技到生产性

发展政策等关键问题。 它确立了拉丁美洲应对发展挑战的短期和中期的

战略及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 拉丁美洲应该深化和改进与中国的发展型伙伴关

系。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的外部环境的规则改变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 ＯＥＣＤ 国家转向了新兴经济体 （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０；

Ｑｕａｈ， ２０１１）， 这种现象被称为 “财富转移”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财富转移的

第一阶段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 这期间拉丁美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

不过这种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如果发展下去的话， 拉美地区的竞争性将依赖

于各国执行各自有针对性的改革以促进广泛的、 包容性的增长。 这些改革包

括提高生产力和创新， 产品多样化， 对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本、 创造正规

就业等领域的投资， 以应对中国所谓的 “新常态”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这一结论基于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 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但以大宗商

品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目前出现的衰退。

第二， 面对这种衰退， 拉丁美洲政府正在寻找保持竞争力和吸引中国的

途径， 探索具备创新性的生产发展政策， 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 促进

经济多元化。 中国的内需可能为拉丁美洲的食品出口、 服务和旅游业开辟新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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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拉丁美洲必须在创新、 科技、 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

资， 以受益于中国的新常态。

第四， 吸引中方投资参与拉丁美洲未来的发展可以实现中拉的互利互

惠。 对此， 拉丁美洲需要更好的法治， 更强的发展盈利项目的政府能力， 更

加深入且更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更加透明的执行能力

以及理论和实践兼备的善治。 拉丁美洲将成为中国可靠的商品来源地、 广阔

的出口市场和具有吸引力的对外投资多元化目的地， 这种新型关系也会让中

国从中受益。

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以大宗商

品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目前出现的衰退

在 “财富转移” 的第一阶段， 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经历了一次贸易大

繁荣， 该地区的商品出口国从中受益匪浅。 在这一时期，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

工场和商品消费大国， 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为那些商品出口国开辟了一个

外汇创收的新来源。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矿物燃

料总量以每年 １６％的惊人速度递增， 农产品紧随其后， 年均增长率达 １２％ 。

因此， 拉丁美洲国家本来就很强大的自然资源禀赋加重了其在这些产品方面

的贸易专业化， 或可称之为出口的再初级化。 就初级产品来看， ２０１４ 年，

该地区所有国家 （墨西哥除外） 对中国的出口值 ８０％以上集中在五个主要

的国家， 它们是在大宗商品出口榜单上名列前茅的国家。 对出口价值贡献最

大的产品分别是石油、 铁矿石， 铜、 大豆、 废金属、 鱼粉、 木材和糖。

这种贸易关系导致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上发生

了更加紧密但又不对称的联系。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参与程度缓慢上升， 但还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

逐渐接近 （见图 １ － １Ａ）。 同一时期， 中国参与拉丁美洲的全球价值链的步

调非常迅速。 拉美本地区内部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向联系的比例才从 ５％上升

到 ９％ ， 中国的这一比例就从 １％跃升到 １１％， 同一时期，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

全球价值链的前向联系比例从 ５％上升至 １６％， 增长相当惊人 （见图 １ －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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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　 拉美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注： 拉美六国包括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 这是根据

可获得的数据来源确定的。 “所有案例国家” 包括 ６１ 个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ＴｉＶＡ ｄａｔａ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０６。

换言之，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拉美地区内在

的联系。 这也表明， 全球或区域内的价值链存在新环节， 可能为该地区的出

口多元化提供机遇 （ＩＤＢ， ２０１４）。 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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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不对称性， 要远甚于该地区向全世界出口的组合。 ２０１３ 年， 在拉美

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 ７３％为初级产品， 相比之下初级产品在同期该地

区向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为 ４１％ 。 同年， 在拉美从中国的进口中， 低、 中、

高科技产品占到 ９１％ ， 而这一比重在拉美从全世界的进口中是 ６９％ 。

中国在发展制造业比较优势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 因此中拉贸易关系存

在不对称性一点都不让人惊讶。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中国在 ５８ 个新兴出口产业

（国际贸易 ４ 位标准分类） 中确立了比较优势， 从 ２０ 多年前的全球贸易结

构多元化的第 １０ 位上升到第 ８ 位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在拉丁美

洲， 只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在多元化方面表现优秀， 各自在贸易组合中

新增了 ６０ 种产业， 于是， 哥伦比亚在全球贸易多元化中的排名从第 ５４ 位上

升到第 ４５ 位， 而哥斯达黎加相应地从第 ５７ 位上升到第 ４７ 位， 其余国家则

几乎没有什么长进， 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退步。 巴西从第 ２６ 位跌至第 ３５

位， 阿根廷从第 ３４ 位下滑到第 ３９ 位， 智利从第 ５２ 位降至第 ６９ 位， 委内瑞

拉从第 ５８ 位一落千丈到第 １０７ 位。

当前， 在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 以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特点

导致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经济下行， 这是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的经济高增长结束

以后， 拉丁美洲面临的棘手新挑战。 在 ２００９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短暂

恢复以后，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势头急转直下。 ２０１４ 年，

拉美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率仅为 １％ 左右， 远低于前十年的平均水平。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 全球需求旺盛、 大宗商品价格居高， 流动性充分， 带动拉

美的经济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曾达到 ５％ 。 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资本流动性减弱的背景下， 拉丁美洲经济机构转型悬

而未决的问题暴露无遗， 生产率及其增长都处于较低水平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不过， 拉美地区发展并不平衡， 例如，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

制造业出口国就很好地融入美国的价值链， 其表现要优于南美洲的商品净

出口国。

地区内的投资动力衰减是拉美经济下行的另一大因素。 进入后金融危机

时代以后，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投资曾为保增长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直到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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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投资的贡献转向负面。 许多外部不利因素， 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

跌、 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和随之而来的更严峻的财务状况以及一些 （可能）

短期存在的国内因素， 再如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改革法案的通过 （特别是在

一些国家， 如阿根廷、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的

税收法案）， 都会导致公司推迟投资计划。 经济在不久的未来复苏前景不

明， 信贷条件也会随之收紧。 公共投资不够强大， 不能弥补紧缩的私人投

资， 在某些情况下， 实际上还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中期增长预测表明， 拉丁美洲的潜在产出要低于之前所认为的水平，

需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 有证据表明， 潜在增长率约为 ３％ ， 不仅低于预

期， 与 ２００５ 年以来年均 ５％的增长率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拉美的大多数国家都有所增长， 但最近几年增长非常缓慢， 存在以下几点

原因。

第一， 资本积累动力减弱， 要素使用效率降低，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限， 加上人口老龄化， 使生产率降低 （ ＩＭＦ， ２０１３；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１５）。 过去

十年中， 拉丁美洲和新兴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增长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 宏观经济管理还没有跟上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 拉美地区需要解

决供应侧方面的瓶颈， 将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高的行

业， 并激发产业的活力。 中小企业的成长受到信贷难以获得和成本高昂等方

面的制约， 尤其是在长期信贷方面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２）。 要支持经济结

构改变， 加强地区一体化， 就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和物流方面的表现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更加完善的一体化区域市场能够创造为更广

泛的消费者需求提供服务的机会， 实现规模经济， 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

资， 对接提高竞争力的政策。 职业技能与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人力资

本短缺， 面临严重经营问题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数量是南亚地区的 ３ 倍， 是

亚太地区的 １３ 倍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２０１５）。

生产率的提高应当融入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进一步降低不公平、 减少贫困。

２０１３ 年， 拉丁美洲尚有 １ 亿 ６４００ 万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以下， 占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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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 非正规就业的水平也很高， 大约有一半的工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新

的挑战已经出现或者可能恶化： 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削弱， 优质公共服务难以

满足需求， 仍然脆弱的新兴中产阶级和持续的不平等。 必要的财政改革将更

加具有挑战性， 特别是对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的经济体来说， 踟蹰不前的进

程加重了它们的税收负担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ＩＡＴ ／ ＩＤＢ， ２０１５）。

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还是中国， 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在

中国， 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已经使其在短时间内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 中国还是一个下中等收入国家 （按 １９９０ 年的美元购买力

平价超过 ２０００ 美元）， 而到了 ２００９ 年， 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当前更

是逼近高收入国家标准线 （按 １９９０ 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超过 １１７００ 美元）。

中国的强劲增长推动了生活水平多维度的标准大幅度上升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而对于拉丁美洲， 绝大多数国家都遭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其中许多国

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人均收入增长呈现长期的、 明显的停滞 （见图

１ － ２）。 法律法规的缺陷、 寻租行为以及生产结构不够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

活动等都是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定因素。 如今， 中国已经远远超

越了中等收入国家线， 可能会相对容易地跨越这个陷阱。 不过， 一些风险因

素可能会危及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 首先， 公共部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可

能会挤出私营部门， 产生有害的影响。 其次， 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已经沉淀

了相当大的环境成本。 最后， 收入不平等在增加， 基尼指数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０ ３２ 升高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４２， 可能会拖累增长。

拉丁美洲应该牢牢抓住财富转移的第二阶段，确立一个专注于生

产性发展政策的经济新模式，改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促进经济

多元化，加大食品、服务和旅游等行业的出口

中国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议程， 致力于在未来的财富转移过程

中保持领先地位。 财富转移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即 “财富转移Ⅱ”。 “财富

转移Ⅰ” 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由中国和印度开始向世界开放市场这

些简单事件所决定的。 “财富转移Ⅱ” 会有一个长期的重新调整期， 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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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拉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选定的拉美国家、 亚洲和 ＯＥＣＤ 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按照 １９９０ 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ｂｄｏｎ 和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提出的方法进行计

算， 数 据 取 自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２０１５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ａｎｄ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２０１０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１７。

场大国在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中将延续未来的增长和收入的收敛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中国将仍然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动力， 这要归因于 “新常态”：

增长转型换挡， 更多依赖国内消费； 以人口老龄化、 城市化和中等收入家庭

持续增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 面向科技密集型行业而又确保传统制造业

稳定的结构转型。

拉丁美洲仍然需要制定一个多元化和升级生产结构的发展议程， 以便从

更多的贸易和投资的新机会中获益， 在应对冲击时具备更大的弹性， 优化金

融流动， 弥补基础设施上的缺口。 中国向 “新常态” 的成功转型， 意味着

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路径是建立在再平衡基础之上的， 其手段是通过更高的

消费、 更加专注于高附加值行业和服务业、 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以及在

全球治理平台中更加突出亚洲国家角色等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ｂ；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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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Ｃ， ２０１４）。 拉美未来的发展战略需要对接以上这些因素。 因此， 拉美国

家重新评估该如何最大限度地从中国的 “新常态” 中受益和应对挑战恰逢

其时。 在这种情况下， 拉美国家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与中国进行战略整合；

另一方面， 自身也要增强多元化和竞争力。

贸易关系将继续成为中长期内中拉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但在中

国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需的背景下， 传统的商品出口将大幅下降。 根据对

中国官方宏观经济方案的分析 （世界银行 ／ 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 中国，

２０１３ 年更新版）， 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将会出现一个显著的放缓， 其程

度根据出口结构及各国的国情而有所区别。 如智利和秘鲁这样的矿业出口

国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它们的出口会从此前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的年均 １６％

的惊人速度上缓慢滑落， 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到 ２０３０ 年将会降至

３％以下。 石油燃料出口国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

和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主的经济体 （尼加拉瓜、 危地马拉、 乌拉圭、 巴西、

洪都拉斯、 巴拉圭和阿根廷） 也会经历相似的下降 （例如， 能源会从 １６％

下降至 ４％ ， 农产品会从 １２％下降至 ３％ ）； 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体 （墨西哥、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经济也可能出现

下降， 但降幅会较低 （从 ２０１０ 年以前 ５％ 的年均增长率降至未来几年 ２％

的年均增长率）。 在中国 “低投资方案” 的假设条件下， 矿产出口国将面

临具有更大挑战的环境， 而制造业出口国面临的环境将更具弹性 （见图

１ － ３）。

中国的再平衡也涉及消费的重组， 为拉丁美洲的出口开启机遇， 特别是

在某些农业食品行业。 中国仅拥有世界耕地面积的 ７％和水资源的 ６％ ， 但

它的人口却占世界的 １９％ 。 此外， 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中产阶级的巩固， 以

人均每天收入在 １０ ～ ５０ 购买力平价美元的人口来定义的话， 中国的中产阶

级将从 ２００５ 年的略高于 ５０００ 万人上升到 ２０３０ 年的将近 １０ 亿人。 在同一时

间 段， 拉 美 的 中 产 阶 级 将 从 １ ３５ 亿 人 增 长 到 ３ １ 亿 人。 （ Ｂｕｓｓｏｌｏ，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ａ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ｒｄ， ２０１４）， 中国的食品消费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营

养和加工食品成为一时之需， 对质量和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未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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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　 按照国家的产业集群对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拉美向中国的出口预测

（出口国年均增长率）

注： 基准条件方案和投递投资方案代表 ２０１１ ～ ２０３０ 年年均出口增长率。 产业集群分类

如下： 农业 （阿根廷、 巴西、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 乌拉圭）， 金属和

矿石 （秘鲁、 智利）， 制造业和服务业 （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墨西

哥） 和化石燃料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利用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Ｏ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即将发表） 的预测所

进行的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２４。

年， 中国在人均食用糖、 家禽和羊肉上的消费量将增加 ２０％ 以上， 而鱼、

植物油、 水果、 蔬菜、 牛奶和牛肉的消费量将增加 １０％ ～ ２０％ 。 相反， 大

米和小麦等基本作物的人均消费将下降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２０１５）。 囿于其有限

的土地和水存量， 仅靠自主生产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拉丁美洲对接这种消费升级的形势一片大好， 阿根廷、 巴西、 萨尔瓦多或危

地马拉等国在肉类、 牛奶或蔬菜的出口方面前景无比光明。

面对中国的粮食需求增长的前景， 拉丁美洲应积极主动地在这些行业实

施生产性发展政策以及更广泛的基础政策。 为了充分抓住食品产品不断增长

的趋势， 拉丁美洲的政府应该努力将其公司定位在生产链的附加值的更高

端， 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 这可以避免商品价格波动。 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

的农产品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 上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 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 ， 在农业贸易中形成了一个丰厚的且不断增长的顺差。 中国在肉、 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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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等产品上不断增长的消费为拉丁美洲出口更高的附加值创造了广阔的空

间。 如乌拉圭肉类产业中的电子追踪、 阿根廷大豆产业中的种子制造等都是

很好的案例。 尽管关税升级和非关税壁垒， 如有关原材料和半加工产品的卫

生与植物防疫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美向中国出口加工食品， 但中国不

断上升的需求会在未来提供机遇。 价值不再只集中在价值链的始端， 如研究

和开发活动和产品设计， 而且存在于营销和物流等上游活动之中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２０１５）。 拉丁美洲产品的附加值上升以及对接中国的最终需求， 会提

高拉美出口的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中的比重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 农业部门的出口相关性很强， 如果拉丁美洲的农业公司想要让它们

的最终产品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中， 它们需要创造关注度和国家、 品牌的知

名度。

拉丁美洲的矿业公司需要确定一个将其活动从采掘行业扩展到物流、 基

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的战略。 成功的生产性发展战略应当促进当地产业的能

力， 加强与当地供给者的联系， 并鼓励中国企业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升级活

动。 采矿项目， 如厄瓜多尔的米拉多 （Ｍｉｒａｄｏｒ）、 巴西的米纳斯·格拉伊斯

（Ｍｉｎａｓ Ｇｅｒａｉｓ） 就投资了与采矿相关的服务业与其他产业， 落实了这一战略。

拉丁美洲应扩大服务业的范围， 以适应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所创造的新

机遇。 这其中包括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后台和离岸业务的全天候

服务， 还可以包括娱乐、 建筑、 城市规划、 环境管理、 医疗卫生、 老龄人口

服务以及其他更为传统的行业， 如旅游、 运输和物流。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约束

性指数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显示，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和墨西哥在广播、 快递、 通信和航空运输服务等行业中的约束性较高， 部分

原因是行业的特殊规则， 如对外国人参股的门槛和一般性的规定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旅游业显示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从拉丁美

洲到中国的游客人数 （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５ １ 万人） 和从中国到拉丁美洲的游客人

数 （２０１３ 年为 ３３ ４ 万人） 在近年来都呈现显著的上升 （ＵＮＷＴＯ， ２０１５），

但仍然不及中国游客总数的 １％ 。 必须对拉丁美洲的签证限制和复杂的移民

程序进行检讨， 以便区域间的交流能够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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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贸易， 包括参与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ｓ）， 可以进一步激发拉丁美

洲的生产力。 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低于其他地区， 例如欧盟和

亚洲， 这主要是因为后向联系程度较低。 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主要在区域内发

生。 除了墨西哥很好地融入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之外， 拉丁美洲的中

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占比很低， 中转贸易的比重则更低。 ２０１１

年， 拉丁美洲后向联系 （包括巴西、 墨西哥、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

加和阿根廷这六个可获得数据的国家） 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 ２０％ ， 相比之

下欧盟和亚洲的这一比重接近 ３０％ 。 拉美地区后向联系的这一水平还是沾

了墨西哥的光， 后者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 后向联系占到了出

口总额的 ３２％ 。 如果排除墨西哥， 拉美地区的后向联系则下降到其总出口

的 １３％ 。 与之相反， 拉美地区的前向联系与欧盟和亚洲几乎相当 （占比在

２１％ ～ ２３％ ）， 这得益于智利和哥伦比亚， 这两个国家的前向联系的比重

在 ３０％ ～ ３２％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确保了拉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稳居上

游的位置。

拉丁美洲的目标可以锁定在如信息和通信技术这样的知识、 技术密集型

的服务业， 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其他商业服务业， 包括那些与中国开展的

业务上。 服务业价值链对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不太敏感， 但是对投资周期和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度会更加敏感。 在面临当前的结构和地理上的约束

时， 它将促进拉丁美洲进行的多元化成效。 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的出口一直

集中在相对传统的服务行业， 如运输、 储存、 批发零售贸易。 只有巴西和哥

斯达黎加已经成功地扩展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这一动态预示着服务业将提

供多元化和跨区域间进一步一体化的途径。 亚洲其他地区 （不包括中国）

和欧盟国家在计算机和其他商业服务领域恰逢最佳的机遇， 美国、 加拿大和

中国的融合则提供了其他行业机会。

在创新、技术、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以帮助拉丁

美洲从中国的新常态中获益

要想从全球价值链的机遇中受益， 拉丁美洲必须升级它的 “技能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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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ｏｌ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为了应付竞争， 挖掘新机遇， 拉丁美洲必须更新技能， 改

善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质量。 正如在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２０１５》 中所强调的，

该地区的教育质量仍然很低。 在中学教育阶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 （ＰＩＳＡ） 数据， 拉丁美洲的学生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学生之间的差距， 几

乎相当于两个学年。 教师培训和早期教育对于提升整个教育绩效至关重要。

教育和技能提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长期困扰拉丁美洲的问题， 创造出

高质量的工作岗位， 缩小非正式经济的规模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图 １ －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３０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预测 （高等教育人口）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根据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

计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３４。

当前的趋势表明， 中国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人群的主要供应者， 无论

是从人群规模还是劳动力的技术熟练程度角度来讲， 都要远胜拉丁美洲。 在

我们的基准预测方案中， 中国当前科技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的受过高等教

育的学生， 到 ２０２０ 年将达 １ ２５ 亿人， 到 ２０３０ 年将会超过 ２ ２ 亿 （占中国

适龄工作人口的 ２１％ ， 人数相当于今天的澳大利亚总人口）， 这些数据显然

要高于拉丁美洲 （到 ２０３０ 年预计只有 ９０００ 万人， 占该地区适龄工作人口的

１９％ ， 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 见图 １ － ４）。 根据最近几年的趋势， 在中国高

水平毕业率的预测方案中， 这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中国越来越有能力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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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 生产出更复杂的商品， 发展好服务业， 而在这

些领域的竞争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将拉丁美洲置于弱势地位。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拉丁美洲的技术构成集中在与经济中的生产

领域联系较少的领域，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 技能的针对性应该是

该地区在就业能力方面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中国， 大约有一半的高等学校学

生在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 等专业学习， 这一比例在拉丁美洲

只有 １ ／ ５。 在科技越来越成为生产力重要驱动力的背景下， 良好的技能对于

吸收和创造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中国主要通过机器人技术将科技融入生产过

程， 而拉丁美洲却缺乏应对这一挑战的战略， 在 ＳＴＥＭ 领域从事研究的就业

潜力也被大多数人所低估。 而如智利的 “我的未来” （Ｍｉ Ｆｕｔｕｒｏ） 项目、 秘

鲁的 “专业入门” （Ｐｏｎｔｅ ｅｎ Ｃａｒｒｅｒａ） 等研究这些领域科技回报等的信息系

统可能会激励入学率。 提高科技和职业教育的质量仍然是弥补拉丁美洲在科

技上短板的首要任务。 要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建立行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

前的匹配机制， 通过职业认证体系和未来需求的预测来提供职业生涯方面的

信息。

更多、 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技能培训对于创新来说必不可少。 在同等方式

的研发支出条件下， 拉丁美洲的创新资本存量 （占 ＧＤＰ 的 １３％ ） 远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 （占 ＧＤＰ 的 ３０％ ）， 必须改进这方面的制度性安排， 以利于科技

和创新的传播。 尽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为拉丁美洲的科技和创新发展提

供一定的机会， 但必须做到投资流动与创新和结构转变有关的政策之间的联

系更加紧密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中国愿意加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以成功加入全球价值链， 期待一个由

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所支撑的区域一体化议程， 这就需要一个区域性的合作机

制， 以便能成功地实现对话和谈判。 最近的经验表明， 双边协议虽然有利于

一些国家或市场， 但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利用区域性平

台， 发展区域贸易协定， 应该能够增加区域内的竞争力， 加强拉美地区未来

与中国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现有的平台， 如加勒比共同体、 中美洲共同市

场、 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 可以帮助建立协调机制， 设计与中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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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 同时可以创造一个更大的区域市场， 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依

托公共和私人投资， 改善基础设施和物流， 有助于一体化议程， 可以帮助拉

美地区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 在拉丁美洲， ５７％出口的是易腐烂或

是物流密集型产品， 货运成本高， 运输服务不可靠。 通过基础设施升级， 从

而提高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层次， 必定大有可为 （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在与中国的对话中， 拉丁美洲应将区域性的贸易协定置于关税政策之

上， 而且应涵盖服务、 投资、 政府采购、 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与法治透明度

等方面的规则。 高水平的法治监管， 尤其是在服务业， 对竞争力有一定的影

响。 因为服务价值链非常特殊， 减少投资壁垒， 消除外国投资进入大多数行

业的限制， 减少竞争壁垒， 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扩大法律服务、 会

计、 工程等专业服务市场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市场整合， 推动国家之间相互

承认彼此的资格认证， 放宽许可证制度对工作权利诸多的限制， 这不仅有助

于在地区内规范的和谐统一， 而且能推动通信、 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行业改

革。

此外， 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合作成效证明， 双方在农业、 能源、 基础

设施和环境管理等领域的技术交流的空间非常广阔。 作为 “巴西—中国十

年合作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的一部分， 两国签署了 ５００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协议。 同样， 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太阳能计划， 中国已成为智利能源多元化

的重要支持者。 在阿根廷， 来自 “科学与食品科技中心” 的本土科学家与

中国的同行一道， 已经在农业食品、 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 能源、 可持续食

品加工、 保鲜、 包装与运输等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

中国投资拉美能够互利共赢

中国的 “走出去” 战略， 推动了中国企业收购全球资源和国际化， 其

效果远大于过去 ３０ 年。 近期的一些行动固然还受 “走出去” 这一相同的目

标所驱动， 但更是经济的基本面转型所致， 这为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融资提

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 与过去几十年不同的是， 拉丁美洲将是中国的重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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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地区之一， 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２０１５ 年访问拉美地区期间所释

放出来的信号。 尽管类似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议这样的政策工具已

经存在了多年， 但中国正在尝试通过对接多边平台 （拉共体、 南共市， 太

平洋联盟） 来寻求进一步深化贸易和投资一体化。 通过主要的金融贷款和

投资等手段， 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 “关键先生”。 通过

双边贷款、 加盟多边发展银行 （从 ２００９ 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到深化与拉丁

美洲开发银行的关系） 以及在金砖国家体系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和南非） 内建立新的发展银行， 中国确立了在拉丁美洲的重要存在。 此外，

拉美各国政府应在吸引投资、 提供更多的信息、 联系当地的合作伙伴等方面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出口和投资的促进机构可以在设立可预见性的

投资政策框架、 增进中拉之间的了解和沟通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 １０ 年中， 中国—拉美的金融流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主要集

中在基础设施、 能源和采矿等方面。 来自中国的贷款， 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某

些特定国家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外部融资的最大来源，

超过了一些在本地区经营多年的国际机构。 ２０１０ 年以来， 来自中国的贷款

达到 ９４０ 亿美元， 相比之下， 世界银行、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

加起来的贷款总共为 １５６０ 亿美元 （见图 １ － ５）。 中国的融资在行业和国别

上对国际金融机构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中国的资金主要集中在采矿、 基

础设施运输和能源等行业， 而 ６０％ 的国际金融机构项目集中在其他行业

（金融、 教育、 健康、 环境， 公共管理）。 阿根廷 （１６％ ）、 巴西 （１９％ ）、

厄瓜多尔 （９％ ） 和委内瑞拉 （４７％ ） 在接受中国融资方面最为积极， 占到

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中国贷款总额的 ９１％ 。 这里也要强调的是， 从中国借款的

国家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壁垒都非常高 （例如， 这些国家的平均主权评级

是 ７５０ 个基点， 而拉美其他地区是 ３５０ 个基点）。

中国的存在， 不仅在拉美地区的采掘行业， 而且在其通信、 电力、 绿色

技术和土地购买等方面都在扩大。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办的中

国—拉共体论坛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ＬＡＣ Ｆｏｒｕｍ） 上宣布的计划， 到 ２０２５ 年， 中国

在拉丁美洲的累计投资预计将达到 ２５００ 亿美元。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扩

５１０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大了在通信行业上的参与力度， 牢牢占据了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国市

场中当地网络供应商和技术援助的地位， 还进一步将这种参与扩展到了玻利

维亚、 古巴、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 中国还积极参与阿根

廷、 巴西、 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以及其他国家的水电站项目建设。 此外，

鉴于本土市场出现产能过剩， 中国企业开始在为拉美地区提供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等绿色技术方面发挥作用。 建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 ９ 亿美元项目就是

其中一例。

图 １ －５　 中国和特定的多边组织对拉美的贷款

注： 中国的贷款包括主要由国家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 世界银行贷款是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发展协会的贷款， ＣＡＦ 贷款指的是贷款承诺， 美洲开发银行贷款包

括贷款和提供的担保。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ＣＡＦ， ＩＤＢ，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的年报， 以及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关于中国贷款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４４。

随着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寻求新的机会， 中国的金融和投资将会面向更

多的国家和行业。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中国高层领导人两次访问拉美期间曾

经宣布， 将增加信贷额度， 未来将面向该地区新的国家。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

拉美地区的日益增多， 也有助于中国的投资组合在该地区的多元化， 降低部

分金融风险。 虽然金融业继续关注传统的行业， 如能源、 运输基础设施和通

信等， 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分配范围更广， 包括制造业、 科学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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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技术。

面对中国提高在拉丁美洲的融资参与度所带来的机会， 拉丁美洲应努力

提高透明度、 改善法治， 特别是在环境方面。 在这点上， 拉丁美洲政府可以

更加积极主动一些。 中国投资的重点在采矿业上， 这就需要加强评估和监测

机制， 提高政府部门在推行采矿业的标准和法律的能力， 建立一个能够回应

本地关切的清晰的咨询过程 （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第 １６９ 号公约）， 推动民间

组织和中国政府合作， 督促投资者能够遵守当地的环境准则和现行法规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法制框架也应该扩展到国际标准。 中国对商品的需求

不断增加， 以及中国设备在拉美地区的潜力剧增 （例如外商直接投资、 经

济特区）， 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出口标准和认证 （ＩＳＯ， 欧盟 ＣＥ 市场规则、 中

国强制认证） 进行修改， 特别是当中国挑战收敛性的时候。

一个成功的中拉伙伴关系需要完善的多边治理。 中国的转型给拉丁美洲

地区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这些都需要纳入更加广泛的以升级、 多样化和

一体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之中。 正因为如此， 中国也需要理解拉丁美洲的发

展挑战。 建立合作渠道的意愿应超越双边形式的对话， 而将地区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结构性对话。 最后， 这种伙伴关系应该对当前的议程进行补充， 包括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法律法规事项纳入合作的主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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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ｔｔｐ： ／ ／ ｌｉｎ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ｏｍ ／ ｂｏｏｋ ／ １０ １００７％ ２Ｆ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０９９９１ － ０

ＩＭＦ （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ｐｒｉｌ，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ＩＭＦ （２０１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ｒｅｏ ／ ２０１３ ／
ｗｈｄ ／ ｅｎｇ ／ ｗｒｅｏ０５１３ ｈｔｍ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０），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 ａｎｄ Ｊ Ｒ Ｐｅｒｅａ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ｇ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ｕｄｓｔ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Ａｌｌ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ｐｐ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ａｌｌ －ｏｎ － ｂｏａｒｄ － ｍａｋｉｎｇ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 ｇｒｏｗｔｈ － ｈａｐｐｅｎ － ｉｎ －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ｐｄｆ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５ｂ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ａｒí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 ｐｄｆ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５ｃ ）， “ ＯＥＣ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ｔｒａｄｅ ／ ｓｔｒｉ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ｐｅｒｓｐ＿ ｇｌｏｂ＿
ｄｅｖ －２０１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０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０８４７２８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 ２０１３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
２０１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３： ＳＭ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２０１３ －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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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ＩＡＴ ／ ＩＤＢ （２０１５），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ｒｅｖ＿ ｌａｔ －２０１５ － ｅｎ －ｆｒ．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 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ａｇｒ＿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ｉＶ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ｄ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ａｎｏｅｃｄ －ｗｔｏｊｏｉ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ｍ．

Ｐｏｗｅｌｌ， Ａ （ ｅｄ ） （ ２０１５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Ｈｏｗ Ｃａｎ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Ｑｕａｈ， Ｄ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ｐｐ ３ － ９， ｈｔｔｐ：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ｄｏｉ ／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７５８ － ５８９９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６６ ｘ ／
ｐｄｆ．

Ｒａｙ， Ｒ Ｋ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 Ｌóｐｅｚ ａｎｄ Ｃ Ｓａｎｂｏｒｎ （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óｎ ｐａｒａ ｌ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ｄｅｌ Ｐａｃíｆｉｃｏ，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ＷＴＯ （２０１５），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ｄｒｉ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ｉｎ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７４９４８２９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３０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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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在有利外部环境的刺激下， 拉美经济经历了一

波高增长。 不过这个阶段已经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 在无重大内忧的条

件下， 拉美地区不得不持续地应付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 导致经济增长

乏善可陈。 然而， 中期的增长预测显示， 下行趋势会进一步加大， 这意

味着潜在的产出增长要低于预期， 也就是说最近的社会经济成就都要面

临风险。 本章将评估拉丁美洲在具有挑战性的国际环境中的增长前景，

探讨拉美地区在外部条件进一步恶化时的脆弱性。 内部展望侧重于稳定

和提高投资率和生产率， 外部展望则关注中国 “新常态” 的影响， 并

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会如何缓慢地改变拉丁美洲的前景。 然

后将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拉美地区的主要实体和金融指标， 并将如何

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外部环境。 在本章的最后会简要地提出一些长期的经

济政策建议， 总结拉丁美洲多样性的社会经济前景。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宏观

前景的规则改变者？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 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贸易

动态和金融流动， 其经济利益已经扩张到多个大洲。 许多贸易地区和国家都

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的高增长率提供了前途无限的经济机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ＬＡＣ） 也不例外。 中国是拉美地区许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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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也是直接投资和双边资金越来越重要的来源 （见

第五章） 不过， 拉美各国在参与模式上各有特色。 南美洲的大宗商品出口

国在加强与中国贸易联系的步伐上要快过中美洲的制造业出口国， 后者则

继续加紧融入与美国的价值链。 与中国的关系也会根据出口的商品类型

（石油、 矿产品或者农产品） 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别。 直接投资会转移

到大宗商品行业， 而双边融资对那些难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更加重

要。

然而， 世事变迁只在转瞬之间。 中国的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

变为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 增长率也已经换挡到更具可持续性的水平。 宏

观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包括大量对技能的投资、 经

济多元化和超越金融的开放战略， 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的， 它着眼

于未来的趋势。 这些内部的变化对不同的伙伴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规

模越小、 开放度越高的新兴市场国家， 特别是金属类大宗商品出口国， 受

到的影响越大。

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且处于调整中， 但在过去十年中它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在全球中的份额不断飙升， 预计未来五年内全球增长部分的 ３０％左

右会来自中国， 甚至会超越它的下行轨迹。 此外， 中国经济向消费的再平衡

可能会向拉美地区和某些产品行业 （例如食品） 打开新的市场。 不论地理

位置或者过去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如何， 拉美国家都可以在变化的环境

中因势利导： 有所为， 但也需要能够抓住中国机遇的新战略。

全球背景：处于挑战的时代

尽管不同国家路径不同， 全球经济正在转向低速增长。 当前的全球状况

显示， 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正在触底， 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持续下

行趋势 （见图 ２ － １）。 拉美国家的增长动态也呈现出分化的趋势。 尽管

２０１５ 年开始比较疲软， 但美国的经济在就业和信贷的刺激下， 预计会回暖，

美元升值可能会损害出口， 但不足以影响经济复苏。 在欧盟， 经济随着信贷

条件的改善和失业率的降低正在缓慢复苏， 但希腊债务危机的永久性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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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仍然难以确定下来。 欧元和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应该会加大这两个经济体的

出口， 降低通缩风险。

图 ２ －１　 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展望 （年增长）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ＩＭＦ 《世界经济展望》 （２０１５） 数据库计算，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５７。

２０１５ 年末，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金砖四国） 等几大新兴经济

体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差异巨大。 在中国， 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尽管增长再平

衡进程使硬着陆的风险得到有效遏制， 但在 ２０１５ 年夏季， 首先是中国股市

崩盘， 继而引发人民币贬值， 这场大动荡揭示出改革进程可能并非一帆风顺

（见专栏 ２ １）。 与此同时， 印度正在加紧经济扩张； 俄罗斯正经历着一场严

重的经济衰退； 巴西的经济仍然深陷负增长的怪圈。 总体来说， 制造业出口

国要比商品净出口国的表现要好。

专栏 ２ １　 人民币贬值： 今日的易变， 明日的增长？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弱化人民币， 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 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超过 ４％ 。 该措施的初衷是让每日指导汇率能紧跟

前一天的报收基点汇率， 一步步过渡到更多由市场来主导的机制。 人民币贬

值引发全球市场的轩然大波， 加剧了对中国经济脆弱性的担忧。 许多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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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人民币贬值的决定可能证实了中国当局在一定程度上的关切。

尽管对人民币可能的汇率失调众说纷纭， 但有证据表明人民币存在一个

相当大的溢价。 例如， 对国际清算银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ＩＳ） 有效 （贸易加权） 汇率的广泛测算得出的结论是， 人民币在过去的

五年中已升值约 ３０％ 。 根据巴克莱银行 （Ｅｕｒｏｍｏｎｅｙ， ２０１５） 的说法， 一

种趋势认为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被高估的货币。 人民币被高估的又

一个迹象是一直以来市场和中国企业都被预测会缩小。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

例证就是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外汇盈余激增， 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出口过程中掌

握了更多的外汇。 同时，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比 ２０１４ 年的峰值水平减少

了 １ ／ １０。

人民币贬值是拉美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于该地区几个专门从事商品

出口的国家， 人民币贬值已经迅速压低了许多产品的价格。 例如， 大豆和石

油价格短期内受到影响最大， 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 １３ 日， 分别累计下降 ７％

和 ６％ 。

抛开这些直接影响不谈， 人民币贬值可以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中国可以通过直接刺激本国的增长， 间接地影响他国增长， 从而将货币贬值

最有效率地转化为世界高速增长， 这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国内增长

问题上， 人民币每出现 １０％的名义有效升值， 就会拖慢中国每年人均 ＧＤＰ

增长的 ０ ９％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０）。 也就是说， 在过去的五年里发生的 ３０％的升

值， 可能拖慢了中国 ２ ５％的 ＧＤＰ 增长率。 此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

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增长联系， 包括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已经趋于

紧密 （Ｇａｒｒｏｗ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具体而言， 中国增长率每变化 １％ ， 就会带

来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在同一方向上变化 ０ ３％ ， 而中等收入国家在同一方

向的增长关联会达到 ０ ７％ 。

从长远来看， 未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为了促进出口而加快人民币贬值

的速度。 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倾向于认为这种现象不会发生， 并指出这会对资

本流出产生潜在的影响， 实施投资和出口导向型模式升级转型的长期战略也

可能会因此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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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 对不同类型的国家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非石油出口国、 石油和原材料出

口国） 的增长率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的贝塔系数， 纵轴代表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９ 年 （增长影响）
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的一国增长对中国增长的弹性。

资料来源： Ｇａｒｒｏｗ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ｂｉ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３５ （ ３ ）， ｈｔｔｐ：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 ｄｏｉ ／ １０ １１１１ ／ ｔｗｅｃ ２０１２ ３５ ｉｓｓｕｅ － ３ ／
ｉｓｓｕｅｔｏｃ。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６２。

增长动态的分化是发达经济体不同货币政策的写照。 美国联邦储备局

（Ｔｈｅ Ｕ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ＥＤ） 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末开始加息， 欧盟和日本也

将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以对抗通货紧缩风险和支持经济活动。 收紧利差将

减少压缩到新兴市场的资本流量， 进一步削弱资产价格和货币 （见专栏

２ ２）。 市场应该在美国紧缩周期的开始时就完成定价， 但如果美联储加息

快过预期的话， 可能会引起资本市场新的波动。

专栏 ２ ２　 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最新趋势： 减弱、

反复无常， 但不会崩溃

２０１５ 年以来， 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继续减弱， 可能标志着到 ２０２０ 年之前

将会持续经年的低谷。 各种推进、 拉动的因素已经影响了新兴市场资产的

“胃口”。 这一年的第一个星期以一个有关全球风险厌恶上升的警示开始，

标示着私人游资从非居民向新兴市场的流动减弱 （见图 ２ － ３）。

４２０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图 ２ －３　 游资流入新兴市场和全球风险厌恶

注： 风险厌恶由美国 ＢＢＢ 传播公司抓取。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ＩＩＦ 游资轨迹信息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和美国美林银行的

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７７。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延缓，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 俄罗斯、 巴

西———的经济活动疲软， 标志着增长前景黯淡， 投资者陷入困境。 尽管外国

直接投资比游资的稳定性要高得多， 但在新兴市场环境弱化和大宗商品价格

走低的背景下也出现了衰退。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直接拖累了对采矿业和石油

行业的投资。 自然资源依赖型的国家在此趋势下更加脆弱。

还有什么可以期待呢？ 全面的、 突然的停滞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当

然全面恢复也不可能。 风险的天平正在向下倾斜。 美联储加息无力支撑游资

转化为资产或者债务流动的前景， 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

继续保持中性的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之时。

欧盟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支持资金流向新兴市场， 但无法确定它是否

可以弥补美国紧缩的影响。 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的主要推动因素似乎还是美国

利率预期的变化， 这在 ２０１３ 年削减恐慌 （ ｔａｐｅｒ ｔａｎｔｒｕｍ） 的时候已经明朗。

围绕着增长进展的不确定性， 市场风声鹤唳。 因此， 如果美联储加息超

出预期的话， 资本向新兴市场的流动可能会进一步回落， 出现较大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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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

新兴市场的基本面和政策框架都比较脆弱。 例如， 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和

政策信誉度较差交织在一起， 酿成了在最近的波动期内较差的绩效 （ ＩＩＦ，

２０１５）。 再往前发展， 可能会形成一个风险来源。 此外， 有些国家的非金融

类公司在过去几年较大幅度地增持美国国债， 这些国家将面临本国货币走弱

的挑战。

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维持扩张性政策的背景下， 欧元和日元对美

元的汇率大跌的趋势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尽管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可控水平，

但要么接近央行的目标， 要么在某些时候有所超越， 这限制了欧洲央行和日

本央行降息的余地。 如果很大一部分的负债已经完成了美元化的话， 那么基

于金融稳定性的考虑将会阻止这些中央银行更多的降息行为。

大宗商品在全球需求低迷而供给增加的综合影响下， 价格进一步回落。

金属和农产品价格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已经出现下降， 而石油价格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还一直坚挺， 在随后六个月时间里狂跌 ５０％ 。 以石油为例， 市场紧俏

时， 数量的变化足以引发剧烈的价格变化。 美国大幅增加页岩油的供应对价

格的影响被中东石油的产量控制所抵消，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来自利比亚的石油

产出重新进入市场， 导致供应过剩。 石油输出国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ＰＥＣ） 决定不干预价格， 加上美元进一步升

值， 导致了石油价格暴跌。 尽管在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季度以后价格触底后出现一

定的反弹， 但是在将来仍然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 ２１ 世纪初的高油价水平

（见图 ２ － ４）。 较低的石油价格对消费者 （即净能源进口国） 有利， 但损害

了净能源出口国。 虽然海湾国家似乎能够承受这一冲击， 但在石油暴跌前已

经出现经济失衡的石油出口国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铁矿石、 铜和镍的供给能力上升、 需求疲软以及库存增加， 使工业

金属价格持续着走低的趋势。 作为市场主要的价格推动者， 中国房地产

产业萧条， 其增长模式将更少依赖投资， 这是全球金属需求下降的主要

决定因素。 这一趋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有所改变， 并且将继续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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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４　 特定的商品价格 （２００５ 年的指数为 １）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布隆伯格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数据计

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８５。

价格下行的压力。 ２０１１ 年以来， 贵金属价格大幅度下降， 尽管在市场风

险厌恶上升时， 黄金等出现过价格上涨， 但由于利率向上调整， 美元升

值， 抑制了避险资产需求， 故短时期内贵金属的价格可能会保持震荡。

另外， 农产品价格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一直波澜不惊。 主要品种 （小麦、 玉

米） 和油料收成好， ２０１４ 年的价格走低。 以大豆为例， 耕地和产量的增加

在价格持续走低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价格是受供给驱动的）。 其他主

要谷物价格， 如大米价格比较稳定。 巴西干旱导致的咖啡价格上涨在 ２０１４

年终结， 饮料价格因此而下降。 意外的天气条件可能会对供给条件有所影

响， 但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趋势：寻找潜力

拉美地区在 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曾迅速复苏， 但增长势头在 ２０１２ 年

之后已成强弩之末。 ２０１４ 年的 ＧＤＰ 增长率仅为 １％ ， 远远落后于前十年年

均 ５％的增长率。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 全球需求强劲， 大宗商品价格高企， 资本

流动性充足， 推动拉美地区经济强势增长， 而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大宗

商品价格走低， 资本流动减弱， 拉美的活力正在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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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掩盖了拉美的异质性

贸易动态足以解释这段时期拉美地区的异质性。 融入了美国价值链的制

造业出口国的表现要好于南美的商品净出口国。 相比之下， 在过去十年里与

中国接触不断增多的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从 ２０１２ 年起遭受较大收缩，

整体经济活动也因为大宗商品行业中的出口购买能力和投资的下降而受到不

利影响。 所谓的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的终结， 正在影响着南美洲， 特别

是石油和矿产出口国。 尽管美国的经济复苏助长墨西哥超越了该地区的平均

水平， 但石油行业的投资前景疲弱， 还是会对墨西哥的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

响。 相比之下， 中美洲的净能源进口国和讲英语的加勒比地区， 却从较低的

原油价格中获益， 前景更好。

政策框架的范围和能力也有助于解释拉美地区各国间的异质性。 如智

利、 哥伦比亚和秘鲁这样的商品出口国， 具有较强的货币和财政结构， 比那

些财政积累失衡、 结构较弱的国家的状况要好得多 （见专栏 ２ ４ 中以财政

政策和稳定性为例进行的更深入的分析）。

这种异质性可以用在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中各个国家所处的地位来诠

释， 它取决于各个国家当前 （２０１５ 年） 和预期 （２０１６ 年） 的产出差距。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对此有过预测，

如图 ２ － ５ 所示， 大多数南美洲国家的产出缺口都为负数， 特别是巴西、 委

内瑞拉和秘鲁， 连智利和厄瓜多尔也不能幸免。 未来的产出仍然疲软， 直至

这些经济体在这个周期中触底后不同程度地反弹。 尽管哥伦比亚接近它的增

长潜力， 但是未来因为石油价格而出现严重的萎缩可能会暴露无遗。 玻利维

亚和厄瓜多尔的情况也差不多。 智利和秘鲁会在之前金属价格下降背景下所

做出的转型调整的基础上更加深入。 阿根廷、 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无力实施

逆周期的政策， 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这也显示了政策框架在经济困难

时期的重要性。

受美国经济恢复和能源价格低廉的支持，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似乎从

低于潜在产出的状态回升。 受石油行业近期改革所导致的投资前景疲软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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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求不振的影响， 墨西哥的表现比其他国家稍弱。 讲英语的加勒比国家，

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 总体上都从低油价中获益， 不过作为净出口国， 这

些国家主要面临财政可持续性的风险。

图 ２ －５　 特定的拉美经济体的周期位置的例证

（２０１５ 年， 利用 ＨＰ 过滤的背离趋势）

注： 产出差距是利用 ＨＰ 滤波 ［ Ｈｏｄｒｉｃｋ⁃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 ＨＰ） ｆｉｌｔｅｒ］ 的背离趋势计算得出

（ｌａｍｂｄａ ＝ ４００）。 国家的位置是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产出差距和 ２０１６ 年预计估测值而确定的。 本

图所描述的模拟化周期仅作示意之用， 不应被理解为对一个国家的预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利用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ｅｃｏ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ｖ２０１５ － １ － ｅｎ； ＩＭＦ （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Ｕｐｄａｔｅ，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３９３。

拉美地区需要更高的、更稳定的投资

投资动力丧失是拉丁美洲经济体近期经济放缓的关键因素之一 （见

图２ － ６）。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之后， 投资曾在拉美地区 ２０１０ 年取得增长中

居功至伟， 但是到 ２０１４ 年， 它的贡献已经走向了负面。 投资往往具有高

度的顺周期性， 投资者的预期在过去几年不断恶化， 影响了拉美地区经

济体的投资计划。 这背后蕴含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因素。 第一组因素是全

球背景的变化， 导致了拉丁美洲的外部条件的恶化 （例如， 全球需求更

加疲软、 商品价格更低、 财务状况更加严峻）。 第二组因素来自各国国

内， 如一些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和改革法案 （特别是税收） 的通过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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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 可能会推迟

投资计划。 后者可能是短期的， 前者则可能更为持久， 会影响未来的投

资前景， 因为经济主体要应付不利的外部条件。 公共投资的贡献还不够

强大， 无法弥补私营部门的紧缩， 相反在某些情况下， 它甚至加剧了紧

缩。

图 ２ －６　 拉美 ＧＤＰ 增长和需求因素的贡献 （年增长率）

注： 拉美地区的简单平均包括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

加、 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巴拉圭、 多米尼加共和国、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拉美经委会汇编的官方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００。

因此， 尽管该地区存在异质性， 但是大多数经济体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

的投资紧缩， 见表 ２ － １ 中 １１ 个南美洲和中美洲经济体所显示的情况。 这种

紧缩型投资周期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 投资紧缩持续的

时间往往比 ＧＤＰ 收缩要漫长得多 （平均要多 ３０％ 以上）。 更重要的是， 它

同时显示， 投资收缩的幅度是 ＧＤＰ 收缩的 ４ 倍 （见图 ２ － ７）。 此外， 这些

投资周期在拉美地区往往要比在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 Ｐéｒｅｚ Ｃａｌｄｅｎｔｅｙ，

Ｔｉｔ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ｄｅｎｔｅｙ，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４ 年， 拉丁美洲周期性投资紧缩的

中位数比亚洲国家要大 ３０％ ， 比欧洲新兴经济体和 ＯＥＣＤ 国家要大 ４５％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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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选定的拉美经济体非居民投资的紧缩周期指数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季度数据）
单位： ％

国家
投资紧缩阶段的

开始时期

投资紧缩阶段的

结束时期

紧缩持续期

（季度）
紧缩幅度

（变动百分比）
阿根廷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季度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季度 ３． ０ － １２． ５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季度 进行中 ４． ０ － ８． １
玻利维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季度 ３． ０ － ５． ７
巴西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季度 ３． ０ － ２． ２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季度 进行中 ６． ０ － ６． ２
智利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 进行中 ８． ０ － ６． ２
秘鲁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季度 进行中 ６． ０ － ４． ２
乌拉圭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季度 进行中 ３． ０ － ５． ５
委内瑞拉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 ７． ０ － ２９． ９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季度 进行中 ３． ０ － ３． ９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季度 ３． ０ － ９． ２
危地马拉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 进行中 ５． ０ － ７． ７
尼加拉瓜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季度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季度 ２． ０ － １５． ４

　 　 注：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尽管被提到， 但是 Ｈａｒｄｉｎｇ⁃Ｐａｇ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Ｂｒｙ⁃Ｂｏｓｃｈａｎ） 商业周期信息

处理系统的数理分析结果并没有显示出这两国处于一个普通的周期中。
资料来源： 根据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５ 年计算得出。

图 ２ －７　 选定的拉美经济体投资紧缩周期的持续时间和幅度

（相对于 ＧＤＰ 紧缩周期的比率）

注： 拉美 １３ 国就是上述所选的 １３ 个国家的简单平均。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５ 年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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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波动性在短期内带来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 并足以影响发展趋势。

拉丁美洲的平均投资率仅占 ＧＤＰ 的 ２０％ ， 与那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占主体的

经济体的投资率接近， 而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低得多。 显然， 这个平均值掩盖

了该地区投资率高低不一的情况： 像巴西， 墨西哥和阿根廷这样的大型经济

体的投资率较低， 在地区平均中权重较大； 而安第斯共同体和巴拿马在过去

的五年中， 投资率上升到接近 ２７％ （见图 ２ － ８）。

图 ２ －８　 选定的拉美国家和世界的投资率 （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百分比）

注： 拉美国家指的是选定的 １２ 个国家的简单平均。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数据来源和 ＩＭＦ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２１。

因此， 生机勃勃的投资至关重要， 应该是政策优先考虑的事项。 它不仅

可以使当前放缓的经济活动重新恢复， 也可以促进长期的增长。 当然， 还需

要公共投资和结构改革等顺应周期的行动来克服许多国家投资利率所出现的

历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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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低且波动性大，生产力衰弱，阻碍了潜在产出的增长

提高生产率是保持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 在拉丁美洲， 生产率对增长

的贡献率非常有限， 这是造成拉美与亚洲之间增长差距的核心因素 （ ＩＭＦ，

２０１３；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许多拉美国家 （智利、 乌拉圭和少数几

个加勒比国家除外） 仍然深陷在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之中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本报告第三章）。

图 ２ －９ 显示在过去十年中拉美国家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差距在很大程

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增长较低。 相比之下，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拉美

国家与亚洲新兴国家在要素积累 （考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贡献方面的差

距趋于缩小， 这些赶超因素在紧缩周期之前也许能扭转局面， 但是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放缓给宏观经济政策施加了额外的挑战 （Ｒｏｓ， ２０１４）。

图 ２ －９　 拉美国家和特定的经济体集群中各要素对实际 ＧＤＰ 的贡献

（简单平均， 年均百分比）

注：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根据 ＩＭＦ （２０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ａｃｅ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ｒｅｏ ／ ２０１３ ／ ｗｈｄ ／ ｅｎｇ ／ ｐｄｆｗｒｅｏ０５１３ ｐｄｆ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３８。

与投资一样， 生产率紧缩往往比 ＧＤＰ 更尖锐， 时间也更长。 此外， 生

产率在扩张的时间和程度上都不及 ＧＤＰ 的变化。 这在表 ２ － ２ 拉丁美洲经济

体的样本中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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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选定的拉美经济体中生产率相对于 ＧＤＰ 的扩张与

紧缩阶段 （持续期和幅度的中位数， 每年的数据）

扩张 紧缩

国家 持续期 幅度 持续期 幅度

阿根廷 ０ ７ ０ ５ １ ０ ０ ９

玻利维亚 ０ ４ ０ ２ ０ ９ １ １

巴西 ０ ４ ０ ３ １ ７ １ ９

智利 ０ ５ ０ ３ １ ３ １ ０

哥斯达黎加 ０ １ ０ ０ ０ ８ ０ ５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０ ４ ０ ３ １ ５ １ ６

厄瓜多尔 ０ ２ ０ １ １ ８ ２ ３

危地马拉 ０ ３ ０ １ ２ ４ １ ９

墨西哥 １ ０ ０ ５ ２ ５ ２ ２

秘鲁 ０ ９ ０ ７ １ ４ １ ８

乌拉圭 ０ ５ ０ ５ ０ ９ １ ０

委内瑞拉 ０ ７ ０ ５ １ ４ １ ６

拉美 １２ 国平均 ０ ５ ０ ３ １ ５ １ ５

　 　 注： 对哥伦比亚的分析并没有显示出它处于任何周期之内。
资料来源： 根据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５ 计算得出。

而且， 促进该地区生产率所面临的挑战不止管理周期性波动那么简单。

缺乏创新、 采用落后技术使拉美国家无法扩大生产领域、 减少内耗和缩小差

距 （基础设施缺口、 物流不畅、 技术落后、 机构薄弱、 法治不健全， 以及

其他方面）， 这阻碍了资源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有效分配。

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在生产力低下的非正规部门工作正是这一挑战的明显

反映。 预计拉美地区有近 １ ３ 亿名工人， 即工人总人数的 ５５％ 左右受雇于

非正规部门 （Ｂｏｓｃｈ，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Ｐａｇéｓ， ２０１３）。 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非

正规部门转移到规模更大、 效率更高的正规部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在经济扩张期内， 这种转移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资源配置失衡的成本很

高。 在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中， 资本和劳动从正规部门的生产力低的企业到生

产力高的企业的重新配置， 可能会提高 ４５％ ～ １２７％的全要素生产率， 每个

４３０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Ｂｕｓｓｏ， Ｍａｄｒｉ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ｇéｓ， ２０１３）。 换言之， 克

服生产率低下需要结构性解决方案。 考虑到拉美地区潜在的增长正在 “泄

气”， 即便是各国的增长态势存在差异 （见图 ２ － １０）， 提高生产率也已是当

务之急。

图 ２ －１０　 选定的拉美国家的产出增长趋势 （年增长率）

注： 产出趋势利用 ＨＰ ｆｉｌｔｅｒ， ｌａｍｂｄａ ＝ ４００ 得出。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根据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４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大多数国家的潜在增长率都有所上升 （除了墨西哥、

智利和中美洲几个国家）。 但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它可能会放缓， 除了全球

经济放缓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之外， 还存在其他原因。 上述因素可能

会叠加在一起， 即全球金融状况不景气、 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财政收入锐减、

投资陷入低迷， 致使动资本积累的前景惨淡； 同时， 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

受到无法扩大正规劳动参与、 无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因

素的限制。 最后， 由于经济增长降速、 要素使用强度降低， 生产率的增长放

缓 （ＩＭＦ， ２０１３；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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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总结的那样，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似乎正在滑向较低的 ＧＤＰ 增长， 少数国

家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调整， 潜在的增长前景仍然不强， 甚至， 可能比目前估

计的还要低。 统计模型演示出的变化趋势非常缓慢， 所以目前的放缓态势可

能没有被完全捕获。 这可能对需求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产出缺口实际上

可能要比目前预测的要小得多， 管理那些阻碍长期增长的结构性缺陷的政策

的需求会大幅度上升。

提升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健全的需求政策也不可

或缺

生产率的变化令人沮丧， 主要原因之一是宏观经济管理跟不上生产转

型。 ２０１１ 年， 拉美国家的大宗商品占货物总出口的 ６０％ ， 比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０％

有所上升。 在商品出口增加的同时， 拉丁美洲本地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进口替

代， 导致制造业的退化。 正如亚洲新兴国家和 ＯＥＣＤ 国家所证实的， 生产性

发展政策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必须通过资源更有效的配置政

策来应对供给侧瓶颈。 举例来说， 中小企业 （ＳＭＥｓ） 的发展受到了高成本、

融资难、 服务差的限制， 尤其是长期信贷方便。 公共政策以提高融资资源可

获得性为目标———包括增强发展银行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服务的功能， 可

以产生显著的变革性影响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２； 本报告第五章）。 支持新

企业的机制对生产性增长同样至关重要， 例如， 创建一个传播现有信息的新

门户网站， 可以纾解当前信息不足之困， 为潜在的企业家提供信用解决的方

案。

为了支持结构性变革， 加强区域一体化， 需要改进基础设施和物流。 在

拉丁美洲， ５７％的出口产品是对高效的物流绩效有严格要求的易耗品或产

品， 是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水平的 ３ 倍。 高昂的运输成本显然限制了区域一体

化， 在拉美地区的全部贸易中， 只有 ２７％ 是区域内贸易， 相比之下， 这一

比例在欧盟是 ６３％ ， 在亚洲是 ５２％ 。 更好的道路、 铁路、 港口和机场必不

可少， 解决方案包括制定综合性的物流政策， 提供现代化的仓储设施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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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关和认证程序； 更好地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促进交通运输业的竞争。

（见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和本报告第五章中关于基础设施融资与中国

的潜在作用的内容）。

技能和创新也非常重要。 在拉丁美洲， 存在严重经营困难的企业数量是

南亚地区的 ３ 倍以上， 是亚太地区公司的 １３ 倍以上， 这主要归因于人力资

本的短缺， 汽车和机械行业尤为典型。 职业教育和培训作为联系高等教育机

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纽带， 更加需要加强。 建设人力和物质资本的努力， 必

须配套一个包含着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本报告第五章）。

将重点转移到需求侧政策， 表明在当前经济氛围下进行干预的空间已经

非常有限。 在货币政策方面，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５ 年， 拉美国家普遍采用了逆

周期办法， 试图重振经济活动 （除巴西外）。 逆周期的货币政策立场在较低

的通胀率下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最近的数据表明货币政策的范围正在缩小。

换言之，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已经陷入了产出缺口为负和通货膨胀接近

（或高于） 目标的两难困境中。 价格波动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得到了控

制， 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体制有助于锁定预期。 尽管如此， 由于最近的

货币贬值和供给冲击， 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逼近预定的目标， 但在

其他一些国家 （巴西和乌拉圭） 已经超出了目标 （见图 ２ － １１）。 此外， 金

融系统美元化的国家在降息时可能会面临着美联储加息的额外约束。 实现浮

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的汇率有所削弱 （见图 ２ － １２）， 这不见得是一件糟糕的

事情。 它提高了竞争力， 并帮助对外账户的重新平衡， 但同时存在通货膨胀

的短期成本。 因此， 目前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还算适中， 但作为大多数国家锁

定的目标， 对其预期应加以密切监测。

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 拉丁美洲央行将面临利率可能脱钩的挑战。 美元

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正在采取 “去美元化” （ｄｅ⁃ｄｏｌｌａｒｉｓｅ） 信贷

的行动， 向平稳过渡到一个较弱的汇率而进行干预。 汇率波动可能会影响金

融市场， 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为了维护金融稳定， 央行可能会进行干

预， 降低汇率波动。 这种稳定金融的出发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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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１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和目标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每年的百分比）

注：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来自 ＩＭＦ。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２ ／ 和特定国家的中央银行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５３。

图 ２ －１２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设定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的指数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６０。

经济活动而降息的范围 （见专栏 ２ ３）。 采用盯住美元或者固定汇率的国家，

将货币作为应对对外账户再平衡挑战的名义锚； 其中一些国家采用了配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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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设置进口壁垒， 以避免外汇资产枯竭 （阿根廷、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

拉）， 这既是对经济活动征费， 又会破坏竞争力。

专栏 ２ ３　 财政稳定、 汇率和货币政策： 依然不可兼得？

自从 ２０１３ 年夏季 “削减恐慌” 以来， 大多数以稳通胀为目标的拉美国

家都允许货币急速贬值。 任何干预措施都是为了减少波动性， 平稳过渡到较

弱的利率， 而不是抑制自身的贬值， 这使得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决策重点放

在了周期性考虑方面。 然而， 负债美元化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贬值的容忍

度。 当公司、 主权基金或银行业部门的大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时， 货币的大

幅贬值会引发货币错配， 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失败， 中央银行也许并不愿意让

货币自由浮动 （ Ｃａｌｖｏ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０２；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Ｃｏｗａｎ ａｎｄ Ｋｅａｒｎｓ，

２００５； Ｌｅｖｙ Ｙｅｙａｔｉ， 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ｇｇｉｏ， ２００６）。

过去 １５ 年， 银行信用的美元化有所下降， 但它在一些国家仍然比较高，

足以引起重视， 比如在秘鲁或乌拉圭。 事实上， ２０１３ 年以后， 秘鲁中央储

备银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Ｐｅｒｕ， ＢＣＲＰ） 货币政策的重心是利用外汇

储备要求来降低金融美元化和货币波动， 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储备中的本国

货币 （６ ５％ ） 和外币存款 （７０％ ） 的差异化要求， 及提供外币贷款时附带

的供给流动性和资本要求。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秘鲁银行信贷

的美元化从 ４３％降低到 ３５％ 。

去美元化也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履行流动性规定， 减少外汇信贷， 会将

成本转嫁给银行， 也会组织非投机对冲， 这可能妨碍政府进一步以本国货币

发行公共债务时无法实现对冲。

由于经济增长低迷， 与大宗商品相关的收入下降， 大多数拉美国家的

财政收支状况都在恶化。 公共债务较低的国家 （因此更容易获得融资） 实

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例如智利、 秘鲁） 以应对经济下行， 而在那些公共

债务水平更高或面临融资难的国家里， 脆弱的公共账户已经提示未来必须

削减公共预算 （巴西、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遏制支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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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考虑到保护投资的需要， 避免恶性循环， 即因过度调整财政而扼杀了

增长和税收， 最终扩大了赤字， 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 对于拉美国家整体

而言， 尽管财政结构比以前更稳健了， 但是现在的财政平衡比金融危机前

要弱多了， 在经济放缓的条件下， 反弹的迹象要等待很久， 或者甚至滑落

谷底 （见图 ２ － １３）。

图 ２ －１３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财政波动和产出缺口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百分比和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注： ２００７ 年的基本财政平衡的周期性调整设为 ０，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ｅｔ ｔｏ ０ ｉｎ ２００７。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Ａｌｂｅｒｏ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 “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Ｅｓｐａñａ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７２。

这种低增长、 财政平衡恶化的状况使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经济体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公共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出现轻微的上升。 ２０００ 年以后， 拉美

国家都致力于减少债务。 巴拿马、 秘鲁和厄瓜多尔已将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降低了 ２０ 多个百分点。 然而， 这种积极的偿债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

风险。 ２０１０ 年的一段时间里， 拉美在后危机时代取得最高速增长的同时，

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开始上升。 债务结构在过去的 １４ 年中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 ２０００ 年， 总债务的 ７２％ 是外债， 而到了 ２０１４ 年， 外债比例下降到

５４％左右， 拉美国家在货币贬值面前不再那么脆弱了。 拉丁美洲各经济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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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水平差异很大， 巴西的债务占 ＧＤＰ 的 ６２％ ， 秘鲁或巴拉圭则不到 ＧＤＰ

的 ２０％ （见图 ２ － １４）。

图 ２ －１４　 特定的拉美经济体的公共债务 （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ｂ），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８７。

除了支出和收入的水平之外， 政府必须改善公共支出效率， 寻求设计更

好的社会政策， 这样才可以提供用以提高生产力、 保证公平的公共产品。 例

如， 政府的低效能也许会阻碍逆周期政策的有效性。 一个清楚的例子就发生

在秘鲁， 地方政府推进投资计划不力， 反而拉长了这个周期， 抵消了中央政

府扩大公共投资的努力。 同样， 在哥伦比亚， 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土地使用费

支出的困难， 限制了中央政府逆周期行动的效果。 在财政收入降低和融资成

本升高的背景下， 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可以在应对该地区缩小基础设施缺口

的挑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栏 ２ ４　 拉美的财政规则、 稳定和投资： 时代在改变？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 拉美地区的货币和财政框架日趋合理， 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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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观经济管理有了很大的改善。 其中， 财政规则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就广为传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拉美地区的九

个国家正在实施一套财政规则 （尽管类型各有不同）， 这些国家是巴西、 智

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牙买加、 墨西哥、 巴拿马和秘鲁。

这套规则通常遵循三个主要目标， 即确保债务可持续性、 加强稳定、 改善支

出构成 （投资）。 本专栏集中谈后面两个。

拉美传统的财政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 与其他新兴地区一样， 拉美国家

往往也是在经济条件好时大手大脚， 在经济下滑时捉襟见肘， 这些政策会加

剧经济周期。 拉丁美洲依赖外部融资， 在外部资源突然中断时又反复无常，

导致这种行为在拉美地区很容易发生。 尽管如此， 自 ２００９ 年次金融危机以

来， 事情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 财政限制的关联性减弱了， 因而财政政策不

再那么顺应周期了， 财政规则下的经济表现出更多的反周期行为 （Ａｌｂｅｒｏ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如图 ２ － １５ 所示， 财政规则下的国家 （以波浪线来显示） 不

如那些没有这些规则的国家 （虚线） 顺应周期。 前者甚至展现出一些逆周

期的财政政策的细节， 这通常是发达经济体的保留特色。 然而， 即使在更

稳健的财政框架下， 它们的财政状况都比金融危机之前要弱， 在经济低迷

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或者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 对出现反弹的怀疑会继续上

升。 为应对这场危机， 一些拉美国家批准了财政刺激计划， 但有关支出的

一揽子计划， 特别是当前的支出计划， 在经济恢复中无法被灵活实施

（Ｃｅｌａｓ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１５）。 换言之， 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无法从

经济刺激和政策中选择退出策略， 这一地区离危机前财政空间的水平还相

距甚远。

财政规则的目的在于改善支出结构。 一个有偏差的预算必然会造成动荡

和公共投资下降， 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新兴地区的基础设施。 拉丁美洲也不例

外， 其投资率 （包括公共和私人） 远低于新兴亚洲国家， 需要缩小与更为

发达地区的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 退出策略不仅要重构财政空间， 而且要发

展更加有利于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结构 （见 Ｃａｒｒａｎｚａ， Ｄａｕ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２０１４ 对拉丁美洲的分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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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有一个好的做法就是将非金融部门的赤字上限和目前的支出增长率的

上限相结合， 从而使公共投资出现显著增加。

图 ２ －１５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的财政态势 （财政波动， ７ 年期的逐步回归）

注：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指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秘鲁和

乌拉圭， 这几个国家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可以获得。 财政波动是指结构性基本财政平衡对于

经济周期的变动。 财政态势受到财政条件的控制， 在有财政规则 （有 ＦＣ ＋ ＦＲ） 和无财政规则

（有 ＦＣ， 无 ＦＲ） 的国家之间情况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 Ａｌｂｅｒｏｌａ， 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Ｅｓｐａñａ。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４９８。

在对外方面， 由于贸易状况不佳大多数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 在 ２０１４

年继续恶化。 虽然中美洲国家可以从较低的能源价格中受益， 像尼加拉瓜和

巴拿马仍然保持该地区最大的经常账户赤字 （分别占 ＧＤＰ 的 ８％ 和 １０％ ），

但是南美洲的商品出口国遭遇了最大的挫折， 在巴西、 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

经常账户赤字仅占 ＧＤＰ 的 ５％左右。 像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这样

的净能源出口国， 随着油价暴跌， 也经历了重要的贸易损失。 相反， 在智利

则开始看到一些改进 （见图 ２ － １６）。

绝大多数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依然主要来自外国直接投资， 但是有少数

国家， 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其经常账户余额来自银行业流

动。 随着大宗商品周期结束， 外国直接投资向初级部门的流动也正在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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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６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动 （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利用 ＩＭ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和各国的数据进行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０６。

这种趋势在哥伦比亚、 秘鲁和巴西十分明显。 在大多数国家， 可用的外汇储

备应该用于缓冲和防止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未来两到三年内， 货币贬值被寄希望于能够帮助支出结构转换， 改善经

常账户平衡， 尽管拉美地区已经不可能像过去十年那样获得巨额的贸易顺

差。 由于外部融资成本预计将上升， 遏制赤字变得非常重要。 制度弹性较弱

的国家正通过控制外部资产来捍卫它们的货币。 在贸易条件持续变化的背景

下， 这种战略可能更加难以维持， 未来需要对货币政策做出某种调整。

私营部门的债务是需要监测的另一个要素。 拉丁美洲的私人债务保持着

相对较低的水平 （见图 ２ － １７）。 不过， 最近几年， 这一水平显然有所上升。

一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因为本国货币贬值而易面临风险。 即便是该地

区的企业所面临的货币风险覆盖的程度还不明朗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１４）， 但是一些

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之后相关的货币问题并没有上升。 因此， 拥有美元化债

务的公司可能会有一种天然的处理办法 （作为出口商） 或其他形式的方法

（外汇衍生工具或美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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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７　 特定拉美国家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证券化

（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官方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１０。

中国需求对拉美的冲击效应：无中生有吗？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这个趋势

将在未来以新的方式继续下去。 正因为如此， 本节将探讨中国的产出带动拉

丁美洲产出的波动程度。

中国的增长通过贸易直接影响到拉美国家， 而通过包括商品价格在

内的几个变量来产生间接影响。 这几个变量从下文所讨论的模型中进行

抓取， 这 个 模 型 是 一 个 跨 地 区 的 全 球 向 量 自 回 归 （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 用以评估拉美国家和本地区外的贸易伙伴 （如

欧洲、 美国和中国） 之间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 关于该模型技术方

面的描述见专栏 ２ ５。

专栏 ２ ５　 拉丁美洲的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

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选定的几个拉美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预

测， 并评估全球冲击的影响。 在考虑了跨国之间贸易模式的基础上， 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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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考察了国内变量和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模型

在沿用 Ｐｅｓａｒａｎ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Ｐｅｓａｒａｎ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６） 的研究方法及后来的一

些模式 （如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ｓｉ， ２０１４） 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额外的改进。

首先， 为了控制制度变迁对数据生成过程的可能改变， 本模型对数据进

行了调整。 该方法给最近的制度赋予了更高的权衡， 从而能产生比过去更好

的预测效果。 以这种方式使用历史数据， 能够对趋势进行更为合理的预测，

这对于拉丁美洲来说至关重要。 例如， 过去的通货膨胀频发时期可能会对名

义变量的趋势和波动带来较深的偏见， 显然不适合当前以通货膨胀率低且较

稳定为特征的制度。

其次， 本模型采用了不带误差修正项的一阶回归， 这样就允许数据回归

到平均值， 在一定水平上重建变量的概率。

本模型利用美联储 １９７９ 第 １ 季度到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之间的季度数据，

所含变量包括： ＧＤＰ 增长、 通货膨胀、 汇率、 利率 （长期和短期） 和商品

（能源、 原材料和金属） 价格。 研究对象包括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

亚、 墨西哥、 秘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 （根据数据的可用性）、 美国、 欧盟

和中国。 数据是从哈佛分析、 彭博社和各国的统计源获得的。

本节对基准情景下中国的软着陆和硬着陆分别对拉丁美洲产生的影响进

行了比较分析。 在软着陆情形下， 中国的增长率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将逐渐下

降到 ６ ７％左右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ｅ， ２０１５）， 而在硬着陆的情形下， 中国的增长

在 ２０１５ 年会下降到 ５ ５％ ， ２０１８ 年更是会跌落到 ４ ３％ 。 在设定了中国数据

的增长路径的条件后， 本模型进行了仿真和比较。 结果分别见图 ２ － １８ ～ 图

２ － ２２。

根据本模型， 中国产出的变化确实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产生重要

且持续的影响。 在全球效应方面，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影响发达经济体。 在

欧洲的影响程度会超过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加封闭的经济体。 在经济增

长缓慢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 发达经济体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向上调整利率，

商品价格将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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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８　 ＧＤＰ 增长和通货膨胀率：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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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　 商品价格和利率：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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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　 特定拉美国家的 ＧＤＰ 增长：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４０。

３５０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４５０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图 ２ －２１　 特定拉美国家的汇率：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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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图 ２ －２２　 特定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６７。

　 　 这种情景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预示着它比发达经济体需

要更大的时间来恢复经济， 困难也更多。 在一些案例中， 实证检验表明， 拉

美的经济增长会停滞， 特别是在巴西、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即使是墨西哥，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然， 这其中还没有考虑政府可能采取

刺激增长的政策， 而这正是本版的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关注的重点问题。

因此， 在 “没有政策变化” 的情形下， 所有的国家的货币都可能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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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大程度的贬值， 而其中一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加受益。 最后， 通货膨

胀似乎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这是由于产出的降低抵消了贬值的影响。

短期和超越的行动

在不久的将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能持续平庸的经济增长。 尽管

绝对不会在前几年外部冲击的余波中滑向崩溃， 但面对国内外的不利因素，

要取得进展异常困难 （特别是因为大宗商品需求疲软和中国经济的放缓）。

因此， 政府的重点是必须确保它们的经济能够应对日益恶劣的条件。

短期内， 拉美政府必须通过扩展财政空间， 运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的管

理战略来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 从而重建财政保护盾。 如前几版的 《拉丁

美洲经济展望》 所强调的那样， 扩大财政空间所需的措施将取决于每个国

家的初始条件。 在一些国家， 包括一些中美洲国家、 安第斯国家和墨西哥，

当局应该将他们努力的重点放在加强税收负担上 （ＯＥＣＤ ／ ＥＣＬＡＣ ／ ＣＩＡＴ ／

ＩＤＢ， ２０１５）。 收入结构更为巩固的南美国家的重点应放在抑制当前公共支出

的增加、 加强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发展自动 “稳定器” 项目上。

与此同时， 加勒比地区国家在扩大它们的财政空间时必须处理好公共债务可

持续性的经常性问题。 拉美国家在积极运用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和 “稳定

器” 时， 需要进行有效沟通。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干预， 低增长所带来的主要挑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拉美地区潜在的增长率不到 ３％ ， 低于预期水平， 更

无法跟 ２００５ 年前后 ５％ 的斐然成绩相比。 因此， 拉美地区是时候展开一系

列雄心勃勃、 大胆的改革了， 其关键应放在提高生产力和创新、 产品多元

化、 缩小基础设施的差距的政策、 人力资本投资， 以及创造正规正式创造就

业等方面。

近年来， 与 ＯＥＣＤ 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 拉丁美洲国家的生产率

一直令人大失所望。 提高增长率可以带来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减少不平等和

贫困。 扶贫非常重要， 拉丁美洲人口的 ２８％ （１ ６４ 亿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这两大目标的政策往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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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容。 每一个政府制定改革方案时， 其政策应考虑的因素都应包括拉丁美

洲的异质性、 国内和区域内的贸易联系的地理优势、 全球多边贸易关系中的

强大而稳定的发展伙伴以及像中国所具备的那种强大购买力等。 一个充当积

极 “规则改变者” 的国家将重塑拉丁美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在经历了所

谓 “财富转移”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０） 第一阶段贸易关系的异常活跃之后， 中拉

关系需要重新进行界定。 拉丁美洲的福祉， 尤其是在长时期内， 将取决于各

国政府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遇， 有效地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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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本章主要分析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

节讨论在财富转移的初始阶段 “财富转移Ⅰ” 拉丁美洲充当看客时，

中国是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中的。 第二节分析 “财富转移Ⅱ” 阶段中

一些可以预见的演变， 重点关注中国将出现的几个结构性和政策性

趋势 （例如， 人口老龄化、 中产阶级的崛起与结构转型的过程）。 第

三节通过一个判别分析归纳那些逃离出 “中等收入陷阱” 的不同特

征， 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在 “中等收入陷阱” 中的关系。 第四节将

对一些核心的发现进行总结。

专栏 ３ １　 财富转移

财富转移指的是世界经济中心的重心从 ＯＥＣＤ 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

过程。 这一过程的主要催化剂来源于亚洲经济体的强劲增长， 特别是中国和

印度。 当然， 这一现象已经席卷了其他新兴地区。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０）。

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 I 中的角色

转移财富的初始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的强劲增长， 加大了其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 快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一趋势建立

在中国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而实施的强有力政策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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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中国已成为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制成品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这也验

证了其政策是成功的。

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中国的强势增长是财富转移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与日俱增，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变得更加重要， 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到达

一个新的高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国每年对全球 ＧＤＰ 增长的平均贡献度约

为 ０ ４ 个百分点， 这一比例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跃升为 ０ ７５ 个百分点， 而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则是进一步提高到 ０ ８ 个百分点。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

献如果用 ＧＤＰ 水平来形容则更加让人吃惊： １９９１ 年， 在财富转移的初始阶

段时，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增加了相当于一个哥伦比亚的 ＧＤＰ 规模。 到

了 ２００１ 年， 这一贡献达到了阿根廷的 ＧＤＰ 规模。 到了 ２００５ 年， 这一贡献

等同于阿根廷和智利的 ＧＤＰ 规模之和， 而到了 ２０１３ 年， 这一贡献相当于玻

利维亚、 智利和阿根廷三国的 ＧＤＰ 规模之和 （根据 ＩＭＦ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

中国始终保持着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等主要经济体不一样的特色增长

方式， 是增长向新地理区位转换的关键因素 （Ｑｕａｈ， ２０１１）， 这也造成世界

经济重心的中心向东移动。

与中国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拉丁美洲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增长

缓慢。 正如图 ３ － １ 归纳的那样， 中国和拉美在财富转移的起步阶段对全球

的贡献大致相似 （例如在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的区间内， 中国的贡献是 １１％ ， 拉

美是 ８％ ）。 从这个起点起， 中国的贡献度逐渐上升， 近几年达到了 ２９％ 的

最大值。 相反， 拉丁美洲的贡献度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的增长非常平庸

（９％ ），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更是显著地下降到 ６％ 。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０ 年以来，

拉丁美洲在转移财富中甘陪末座， 而亚洲， 特别是中国， 则主宰了这一进

程。

收入收敛的进步

２０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在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收敛和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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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　 各区域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注： 拉美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３２ 个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包括 ３７ 个国家。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７３。

阶级的崛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不过中产阶级还比较脆弱。 中国的人均

收入起点很低， 但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大多数新兴世界的经济体。 具体来

说， 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４ 倍以上， 从 １９９５ 年 ２５００ 美元一举跃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５２５ 美元①。 这一增长率远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 如

印度 （１５３％ ）、 印度尼西亚 （６０％ ）、 俄罗斯 （９５％ ） 或南非 （２８％ ）， 比

巴拿马 （１１３％ ）、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９０％ ）、 秘鲁 （８３％ ） 和智利 （７０％ ）

等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３ 年增长相对较高的拉丁美洲国家也要高出不少。 这种收入

收敛的动态被认为是 “追赶周期” 的早期阶段的显著标志， 其特点是强劲

的投资积累和经济增长， 以及快速的结构性变化 （见专栏 ３ ２）。

专栏 ３ ２　 追赶周期和中国新常态

“追赶周期” （Ｌｉｕ， Ｊｉ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是用来解释发展中经济体的增

长率如何追赶上发达经济体的分析框架。 它与那些现有的建立在工业化国家

５６０

① 根据 ２０１１ 年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的恒定国际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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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 之 上 的 长 周 期 理 论 有 很 大 不 同， 后 者 包 括 康 德 拉 捷 夫 周 期

（Ｋｏｎｄｒａｔｉｅｖ ｗａｖｅ）、 库兹涅茨波动 （Ｋｕｚｎｅｔｓｓｗｉｎｇ）、 朱格拉周期 （Ｊｕｇｌａｒｃｙｃｌｅ）

或者基钦周期 （Ｋｉｔｃｈ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Ｋｗａｓｎｉｃｋｉ， ２００８； Ｋｏｒｏｔａｙｅｖ ａｎｄ Ｔｓｉｒｅｌ， ２０１０；

Ｓｏｌｏｍｏｕ， １９８８；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ｃｏｔｅ， １９９４）。 图 ３ － ２ 显示了追赶周期以发达国家增

长作为基准的工作原理。 发达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每年有大约 ２％的小幅波动，

因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 ＧＤＰ 向发达国家的收敛路径中会呈现 “倒 Ｕ” 形状

态。

图 ３ －２　 追赶曲线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８１。

在追赶周期的第一阶段， 发展中经济体从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起

步。 到了第二阶段， 发展中经济维持着 ２０ ～ ３０ 年的超高速增长率。 随着收

入水平越来越接近先进经济， 追赶进程进入第三阶段， 经济增长的步伐逐渐

放缓下来， 向着发达国家收敛。

追赶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代表

一个创造性建设时期， 会涌现出许多新行业。 在第二阶段， 快速的技术进步

大大抵消了物质资本回报的递减， 从而资本回报率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且稳定

的水平。 最后，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创造力消亡， 投资在总需求中的比例、 工

业在总产出的比例双双下降， 这一阶段进一步发展下去将会是技术进步衰

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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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资本回报递减。 这些因素最终将使经济增长率向主要发达经济体收敛。

从追赶周期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新常态本质上处于从第二阶段的增长

高峰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 将逐渐实现产品结构的多元

化， 同时具有更可持续的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率 （Ｈｕ， ２０１５）。 这个转型显

然与其他分析， 尤其是著名的 “回归平均” （ “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ａｎ”，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 有所区别。

为了缓冲经济增长的着陆， 中国必须深化体制和政策改革。 第一， 需

要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税收结构， 从而统一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质

量的水平。 第二， 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使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本，

从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实体经济。 第三， 必须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第

四， 调整土地治理， 提高效率， 实施智能城市化， 对征收中受到影响的对

象的权益给予公平的补偿。 第五， 对碎片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整合， 以

便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 第六， 必须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和不良金融资产所

造成的金融风险。

即使在最近几年拉美国家相关的生产率表现有所进步， 但从亚洲和拉美

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较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

正在节节败退。 相比之下， 亚洲国家正在缩小差距 （ ＥＣＬＡＣ ／ ＥＵ － ＬＡ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特别是中国， 差距缩小得最为显著， 即使它的生产力水

平仍然低于某些拉丁美洲国家 （例如墨西哥）。 人均收入的进步正在将中国

塑造成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 中国在 １９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生活在广义上的中

等部门中 （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人均收入在 ４ ～ ５０ 美元， 包括中产

阶级和弱势群体，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的人口比例上升了 ４４ ８％ ， 在主要

的新兴经济体中是最高的 （见图 ３ － ３）。 在大致的时间段内， 在这一比例的

增幅上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是巴西和秘鲁， 达到 ３０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中国的减贫工作也没有落下。 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０ 年， 生活在每

天 ２ ５ 美元的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在中国下降了 ４５ 个百分点， 降幅位居全

世界第 ３ 位， 高于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 （例如这一降幅在墨西哥是

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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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７ 个百分点， 秘鲁是 ２０ ７ 个百分点， 厄瓜多尔是 ２０ １ 个百分点；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因此，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贫困的初始水平较高使得这个国家

脱贫的人口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脱贫人口的总和 （Ｑｕａｈ， ２０１１）。

图 ３ －３　 中等部门人口 （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在 ４ ～
５０ 美元） 对比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１ 年恒定国际美元）

注： 人均 ＧＤＰ 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的 ２０１１ 年恒定国际美元计算的。
资料 来 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 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４ ）， Ｐｏｖ Ｃａｌ Ｎｅ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 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ｗｄｉ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５９９。

融入全球经济

在财富转移过程中， 贸易是中国塑造全球经济的基本途径。 这个过程的

主要特征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融

入全球经济。 由此， 开放经济中的工作人口规模翻了一倍， 资本和劳动力之

比下降了一半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９）。 由于这些非熟练工人的存在， 劳动密集型的

制成品才会更加便宜，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 再加上土地和劳动力之

比也随之下降， 商品出口国， 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得到

了显著的改善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９）。

财富转移对许多国家的贸易专业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尤其是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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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使其在数目众多的出口国家中具有很强的竞

争力① （见图 ３ － ４）。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８ 年， 中国的产业池中新增了 ５８ 个显性比

较优势大于 １ 的出口产业， 总数达到了 ２８７ 个， 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量

上排名世界第八位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在拉丁美洲， 哥伦比亚和

哥斯达黎加②在这一排名中也前进了几位， 哥伦比亚从第 ５４ 位上升到第 ４５

位， 哥斯达黎加从第 ５７ 位上升到第 ４７ 位。 除了这几个正面典型之外， 其余

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出口行业的多元化方面进展不顺。 在上述排位中， 巴西从

第 ２６ 位下降到第 ３５ 位， 阿根廷从第 ３４ 位下降到第 ３９ 位， 智利从第 ５２ 位

跌至第 ６９ 位， 委内瑞拉从第 ５８ 位跌落到第 １０７ 位。 这些趋势证实了财富转

移造并没有为拉丁美洲促进生产和贸易的多元化提供有利的背景 （Ｍｏｒｅｉｒａ，

２００６；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图 ３ －４　 特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行业多元化 （国家排名， １９９０ 年对比 ２００８ 年）

注： 国家的排名根据所拥有的显性比较优势大于 １ 的出口行业的数量来进行排列。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０７。

９６０

①

②

如果一国的显性比较优势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ＣＡ） 大于 １ 的话， 那么就认为

该国的出口具有竞争力。 显性比较优势的计算采用 Ｂａｌａｓｓａ （１９７７） 给出的方法。
哥斯达黎加由 ６８ 个行业增加到 １２８ 个行业， 哥伦比亚由 ７３ 个行业增加到 １３３ 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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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的维度

中国在生产率和收入向更发达经济体收敛、 减少贫困以及成功融入全球

经济等方面的成就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中国非常务实地运用了各种

产业政策工具： 从临时保护、 补贴和控制信贷到鼓励外国投资， 再到引导技

术转移。 此外， 中国的政策之间相互协调， 追求经济成果最大化。 宏观经济

政策 （财政， 货币和汇率政策） 一直强调稳定和增长，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

境使技术和竞争力等领域的努力在微观层面上获益良多。

在对中国的成功进行合理性阐释中， 引用最多的是外部性、 回报递增和

市场失灵等传统理论。 也有证据显示 “自我发现” 始终贯穿于公共和私人

利益相关者逐渐发现新的潜力， 开发新的产业空间，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试错

来判断制度的适用性和政策工具效率的高低， 根据各国的国情而不是套用千

篇一律的公式来决定政策的过程之中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３；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ｂ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最后， 通过长期观察形成的证据强有力的表明， 公共政策建

立起了一个规范的投资和学习市场， 引导市场主体在不向市场压力妥协的同

时， 支持结构转变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 ２０１３； Ｃｉｍｏｌｉ， Ｄｏｓｉ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２０１５； 对这一

增长模式的先驱性讨论可见 Ａｍｓｄｅｎ， １９８９）。 所有这些解释都强调了市场机

制和高度重视发展公共政策之间的协同。

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Ｌｏ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０ 年之前，

由于国内市场巨大， 政策主要是促进消费品行业的扩张。 广阔的国内市

场有几近无限的 （即 “刘易斯” 式的） 劳动供应， 特别有利于沿海地区

的跨国企业和以廉价的劳动力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部分由可用的公共服

务和社会保障来补偿） 为基础的出口企业。 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相形

见绌， 不但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 而且持有的资本存量也在不断减少。

第二阶段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初， 由投资和出口驱动， 在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进一步增强 （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ｈ， ２０１３； Ｇｏｕｒｄｏｎ，

Ｍｏｎｊ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５）。 在公有制企业专注于抢占经济 “制高点” 的

同时， 合资企业在竞争力和扩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的合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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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功地掌握了内在的尖端技术， 甚至在一些行业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Ａｈｒｅｎｓ， ２０１３）。

中国的促增长政策还收获了技术和专家知识。 中国企业获得了外国

技术 （通过许可证和合资企业） ， 在中国制造企业自身特殊优势的基础

上打造本国的生产能力， 在应用勘探、 生产设计和物质产品的研究和开

发 （Ｒ＆Ｄ） 等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地将大规模的

领先技术引入了市场， 其中一部分尚未在商业领域推广应用。 它们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 开启了机会之窗。 这种战略被称为始以 “逆向设计”

取代 “逆向工程” 。 这个生产过程的前景广阔， 不同的模块和生产阶段

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与其他生产商和供应商的互动学习过程中的联系更为

紧密。

财富转移Ⅱ：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发展进程将会影响财富转移的新阶段 （即财富转移Ⅱ）， 进一步

改变全球经济， 尤其是拉丁美洲。 如果说财富转移 Ｉ 的主要特点在很大程度

上是中国和印度向世界市场的开放这一单一事件的话， 那么财富转移Ⅱ将会

是一个大型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向更发达经济体收敛的长期过

程。 这个过程会分为几种路径发生： （１） 通过技能和技术的积累； （２） 中

产阶级的增长； （３） 增加消费； （４） 结构转变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这些趋势

应该会强烈地影响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 本报告

的第五章将通过分析贸易和投资渠道来探讨财富转移Ⅱ将会如何塑造拉丁美

洲的发展。

中国增长引擎的再平衡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从外需转向内需， 从投资转向在更加注重消费背景

下寻求再平衡。 那种高储蓄和高投资的经济模式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已经

难以为继。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因素是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偏好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 ２００５）。 另一种解释是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 有利于企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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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储蓄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选取两组特征将中国和一组特定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群体进行对比。 首

先， 正如图 ３ － ５ 所示， 长期以来， 投资占 ＧＤＰ 的高比重一直是中国经济的

一个标志性特征。 另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从 １９８５ 年以来投资率持续上升，

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回调。 同时， 工业部门的附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一直比较接近 ４５％ 的

当前值。 因此， 长期以来中国几乎以最高的工业附加值和最高的投资率著称

于世， 远远超出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国家的正常指标。

图 ３ －５　 投资率 ｖｓ 工业附加值 （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选定的

ＯＥＣＤ 和新兴经济体）

资料 来 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 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１４。

这个再平衡过程的最后一个方面应该是与经济增长的自我调节亦步亦趋

（见图 ３ － ２）。 亚洲发达经济体 （如日本和韩国） 的经验表明， 在再平衡过

程中， 投资的下降并不能完全被消费的上升所替代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２）。 此

外， 投资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私人资本投资的占比———主要受工业金属的

使用导向———有望因为众多制造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有所回落， 在基础设施方

面的公共投资会相应上升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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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财富增长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社会的转型

社会经济的变迁已显露端倪， 在财富转移Ⅱ阶段将会进一步深入。 首

先， 中国正经历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 人口老龄化率高于替代率。 这一趋

势主要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 还有就是经济发展以后， 关

于生育的社会文化逐渐规范 （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ｏ， １９８８； Ｇａ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ｌ，

１９９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上半叶两个时期， 生育率下降得尤为强

烈， 从而使中国的生育率从 １９６５ 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６ 个孩子降到目前的

１ ６７ 个， 比 ＯＥＣＤ 国家当前 １ ７４ 个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将会大大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 产生

严重的后果。 工作适龄人口 （在年龄 １５ ～ ６４ 岁） 不断减少的态势进一步加

剧： ２０３０ ～ ２０６０ 年， 中国将会是工作适龄人口绝对规模减小最厉害的国家

之一， 足足会减少 ７ 个百分点。①

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实施的 “独生子女” 政策如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消极后

果。 国家强制堕胎、 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性别比例失衡等因素导致男女自然

比例从 １０５ ∶ １００ 上升到 １１６ ∶ １０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ｂ）。 中国政府已经意

识到人口路径的这一预期， 对人口政策实施了部分调整， 涉及某些少数民族

和农村家庭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２０１５）。 预计会放开更大的生育权， 允许二胎，

至少是 “独生的” 父母能够生育二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图 ３ － ６ 展示了在年龄抚养比方面人口失衡的趋势 （年龄抚养比是年龄

小于 １５ 岁或 ６４ 岁以上的需要抚养的人口占工作适龄人口的比重）。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年， 中国将会是新兴世界中人口转变最为令人吃惊的国家之一。 目前，

中国的抚养比由年轻人口驱动， 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是 ２５％ ， 老年人口的

抚养比是 １３％ 。 而到 ２０３０ 年， 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将会首次超过未成年人口

抚养比 （２３ ８％∶ ２３ 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中国上升得更厉

３７０

① 在对 ４２ 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中，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等人发现 ２０３０ ～ ２０６０ 年， 在工作人

口与老年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国家中， 中国将排名第八位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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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也只有韩国了 （８２％ ）。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将会是发展中国家中未成年

人口抚养比最高， 而在老年人口抚养比方面位居第二的国家① （仅次于俄罗

斯）。 就总抚养比来看， 中国在 ２０６０ 年会达到最大值 ６５％ 。 ２０ 世纪中期，

中国曾有过同样水平的总抚养比， 不过那时候是未成年人口相比老年人口占

了大头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印度的情况不同， 未成

年人口抚养比在预测范围内将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

供充足的劳动力。

图 ３ －６　 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
（特定的 ＯＥＣＤ 国家和新兴国家）

注： 拉美平均包括下列经济体：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ｈｔｔｐ：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ｐｐ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２９。

对中国人口演变的预期催生了两大重要的挑战。 第一， 在养老金制度尚

不完善的情况下， 需要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模

式 （Ｄ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第二， 在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度下降的背景下，

４７０

①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和俄罗斯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抚养比将分别达到 １ ０１ 和 １ １２， 在新兴世

界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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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必须与经济增长更加密切关联起来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未来中国的另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① 即便是在消费增长平淡或者

收入分配变化的情况②下， 预计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规模在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年会出现迅猛的增长。 中产阶级的出现不仅被视为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 （Ｔｏｍｂａ， ２００４）， 而且还是引导消费模式向耐用消费品、 卫生、 教育和

旅游等方面转变的触发器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外需到内需、 从投资到消费的

再平衡。

最后一个塑造未来中国的趋势是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人口的实

际占比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年翻了一倍， 从 ２６％ 上升到了 ５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到 ２０３０ 年预计将会上升到 ７５％ 。 这一上升意味着往中国的城市人

口池中每年增加一个比东京还要大的城市的人口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然而， 城市化进程也并非没有挑战， 尤其是在服务

可获性和可持续性方面。 超过 ２ ６ 亿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全部的基本公共服

务。 由于中国城市化的高能耗、 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低效率以及城市人口所

承担的环境成本等问题 （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 可

持续发展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预期将遵循 “智能城市”

新模式。 该模型强调提高政府的财政能力以提供足够水平的公共服务； 限制

城市的地域扩张， 尽可能增加密度， 以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加强城市规划与

治理； 把城市打造成创新孵化器。 接下来的改革可能会通过配置城市发展中

的资源， 将产业活动转移到更具成本竞争优势的城市， 或者通过减少移民压

力和环境退化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

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

５７０

①

②

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会持续， 在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中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印度， 虽然不

比中国富有， 但其中产阶级的规模最早能在 ２０２０ 年超过中国 （Ｋｈａｒａｓ， ２０１０）。
例如 Ｃｈｕｎ 指出， 在 “中性增长” 的情形下， 收入分布按照 ２００５ 年那样保持不变， 中国毫

无疑问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Ｃｈｕｎ，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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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结构转型

中国未来变革的另一个维度与其结构转型的过程有关。 这个过程具有几

大特征， 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面向高科技产业的多元化

原来在制造业行业中装配运营方面的专业化正在逐渐向生产链的更高附

加值环节发展。 国内市场规模、 提升教育和研发的各种努力， 以及以攻克生

产链的高端环节为目标定位的政策， 正在激发中国在一系列中高端产品上的

竞争力 （Ａｌｔｅｎｂｕｒｇ， Ｓｃｈｍｉｔｚ ａｎｄ Ｓｔａｍｍ，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前后， 中国在研发活

动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研发密度水平超过 ＧＤＰ 的 ２％ ，

超出欧盟平均水平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这些努力正在塑造中国的生产多样化， 宛如一台最快且充满生产能力的

“蓄电池”。 鉴于那些用于生产活动的非流通要素， 包括制度禀赋、 技能的

可用性和质量， 以及基础设施在内的能力无法通过交易获得， 中国只能开发

出足够大或者复杂 （即一个更高的指标值） 的能力存量， 从而在最为复杂

的产业中占据比较优势。 Ｈｉｄａｌｇｏ 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２００９） 提出了 “能力指数”①

用以取代制造业在出口中的比重。 通过这一指标， 可以发现发达经济体的相

关能力存量呈稳步下降的态势 （见图 ３ － ７）， 这要归因于其他国家也进入了

这些行业。 著名的 “入侵者” 案例显示的就是韩国和日本的能力存量大幅

度增加。 不过， 中国还是唯一既增强了生产能力， 又强化了作为世界制成品

供应者地位的佼佼者。

图 ３ － ７ 所展示的数据证实了传统效用指标 （研发支出） 和技术成果

（专利）② 的数值 （研发和开发的支出）。 图 ３ － ８ 显示了中国公司正在大规

模且持续地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资。

６７０

①

②

该指数进行了称名化， 所以， 值为 ０ 意味着一种能力水平等于世界平均值， 值为 １ （ － １）
是指能力的标准偏差高于 （低于） 这一平均水平。
然而， 以中国为例， 专利利用率 （５％ ） 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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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７　 选定经济体的能力指数 ｖｓ 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２０１５） 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２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３１ 计算。

图 ３ －８　 研发支出 （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资 料 来 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４３。

中国的政策重点牢牢盯住实现结构转型这一目标。 这些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５ａ）。 这一趋势从根本上为中国出口组合的进一步多元化创造了更好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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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因为在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越广泛， 意味着制造业越有竞争力。

最后， 政策战略促进了这一过程。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中国政府推出了 “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 计划， 力图在未来的十年内升级中国的制造业 （通过连续两

个五年规划）。 该方案涉及的行业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信息技术、 航空航

天和航空设备、 海事工程设备， 铁路设备、 节能汽车、 电气设备、 生物医

药、 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农业设备。 这个计划还与以创新、 智能技术及其他

互联网相关领域 （如云计算、 大数据） 为基础的 “互联网 ＋ ” 规划结合在

了一起。

保持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

生产多元化未来进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在标准化生产上丧失了比较

优势。 这一趋势的背后逻辑是， 中国正在逼近它的 “刘易斯转折点”， 即剩

余劳动力无法在工资不增加的情况下完成从维持生计的部门 （农业） 向现

代部门的转移。 这一论断得到了现有一些证据的支撑， 如中国农村劳动力存

量越来越少 （Ｃａ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工资呈不断上升趋势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在这种情况下， 保持对劳动力成本最为敏

感的行业中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困难。

然而， 在不放弃保持低技能、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的前提下， 中国

正在追求多元化发展高科技行业。 首先，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与生产率的提

高相辅相成的。 ２００７ 年以来，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１１％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５ｂ）， 在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的条件下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在

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距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ａ）。 如果考虑生产率的诸多要素， 中

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 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Ｃｅｇｌ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Ｇｏｌｕｂ， ２０１２）。 更重要的是， 中国生产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块状分

布 （即地理上生产要素的非对称分布）， 在劳动力技术强度较高时会特别引

人注目 （Ｌｕ， 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２）。 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碎片化， 保持

广大行业中的竞争力， 中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倡议，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

“丝绸之路基金”， 这个 ４００ 亿美元的基金的目标是连接内陆地区， 吸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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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金融合作。

工业自动化是另一个应当考虑的因素， 它能够帮助中国牢牢控制制造业

的标准化和升级过程。 中国在自动化的深入和制造业中的机器人技术方面正

在取得长足的进步： 尽管中国当前的自动化程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制造

业， 然而， 自动化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战略， 可以尽量减少适龄人口下降带

来的冲击影响， 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１５）， 同时可

以发展某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认识到这些好处后， 中国政府为了

鼓励这一自动化升级而提供了补贴 （Ｄｅｖｏｎｓｈｉｒｅ － 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结构

性激励和政策性激励的结合要求迅速提高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利用率， 如果成

功的话， ２０２０ 年前在中国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４）。

所有这些 （生产率、 块状分布和自动化） 都是中国促进结构转型应考

虑的因素。 这个过程既可以发展高端产业新的比较优势， 又可以保持产业和

经济活动的坚实基础， 标志着中国初步融入世界经济。

发展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未来中国生产多元化变革中的最后一个元素将会是服务业多样化。 中国

的服务业比重稳步增长， ２０１３ 年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 （Ｍｏｌｎａｒ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整个经济中的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４８％ ， 相

比之下， 第二产业比重为 ４２％ ， 农业部门比重仅为 ９％ 。 此外， 生产率也在

稳步增长。 例如， 商业服务的生产率已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０％这一 ＯＥＣＤ 国家的

平均水平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０％以上。 然而， 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

障碍来自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 即使是在像建筑和旅游等商业导向性的服务

行业中也不例外。

服务业重要性的日益上升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 就中间产品来说， 像仓储或订单处理等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 以及

像会计或工程等专业的服务预计将会是生产多样化的新领域。 此外， 中国将

再次确保其在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对于最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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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人口转型和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也将增加对医疗保健、 文化和商业服务

的需求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政策的额外影响。 在传统上服务行业难以像制造业

那样得到更多的扶持， 导致服务行业相对欠发达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 最近的政

策措施正在解决这些需求， 特别是距离最近的 “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将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完成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创造” 的转型。

中国的发展政策

中国的新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应对国内、 国外新局面， 提高增长的质量。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五年规划” 中特别强调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和未来几十年

里的重中之重是以更广泛的福利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增长。

中国新战略的六个主要方向从政策上总结并回答了如何迈向以福利、 可

持续、 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每个发展方向都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予以支

撑 （见专栏 ３ ３）。 第一个方向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适当作用， 就

构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经济达成共识， 尤其是有关企业的进入与退出。 重新

考虑国有企业的角色， 其作用定位于更好地调整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

治理标准。 第二个方向是鼓励系统性创新， 采用开放性的创新系统。 随着中

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日益重要， 目标已确定为产品空间与发达经济体的一致。

第三个方向是处理经济的绿色化， 采用环境标准。 ２１ 世纪初， 这一标准曾

被认为削弱了国家的竞争态势。

专栏 ３ ３　 中国的结构改革议程： 迈向均衡增长模式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一直伴随着大量的

结构性改革， 其目的就是提高增长的质量， 使经济更具弹性和包容性， 同时

熨平经济突然减速的风险。 改革对象有六大战略方向： 国有企业、 金融行

业、 财政政策、 劳动力流动、 教育 ／ 技术和农业发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议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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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市场机制和创新的作用， 而四中全会聚焦于治理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尽

管执行改革的水平喜忧参半， 但中国政府已表态要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完成这些

改革。 接下来的改革会和本章所描述的趋势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经济和金融改革

在金融改革领域，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 健全的金融系

统。 具体的目标已经确定， 即放开利率， 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保证人

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建立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等等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ｂ）。

竞争改革已经允许非国有实体更多地参与国家出资的项目， 放开私人投

资， 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某些行业 （如贸易和物流、 会计、 电子商务）。 与此

同时， 创新改革可望能够提高对创业科研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

财政改革旨在完善向高贫困率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转移支

付机制。 在改善转移支付的监管框架之上， 将根据人口和经济规模给予城镇

更大的管辖权。

社会改革

在城市化和农村发展方面的改革 （或叫湖口改革） 所设定的目标是帮

助符合条件的人口从农村、 农业区域向城市中心转移， 吸收农民登记成为城

镇居民从而能获得城市住房和社会保障， 赋予农民转让土地、 签订土地使用

合同和财产的权利。

在人口改革方面， 需要逐步放宽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

旨在抵消人口老龄化压力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环境改革

环境改革的目的是解决自然资源的供给、 需求和稀缺性， 包括使用这些

资源的环境成本和恢复成本。 水、 石油、 天然气、 电力、 运输和电信的定价

改革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ｂ）。 此外， 改革还包括建立一个能源、

碳排放、 废物排放交易系统和水的使用、 执行机制， 限制一些地区过度使用

能源。

尽管这些改革的国内影响在未来 １０ ～ １５ 年后才会更加显现出来， 但是

这些改革在本章所描述的中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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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个方向与增加财产、 财政可持续性与一体化有关。 第四个方

向的目标是促进机会平等和扩大社会保障。 第五个方向的目标是巩固财政体

制， 在财政收入潜在减少的背景下， 满足未来几十年公共财政的需要。 此外，

这个方向旨在使国家和地方财政体制更加透明， 因为财政风险和负债非常重

要； 最后是第六个方向， 也被称为 “走出去战略”， 旨在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

区融为一体。 中国的目标是超越商业融合， 参与全球治理机构体系， 并在其

中扮演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角色。 这反映出中国在创设或参与国际机构、 多边

机构、 多边协议和其他国际平台中有极大的兴趣 （见第五章）。

中国、拉丁美洲和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探索性分析

由于在收入增长方面的惊人表现， 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同时

引发了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Ｗｏｏ， ２０１２； Ｚｈｕａｎｇ，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 通过确定大多数上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

程中的增长决定因素， 本报告将揭示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这些决定因素方面最

大的差异所在， 希望对这场争论有所贡献。

专栏 ３ ４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以后， 经济

增长陷入长期的放缓状态。 也就是说， 一些国家经济在早期曾快速增长， 之

后就遭遇了一个持续的停滞。 经济学文献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ｉｙ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ｂ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Ｚｈｕａｎｇ，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把中等收入陷阱的盛行归因于

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 在调整经济增长源方面出现困难。 低收入国

家的增长源根本上来自从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和行业向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

和行业的劳动力再分配。 此外， 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 以资本、 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通常需要新的增长引擎 （Ｋｈａｒａｓ ａｎｄ

Ｋｏｈｌｉ， ２０１１）。 经济体要成功过渡到那种状态所需满足的一系列要求 （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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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熟练的劳动力、 良好的投资率、 发达的国家创新体系， 以及有利于创业活

动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 难以达到， 更别说要协调它们的行动迈向生产

性多元化的目标了。

中等收入陷阱：程式化的事实和决定因素

中国和拉丁美洲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挑战。 在中国， 三年以上

的超高速增长已经让这个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而在拉丁美洲， 中

等收入陷阱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 困扰该地区一些国家长达 ６０ 年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拉丁美洲的案例引发了中国是否会重蹈覆辙

的思考。

图 ３ － ９Ａ 对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范围内的进展与一些已进入高收入组

的国家或地区过去几十年的状况进行了比较。 对中等收入群体上限和下限的

界定采用了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ｂｄｏｎ 和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研究中所定义的阈值， 即根据

１９９０ 年恒定美元价格， 再调整成购买力平价所计算出来的 ２０００ ～ １１７５０ 美

元。 根据这个门槛， 中国在 １９９２ 年进入了下中等收入 （２０００ 美元） 国家行

列。 经过快速增长， 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了 １０７１６ 美元的水平。 换句话说， 中国

花了 ２３ 年的时间跨越了中等收入范围中的 ８９％ 。 按照这种势头， 中国已经

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甚至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

之下， 韩国和中国台湾用了 ２７ 年跨出中等收入范围， 而新加坡和葡萄牙分

别用了 ３９ 年和 ４７ 年。

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显然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见图 ３ － ９Ｂ）。

只有智利、 乌拉圭和阿根廷①已经或者快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 在拉

美国家中， 以面板 Ａ 中所显示的收入水平起点较高的国家到收入长时期停滞

的国家， 差异最为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在 １９５０ 年已经成

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总体看来，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拉丁美洲各国来说已

３８０

① 阿根廷的可用数据只到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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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证明是一个难以跨越的挑战。 对于拉丁美洲为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沃土

这一话题可以从多种因素出发进行解释， 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该地区在全

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增长方面碌碌无为 （Ｋｈａｒａｓ ａｎｄ Ｋｏｈｌｉ， ２０１１）， 或者说该地

区的国家要实现结构转型非常困难 （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ｂ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ａ， Ｎａｇｅｎｇ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２０１２）。

图 ３ －９　 特定国家收入水平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Ｆｅｌｉｐｅ， Ａｂ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计算。 数据取自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５），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和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２０１０） 数据库 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５２。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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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拉丁美洲的前车之鉴， 各方面都指出中国有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

阱。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进行的改革所取得的发展已经

进入追赶进程的强弩之末， 最近的经济增长已进入中速发展时期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 中国目前的人均 ＧＤＰ 已进入经济增长转向长

期放缓的最频繁区间。①

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也警告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比较明显。

第一， 公共部门积极参与到经济中， 会挤出私营部门， 可能对生产力和增长

产生有害的影响 （Ｚｈｕａｎｇ，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 第二， 过去几十

年来令人惊讶的增长耗费了大量的环境成本， 其可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越发受到质疑 （Ｗｏｏ， ２０１２）。 空气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 与之相

关的健康成本上升到 ＧＤＰ 的 ３ ８％ 。 在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中， 有 １７％ 的

人的死因为空气污染 （约 １６０ 万人； Ｒｏｈｄ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ｌｅｒ， ２０１５）。 第三， 经济

发展速度过快， 随之极度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这种收入分配模式主要是由技

术溢价上升而劳动收入在整个收入中比重下降， 尤其是城乡不平等造成的

（Ｚｈｕａｎｇ，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 基尼系数已经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０ ３２４

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４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因此， 就地域的不平等而言，

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在 １９７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之间大幅上涨， 即从 ２ ５ 上升到

３ ３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这种回报的不平等分配已经变得相对不受控制， 这要归咎于制度环境缺

乏像发达经济体所具有的校准收入分配模式的财政和监管工具。 在这种情况

下， 收入不平等可能会损害结构转型的有效性， 侵蚀社会凝聚力， 最终会增

加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Ｗｏｏ， ２０１２）。

实证性检验：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

本节挑选出了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征，

５８０

①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ｋ 和 Ｓｈｉｎ 确认两种人均收入水平的下滑风险是最高的： １１０００ 美元左右和

１５０００ 美元左右 （以 ２００５ 年购买力平价恒定美元计算）。 根据这一估计， 中国目前的人均

收入为 １２１７０ 美元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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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总结了对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① 分析表明， 当综合考虑各项社会经济指

标时， 中国应当被归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此外， 我们的分析也揭示了一些被

错误归类的国家， 其中有三个属于拉丁美洲国家。②

另一个关键的分析结果发现， 法治、 生产能力指数和投资率是上中等收

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演变成高收入国家 “毕业时刻”③ 的最好区别变

量。 通过挑选出这些变量， 我们的分析还比较了中国以及拉丁美洲的上中等

收入经济体与基本 “毕业” 国家之间的差距。 图 ３ － １０ 显示了中国和拉丁

美洲与高收入国家的分歧， 特别是在法治相关领域的分歧。④ 在经济学文献

６８０

①

②

③

④

见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Ｎｉｅｔｏ⁃Ｐａｒｒａ （即将出版），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工作论文。
这三个国家是巴拿马、 委内瑞拉和巴西。 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在我们的分析中是下中等收入

国家， 但当只计算人均收入时， 它们会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巴西的情况与之相反。 其他

分类错误的国家包括： 阿尔及利亚、 匈牙利， 突尼斯、 斯里兰卡和波兰。
按照这种方式， 关注的重点在于人均收入范围之间相对微小的差异， 即在那个时间点上，
人均收入达到 １１７５０ 美元的国家进化成高收入国家， 而很多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介

于 ７３５９ ～ １１３９３ 美元。
法治赢得了经营者的信心， 规范社会规则的应遵守范围， 特别是在合同执行质量、 产权、
警察和法院， 以及降低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上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全球治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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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０　 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 中国和拉丁美洲上

中等收入国家 ｖｓ 高收入国家平均值

注： 生产能力和法治这两个变量起初不是由比率来提取的， 因此，
他们被转化成一个介于 ０ （最小值） － １００ （最大值） 的指数。 以上拉

丁美洲国家是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来选取的。
资 料 来 源： ＯＥＣＤ／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 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ｗｄｉ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６６８。

中， 制度指标是因果机制中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包括为个人、 财产、

执行合同提供安全保障， 以及建立对政府、 贪腐和逮捕个体的审核

（Ｈａｇｇ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ｉｅｄｅ， ２０１１）。

分析还强调了与生产结构相关的变量之间的差异。 中国经济的独特性

决定了各项指标基本上都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 特别是在制造业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和投资率等方面， 因此也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指日可

待。 相比之下， 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制造业比重和生产力等两项指标

上的水平要低得多。 这一结果预示着在制度和生产结构等都存在巨大差异

的背景下， 拉丁美洲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式与中国有很大的区

别。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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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中国经济

的超大规模， 加上高速、 持续的增长率， 使其成为财富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

动力。 因而，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 其范围涉

及收入收敛、 减少贫困和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参与这一全球性大趋势

中， 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家庭的贫困率上升， 收入收敛的成效也很平庸， 尤

其是在促进全球增长方面更是乏善可陈。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系列重大变化， 将形成转移财富的一个新阶段， 迈

向所谓的 “财富转移Ⅱ”。 这些变化包括增长速度向中高速换挡， 消费支撑

增长取代投资支撑增长。 此外， 老年抚养比正在上升， 城市化进程加快， 中

产阶级的比例日益增大， 将会通过消费和储蓄产生内需上的重大变化。 中国

迈向 “财富转移Ⅱ” 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自身的结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预见中国将进一步迈向知识经济， 在技能和科技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会

更强。

这并不是说， 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风险。 相反， 拉丁美洲在中等收入陷

阱的经验是一个强有力的警示， 一旦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将会

面临更大的困难， 需要改造发展的过程。 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制度差距较大，

尤其是在法治这个国家要规避发展陷阱的非典型领域， 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

阱的风险不容忽视。

拉丁美洲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还没有任何更好的处理办法。 相反， 在来

自亚洲的大宗商品需求式微和中国作为制造强国而崛起的背景下， 拉丁美洲

在结构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更多。 此外， 这一章揭示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缺乏那些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具有的许多结构性特征， 尤其是与

制度禀赋和生产结构复杂性相关的特征。

结论指出，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 两个领域的政策改革特别迫切， 包

括： 第一， 旨在使生产经济多元化从而迈向更多的增值产业和经济活动的政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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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第二， 旨在改善制度， 尤其是那些与商业环境、 腐败与治理相关的制度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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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０３， Ｎｏ １， ｐｐ １ － ２５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Ｏ ａｎｄ Ｆ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 （２００５），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ｔｈｒｅｅ⁃ｈａｎｄ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０５ －
３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ｉｔ ｅｄｕ ／ ｆｉｌｅｓ ／ １７６４

Ｃａｉ， Ｆ ａｎｄ Ｍ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１６ ／ １， ｐｐ ５１ － ６５， ｈｔｔｐ： ／ ／ ｉｐｌｅ ｃａｓｓ ｃ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ｄ２０１２０６０４１４５８２７３６６ ｐｄｆ

Ｃｅｇｌｏｗｓｋｉ， Ｊ ａｎｄ Ｓ Ｇｏｌｕｂ （２０１２），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ｂｒｙｎｍａｗｒ 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０２＆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ｃｏｎ＿ ｐｕｂｓ

Ｃｈｕｎ， Ｎ （２０１０），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ｉｚ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Ｄ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２１７，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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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 ／ ２０１０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ｐ２１７ ｐｄｆ
Ｃｉｍｏｌｉ， Ｍ ， Ｇ Ｄｏｓｉ ａｎｄ Ｊ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 ２０１５ ）， “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３，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ｐｐ １２５ － １５５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ＥＭ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Ｃｉｔｉ ＧＰ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Ｊｕｌｙ， ｗｗｗ ｃｉｔｉ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ｍ ／ ｃｉｔｉｇｐ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ｒｉ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Ｉｄ ＝７

Ｄｅｖｏｎｓｈｉｒｅ －Ｅｌｌｉｓ， Ｃ ， Ｍ Ｚｉｔｏ ａｎｄ Ｅ Ｋｕ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ｚａｎ Ｓｈｉｒａ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Ｊｕｌｙ ８， ２０１４，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０８ ／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ｃｏｓ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ｔｍｌ

Ｄｕ， Ｙ ａｎｄ Ｍ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ｗｃｍｓｐ５ ／ ｇｒｏｕｐ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 － － ｅｄ ＿ ｅｍｐ ／ － － － ｅｍ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ｃｍｓ＿ １４０８４１ ｐｄｆ

ＥＣＬＡＣ ／ ＥＵ －ＬＡ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Ｅｓｐａｃｉｏｓ ｄｅ ｄｉáｌｏｇｏ 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ｉó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ａ：
Ｅｌ ｒｏｌ ｄｅ ｌａｓ ｐｙｍｅｓ”，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ＭＥｓ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３８２３３ ／ ｅｓｐａｃｉｏｓｄｅｄｉａｌｏｇｏ＿ ｅ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ｔ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ｏｄｅ ／ ３１７５６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Ｂ ， Ｄ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Ｋ Ｓｈｉｎ （２０１１）， “Ｗｈｅｎ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６９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ｗｗｗ ｎｂ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１６９１９ ｐｄｆ

Ｆｅｌｉｐｅ， Ｊ ， Ａ Ａｂｄｏｎ ａｎｄ Ｕ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ｗｈｏ ｉｓ ｉｎ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Ｌｅｖ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ｏｎ⁃Ｈｕｄｓｏｎ， ＮＹ， ｗｗｗ ｌｅｖ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ｗｐ＿ ７１５ ｐｄｆ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Ｆ Ｇ ， Ｊ Ｍｅｓｓｉｎａ， Ｊ Ｒｉｇｏｌｉｎｉ， Ｌ － Ｆ Ｌóｐｅｚ⁃Ｃａｌｖａ， Ｍ Ａ Ｌｕｇｏ ａｎｄ Ｒ Ｖａｋｉｓ
（２０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１６９８８９６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ｒｉｓｅ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 ２０１５ ）， “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ｅｋ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ｂｏｔｓ ”， ２５ Ｊｕｎｅ，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ｍｓ ／ ｓ ／ ３ ／ ｅｂｅ５８８ｄ２ － １ｂ４ｅ － １１ｅ５ － ８２０１ － ｃｂｄｂ０３ｄ７１４８０ ｈｔｍｌ ＃
ａｘｚｚ３ｋＲｄＰｌｇ９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ａｌｏｒ， Ｏ ａｎｄ Ｄ Ｎ Ｗｅｉｌ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６， Ｎｏ ３， ｐｐ ３７４ －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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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ｕｒｄｏｎ， Ｊ ， Ｓ Ｍｏｎｊｏｎ ａｎｄ Ｓ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５），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ＥＰＩ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ｐｒｉｌ， ｐｐ １１ － １２，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ＰＤＦ＿ ＰＵＢ ／ ｗｐ ／ ２０１５ ／ ｗｐ２０１５ － ０５ ｐｄｆ

Ｈａｇｇａｒｄ， Ｓ ａｎｄ Ｌ Ｔｉｅｄｅ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ｗ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５， ｐｐ ６７３ － ６８５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Ｅ ａｎｄ Ｌ Ｓｈｉｈ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ｗｗ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ｉｌｅｓ ／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２０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Ｌｅａ％ ２０Ｓｈｉｈ ＿
Ｔｈｅ％ ２０Ｒｉｓｅ％ ２０ｏｆ％ ２０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２０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ｉｎ％ 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ｐｄｆ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Ｃ Ａ ａｎｄ Ｒ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 ２００９ ）， “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６ ／ ２６， ｐｐ １０５７０ － １０５７５，
ｗｗｗ ｐｎａｓ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０６ ／ ２６ ／ １０５７０ ｆｕｌｌ ｐｄｆ

Ｈｕ， Ａ （２０１５）， “ 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ｈ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０ ／
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ａｎｇ， Ｙ ， Ｊ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ｐｐ ４７ － ６７

ＩＭＦ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ｗｅｏ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ａ， Ａ ， Ａ Ｎａｇｅｎｇａｓｔ ａｎｄ Ｊ Ｒ Ｐｅｒｅａ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３１１，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５ｋ９９０９ｊ２５８７ｇ －ｅｎ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 ， Ｙ Ｇｕｉｌｌｅｍｅｔｔｅ， Ｄ Ｔｕｒｎｅｒ， Ｇ 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ｉ， Ｃ 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 Ｇ
Ｂｏｕｓｑｕｅｔ ａｎｄ Ｆ Ｓｐｉｎｅｌｌｉ （２０１２），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２０６０：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Ｋｈａｒａｓ， Ｈ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８５，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ｅｖ ／ ４４４５７７３８ ｐｄｆ

Ｋｈａｒａｓ， Ｈ ａｎｄ Ｈ Ｋｏｈｌｉ （２０１１），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ｗｈｙ 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ｉｔ， ａｎｄｈｏｗ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ｐｐ ２８１ － ２８９

Ｋｏｒｏｔａｙｅｖ， Ａ ａｎｄ Ｓ Ｔｓｉｒｅｌ （２０１０）， “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ＧＤ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Ｋｏｎｄｒａｔｉｅｆｆ ｗａｖｅｓ，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ｓｗｉｎｇｓ， ｊｕｇｌａｒ ａｎｄ ｋｉｔｃｈ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 （１）， Ｉｓｓｕｅ １， ｐｐ
１ － ５５， ｈｔｔｐ： ／ ／ 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 ／ ｕｃ ／ ｉｔｅｍ ／ ９ｊｖ１０８ｘｐ＃ｐａｇｅ －４６

Ｋｗａｓｎｉｃｋｉ， Ｗ （２００８）， “Ａ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Ｍｕｎｉ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ｃＰＥｃ Ａｒｃｈ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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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７２９５，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ｒａ ｕｂ ｕｎｉ －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ｄｅ ／ １７２９５ ／ １ ／ ＭＰＲＡ ＿ ｐａｐｅｒ ＿
１７２９５ ｐｄｆ

Ｌｉｕ， Ｐｅｉｌｉｎ， Ｓｈｅｎ Ｊｉａ ａｎｄ Ｘｕｎ Ｚｈａｎｇ （ ２０１５ ）， “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Ｎｏ 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Ｌｏ， Ｄ ａｎｄ Ｍ Ｗｕ，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Ｊ Ｓａｌａｚａｒ⁃Ｘｉｎｉｒａｃｈｓ， Ｉ Ｎｕｂｌｅｒ ａｎｄ Ｒ Ｋｏｚｕｌ⁃Ｗｒｉｇｈｔ （ ｅｄｓ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ｐ ３０７ － ３２６，
ＵＮＣＴＡＤ － ＩＬＯ，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ｗｃｍｓｐ５ ／ ｇｒｏｕｐ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 － － ｄｇｒｅｐｏｒｔｓ ／ － － －
ｄｃｏｍｍ ／ － － －ｐｕｂ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ｃｍｓ＿ ２４２８７８ ｐｄｆ

Ｌｕ， Ｍ ， Ｃ 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Ｚ Ｙｕ （２０１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ｕｍｐｉｎｅｓｓｏｒ ｎｏ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ｐｐ ４１５ － ４２９，
ｈｔｔｐ：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 ｄｏｉ ／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４６７ － ９３９６ ２０１２ ０１０３０ ｘ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０），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 Ｍ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ｙｔｈ ｉ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ｈ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Ｎｉｅｔｏ⁃Ｐａｒｒａ （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Ｍｏｌｎａｒ， Ｍ ａｎｄ Ｗ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Ａ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２１７，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５ｊｓ１ｊ１９ｌｈｂｋｌ －ｅｎ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Ｍ Ｍ （２００６）， “Ｆｅａ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ＤＢ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６，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ａｄｂ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１９ ／ ２３５９ ／ Ｆｅａｒ％ ２０ｏｆ％
２０Ｃｈｉｎａ％ ３ａ％ ２０Ｉｓ％ ２０ｔｈｅｒｅ％ ２０ａ％ ２０Ｆｕｔｕｒｅ％ ２０ｆｏｒ％ ２０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ｉｎ％ ２０Ｌａｔｉｎ％
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 ３ｆ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Ａｌｌ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ｐｐ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ａｌｌ －ｏｎ － ｂｏａｒｄ － ｍａｋｉｎｇ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 ｇｒｏｗｔｈ － ｈａｐｐｅｎ － ｉｎ －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ｐｄｆ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５ｂ ），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ｅｃｏ＿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ｈｎ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ｐｅｒｓｐ ＿
ｇｌｏｂ＿ ｄｅｖ －２０１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ｂ），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１５９６２ － ｅ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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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ｐｅｒｓｐ＿ ｇｌｏｂ＿ ｄｅｖ －２０１３ －
ｅ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０７９７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０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０８４７２８ － ｅｎ

ＯＥＣＤ （ ２００９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０，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２０１０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 ２０１３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
２０１４ － ｅｎ

Ｑｕａｈ， Ｄ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ｐｐ ３ －９， ｈｔｔｐ：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ｄｏｉ ／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７５８ －５８９９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６６ ｘ ／ ｐｄｆ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Ｌ ａｎｄ Ｌ Ｈ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Ａｓｉａｐｈｏｒｉａ ｍｅｅｔ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５７３， ｗｗｗ ｆｒｂｓｆ ｏｒ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Ｓｕｍｍｅｒｓ －
ＡＥＰＣ２０１３ ｐｄｆ

Ｒｏｄｒｉｋ， Ｄ （ ２０１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ｗｗｗ ｓｓｓ ｉａｓ ｅｄｕ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ｓ ／ Ｒｏｄｒｉ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ｐｄｆ

Ｒｏｈｄｅ， Ｒ ａｎｄ Ｒ Ｍｕｌｌｅｒ （２０１５），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ｈｔｔｐ： ／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ａｒｔｈ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Ｃｈｉｎａ － Ａｉｒ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ｐｅ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ｐｄｆ

Ｓｏｌｏｍｏｕ， Ｓ （１９８８），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８５０ － １９７３： Ｋｏｎｄｒａｔｉｅｆｆ Ｗ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Ｓｗｉｎｇ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 ２０１５ａ，）， “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４ Ｍａｒｃｈ，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１６４６２０４ － ａｓｉａｓ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ｗｉｌｌ －
ｅｎｄ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ｒｄｅｒｏｔｈｅｒｓ －ｍａｄ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５ｂ），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ｓｉａ： Ａ 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ｇｒｉｐ”， １４ Ｍａｒｃｈ，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２１６４６１８０ － ｒｉｓ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ｗａｇｅｓ － ｗｉｌｌ － ｏｎｌｙ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ｓｉａｓ －ｈｏｌ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ｇｒｉ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 ２０１４ ）， “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ｘｔ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 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ｔｔｐ： ／ ／
ｇｅｌｏｏｋａｈｅ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ｘｔ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 （ｂｌｏ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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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ｂｒｉｎｇ ｉｎ ‘ ｔｗｏ⁃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ｉｍｅｂｏｍｂ”， ２３ Ｊｕｌｙ，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ｊｕｌ ／ ２３ ／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ａｄｏｐｔ －ｔｗｏ －
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ａ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ｉｍｅｂｏｍｂ －ｌｏｏｍ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ｏｍｂａ， Ｌ （２００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 ５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ｐｐ １ － ２６

Ｔｙｌｅｃｏｔｅ， Ａ （１９９４），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ｓｗ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８ （２）， ｐｐ ４７７ － ４８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ａ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ｂ），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ｈｔｔｐ：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ｐｐ ／ ＤａｔａＱｕｅｒｙ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Ｗｏｏ， Ｗ Ｔ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ｔｈ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４， ｐｐ ３１３ －
３３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４ ），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ｉｎ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ｕｒｂａｎ － ｃｈｉｎａ －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７４９４８２９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３０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Ｚｈａｎｇ， Ｘ ， Ｊ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Ｓ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ＦＰＲ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０００９７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ｈｔｔｐ： ／ ／ ｅｂｒａｒｙ ｉｆｐｒｉ ｏｒｇ ／ ｕｔｉｌｓ ／ ｇｅｔｆｉｌｅ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ｐ１５７３８ｃｏｌｌ２ ／ ｉｄ ／ １７３７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１７３８ ｐｄｆ

Ｚｈａｎｇ， Ｙ （２０１１）， “Ｚｈｕａｎｘｉｎｇ ｙｕ ｔｕｑｉ： Ｑｕａｎｑｉｕ ｓｈｉｙｅｘｉａｄｅ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ｆｕｗｕ ｊｉｎｇｊ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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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Ｊ ， Ｐ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Ｙ Ｈｕａｎｇ （ ２０１２ ），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ＭａｎｄａｌｕｙｏｎｇＣｉｔ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ｈｔｔｐ： ／ ／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 ／
２０１２ ／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ｒｃ －ａｖｏｉ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ｔｒａｐ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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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拉贸易的趋势和机遇

近期的商业繁荣现象十分有利于拉丁美洲的初级产品出口商， 导致

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少数几类商品， 这与其对世界的出口形成鲜明对

比。 与此同时， 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总量也呈现大幅度增长。 进口产品

的进入在一些市场中对本地区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进口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一些情况下，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增长为企业提供

了更为有效的中间消耗品， 促进了地区的竞争力和生产率； 通过全球价

值链， 中间产品贸易在拉美和中国两个地区呈现大幅度增长。 尽管如

此， 这一动态似乎正在发生改变。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的最近 １５ 年间， 拉美

与中国的贸易值增长了 ２０ 倍， 而在同一时期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

值只提升了 ３ 倍， 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需求放缓， 中拉贸易逐渐放缓，

这就预示着拉美要重新评估和中国的贸易往来给该地区带来的机遇， 比

如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 以及带来的多元化方面的挑战等。 为了增加利

润， 拉美国家可以深化区域价值链来利用好各种全球性的机遇， 尤其是

在服务行业进行强力整合。

双边贸易的低增长将持续？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 ２０１４ 年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货物贸易额减少

了 ２％ ， 这是自 ２００９ 年来首次下跌， 主要归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

的出口额下降了 （约 １０％ ）， 不过从中国的进口额增长了 ３％ ， 弥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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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下跌空间 （见图 ４ － １Ａ）。 ２０１４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到中国的贸

易额的降幅要比向世界其他国家 （２％ ） 的出口要多得多。 事实上， ２０１４

年是 ２１ 世纪以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的第一次下滑， 尽管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出现了下跌， 但当时对中国的出口仍

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４ 年，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额的下降反映了中国对原材料

需求的减弱。 在能掌握到信息的拉美 １６ 个国家中， 对中国出口价值下降

的国家达到 １３ 个， 它们的出口总额占该地区对中国总出口额的 ９４％ 。

２０１２ 年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略为放缓， 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驱

动， 减少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而这恰恰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的

主体成分。

中国需求的下降导致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

２０１４ 年拉美出口额下跌的原因。 当以恒定价格来测量贸易流量时， 拉美对

中国的出口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２０１４ 年增长率甚至

达到 １％ （见图 ４ － １Ｂ）。 这低估了初级产品价格对出口额的影响， 揭示了

出口额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 而不在于贸易量的增

长。 ２０１４ 年出口量相对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上涨了 １０％ ， 这表明中国需求

的下降同样显著地影响了拉美地区的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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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值

注：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来自以下 １６ 个国家的官方渠道： 阿根廷、 委内瑞拉、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巴拿马、 巴

拉圭、 秘鲁、 玻利维亚和乌拉圭。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商贸统计数据库） 计

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２９７１。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墨西哥对中国的贸易逆

差，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贸易逆差， 但南美大多

数国家和中国保持着相对的贸易平衡。 总之， 拉美和加勒比整个区域在以自

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上与中国保持贸易顺差。 相反， 在其他制

造业上， 拉美整个地区和所有次区域与中国都存在贸易逆差。

鉴于未来几年无论对中国还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ＧＤＰ 增速放缓的预测，

双边贸易很难达到过去 １５ 年的增长速度。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和拉美及加

勒比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 ２２ 倍， 平均年增长率为 ２７％ ， 而这一时期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和世界其他区域的贸易额增长了 ３ 倍， 年增长率为 ９％ 。 然

而， 最近 １０ 年，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贸易有所削弱，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年增长率只有 ５％ ， ２０１４ 年还降低了 ２％ 。 如果双边贸易在未来几年能保持

２０１３ 年的增速 （６％ ）， 那么在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年贸易额将达到 ５０００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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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合作规划》 上

提出的未来 １０ 年要实现的目标。

拉美与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率造成了

初级产品出口的大量集中

当前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以及该地区第三大出

口目的地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在拉

美地区进口的比例从 ２％ 上升到 １６％ ， 与此同时， 出口份额从 １％ 上升到

９％ ， 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１０％ 。 因此，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和欧盟地区在拉美和加勒

比的贸易中的比例大致相等 （分别为 １２ ４％和 １２ ５％ ）。 尽管欧盟是除美国

之外该地区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但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中国已经取代欧盟成为

除美国之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二大进口国。 拉美地区已经成了中国重要

的贸易伙伴， ２０１０ 年， 拉美地区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额的 ３％ ， 同年中国 ２％

的进口商品来自拉美， 到了 ２０１４ 年， 这两项数值分别达到 ６％和 ７％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范围比出口到其他国家更窄得多。

２０１３ 年， 初级产品占据了拉美向中国出口的 ７３％ ， 占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

的 ４１％ 。 相反， 低、 中、 高端科技产业和制造业只占拉美向中国出口的

６％ ， 而占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比例为 ４２％ 。 尽管如此， 进口方面却呈

现完全相反的现象： ２０１３ 年拉美地区从中国进口的低、 高、 中端科技产业

和制造业占 ９１％ ， 而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比例则占 ６９％ （见图 ４ － ２）。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中国的贸易显然是产业内的： 以原材料换取

制造业。 出口到中国的产品集中在少数几个类别的初级产品之上。 但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从该地区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从 ２０００

年占区域内出口产品的 ２６％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３％ 。 尽管如此， 两大市场

之间产品数量上的差距从国家层面上看显得尤为突出。 除巴西和墨西哥

外， 这种差异性在拉美其他国家几乎在 ８ ～ ３５ 倍波动。 不仅如此， ２０１３

年， 该地区出口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７５％ 集中在五类初级产品， 而在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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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　 ２０１３ 年拉丁美洲对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密度结构

注： 产品五大类别的定义是根据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的研究中对技术范围的数值来计算的。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商贸统计数据库） 计

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２９８６。

年这一比例仅为 ４７％ ， 从那时起拉美开始对中国输出大量的初级产品 （见

图 ４ － ３）。

图 ４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拉丁美洲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商贸统计数据库） 计

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２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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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 （除墨西哥外） 出口到中国的产

品中， 五类主要产品占了总额的 ８０％ 以上， 其中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 产

品出口量最大的为石油、 铁矿石、 铜 （各种形式）、 大豆、 鱼粉、 废旧钢

铁， 木材和糖类。 除豆制品外， 由拉美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和工农业产品尽

管在过去的十年已经有所增加， 但仍然很少。 同样的状况在制造业方面也存

在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除外）。

中国和拉丁美洲贸易的扩大以及这两地区的贸易流对当地的就业和岗位

创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出口， 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

的产品更多集中在初级产品上， 使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在

整个出口中占比较低， 因此和中国贸易交往对就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取决于出

口行业中就业的增加和一些与中国进口存在竞争的行业中就业的减少二者之

间的相对平衡。 这个结果在各个国家存在异质性， 取决于与中国的贸易的具

体状态 （见专栏 ４ １）。

专栏 ４ １　 与中国的贸易模式对拉美就业的影响

拉美和中国贸易的扩大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创造就业率方面，

贸易量和贸易模式同等重要。 因此这一商业关系的状态是决定贸易扩张在拉

美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的重要因素。

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在创造就业方面的影响比较有限， 主要是由于拉美的

出口集中在初级产品上， 尤其是那些开采的自然资源， 因为这一类的出口产

品所创造的就业比农业或制造业类更少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因此， 和其他

贸易伙伴相比， 拉美地区出口到中国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要少很多， 而且只

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和部门。 最近的证据表明， 和该地区其他出口相比， 出

口到中国的产品中， 每 １００ 万美元创造的就业概率将比其他国家少 ２０％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 年， 每 １００ 万美元的出口额产生了 ５６ 个工作岗

位， 但当年对中国出口同样的金额只产生了 ４４ 个就业岗位。 而在 ２００２ 年，

出口到中国的每 １００ 万美元能产生 ６７ 个就业岗位， 可以看出， 这一数值近

年来有了明显的下降， 这说明拉美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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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上升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在就业方面对每个国家造成的具体影响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

的具体构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数据表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是有所不

同的。 在阿根廷和巴西， 和中国的贸易对他们国家的矿业和农业部门的就业

产生了积极影响， 弥补了一部分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 因此， 这两国的总就

业率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准确地说， 是从制造业转移到了农业和矿业， 从

非正规经济变为正规经济 （Ａｒｔｕｃ，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ｙ Ｒｏｊａｓ， ２０１５）。

对巴西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与中国贸易对次区域的就业方面起着决定性

的影响。 该地区在就业方面受中国需求的冲击 （比如初级产品的需求） 最

为强烈， 尽管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 但是工作岗位的质量得到提升， 正

规就业比例也上升使一大批人有了正式的工作， 同时农业部门和以自然资源

为基础的部门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一些受供给冲击影响大的区域 （如

中国进口制造业）， 劳动力在技能岗位的比例相对来说有所下降， 在不进行

交易部门的非技能岗位， 劳动力的比例有所上升 （Ｃｏｓｔａ， Ｇａｒｒｅｄ ｙ Ｐｅｓｓｏａ，

２０１４）。

在墨西哥， 由于和中国进行贸易而衍生的就业岗位大体来说是比较消极

的， 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很大， 而农业和矿业增加的就业量

不足以弥补制造业方面由于中国进口竞争所带来的劳动力的下降。 因此就业

需求上升， 很多劳动力纷纷从制造业转移到农业和矿业 （Ａｒｔｕ，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ｙ

Ｒｏｊａｓ， ２０１５）。

拉美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对拉美各个国家造成的就业影响尽管情况各异，

但总的说来比较有限， 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因素： 一是劳动密度较低的初级

产品相对集中的出口； 二是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竞争。 如果不改变贸

易模式，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向中国出口商品这一环节中所产生的就业机会

依然很少。 尽管如此， 中国经济模式正处于转型阶段， 可以为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的就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制定政策行动时应该予以考虑。

资料来源：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Ｃｏｓｔａ， Ｇａｒｒｅｄ ｙ Ｐｅｓｓｏａ （２０１４）； Ａｒｔｕｃ，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ｙ

Ｒｏｊａｓ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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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的潜力与日俱增①

近年来， 拉美国家越来越多地把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目的地。 出口到中

国的农产品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农产品总出口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 １％ 上

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５％ ， ２０１３ 年达到了 １３ ２％ （见图 ４ － ４）。 如此快速的增

长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农业贸易方面对中国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 而且这

种顺差规模还在不断上升。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 农产品出口价值年均增长

２７％ ， 到 ２０１３ 年达到了 ２７４ 亿美元， 其进口值年均增长 １５％ ， 同年达到 １５

亿美元， 因此， ２０１３ 年拉美地区对中国保持了 ２６０ 亿美元的农业贸易顺差。

图 ４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农业贸易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０６。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作为中国农产品供应商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中国农产品和农牧业的进口中所占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８％。 这一数据已经与美国和加拿大总和持平， 是东南亚国

家联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主要竞争对手所占比重的 ２ 倍多 （见图 ４ －５）。

６０１

① 本节中农产品是按照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的分类来进行定义的， 包括初级产品、 农产品、 酒

类饮品以及皮革、 毛纺、 丝绸类和棉纺类等其他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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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进口农产品中贸易伙伴的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１８。

未来几年， 拉美地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良好态势有可能保持下去。 与

总体贸易不同， 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农业贸易额近几年并没有放缓， 在 ２０１３

年还增长了 ２５％ 。 这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 中产阶级不断扩大，

中国面临着养活庞大人口的挑战。 这个趋势将和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解释的诸

多因素交织在一起， 预示着中国在质量更高的食品方面的需求将会剧增———

这将为拉美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创造一系列机会， 甚至使出口组

合多元化。 考虑到中国农产品行业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存在巨大的缺口， 而

一些拉美企业在成功打入大多数需求市场后， 会提升自身在粮食的生产和销

售方面的能力， 那么它们在扩大对中国出口新产品或已有产品方面可谓顺理

成章。

尽管拉美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具有坚实的基础， 但是产品来源国和

产品种类的集中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当前利益。 从国家范围看， 在销往中

国的农产品中， 来自巴西的占了 ７５％ ， 如果加上来自阿根廷、 乌拉圭和

智利的农产品， 总份额几乎接近 １００％ （见图 ４ － ６Ａ） 。 巴西是继美国

之后中国的第二大农产品供应商， 所供农产品占中国 ２０１３ 年农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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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的 ２０％ 。 从产品层次上看， 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高度集中， 仅在

２０１３ 年， 大豆的出口额就占了 ７７％ ， 如果加上其他四种最重要的出口

产品， 出口总额达到了 ９０％ （见图 ４ － ６Ｂ） 。 除大豆油外加工类产品在

图 ４ －６　 拉丁美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构成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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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最低， ２０１３ 年仅占农产品出口总额

的 ４％ 。

中国从全世界进口的农产品集中度要比从拉美地区进口的小得多。 中国

从世界上进口的 １０ 种主要产品中 ６０％是农产品。 大豆是中国从拉美地区乃

至全世界进口最多的农产品， 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量的 ３４％ ， 占从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进口农产品的 ７７％ ， 这表明拉美地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多元

化机遇方兴未艾。 现在， 出口加工类产品往往会受到很多限制， 主要是由于

加工类产品、 食品工业的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关税很重。 对于一些食品半成

品， 有时关税要征收其名义价值的 ２０％ ， 这比制造业的关税要高得多

（ＯＭＣ， ２０１２）。 和从拉美地区进口的农产品一样， 中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进

口的农产品中很少有加工类产品， 但这一需求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有所改

变 （见第五章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预测）。

原产自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产品及其对

区域竞争力产生的影响

　 　 从中国进口的需求快速增长， 给当地的生产者造成了较强的竞争压

力。 具体来说， 就是那些制造业较为夯实的国家会担心中国的商品将极大

影响它们本国的生产和就业， 并且威胁到它们的制造业产品向第三方市场

出口， 从而加剧该地区经济的 “去工业化” 过程。 实际上， 自 ２０００ 年以

来， 中国产品出口到拉美市场的增速的确非常惊人： 该地区来自中国的进

口比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３％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接近 １６％ 。 在 ２０００ 年的时候中

国还没有进入拉美地区任何一个国家进口来源地的前三甲， 而现在对于该

地区的所有主要国家来说， 中国都是第一或第二进口来源国。 在所有的制

造行业， 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比该地区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速要快

得多。 当然， 这种增长过程主要发生在 ２１ 世纪的前十年，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从中国进口制造产品的速度已经放缓， 增长率更接近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

进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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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４ ２　 进口渗透的预计

从行业来看， 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数额增长①并不一定代表它在拉

美市场竞争力的扩展。 为了证实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对国内生产造成了影

响， 还有必要评估它的渗透率。 渗透率是指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表观消费量

中所占的比例。 拉美八个国家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

尔、 墨西哥、 秘鲁及乌拉圭） 的表观消费量计算公式为：

ＡＣｋ
ｉｔ ＝ ＮＳｋ

ｉｔ ＋ Ｍｋ
ｉｔ － Ｘｋ

ｉｔ （１）

其中： ＡＣ ＝表观消费量； ＮＳ ＝国家发行量； Ｍ ＝ 进口； Ｘ ＝ 出口； ｋ ＝ 部门；

ｉ ＝国家； ｔ ＝年份。 １０ 个宏观工业部门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２ 年的国家

产量是由 ２０１５ 年版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统计数据库提供的 （ＯＮＵＤＩ，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补充数据来自加拉经委会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项目、 中央银行和国家

投入———产出数据。 进出口数据来自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作为进口产品竞争力的衡量方法，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表观消费比例计算

公式为：

Ｉｋｔ ＝
Ｍｃｋ

ｉｔ

ＡＣｋ
ｉｔ
∗１００ （２）

其中： Ｉｋｔ ＝中国进口产品的表观消费数据。

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渗透率在所有国家都

逐步增长 （见图 ４ － ７）。 巴西拥有拉美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来自中国的

进口商品在国内制造业的消费中比例最低 （３％ ）。 在其他 ７ 个国家， 中国

进口商品的渗透率在 ２０１４ 年超过了 ５％ ， 其中受到较大影响的国家有智利、

厄瓜多尔、 墨西哥、 乌拉圭和哥伦比亚。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 （２０１５），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

０１１

① 该分析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 即认为中国产品是本地最终产品的完美替代品， 不过， 这

些进口产品的一部分是作为本地生产的中间消耗品。 如果在所分析的时间段内， 来自中国

的中间产品的数量很多的话， 那么对进口竞争的测算将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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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版， 第 ３ ２ 次 修 订， ＩＳＩＣ，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２０１５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ＥＣＬＡＣ，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２０１５），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ｂｉｎ ／ ｇｅｔｐｒｏｄ ａｓｐ？ ｘｍｌ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ｐａｇｉｎａｓ ／ ４ ／ ４０２９４ ／ Ｐ４０２９４ ｘｍｌ＆ｘｓｌ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ｔｐｌ － ｉ ／ ｐ１８ｆ － ｓｔ ｘｓｌ＆ｂａｓｅ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ｔｐｌ － ｉ ／ ｔｏｐ － ｂｏｔｔｏｍ ｘｓｌ；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商贸统计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以及各国中央银行。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主要是在纺织、 服装行业、 计算机

行业、 机械电子等领域有所增强。 在 １０ 个宏观部门中， 纺织和服装业在中

国进口商品表观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例如， 对于纺织品和服装行

业，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智利的表观消费量中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３％增长

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５％ ， 在哥伦比亚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上升到了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 ，

在乌拉圭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 。 在计算机、 电子机械行

业， 中国进口产品的渗透率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经历了神话般的增长。 智利由

２３％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１％ ； 哥伦比亚由 ３％ 增长到 ３４％ ， 秘鲁从 １％ 增长

到 ３６％ ， 墨西哥从 １％增长到 ２８％等。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产品的进口渗透率在各个国家各个行业都在不断增

长。 然而， 这种增长并不意味着损害了拉美的国内生产， 因为更廉价的中国

产品仅仅是代替了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渠道， 因而有必要比较一下中国进

口商品和来自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渗透率。 事实上， 从制造业表观消费比例

来看， 从中国进口和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

式 （见图 ４ － ７）。 从中国进口的渗透率在所有国家都有所增长， 而从世界总

进口的渗透率仅仅在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秘鲁有所上升， 在其他国

家， 总进口渗透率是相当稳定的， 甚至是有所下降的， 比如墨西哥。 因此，

对于这些国家， 中国进口商品渗透率上升只是弥补了世界国家进口产品渗透

率下降的事实而已。

行业分析表明， 纺织和服装行业最受中国产品的竞争影响。 在智利，

中国进口商品很明显地替代了本国产品， 该国 ２０１１ 年全球进口渗透率几

乎达到 ９０％ 。 而在巴西、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其他国家，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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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　 在选定年份和国家从中国和世界的进口在制造业中的渗透率

（占表观消费的百分比）

注： 各国可获得的数据最近可到的年份为： 智利、 墨西哥、 秘鲁 （２０１１ ）； 乌拉圭

（２０１０）； 阿根廷 （２００９）； 厄瓜多尔 （２００８）。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统计数据库 （２０１５ ），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 ２０１５ 年 版， 第 ３ ２ 次 修 订， ＩＳＩ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 ２０１５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联合国 （２０１５）， 联合国商品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ＥＣＬＡＣ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ｂｉｎ ／ ｇｅｔｐｒｏｄ ａｓｐ？ ｘｍｌ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ｐａｇｉｎａｓ ／ ４ ／ ４０２９４ ／ Ｐ４０２９４
ｘｍｌ＆ｘｓｌ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ｔｐｌ － ｉ ／ ｐ１８ｆ － ｓｔ ｘｓｌ＆ｂａｓｅ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ｔｐｌ － ｉ ／ ｔｏｐ － ｂｏｔｔｏｍ ｘｓ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以及各国中央银行。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３１。

范围较小， 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中国进口渗透率的上升带来的结果是

世界进口渗透率指标的上升。 不过， 在计算机行业、 电子和机械行业情

况有所不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世界进口产品渗透率在所有行业都在上

升， 甚至比中国进口产品渗透率还要高。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 尽管中国表观

消费额增加， 却没有一个国家的世界进口渗透率因此得到相应的上升。

由此推断出， 在该行业内从中国进口的上升是替代了对其他国家的进

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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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该指出， ２ 位分类的工业行业世界进口渗透率的稳定将会掩盖住某些更加分散的次部门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对本地产品的替代， 抵消其他国家其他次行业的本国产品的增长。 可惜

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第四章　中拉贸易的趋势和机遇

第三方市场的竞争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 一些贸易限制被取消， 中国出口商品得以

进入前所未有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行业， 结果加剧了拉美国家出口第三方市

场的贸易竞争。 至今为止， 已有多种方法衡量了双方贸易竞争的程度。① 几乎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 中国的贸易扩张在过去十年对拉美向第三方市场的出口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② 各国影响根据国家和行业有一定的不同， 但有一点

是共同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 （纺织、 服装）、 高工资行业和部分制造业等部门受

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Ｌóｐｅｚ⁃Ｃóｒｄｏｖａ， Ｍｉｃｃｏ ａｎｄ Ｍｏｌｉｎａ， ２００７； Ｍｏｒｅｉｒａ， ２００７）。

通过计算拉美地区制造业在最主要的出口目标市场 （包括美国和拉美

内部市场） 中销售比例的变化可以分析出竞争状况。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占美国

的制造业进口比例超越了墨西哥。 从 ２００４ 年起， 中国占美国的进口比例超

越了整个拉美地区 （见图 ４ － ８Ａ）。 此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当拉美国家在很

多行业失去竞争力的时候， 中国却在所有产品的市场份额中都有所上升。

拉美在纺织和服装行业份额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该行业中国份额的增加。

在美国的纺织和服装行业的进口中， 中国产品的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２％增加

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８％ ， 与此同时， 整个拉美地区的份额从 ２３ １％ 下降到

１１ ７％ 。 在其他领域， 拉美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减少， 但来自中国进口的增长

已经超过了拉美地区。 这可能表明， 来自中国的相关产品挤出了拉美地区的

同类产品。 这种情况在木材、 纸张、 橡胶、 塑料、 基本金属和机械设备等领

域尤为明显。 在机械设备领域， 在美国的进口产品中， 来自中国的比例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９％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２％ ， 与此同时， 拉美地区在该项指标上只

从 １５％上涨到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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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方法包括贸易流动的引力模型、 替代品灵活性评估， 以及市场份额分析 （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２００８ａ）。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和 Ｓｏｌｏａｇａ 通过对比发现， 即使如第三章中所论述的， 拉美国家在融入

全球生产网络上依旧非常孱弱， 但由于生产网络的建立， 中国出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ａｎｄ Ｓｏｌｏａｇａ，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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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到拉美的出口异常火爆， 从 ２０００ 年 ２％ 的比例上升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 ， 但是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拉美从美国进口的费用远在区域内部贸易

之上 （见图 ４ － ８Ｂ）。 因此，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进口取代了美国制造，

图 ４ －８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进口市场比例

注： ３３ 个拉美国家为：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玻

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

多尔、 萨尔瓦多、 格拉纳达、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牙买加、 墨西哥、 尼

加拉瓜、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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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从拉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进口。 在一些部门， 从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

比从拉美其他国家进口的增长速度快得多， 尤其是橡胶和塑料制品、 非金属

矿物和机器设备。 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中占有率最高的是纺织品和服装行

业，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７％， 同一时期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商

品的市场占有率一直稳定在 １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在所有产品领域的份额

都有所增加， 同期， 整个拉美地区自产产品的比例由 １８％下降到 １４％。 在这

种情况下， 南美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 因为它们所有制造业的比例都下降了。

拉丁美洲和中国出口在第三方市场的某些领域的贸易竞争显而易见。 为

了便于了解拉美产品所面临的潜在竞争， 引入了出口相似度指数， 如相似性

系数 （ＣＣ） 和专业化系数 （ＯＣＤＥ， ２００７）。 这些指标用于比较两国的出口

结构并计算它们的重合率。 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对于拉美在第三方

市场出口的潜在威胁比较低 （ＢＩＤ， ２００４； ＯＣＤＥ， ２００７）。 但是， 这种方法

无法抓取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 因此， 在预估竞争对手的出口威胁意义方

面， 这些指标很有可能无法正确反映竞争效应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２００８ｂ）。

要衡量贸易竞争， 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 要分析拉美国

家与中国的竞争效应， 最适合的指标便是竞争威胁指数 （ ＩＡＣ）。 该指标可

以观察到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品所占的百分比， 特别是在那些在一定时

期内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率高于世界出口的行业 （见图 ４ － ９）。 通过该指标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 一些拉美国家， 像墨西哥， 它们在过去的十

年面临着比预期更激烈的竞争。 平均而言， 有 ４５％ 的出口产品增长率低于

中国同类出口组合的增长率。 其次， 该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 反映了相对于

中国而言， 拉美产品的竞争力在第三方市场正在下降。 尽管如此， 拉美经济

的整体环境还是比中美洲国家的经济要乐观 （见专栏 ４ ３）。

专栏 ４ ３　 中美洲与中国： 发展前景

中美洲依旧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次区域， 许多中美洲国家非常依赖初级

产品的出口。 但不同于拉美其他初级产品出口国， 中美洲国家没有从中国对

初级商品的大量需求中受益。 Ａｖｅｎｄａñｏ 和 Ｄａｙ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 研究了这些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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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拉美各国竞争威胁指数的波动

注： 竞争威胁指数用来测试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增速超过了全球出口增速的行业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的 ４ 位分类， 第 ３ 修订版进行分类） 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５９。

商业结构和投资量， 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和中国产品在第三方市场 （如墨西

哥）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同时又缺乏与中国需求的互补性 （不同于阿根廷

或智利） （Ａｖｅｎｄａñｏ ａｎｄ Ｄａｙ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５）。 在出口方面， 中美洲国家

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 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援助的规模较小。 虽然该

次区域对美国的依赖有所下降， 但是大多数国家已与美国签订了优惠贸易协

定， 出口模式已经从农业转移到了组装产业， 在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 向

美国和中国输出一些复杂的制造业产品。 中国对中美洲有三重影响： 一是中

美洲出口的产品不在中国主要的进口产品组合中； 二是对于那些碳氢化合物

进口国家来说， 石油和天然气潜在价格略高； 三是在美国市场竞争不断加

剧。 这些使中美洲次地区的前景一片黯淡。

在贸易方面， 官方援助对中美洲的发展 （ＯＤＡ） 的重要程度已经下降，

尽管一些国家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仍然强烈依赖于美国和西班牙的官

方援助。 尽管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从中国援助中受益， 但是这些国家

所接受的中国发展援助的组合数据不详。 有两个国家例外： 古巴是拉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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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 （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 哥斯达黎加在近几年和中国

加强了联系。 这些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项目、 培训， 以

及提供技术合作和人道主义项目。

鉴于中美洲和中国台湾的关系， 中美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日益复

杂。 当前在与中国台湾还保持着 “邦交” 关系的 ２２ 个国家中的 １２ 个在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所有国家除了巴拉圭， 都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常

小的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 为这个次区域定位为面向外部伙伴的战略区域，

能够提高这些国家在当前的双边贸易中有限的谈判能力。 尽管如此， 中国这

个因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洲发展战略的关键任务。

资料来源： Ａｖｅｎｄａñｏ， Ｒ ， Ｄａｙ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５）。

来自国际和国内贸易数据之间的差异性促使学者利用第二手资料来衡

量拉丁美洲国家的竞争威胁水平。 美国市场中竞争威胁指数的计算刻画了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竞争的另一种景象。 在美国的市场中竞

争威胁指数 （ＩＣＴＵＭ） 地被持续地报道出来， 包括加工厂的进口、 免税区

的出口， 以及加工区的出口。 图 ４ － １０ 表明中美洲国家在某些行业的贸易

竞争不太乐观。

专栏 ４ ４　 美国市场中商业竞争的测定： 以墨西哥和巴西为例

作为测量贸易竞争的一种替代性方法， 通常采用美国从中国进口数据来

测算修正性显性比较优势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这一方法仅限

于美国市场。 同时考虑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比重。 ２０１４ 年所有商品的修正性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在 １ 以下。 对那些 ２０１４ 年的修正性显性比较优势比

２００２ 年还低的商品， 说明威胁正在减弱， 因此可以将它们排除在外。

对于其他产品， 将巴西和墨西哥作为典型案例国家， 计算每一类产品在

总出口中的百分比， 重点放在那些出口到美国占比在 ７５％ 以上的产品。 该

分析比较了从中国、 巴西、 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变化。

结果显示， 在巴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 建筑行业和电力设备是最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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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０　 ２０１３ 年美国市场竞争威胁指数： 中国 ｖｓ 中美洲

注： 美国市场中的竞争威胁指数是用来计算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美

国的行业 （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２ 位数分类法） 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

（２０１４）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６８。

胁的行业。 对于这一类行业商品， 出口呈现大幅度下滑。 虽然没有发现任何

因果关系， 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４ 年， 相对于中国， 巴西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上

述产品中有所下降。

再如墨西哥， 美国市场中最受威胁的项目是电子设备和纺织品。 墨西哥

的这些出口项目与中国有相同的趋势， 但是墨西哥的相对竞争力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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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１　 巴西和中国在特定产业上对美国的出口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 （２０１４） 的数据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７６。

但是， 从中国进口产品在推动拉美地区竞争力和生产力方面也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有关贸易附加值 （ＴｉＶＡ） 的数据表明， 来自中国的中间产

品物美价廉， 中国在工业附加值中外资参与程度每年都在上升， 与拉美地区

出口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 尤其是在巴西、 阿根廷、 智利、 哥斯

达黎加等国家。 这种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在农业部门、 中高端科技产业、 传统

服务行业以及其他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尽管因果联系方面的证据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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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２　 墨西哥和中国在特定产业上对美国的出口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 （２０１４） 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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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 却表明了中国进口产品在对拉美地区的产品出口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

用， 这对某些行业的出口和生产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国和拉美之间的全球和双边联系

以下各节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分析了拉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流量。 计算

每个生产阶段的附加值有助于测算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而且

能追踪附加值在最终需求和消费中的比例， 以及能够进一步融入地区和全球

价值链。

以中国市场最终需求和消费为导向的出口

对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贸易联系的分析认为， 每个地区的附加值都是融入

相互的最终需求之内的， 而出口也正是融入目标国的价值链之内的。 这些市

场双边贸易关系中互补的成分可以给双方市场提供有关中国发生变化方面的

重要贸易信息， 这是因为中国是价值链的积极参与方， 正在努力进行经济再

平衡， 其作为目标市场也很重要。

鉴于中国的市场规模， 拉美在服务于中国国内最终需求的供应链参与对

分析双边贸易关系十分重要。 这一元素在中国和拉美地区的贸易关系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 其增长潜力也预示着未来的重要性会继续扩大。 融入中国最

终消费的拉美附加值与融入中国总出口的拉美附加值之间的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

的 １ ５ 上升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接近于 ２。 中国的终端需求为拉美提供了促进生

产力发展的机会， 正如第二章和第五章中所提及的， 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其

未来经济的发展。

融入中国最终消费的拉美附加值的比例 （按照行业来源计算） 最高的

几个行业按降序排列依次为： 农业、 矿业、 服务业。① 因而中国在这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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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能源产业” 的产出要用于最终产品和最终服务的生产。 最终需求或者出口行业的产品注

定要用于最终需求和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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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需求变动会强烈影响中国从拉美地区的进口。 从国家层面上看， 很有可

能创造各种各样的新机遇。 在服务于中国最终需求的出口与中国总出口之间

的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是巴西和阿根廷，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个国家在

农业方面的专业化。 巴西的矿业和服务业在出口附加值上的比例也很高， 哥

伦比亚和墨西哥尽管不如巴西和阿根廷， 但在矿业和服务业的附加值也很

高。 附加值比例最低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和智利， 这是因为它们的制造业

（包括碱金属行业） 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已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上升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 但是拉美在中国最

终需求中的外国附加值的参与比例是很低的， 亚洲是创造中国最终需求的进

口附加值的主要区域， ２０１１ 年占了 ３７％ ， 其次是世界其他区域， 占比

３０％ 。 拉美地区的附加值贡献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巴西， ２０１１ 年占总额的

５５％ （之后是智利、 墨西哥和阿根廷， 分别为 １８％ 、 １３％和 ８％ ）。

在中国内需行业中， 外国附加值比例最高的是中高端、 高端科技产业和

采矿业， 比例较低的是农业、 中低端、 低端科技产业和服务业。 该比例和每

个行业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这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品的贸易阶段， 而且体现

在最终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贸易阶段。 因此， 只要中国在这些领域降低关税

和法规壁垒， 外国附加值比例较低的那些部门将来可能会开发出未有的新产

品， 创造新机遇。 这对拉美地区至关重要， 因为不管是按照最终需求行业还

是行业来源来分类， 该地区的农业和服务业在最终需求中的外国附加值比例

最高， 高科技产业最低。

农业是拉美在满足中国最终需求上较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的部门 （见图 ４ － １３）。 因而， 该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以从农业部

门日益上升的开放度、 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对食品质量更高的要求中极大

受益。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进行阐述。 就拉美国家在中国的农业最

终需求上的附加值分配问题上， 巴西占比最高， 为 ６６％ ， 之后是阿根廷、

智利和墨西哥， 分别为 ２１％ 、 ７％ 和 ５％ 。 因此， 巴西和阿根廷最容易受到

贸易政策变化和中国农业政策变化的直接冲击。

鉴于未来拉美在中国经济再平衡中的重要性， 拉美在中国最终需求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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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３　 ２０１１ 年外国附加值在中国各产业终端需求的比例分配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０９４。

加值问题上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 这点非常重要。 更多的行业加入满足中国最

终需求的附加值的统一模式中来， 但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农业在与最终需求相

关的消费中的占比会更高。 农业在最终消费中的重要性的上升所产生的后果将

视拉美各国在附加值的分配比例而确定。 根据附加值的这种分配方式， 巴西占

比最高， 为 ６０％， 之后是阿根廷 （１３％）， 智利 （１２％） 和墨西哥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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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现实转换

全球价值链是各个国家各个阶段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总和， 在最近几十

年， 由于运输成本降低、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自由贸易的实现已经改变了

世界的生产和贸易格局。 全球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 其贸易量占据了

世界贸易总量的 ８０％ （ＡｆＤＢ ／ ＯＥＣＤ ／ ＵＮＤＰ ／ ＵＮＥＣＡ， ２０１３）， 其结果是中间

产品的贸易流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种生产重组在参与价值链的同时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 现在， 一个国家可以专注于产业链中的某项特定任务或特定细节的生

产， 而不是从零开始构建整条供应链。 这使新兴产业可以通过一定的接入

点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市场销售和分销渠道之中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２）。 全球价

值链或区域价值链中出现新的环境， 也许意味着出口多元化的机会

（ＢＩＤ， ２０１４）。 全球价值链也会带来一定风险， 由于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市

场环境和买家的严格要求， 价值链中的贸易变得更不稳定。 此外， 那些对

时间非常敏感的业务需要相应的物流基础设施、 专业化服务和快速的海关

管理跟进。 如果缺乏这些因素， 相应的国家和区域参入全球价值链就会受

限制。

生产地域化使贸易活动的衡量标准变得更为复杂。 中间产品在最终包

装重组之前往往跨越许多国际边界， 这产生了贸易数据的重复统计， 降低

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准确性。 要解决双重计算问题， 可以采用区域间或

国家间的投入—产出表， 从附加值角度来正确计算国际贸易流量。 投

入—产出表着重于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连接点， 把外国附加值和本国附加

值区分开来。 此外， 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服务部门所起的作用， 因为

服务部门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Ｄｕｒａｎ ｙ Ｚａｃｌｉｃｅｖｅｒ，

２０１３）。

本节主要分析拉美和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后的总体趋势。 具体来说， 就是

探讨两个区域之间的双边生产联系， 研究全球价值链如何给拉美国家带来出口

多元化方面的真正机会———尤其是在服务领域， 同时分析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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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给拉美地区提供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机会。① 最后， 研究如何从与中国的

贸易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以及抓住多元化的机遇。

拉丁美洲融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进程缓慢

区域一体化在地区间的差别非常大， 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的水平

差异、 经济专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互补性密切相关。 北美、 亚洲和欧洲通过中

间产品的贸易使一体化的程度保持在很高水平， 而像南亚这样的区域一体化

则依靠最终产品。 中东和北非、 西非和中非， 以及东南亚在价值链上的一体

化水平已经超越了本地区范围。 地区之间中转贸易的动态似乎正在发生改

变。 最新的证据表明， 北美和欧盟正在失去作为发展中国家中间产出来源地

的重要地位， 而国家间的关系比如非洲、 拉丁美洲、 中亚和东亚正得到加强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除墨西哥外， 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活动边缘。 全球

价值链， 就如中转贸易动态和外商直接投资量数据所显示， 主要地集中在三

个区域中心： 北美圈、 亚洲圈和欧洲圈 （ＢＩＤ，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这

些地区的中间产品贸易量以年平均增长率为 ７ ８％的速度急剧增长。 这些贸

易的相当部分是在地区之内发生的。 除墨西哥签署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 高度融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 地区内贸易在拉美无论是占比还是

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增长率都很低， 尽管最终产品的一体化程度相当高

（见图 ４ － １４）。 和其他地区相比， 拉美地区间的一体化水平还比较低， 这说

明当前促进区域一体化所做的努力仍有局限性。 此外， 一体化水平低， 中间

产品比终端产品的一体化水平低， 显示了拉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十

分有限， 尤其是缺少区域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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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分析是基于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库基础之上的。 ２０１５ 年版包含了 ６１ 个国家的数

据以及 １ 个 “世界其他地区” 在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投入—产出表。 ２０１５ 年版包含了 ６ 个拉美国家———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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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４　 ２０１１ 年特定的地区内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区域内贸易的比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０１。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指数已经成为各个国家融入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

的一项标准。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 （ Ｂ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二者都是以占出口总量的比例来计算的， 前者的占比要更高

一些。 总的来说， 在一些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比较高的国家、 国内的

大市场通常后向联系的比例更低、 前向联系范围更广， 因为它们有更多的能

力进行自给自足 （ＯＣＤＥ， ２０１３）。 此外， 最新研究表明， 后向联系更多地与

产品多元化、 生产力上涨以及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 （Ｒｉｅｌäｎｄｅｒ ｙ

Ｔｒａｏｒｅ， ２０１５； ＡｆＤＢ ／ ＯＣＤＥ ／ ＰＮＵＤ ／ ＣＥＰＡ， ２０１３）。 因此，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

价值链的初始位置 （上游）， 作为初级消耗品的供应者， 提供的机遇与那些

处于价值链更前端的国家 （下游） 不同， 因为这些国家通常需要整合最终

产品。

最新的一项分析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推动力量的研究， 强调了外生因素的

重要影响 （如与德国、 日本、 美国制造业的距离， 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

的比例以及市场的规模）， 并与相关的政策因素进行比较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对中间产品的来源地的负面影响比最终产品的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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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要强烈得多。 在拉美四个大国中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墨西哥）， 只

有墨西哥由于其特殊的结构特点， 达到了预期的一体化水平。 分析表明， 许

多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面临许多具体的困难， 比如在零散性产业的

专业化水平比制造业要弱很多， 再如和制造业中心的距离、 基础设施和物流

方面遇到了瓶颈， 等等。

拉美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比欧盟地区和亚洲明显要低很多， 这要

归咎于其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后向联系较少 （见图 ４ － １５）①。 ２０１１ 年， 外

资附加值占拉美 （六国） 的总出口比例为 ２０％ ， 与此同时， 这一比例在欧

盟和亚洲均为 ３０％左右。 拉美后向联系水平受墨西哥的影响很大， 其在北

美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程度很高 （尤其是和美国在汽车领域和电子领域的贸

易）。 如果除去墨西哥， 拉美地区的后向联系占总出口的比例会降至 １３％ 。

全球价值链前向联系的地理结构也表明拉美区域内一体化的水平相当

低。 从总体水平上看 （六国）， ２０１１ 年， 区域附加值在拉美销往第三国的出

口中只占 ９％ 。 不过， 在国家和行业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见图 ４ － １８Ａ）。 阿

根廷和哥伦比亚前向联系比例相对较大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 １７％ 和 １４％ ）， 但

墨西哥占比就小很多 （２０１１ 年为 ３％ ）。 在行业分布方面， 中高端和高端科

技产业比其他产业前向联系的比重要高。 中国的前向联系主要集中在亚洲地

区 （２０１１ 年为 ４０％ ， 其后是欧盟， 为 ２０％ ）， 因为中国和 “亚洲工厂” 关

系密切。

尽管如此， 区域间的附加值在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异质性还是主要归因于

结构问题， 比如制造业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和市场规模等。 那些市场大国以

７２１

① 我们以贸易附加值数据库中的六个拉美国家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

加和墨西哥） 作为该地区的代表。 ２０１１ 年， 这些国家占据了拉美地区 ７１％的人口， ７６％的

国内生产总值， ７８％的贸易总额和 ６７％的区域内贸易。 拉美其他国家放进了 “世界其他国

家” 内， 这样会低估区域一体化的程度。 拉美六国的贸易几乎占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半

（２０００ 年是 ５５％ ， ２０１１ 年是 ４８％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５）， 这表明如果附加值贸易能够跟上总

贸易流的话， 那么拉美区域内贸易将被普遍低估。 但是， 这六个国家的一体化水平不一。
就国家水平来看， 一体化程度最为被低估的是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 低估较少的是阿根

廷和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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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５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特定国家和区域全球价值链中

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比例

注： 区域指标是通过每个国家提供的数据来计算的。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１１。

及在农业、 矿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专业化程度高的国家， 后向联系水平比较低

（因为不需要从海外进口很多的中间消耗品）， 前向联系水平更高， 就是说

它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 巴西、 哥伦比亚和智利就是这种情况。 相

比之下， 那些制造业一体化程度高的国家， 比如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 后向

联系水平更高 （２０１１ 年占总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 ３２％ 和 ２８％ ）， 这是因为

制造业在生产的更高阶段往往是比较零散的。 阿根廷的情况比较特殊， 它的

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水平都很低。① 中国尽管市场大， 后向联系水平却很高

（２０１１ 年占总出口 ３２％ ）。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指标上升， 明显呈现产品的国际分

割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势 （见图 ４ － １５）。 本报告中所考察的大多数国家在这

一时期的总体参与指数 （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总和） 都在上升。 韩国是

８２１

① 欧盟和亚洲同样表现出了更多的异质性， 一些小国后向联系的水平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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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由后向联系的上升所驱动的国家 （２０１１ 年约占总出口值的 ４２％ ）。 中

国的总体参与指数几乎保持不变， 不过后向联系程度显著降低 （从 ３７％ 降

到 ３２％ ）， 而与此同时前向联系比例升高 （几乎从 １１％上升到 １６％ ）。 至于

拉美国家，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前向联系比例增幅较大， 后向联

系比例下降， 阿根廷则恰恰相反。

拉美国家一体化的方向和程度①

拉美国家在地区之内或者和他们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不一。 不

同区域的中间出口构成显示了各个国家之间明显的差异性， 这些差异性都反

应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嵌入成分上 （见图 ４ － １６Ａ）②。 巴西和智利对中国和

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紧密， 把这些区域作为矿产品 （巴西） 和贱金属

（智利） 等最主要产品的中间出口目的国。③ 这些产品从巴西和智利出口到

美国、 加拿大和欧盟的比例非常高。

在阿根廷， 中间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和食品， 主要销往拉美其他国

家和世界其他国家， 不过向中国的农产品中间出口上所占的比例也很高。 出

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中间产品为贱金属和矿产， 而出口到欧盟的大部分

中间产品为农产品和食品。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与美国和欧盟的部分地区的一体化程度

很高。 哥伦比亚中间出口产品主要为矿产， 大多销往美国， 美国同时也是墨

西哥主要的出口目的国， 集中在汽车和电子行业。 哥斯达黎加的中间出口产

品主要为电子行业， 主要目标市场是中国， 其次是美国 （和欧盟一样， 同

９２１

①

②

③

一体化的程度是通过分析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来进行测量， 也可以通过来自第三国、 最

终销往第三国的产出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来进行测量。
贸易附加值数据库中的国家集群分为六大地区： （１） 拉丁美洲 （六国）； （２） 除墨西哥以

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也就是说， 美国和加拿大）； （３） 欧盟 （２７ 国）； （４） 中国；
（５）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文莱、 柬埔寨、 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

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 和 （６） 世界其他地区 （贸易附加

值数据库中包含的所有其他国家）。
２０１１ 年出口到亚洲贸易国的出口量分别占巴西和智利中间出口总额的 ３７％和 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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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６　 ２０１１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 （按行业区分）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２４。

时也是农产品的主要目的国）。

在拉美区域内，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和巴西的中间贸易， 反映出南方共

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２０１１ 年， 阿根廷的中高端、 高端科技等中间产品的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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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及其他中间产品的一大部分 （尤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矿业和

制造业） 都来自巴西。 不过， 巴西的中间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却不是阿

根廷， 而是美国和欧盟。 这两个地区对于拉美六国来说是重要的中间产品来

源地，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的中间产品来自美国的比例较高， 哥伦比亚的比

例较低。 拉美很大比例的中间产品来自中国，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① 数据库

中包含的拉美六国从 ２０００ 年起中间进口产品来自中国的比例刚开始的时候

很低， 近几年不断上升。

产品出口中的后向联系比例， 也就是外资在总出口的比例， 很大程度上

依赖每个经济体的贸易专业化程度。 在拉丁美洲 （六国）， 后向联系大部分

聚集在中高端和高端科技产业上 （２０１１ 年占总量的 ５８％ ， 相当于 １２％的毛

出口额）。 其中主要的来源是美国和亚洲， 一小部分来自拉美地区内部 （见

图 ４ － １７）。 但是， 国与国之间又有很大差别。 对于阿根廷来说， 后向联系

主要集中在中低端、 低端科技， 而在外资在拉美的中高端、 高端科技产业的

出口占的比例很高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 ２８％ 和 ３６％ ）。 除了中高端和高端科技

产业外， 阿根廷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的比例比拉美整体水平要高

（尤其是农业和矿业）。 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外资附加值只有 ６％ ， 在中高端

和高端科技的出口占比约为 ８％ ， 尽管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这两项指标都有显著

增长 （分别为 １ ４％和 １ ６％ ）。

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的后向联系主要集中在中高端科技和高科技产业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 ８０％和 ６０％ ）， 主要来源于美国。 但是， 从中国到墨西哥的

后向联系的增长显著， 尤其是在同一领域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３％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接近 １５％ ）。 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后向联系比例比其他拉美四国要低， 来

自中国的后向联系的比例也在提高。

拉美六国在前向联系的水平和构成上差异显著 （见图 ４ － １８）。 作为总

出口额的比例， 前向联系倾向于在以自然资源为特色的国家中的比例较高，

比如在智利、 哥伦比亚和巴西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 ３２％ ， ３０％ 和 ２４％ ）， 而在

１３１

① 除哥斯达黎加外， 中国是 ２０１１ 年拉美国家主要的高科技中间产品进口国， 占总额的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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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７　 ２０１１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后向联系的比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３８。

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国家中的比例更低一些， 比如在墨西哥和哥斯

达黎加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 １５％ 和 １７％ ）。 然而， 前向联系的专业化比例高不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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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８　 ２０１１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全球价值链前向联系的比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４０。

一定意味着前向联系的水平高， 比如阿根廷 （该比例在 ２０１１ 年仅占毛出口

额的 １６ ４％ ）。 从这些结果可以推断出， 前向联系的级别程度对国内市场规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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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依赖较低。

各个行业的前向联系组成部分比例因各国而异。 阿根廷、 巴西和哥斯达

黎加的服务行业的前向联系比例最高。① 其中， 商业服务和传统的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 以及运输和存储） 占主要部分。 矿产业在哥伦比亚的前向联

系占主导地位， 在墨西哥中次之， 在巴西中的比例也很重要。 在智利， 中低

端和低端科技的制造业 （基于自然资源基础之上） 在前向联系中占比最高，

特别是贱金属。

中国和拉美的价值链联系

总体而言， 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中间贸易的联系正在快速增强， 但各

国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尽管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一直呈显著增长， 但是拉美六国

并不是中国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出口目的地， 而拉美作为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口

的比重也非常低 （农产品除外）。 在拉美不断增长但有限的一体化过程中，

各国与中国在后向联系的水平也有显著的差别。 巴西是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

最多的国家， ２０１１ 年占到出口附加值的一半。 智利几乎占出口附加值的

１ ／ ４ 多； 墨西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占剩余部分的 ２６％ （见图

４ － １９）。

拉丁美洲出口产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比中国出口占拉丁美洲总进口

的比例要高。 这种模式在所有产品中都是如此。 拉美向中国的出口在拉美

总出口中的比例是拉美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产品所占比例的两倍多。 中国前

向联系中约 ６％是由拉美占据的 （也就是说， 全部中国产品出口到第三国

附加值的 ６％ ）， 与此同时拉美对中国的前向联系占该地区 １６％ （也就是

说， 拉美向第三国出口的区域附加值中 １６％ 由中国的出口占据）， 在 ２０００

年， 这一比例分别约为 ３％和 ５％ 。 正如之前所说的， 中国的前向联系主要

集中在亚洲， 而拉美的前向联系则分布于不同区域 （本地区内占比较低）。

４３１

① 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在服务行业的前向联系比例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 （２０１１ 年占总毛出口

额的比重分别为 １１ ７％和 １０ ２％ ， 而拉美的平均值为 ７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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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中国和拉丁美洲每个国家

后向联系部分比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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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比例甚至比该地区内部还要高

（见图 ４ － ２０）。 这显示出了提高拉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 并且

应提高与中国的价值链中的附加值。 从企业层面的视角， 尤其是从拉美地

区的 “干中学” 的视角来看， 推动拉美地区的这一进程是非常合适的 （见

专栏 ４ ５）。

图 ４ －２０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全球价值链中拉美区域和中国在拉美地区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６６。

专栏 ４ ５　 生产链接国际化参与程度： 一些案例的经验教训①

拉美与中国的生产联系主要建立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密集型产业的出口

纸上。 比如 ２０１１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见图 ４ － ２１） 显示了拉

美一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农业、 矿业和贱金属等中间产品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一个单纯的国际产品联系指数）。 该比例在墨西哥中的比重为 ４６％ ， 在其

他国家中都超过了 ６０％ 。 拉美和中国之间这种以自然资源或集约利用型产

品为基础的生产联系模式和亚洲其他国家相似的。 事实上， 这些数据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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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专栏是 Ｊｕａｎ Ｂｌｙｄｅ 从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４） 的材料中摘选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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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拉美国家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传统格局： 主要充当原材料和基础消

耗品的供应商， 大部分国家不能借势最近生产分工的浪潮， 之前在一个国家

加工生产的产品在现在可以由很多国家联合生产。

尽管以原材料换取制成品的贸易在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占主导地

位， 不过生产的国际分工的日益增强， 可以让很多拉美国家参与到之前难以

进入的一些供应链的环节。 问题是需要哪些因素以提高拉美加入这些全球性

生产网络的可能性。 一些国家的研究分析结论富有见地。

图 ４ －２１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农业、 矿业和基础金属的比例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７０。

作为 ＩＢＤ （２０１４） 出版的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 本项案例研究选取了

拉美五个国家中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１０ 个公司。① 它们的供应链没有集

中在亚洲国家。 然而， 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的教训可以广泛应用于一般意义上

的生产联系， 包括与亚洲的联系。 尽管每个案例有自己的特殊性， 但在参与

这些供应链的公司中发现了一些它们相似的特性。 其中两点涉及挑战性因素

和政策影响， 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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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案例是从以下国家和行业中选取的： 阿根廷的鞋类和汽车配件、 巴西的航空业和咖啡、
哥伦比亚食品行业、 哥斯达黎加的软件和电子， 以及墨西哥的信息服务和航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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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之前的国际市场或经验概况

本案例中所观察到的最为普遍的相似之处就是之前存在的国际业务经

验。 一般来说， 经理、 ＣＥＯ 或企业所有者早已和国际实践和 （或） 市场有

所接触， 有时甚至在公司成立之前。 这揭露了进入全球生产网络时一个常见

的挑战性因素： 信息的匮乏。 总的来说， 在全球价值链中， 卖方要使他的产

品适应买方的需求， 与此同时买方要把这些信息传送给卖方， 使卖方能够生

产出规范的产品。 换句话说， 供应链中的买卖双方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匹

配。 信息的匮乏可以很容易使潜在供应商边缘化， 并且使买方最终仅仅依赖

于少数的知名供应商。 国际实践的披露便于信息的获得， 这也是在我们分析

的成功案例中过去的国际经验广为传播的原因。

哪种类型的政策能够用于解决信息鸿沟的问题呢？ 一般来说， 政府应该

为供应链之间的主体的信息交流创造有利的环境， 应该出台相应的策略使潜

在的出口商能和国际上成功的公司搭上牵连。 同时， 政府可以组织国际采购

商和当前职工或退休员工之间的活动交流， 以填补信息空白。 另一种措施便

是组织当地企业参观国际设备。 可以通过获取认证资质来填补一部分信息的

缺失。 国际企业往往是根据他们在各自的供应链中达到的相对应标准来判断

供应商的潜质， 公共部门可以帮助或推动当地建立认证机构或者是质量商号

的管理。

（２） 企业利用资源和同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本案例的研究表明， 拉美成功的供应商通常很少依靠自身的力量， 而是

与同行相互合作来加入国际生产网络。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拉美企业

的另一个特征： 缺乏满足全球买方要求的标准的相应能力。 因此， 成功的案

例企业倾向于与其他企业合作利用资源， 尤其是在获取特定的能力， 应对常

见的壁垒， 分担像参加国际这样的活动成本等方面。

这说明潜在的公共参与的另一种可行方法是建立企业合作机制， 比如企

业协会。 由于现有的一些企业协会比较薄弱或者是以创收为目的， 因此当共

同利益超越了行业界限时， 政府可以支持一些想要完善自身机构的组织或者

帮助它们建立一些新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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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可以支持公司合并， 以此来补充其能力。 政府出台的兼并和收购

方案可以刺激企业的成长， 也可以使它们更迅速地掌握相关技能。 最后， 数

据表明， 在一些情况下， 拉美的供应商需要从邻国进口高质量的原材料作为

补充生产。 利用其他国家供应商的技能和能力作为供应商相关技能的补充意

味着本国的贸易保护水平很低。

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应成为宏观议程的一部分， 与应对该地区其他常见

的挑战同步进行， 比如基础设施的缺乏、 缺少合适的交通和物流等。

资料来源： ＢＩＤ， ２０１４。

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给拉美国家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吗？

拉美向中国的出口产品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上。 在这种情况

下， 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的收益在于获得参与价值链新环节和出口多

元化的机会 （ＢＩＤ， ２０１４）。 最新的研究考察了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加工中间

产品的贸易动态， 发现通过价值链把握多元化的机遇实现了贸易利润率的增

长。 这也反映出出口到已有的市场中的同样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 即使是出

口到新市场中的老产品某些方面也初现端倪。 到目前为止， 唯一例外的区域

是西非和中非， 因为那里新产品的出口存活率非常低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不过， 现有的价值链究竟可以给拉美国家的多元化提供什么样的新

机遇，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利用贸易价值链的数据可以从行业水平上

分析， 拉美出口到中国的外国附加值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发生着怎样

的变化。 尽管 ３４ 个行业数据水平标准有其各自的局限性， 却能够提供行业

之间相关的集中度或多元化的分析视角， 还能够提供对服务业动态进行直接

比较的难能可贵的机会。

拉美的矿产行业出口的中间产品的优势地位正在上升， 也是对中国出口

最强的部门。 图 ４ － ２２ 展示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拉美中间产品出口的目的地

的构成情况。 在这段时期拉美出口到中国的矿产中间产品翻了 ３ 倍， 与此同

时制造业、 服务业和农业的比例有所降低。 这种格局表明， 从中间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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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水平可以管窥出口的大致情况。 中国是唯一一个矿业占中间进口比例

最大而制造业占中间产品出口最高的国家。 而且在这段时期内， 中间产品在

向中国出口的矿产品中的比例一直上升， 到 ２０１１ 年， 这一比例至少达到

２０％ 。

图 ４ －２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按照目的地和广义部分构成区分的拉美中间产品的出口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８４。

在拉美农业中间产品出口的目的地中， 中国所占的比例最高， 达到了

９％， 其次是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 分别为 ８％和 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所有目

的地在农业的比例相对稳定， 中国下降比例最快 （从 １２％下降到 ９％）， 世界

其他地区的增长是最快的 （从 ５％到 ７％）。 在拉美服务业中间产品的出口目

的地中， 比例最高的区域依次为欧盟、 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 依次

为 ２５％ 、 ２４％和 １８％ 。 所有目的地在服务业的比例———除了美国和加拿大

之外 （这两国则出现略微上升， 从 １３％ 上升到了 １４％ ） ———都在下降，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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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最快的目的地是中国 （从 ２５％下降到 １７％ ）。

从行业角度就近分析拉美对中国后向联系， 可以发现拉美所有国家的矿

产品和贱金属的规模集中模式都在加强。 ２０１１ 年， 智利占中国进口的矿产

品和贱金属的 ６０％以上， 与此同时服务业的比重从 ３５％下降到 ２４％ 。 墨西

哥占中国进口的矿产品和贱金属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 电子

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分别从 ９％ 下降到 ５％ 、 ５５％ 下降到

３４％ 。 阿根廷占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比重上升， 服务业比例下降。

哥伦比亚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期间出口到中国的矿产品和贱金属的附加值几乎

翻了一番， 服务业却从 １３％下降到 ９％ 。

但是， 就哥斯达黎加和巴西的后向联系的进程看， 影响更加明显。 在巴

西， 尽管矿业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服务行业批发和零售的比例也略微

增加， 研发和企业服务部门对中国的出口中保持着稳定的巴西特色的附加

值。 哥斯达黎加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原材料和农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比例有所

下降。 与此相反， 电子信息类产品的比例大约保持在 １０％左右， 而服务业，

尤其是商业服务的比例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略有上升。 不过， 哥斯达黎加的情

况在拉美地区是个特例。

服务贸易的动态

在制造业竞争不断加剧以及最新的大宗商品出口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

下， 服务业出口的不断增长给多元化提供了更多的互补渠道。 ２０１１ 年， 服

务业占拉美总出口的 ２１％ 尽管该比例比起其他地区如欧盟、 亚洲、 美国和

加拿大要低， 和中国比较接近 （２３％ ）， 但其增长潜力依然非常乐观。 服务

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指服务业的前向联系占总出口的比重。 智利、 巴西

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比预计的平均值要高， 这在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受到其他行业的结构性因素影响比预计的要低的情况下， 非

常令人振奋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与制造业一样， 参与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驱动因素在与当前的产业中心

的距离方面的依赖性不强， 而是更多依赖于投资政策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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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服务行业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具体地说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

更多地体现在贸易—投资—服务的纽带中 （见专栏 ４ ６）。 在拉美， 很多服

务领域相对开放的投资环境赋予了该地区一定的优势。 此外， 拉美和美国及

欧盟市场的相似性和时区兼容性形成了另一个支撑因素。 一些拉美国家

（包括智利、 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 在信息技术之类的服务业方面已经展现

了强大的出口动态。 根据 ＡＴ Ｋｅａｒｎｅｙ ２０１４ 年的全球服务业区位指数， 拉美

八个国家入围世界 ５１ 个对后台办公活动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列 （ＡＴ

Ｋｅａｒｎｅｙ， ２０１４）。

专栏 ４ ６　 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纽带

传统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历来都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然而， 从

９０ 年代开始，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传播， 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重要

的补充部分。 由于生产地域分散， 产品的贸易已经和国际生产设备、 技术培

训、 企业长期业务关系以及联系生产过程和交付给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等的

必要服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１）。 这种新的关系便是贸易—投

资—服务纽带， 表明贸易、 金融以及全球经济服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

加剧。 ２０１１ 年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生产网络占世界贸易的五分之四。 此外，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３ 年） 发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 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量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利用 Ｄｕｎ ＆ Ｂｒａｄｓｔｒｅｅｔ （Ｄ＆Ｂ） 世界数据库， 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４） 记

录了跨国总公司和它的子公司世界范围内的网络。 分析显示， 大部分的母公

司和他们的外国子公司都设在高收入国家。 大多数的供应链都带有区域内性

质， 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价值链分别位于美国、 德国和日本。 而且， 该分析

还显示， 非洲和拉美大多数国家处于这一生产网络之外。 这一数据与该区域

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较低的参与率相吻合， 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

易之间的纽带关系 （见图 ４ － ２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初级产品和中国在拉美地区原

材料产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联系印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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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性。 在这一时间段内， 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合并和收购进

行的， 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７０％ ）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图 ４ －２３　 全球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管辖下的总公司网络

注： 线条的密度显示了母国内子公司的数量以及和东道国之间相应的关系。 每个国家圆

圈的大小表示该国总公司在其他国家拥有子公司的数量。
资料来源： 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４）。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１９２。

资料来源：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１）；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３）； 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４）。

对拉美国家中间服务的需求大多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市场 （３４％ ） （见

图 ４ － ２４）， 其他地区各占 １０％左右。 总的来说，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拉丁美洲

出口的中间服务年均增长 ９％ 。 巴西增长率最高，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在拉美本

地区内的中间服务的出口比例从 ２４％增长到了 ３９％ ， 相反， 墨西哥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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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同时期大幅降低， 从 ４７％降到 ２８％ 。 贸易价值链数据库的其他国家中，

阿根廷是比例第三高的国家， 智利排第四， 哥伦比亚排第五， 哥斯达黎加的

比例最小。 就整个拉美而言，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最快， 其次是拉丁美洲、 亚

洲其他区域及世界其他区域。 从行业水平上看， 拉美地区增长最快的是计算

机和研发类行业， 尤其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两国。 而智利、 巴西和墨西

哥等国的传统服务业 （运输， 批发和零售） 增长最快， 在阿根廷则是金融

中介行业。

图 ４ －２４　 ２０１１ 年拉美中间服务业的总出口的目的地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

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０５。

如果按部门分类，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中间服务业的出口有 ７４％ 主要

集中在传统服务业， 高于比世界平均水平。 但商业服务、 信息产业和研发类

的行业增长很快， 占了拉美地区中间服务出口的 １２％ ， 略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 这种模式在大多数国家中都差不多， 只有两个国家例外。 一个是巴西，

其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比例占了中间产品出口的 ２２％ 。 另一个是哥斯达

黎加， 传统服务的比例上升到 ４９％ ， 计算机和研发类的产品的比例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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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 这两个国家的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出口比例都很高。 哥斯达黎加的

传统服务业的比例较低。

图 ４ －２５　 ２０１１ 年拉美向中国和世界的中间服务总出口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１１。

尽管中国的中间服务的需求增长显著， 但多元化的机会仍然有限。 所有

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中间服务的出口往往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 比如存储和

分销， 这是初级产品出口附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图 ４ － ２５）。 在我们所考

察的所有拉美国家中， 出口到中国的信息服务和研发类产品的比例比世界大

多数其他国家要低。 这一趋势在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尤为明显， 这两国对中国

的中间贸易出口的比例分别为 ３％ 和 ５％ ， 而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分别为

２２％和 ３１％ 。 造成这些与传统服务相偏离的现象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中国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较多。 根据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分析， 中国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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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上的得分都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 尤其是在外资进入方面更是诸多

限制， 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限制、 资本转移、 跨国兼并和收购、 对临时供

应商的劳动力测试以及进入公共采购市场的限制等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 这些

限制性措施可以解释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 拉美的服务行业出口商可能在中

国市场遇到了一些问题。

图 ４ －２６　 ２０１１ 年拉美在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出口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２２。

与一般的中间服务不同， 拉美的计算机和研发类服务主要出口欧盟和

亚洲其他国家 （见图 ４ － ２６）。 在该行业， 三个主要目的地的出口分配是相

当均匀的， 按重要性排列依次为： 欧盟、 亚洲其他区域、 美国和加拿大。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增长比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依次为亚洲其他区域、 美国和

加拿大。 拉丁美洲、 亚洲其他区域和欧盟的服务贸易中信息服务和研发类

的比例比平均值要高， 但是在中国却呈现相反的情况。 因此， 拉美要扩大

在知识密集型领域的活动， 和亚洲国家或欧盟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一体化

是非常有利的。 这一动态显示了服务业为多元化和扩大区域一体化另辟蹊

径。 欧盟和亚洲其他国家为拉美国家在信息服务和研发领域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 而美国、 加拿大和中国则在其他行业提供机会。 由于出口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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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趋向于传统服务业， 这将会抵消拉美地区和其他地区进一步整合

的战略。

拉美和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协议

近 １５ 年来， 从 ２００４ 年的 《智利—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到 ２０１３ 年的

《哥斯达黎加—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拉美跨越太平洋， 与亚洲签订了大

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同样， 中国也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深化贸易一体

化，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签订了 １４ 项自由贸易协定， ２０１４ 年底又有 ５ 项进入谈判

阶段。 中国和拉美国家签订了三份双边协议， 三个国家分别为： 智利

（２００６）、 秘鲁 （２００９ 年协议签订， ２０１０ 年起生效） 以及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１）。 相反， 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则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策略，

增加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 包括反倾销措施、 许可证要求或补充认证

等 （Ｗｉｓｅ， ２０１５； Ｓｉｃａ ｙ Ｂｅｌéｎ Ｌｉｃｏ， ２０１５）。 至于中美洲， 美国仍旧是其主要

的出口目的国， 和中国的关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见专栏 ４ ７）①。

专栏 ４ ７　 拉美国家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自从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迅速上

升。 ２００２ 年和东南亚联盟签署了自由贸易框架协议 （文莱、 缅甸、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 从那时

起， 中国和三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智利 （２００６）， 秘鲁

（２００９ 年协议签订， ２０１０ 年起生效）， 以及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１）。 在中国方

面， 在 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第一份对拉丁美洲政策白皮书中阐明了签署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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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农产品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 智利的情况尤为明显， 因为该

国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最长。 智利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出口到世界的农产

品中的比例从２００６ 年的１ ２％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７ ８％ ， 智利出口的农产品数量也大幅上升，
占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比重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１ ２％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 ２％ 。 而在哥斯达黎加和

秘鲁， 影响却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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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动机。① 首先， 中国与智利、 秘鲁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直接表明它缺乏

铜矿资源、 铁矿资源及其他矿物质。 其次，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

定》 显示了中国想在这个大多数国家仍旧承认台湾的次区域里推动 “一个中

国” 的共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 哥斯达黎加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因而从一批希望出口产品到中国的拉美国家中捷

足先登， 并且吸引到中国投资。 与过去二十年中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同， 中国与拉美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南

南合作的 “典范”。 在拉美地区内， 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例

如： “安第斯共同体” 和 “南方共同市场”） 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令人大失所望。

但是， 和该地区内部所签订的南南协议不同， 上述拉美三国与中国签订

的自由贸易协定更接近于世界贸易组织的 ２１ 世纪的标准及其贸易新议程

（服务、 投资和知识产权）。 虽然推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动因各不相

同， 但结果仍属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把这三个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比较， 可以反映一段时间内双方可以学习的

曲线部分。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是这三国之中最为简略的 （见表

４ － １）， 这是因为智利之前和美国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包含了投资、

服务、 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领域， 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一些人称之为一

个 “全新的时代”。 之后中国分别与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由贸易协

定， 在内容中包括了投资和竞争性政策的章节， 这是 ２００６ 年 《中国—智利

自由贸易协定》 中所没有的。 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在和中国谈判之前和美国

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开启了新的 “时代”。 因此学习曲线可以分为两部

分： 和中国方面， 共同探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使之逐步适应世贸组织协议

标准； 在拉美国家方面， 和美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

后， 使之进一步接近中国市场， 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扩展和服务贸易打下

了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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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 “吃螃蟹” 的国家， 智利和中国之间有些轻描淡写， 而秘鲁和

哥斯达黎加则吸取智利的经验教训， 在协议的范围上更广、 更为深入， ２０１２ 年

智利和中国签署了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的投资补充性条款。 政府采购

仍然排除在条款之外，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涉及外商直接投资， 因此中

国不愿意就此问题展开谈判。 尽管如此， 中国加入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挑战了现有

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桌上能达成多少成果的假设和预期。

由于美国和中国在创建所偏爱的区域一体化网络、 掌握替代性进程的主

动权和控制会员资格等方面展开较量， 这使其他国家要在这个一体化演变过

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至于拉丁美洲， 由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 （ＴＰＰ） 现已包括了智利、 墨西哥和秘鲁 （还有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文莱、 日本、 马来西亚、 新西兰、 新加坡和越南）。 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

正排队加入这一条约。

在亚洲， 最近一个由中国牵头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包括了东盟、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和新西兰 （这些国家都

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同时参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和 《区

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 会冒着 “意大利面碗” （ ｓｐａｇｈｅｔｔｉ ｂｏｗｌ） 的风险， 但

是成为双料会员 （澳大利亚、 文莱、 日本、 马来西亚、 新西兰， 新加坡和

越南） 能享受明显的益处。 由于分别和美国、 中国分别单独签署了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 智利、 哥斯达黎加和秘鲁是拉美少数几个可以享受世界大国市

场优势的国家， 尽管它们不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成员国。 这些全

球经济中的小型、 开放 “价格接受者” 也借此使自己处于占尽优势、 令人

艳羡的地位。

表 ４ －１　 中国—拉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 发展水平 关税自由化 包含服务业 投资协定 竞争政策 知识产权

中国—智利 南—南 较快 部分 无 无 超标准

中国—秘鲁 南—南 较快 部分 标准 标准 超标准

中国—哥斯达黎加 南—南 较快 部分 标准 标准 超标准

　 　 资料来源： 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 Ｒａｍｉｚｏ ｙ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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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三国 （智利、 秘鲁和哥斯达黎加） 和中国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

定已经生效， 有助于出口组合更加多元化。 因此， 这些国家进入中国市

场， 特别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协定的智利， 所要支付的关税比 “最惠国待

遇” 规定的还要低得多。 此外， 通常要等上几年的卫生市场许可证也能够

很快地办下来。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使这些国家的出口更加多元化， 尤其是

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数量占出口到世界产品的比例上升很快。 这一趋势在智

利最为明显， 该比例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８ ８％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４ ６％ 。 在秘

鲁， 该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 ４％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８ ３％ 。 哥斯达黎加和

中国在近期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时间太短， 这一比例的变化还不太

明显。

除了双边贸易协议之外， 中国在多边和诸边场合的参与程度日渐上升。

从 ２０１１ 年起中国就是世贸组织成员， 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也得到了显

著的增长。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另外一些贸易平台， 如南方共同市场 （２０１２

年加入）、 太平洋联盟 （２０１３ 年加入） 以及最近的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ＴＩＳＡ） （２０１４）。

中国和南方市场之间的谈判已经开始， 但主要还是通过双边途径。 中国

和南方共同市场 （包括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之间

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 与单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

也进行了双边合作协议的谈判。 例如，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阿根廷和中国签署的合

作协议便是双边共同努力的结果 （见专栏 ４ ８）。

专栏 ４ ８　 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 整体和双边谈判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陆续与绝大多数南方共同市场①成员国

（除巴拉圭依旧和中国台北保持 “邦交” 关系） 恢复了外交关系， 双边贸易

迅速增长， 中国成为南方共同市场最大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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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方共同市场一般包括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虽然玻利维亚最近加

入了南方共同市场， 成为正式成员， 但其加入协议书并没有被每个成员国的国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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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不同的拉美国家， 包括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进行贸易谈判主要

有三大工具： 自由贸易协定、 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及双边协定 （包

括避免双重征税、 信息和技术合作、 资金、 基础设施等）。

自由贸易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增长不是在正式的贸易协议规则下实现

的， 因为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 这与和中国签订

协议的拉美三国形成对比： 智利 （和中国香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哥斯

达黎加和秘鲁。 哥伦比亚也启动了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使太平洋联盟

四个国家中的三个都和中国这个亚洲国家签订了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

的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着许多障碍。 首先就是在外交层面， 因为巴拉圭与中国

尚未建交。 此外， 近几年巴西和阿根廷实施工业和商业政策， 同样限制了对

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 中国也积极运用贸易保护措施来应对针对它的贸易壁

垒。

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些成员已经着手和中国签订投资协定，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阿根廷和乌拉圭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就已经生效。 这些贸易协议都

是双边性质的， 并没有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国进行单独谈判。 拉美其

他国家在贸易工具的应用上比南方共同市场要活跃得多， 也反映出这些国家

努力以不同的模式加强和中国的融合。

双边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缺失、 与中国投资协定的数量有限， 使外交渠道在合作中

仍占据首要位置。 这促使中国和拉美国家签订了各种形式的协定， 涵盖了各

种主题。 由于拉美经济最近不景气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一些协定在特定国

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根据这些协议， 巴西、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与中国达成

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南方共同市场就中国提出的多元化倡议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以上

这些要素将会继续发挥作用。 南方共同市场无法采取一致行动， 既有巴拉圭

和中国的外交现状的原因， 也跟缺乏统一的区域性战略有关， 这对于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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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有利的， 但可能会对区域发展有一定影响。 因为上文提到的优惠协定，

就其影响而言， 更需要区域性谈判， 而非双边谈判。

资料来源：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２０１５）。

作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未来会更加紧

密。 ２０１１ 年，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秘鲁成立了 “太平洋联盟”， 追求

区域一体化。 如今该联盟有 ３０ 个成员国， 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成为观察员国。 迄

今为止， 中国的作用还非常有限， 因为只能参与一部分活动 （比如管理协

调等）。 尽管中国还没有正式参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但是中

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势必会对北美自

由贸易区的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北美自由贸易进程已经放缓， 墨西哥

已经从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上跌落下来 （Ｄｕｓｓｅｌ⁃Ｐｅｔｅｒｓ ｙ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３）。

近年来， 中国和美国分别领衔退出新的伙伴关系和吸顶， 这为加强区域

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美国领导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通过在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商业运作等领域的谈判， 正在进一步加强成员国

之间的贸易联系。 该组织包括 １２ 个国家， 智利、 墨西哥和秘鲁在其中。 作

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反制之道， 中国引领了 “区域经济伙伴关系”

（包括 １６ 个国家）， 旨在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这两个协定平行竞争

的后果将会产生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不立于加强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化。

为了发展服务业， 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协定中， 对拉美地

区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 ２４ 个世贸组织成员国达成了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ＴＩＳＡ）， 目标在于改善和扩大世界范围内的服务贸

易。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的参与国占全球服务贸易的 ７０％ ， 其中 ８ 个来自

拉美地区①。 中国至今还没有正式加入该协议， 不过在 ２０１４ 年中期表达了

２５１

① 加入服务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有：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巴拿马、 巴拉

圭、 秘鲁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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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谈判的意愿， 并且得到了欧盟的支持。

和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可以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一工具

在拉美和中国之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为止已签订 １２ 项协定）。

这些协定大多是在 ２０００ 年前签署的，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与中国的投资协定

是在 ２００８ 年签署的。 鉴于生产分工的全球化趋势， 企业不仅要追求进入更

多的市场， 更重要生产的有利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 投资协定被广泛地运用

于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标准上。 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 迄今为止， 已经签

署了 １０８ 项双边投资协议。 这些条款通常包括反歧视、 公平公正性、 投资者

安全、 征用保护以及资金转移等措施。

抓住利益，降低风险

出口多样化对拉美地区而言是一个迫切的挑战。 拉美地区在过去 １０ ～

１５ 年与中国的贸易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尤其是那些初级产品出口国。

即使如此， 但是近年来出口结构高度集中已经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这一趋势阻碍了该地区迈向多元化、 知识密集型的、 社会化的以及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出口结构。

时势呼唤拉美国家内部以及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前瞻性、 战略性的一体化

进程。 战略重点包括： （１） 继续抓住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的机遇， 尽可能

使产品数量多样化， 特别是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 自由贸易协定可为

这一目标提供新的机会， 但必须辅之以其他政策。 区域内的贸易协议使出口

的平均值达到了 ３３％ ， 而区域外伙伴的贸易这一比例只有 １０％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此外， 为了促进多样化， 最近的证据表明， 区域内的贸易出

口存活率要比区域和区域之间的比例高。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平均而言，

只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在三年之后能继续保持活跃状态， 表明新的出口活动仍

然面临着风险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因此， 区域内的贸易为 “边学边

做”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 可以在超越区域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出口的竞

争力。 （２） 在更多的服务密集型产业中开拓新的机会。 （３） 深化区域内的

一体化， 加大合作力度。 区域一体化对于支持制造业活动尤为重要， 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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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中间供应模式往往对距离非常敏感。 （４） 通过改善法律框架来吸引更多

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等手段填补基础设施的缺口。 （５） 贯

彻生产发展政策来激励创新， 提高技能和竞争力， 实施产业集群政策， 优化

财政资源， 夯实出口基础。 （６） 提升拉美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使高附加值

的拉美出口产品和服务可以抓住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新的商业机会。

（７） 着重落实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合作规划》 中有关基

础设施的投资、 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各项措施， 进一步深化区域一

体和出口产品多元化。

第五章将简要阐述未来几十年拉美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前景对拉美的意

义， 并且深入探讨一体化中的前瞻性、 战略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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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 Ｍａｙｏ⁃Ａｇｏｓｔｏ２０１４， ｗｗｗ１０ ｉａｄｂ ｏｒｇ ／ ｉｎｔａｌ ／ ｉｎｔａｌｃｄｉ ／ ＰＥ ／ ２０１４ ／ １４７０７ ｐｄｆ

Ｂｏｈｎ， 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ｏｖ ｃ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２００８ － 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１４０３４７ ｈｔｍ

Ｃｏｓｔａ， Ｆ ， Ｊ Ｇａｒｒｅｄ ａｎｄ Ｊ Ｐ Ｐｅｓｓｏａ （２０１４），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ｅ ｂｏｏｍ ”， ＣＥ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６９，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ｒａｎ Ｌ ， Ｊ ａｎｄ Ｄ Ｚａｃｌｉｃｅｖｅｒ （２０１３），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ｅｎ ｌａｓ ｃａｄｅ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ｖａｌｏｒ”， Ｓｅｒｉｅ ｄｅ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Ｎｏ １２４， ＥＣＬＡＣ，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ｕｓｓｅｌ⁃Ｐｅｔｅｒｓ， Ｅ ａｎｄ Ｋ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３）， “Ｅｌ ｈｕéｓｐｅｄ ｎｏ ｉｎｖｉｔａｄｏｄｅｌ ＴＬ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ｙ ｌａ ｄ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ｌ Ｎｏｒｔｅ”，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ｌａ Ｃｅｐａｌ １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ＥＣＬＡＣ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２０１５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ｂｉｎ ／ ｇｅｔｐｒｏｄ ａｓｐ？ ｘｍｌ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ｐａｇｉｎａｓ ／ ４ ／ ４０２９４ ／ Ｐ４０２９４ ｘｍｌ＆ｘｓｌ ＝ ／ ｌａ －ｋｌｅｍｓ ／ ｔｐｌ － ｉ ／ ｐ１８ｆ － ｓｔ ｘｓｌ＆ｂａｓｅ ＝ ／ ｌａ －
ｋｌｅｍｓ ／ ｔｐｌ －ｉ ／ ｔｏｐ －ｂｏｔｔｏｍ ｘｓｌ

ＩＤＢ （２０１４）， “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ｔｔｐ： ／ ／ ｌｉｎ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ｏｍ ／ ｂｏｏｋ ／ １０ １００７％ ２Ｆ９７８ － ３ －
３１９ － ０９９９１ － ０

ＩＤＢ （２００４）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ＤＢ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ｔｔｐ： ／ ／ ｃｔｒｃ ｓｉｃｅ ｏａｓ ｏｒｇ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 Ｃｈｉｎａ＿ ｉｄｂ ｐｄｆ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 （２００８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ＵＮＵ －
ＷＩ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０８ ／ １０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 （２００８ｂ），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３１ ／ １０， ｐｐ １３５１ － １３６６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Ｐ ， Ｊ Ｌ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 Ｒａｇｏｕｓｓｉｓ ａｎｄ Ｃ Ｕｇａｒｔｅ （２０１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７９，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５ｊｓ３３ｌｆｗ０ｘｘｎ －ｅｎ

Ｌａｌｌ， Ｓ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３， ｐｐ ３３７ －
３６９， ｗｗｗ３ ｑｅｈ ｏｘ ａｃ ｕｋ ／ ｐｄｆ ／ ｑｅｈｗｐ ／ ｑｅｈｗｐｓ４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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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５ ）， ｗｗ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ｏ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ｏ ｏｒｇ ／
ＯＢ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ＵＩ ／ ｐａｇ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ｈｏｍｅ ｊｓｆ； 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 ＝Ｅ９Ｅ４８０２Ａ２Ｄ９ＦＡ７Ｆ６ＦＢ５Ｃ５５２Ｄ４３Ａ０５０Ｆ９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 Ｄ ， Ｍ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ａｎｄ Ｉ Ｓｏｌｏａｇａ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３２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Ｌóｐｅｚ⁃Ｃｏｒｄóｖａ， Ｅ ， Ａ Ｍｉｃｃｏ ａｎｄ Ｄ Ｍｏｌｉｎａ （２００７）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Ｊ Ｓａｎｔｉｓｏ （ｅｄ ），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０２８３８８ － ｅｎ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Ｍ （ ２００７）， “ Ｆｅａ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 ｐｐ ３５５ －３７６， ｈｔｔｐ： ／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９６４２８０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５ ）， “ ＯＥＣ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ｔｒａｄｅ ／ ｓｔｒｉ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ｊｏｂｓ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 － ２０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Ｓａｉｎ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ｔｒａｄｅ ／ Ｇ２０ －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２０１３ ｐｄｆ

ＯＥＣＤ （ ２００７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０８，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２００８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２０１５），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ｉＶ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ｄ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ａｎｏｅｃｄ －ｗｔｏｊｏｉ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ｍ

Ｒａｙ， Ｒ ， Ｋ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 Ｌｏｐｅｚ ａｎｄ Ｃ Ｓａｎｂｏｒｎ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óｎ ｐａｒａ ｌ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ｄｅｌ Ｐａｃíｆｉｃｏ， Ｂｏｓｔｏｎ，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ｐａｒｄｅｅｓｃｈｏｏｌ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Ｒｉｅｌäｄｅｒ Ｊ ａｎｄ Ｂ Ｔｒａｏｒé （２０１５），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２７，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Ｓａｎｔｉｓｏ， Ｊ （ ｅｄ ）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０２８３８８ － ｅｎ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ＤＯ （２０１５），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 ２０１５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２ － ｄｉｇｉ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Ｓ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３，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ｉｎｄｓｔａｔ２ － ２０１５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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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 ２０１４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 Ｇ ， Ｄ Ｒａｍｉｚｏ ａｎｄ Ｌ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 （２０１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ＦＴＡ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ｓｉａｎ⁃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Ｔ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７： ４ （２０１３）， Ａｎｎｅｘｅｓ １ ａｎｄ ２， ｐｐ ４０８ － ４１１

Ｗｉｓｅ， Ｃ （２０１５）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ＴＡｓ）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ＴＯ （ ２０１２ ），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 ｅ ／ ｔｐｒ＿ ｅ ／ ｔｐ３６４＿ 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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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

发展趋势和前景

本章根据中国发展战略模式的变化， 主要分析了拉美地区与中国关

系的发展趋势。 基于对中国转型所带来的潜在的传递渠道以及引发的贸

易、 金融和机构性挑战等方面的分析， 本章指出了拉美为最大限度地利

用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而应做出的战略和政策回应。

拉丁美洲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和未来之路

拉丁美洲必须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 创造更加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 尽管面临长期的挑战， 但是拉丁美洲有足够的工具和能力来克服现在及

未来的挑战。 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将总结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该地区面

临的障碍， 进一步深入分析中拉关系中的主要通道 （即前进的方向）， 最后总

结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与 ＯＥＣＤ 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 拉美的生产率增长缓慢。 大多数拉

美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在扩大， 但是与不少亚洲国家之

间的差距在减小。 正如第三章所述， 大部分拉美国家都陷入了 “中等收入

陷阱”， 只有少数国家成功突围。 因此， 一些国家的目标是走出 “中等收入

陷阱”， 另一些国家的目标则是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因为一些

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已经得到改善， 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生产转型。 拉

丁美洲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才能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 确保完全参与

到全球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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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结构性挑战

多元化和转型升级是拉美国家生产结构面临的两大挑战。 一些国家的第

一产业， 具体地说是农业和矿业， 虽然短期受益， 但是从长远看不具有可持

续性， 影响了该地区的生产率。 与此同时， 拉美国家过于集中出口低精密度

产品， 无力提高出口复杂性水平， 从而无法增加附加值。

拉丁美洲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结构化改革， 加快一体化进程。

在拉丁美洲， ５７％的出口产品都是易腐的、 物流密集型产品， 是 ＯＥＣＤ 国家

平均水平的 ３ 倍。 昂贵的运输费用严重限制了区域一体化进程。 区域内贸易

份额仅有 ２７％ ， 而欧盟的区域内贸易份额为 ６３％ ， 亚洲为 ５２％ 。 拉丁美洲

需要建设更好的公路、 铁路、 港口、 机场和其他关键的物流基础设施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拉丁美洲要参与到世界财富的转移过程中， 就必须提高人口的竞争力和

创新能力。 由于人力资本的短缺， 拉美地区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的企业数量

是南亚的 ３ 倍、 亚太地区的 １３ 倍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４）， 尤其是汽车

行业和机械行业。 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 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和私有部门

之间的联系。 推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创新同时进行。 教育和竞争力不仅

应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还应被视为推动社会包容和更加公平的动力。

必须制定每个国家以及整个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政策 （ＰＤＰ）。 改善多元

化和转型升级的前景， 意味着要发展拉美地区的能力存量， 包括非交易能

力、 制度的质量、 物质和人力资本。 只有改善这些条件， 并建立统一的法制

框架， 才能帮助该地区应对主要的结构挑战。

中国经济新常态给拉丁美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人们已经提出很多关于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将如何影响日益复杂的中拉关

系的问题。 中国的新发展模式是为了响应更加可持续增长的需求， 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危险。 中国的经济再平衡的特点是： 消费在经济中的作

用日益增强； 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行业； 发展教育和技术体系来支持生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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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变化； 逐渐加大服务业的比重； 更加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平台当中。

随着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这将给拉丁美洲

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战略中予以应对。

考虑到拉美地区面临的长期挑战， 本章将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拉美经

济体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 首先， 根据在第二章中已经探讨过的中国发展模

式的主要趋势， 本章将确定在此背景下可能影响拉丁美洲的主要因素。 其

次， 本章将提出适当的政策， 使拉美国家不但能少受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不利

影响， 而且能加强和中国的联系， 扩大增长机遇。 具体地说， 表现在四个方

面： 金融、 技术、 法制框架和伙伴关系———包括区域内伙伴关系、 区域外和

全球伙伴关系。

确定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拉美的贸易影响

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的诸多变化， 并指出， 中

国正在从一个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体转变成一个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

体， 这个过程将对新兴经济体造成显著的影响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３；

ＩＭＦ， ２０１４）。 这些影响会产生优势， 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 由于严重依赖初

级产品的出口， 拉美国家将无法幸免于中国转型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需求正

逐步从投资和初级产品转到服务和高附加值产品上， 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

求， 拉丁美洲的出口将受到影响。 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

经济增长减速和投资减少。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人口结构的变化， 以及

资本回报率的自然下降， 引发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从而导致资源从投资转

向消费的重新配置。 这些潜在的趋势一直伴随着政策改革， 加快了投资向消

费转变的步伐。 ２０１１ 年推出的税制改革、 以养老金改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

体系的建立、 利率的自由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是为了增加消费， 扫除降低资金

成本所面临的各种障碍。

中国的再平衡和拉丁美洲的出口

本章将评估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的结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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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拉美的出口与中国未来的投资路径之间的联系， 以深化

对这一影响及应对政策措施的认识。 为此， 我们将考察再平衡的以下两个维

度： 一个是中国投资回落对投入的影响， 尤其是金属矿产； 另一个是消费增

长和结构调整及其对拉丁美洲出口需求， 特别是粮食出口需求的影响。 由于

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具有高异质性， 中国的再平衡进程可能对不同国家造成

不同的影响， 因此， 拉美需要通过不同的反应机制来应对中国的再平衡进程。

本部分将在利用建模得出中国投资最终回落的结果的基础上， 讨论中国

的再平衡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产生的潜在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可能产生的影

响， 特别是由中国投资下降造成的影响， 本节使用了聚类分析和固定效应面

板回归方法 （见附录）。 在这个研究方法中， 我们根据拉美不同国家与中国

的接触程度将它们分组， 然后建立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个国家的固定效应模

型， 计算中国的投资水平与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的关系， 区分每个聚类的影

响差异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３）。 最后， 根据对中国到 ２０３０ 年的经济增

长预测， 我们预测了拉美出口模式的两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假定稳步推行改

革， 而且不出现较大的动荡， 第二种情境是假定中国投资增长率出现快速

的、 显著的回落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ｅ，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ＤＲＣ， ２０１３）。 为了区别

拉美出口可能遭受的不同的冲击， 我们把拉美出口国分成五个群组： 农业出

口国 （阿根廷、 巴西、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和乌拉圭），

化石燃料出口国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金属和矿石

出口国 （秘鲁、 智利）， 工业制成品出口国 （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

加共和国和墨西哥） 和商业服务出口国 （巴拿马）。

结果表明， 中国国内投资和拉美国家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见

附表 ５ Ａ１ －２）。 但这种关系因不同国家而异。 智利和秘鲁组成的群组对中国

投资水平最为敏感， 因为其对自然资源采掘业 （金、 铜） 的依存度及与中国

市场的接触程度很高 （出口到中国的比例分别达到 ２３％和 １６％ ）①。

１６１

① 结果也显示中国的影响不仅通过出口的规模， 而且还通过价格来形成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３）。 经济复杂度指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ＣＩ） 与出口呈显著的负相关性， 意

味着在过去二十年里拉丁美洲的出口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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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中国—拉美出口情况预测

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 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放

缓。 我们在建模时使用了两种对中国经济到 ２０３０ 年的假设， 以了解可能产

生的结构性变化： 正常速度转型 （基准情境） 和高速转型 （低投资情

境）①。 本检验假设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出口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一直保持不变。

虽然两种情境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率会出现下降， 但是在高速过

渡或低投资情境中， 中国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下降的程度要低于预期， 尤其是

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这两种情境都设定这样的假设： 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特殊

的外部或内部动荡， 但是中国从一个投资驱动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消费

驱动型的高收入国家存在不同的转型路径。

表 ５ － １ 显示了在不考虑消费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拉美国家 １９９０ ～ ２０３０

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 （按群组划分）。 对未来的预测是基于基准情境。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大宗商品出口繁荣体现在群组 ３ （智利和秘鲁）， 其金属和

矿石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令人惊叹的 １６ ３％ ， 群组 ２ （委内瑞拉、 哥伦比

亚、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的化石燃料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５ ８％ 。 表

５ － １也显示， 在两种情况下，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和投资的放缓， 在未来

２０ 年中 （２０１１ ～ ２０３０ 年）， 所有国家都将经历出口增长的放缓期 （相对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总的来说， 最近 ２０ 年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 拉美出口增长

率在 ７ ５％和 １６ ３％之间， 但是预计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出口增长率会大幅降

低， 回落至 ２％ ～ ３％ 。

到 ２０３０ 年， 在基准情境和低投资情境下， 不同群组间的平均差别可能

增大。 这显示了不同的群组对于中国变化的敏感度 （见图 ５ － １）。 金属和矿

石出口国群组面临的中国投资放缓的风险更大。 基准情境和低投资情境两者

之间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之差将近 ２ 个百分点②。 两种情境对化石燃料出口国

群组的出口增长率的影响不如前者明显， 只相差 １ 个百分点。 然而， 如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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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的数据基于 “中国 ２０３０”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ＲＣ， ２０１３） 的分析情境。
对于每种情境， 出口指数 （２０１３ 年设为 １００） 是通过计算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而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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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１　 在基准情境下不同群组国家的出口增长率

单位： ％

群组 国家
时期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 年

农业
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和乌拉圭
８ ８ １１ ６ ３ ８ ２ ０

商业服务 巴拿马 ７ ９ ９ ６ ９ ８ ２ ０

矿业 秘鲁、智利 ８ ２ １６ ３ ５ ８ ２ ８

工业

制成品

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

加共和国和墨西哥
１５ ２ ５ ２ ４ ０ １ ６

化石燃料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

和厄瓜多尔
７ ５ １５ ８ ６ １ ２ ７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计算。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数 （世界银行），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ｗｄｉ； ２０１４ ～２０３０ 年的预测根据固定国家效应模型得出 ［见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Ｏ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 我们发现， 金属和矿石出口国群组与化石燃料出

口国群组的出口增长率显著降低。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

出口国家的出口增长率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却只有非常小的差异。

图 ５ －１　 对不同群组国家的出口增长率预测 （２０１４ ～ ２０３０ 年）
（出口比重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利用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Ｏ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的预测进行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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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升级 （例如， 开展价值链中的新活动） 可能会降低中国再平衡进

程对自然资源输出国造成的波动。 此外， 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可以使公司增

加附加值， 如进行研发、 产品设计、 物流或营销。 此外， 功能升级能够使公

司从产品的价值链下游往上游移动， 也能使它们跳到相关产业 （或与其他

公司结成联盟）。 在矿业行业中， 次生产业包括从机械工程服务业到运输业

的各种产业。 在这一章的政策部分， 我们提供了具体实例来说明企业产能和

国家战略应如何调整， 以应对具体部门增长放缓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的食品消费模式变化及对拉丁美洲的溢出影响

中国只有全球 ７％的耕地和 ６％的水资源， 但是必须养活占世界 １９％的

人口。 ２００４ 年， 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从此之后， 农业部门的贸易赤字

不断增长。 正如第三章介绍的那样，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中产

阶级正在崛起。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 ７ ５８ 亿人 （占总人口的 ５４％ ）。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 中国的城镇人口将增长 ３９％ ， 达到 １０ ５ 亿 （占总人口的

７６％ ） （联合国， ２０１２）。 中产阶级 （定义为每天支出在 １０ 美元到 １００ 美元

之间的家庭） 在 ２０１２ 年的人数是 ２ ４７ 亿 （占总人口的 １８％ ），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６ ０７ 亿 （占总人口 ４４％ ） （Ｂｕｒｋｉｔ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表明， 拉美的农业和农渔业前途光明， 能够

实现对中国出口的多元化，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已经开始改变生活方式和食

品消费的偏好。 城市人口收入的增加会改变饮食结构， 需要高蛋白、 加工

的、 预制的食物和具有较高质量、 高安全性的食物或具有特殊性能的食物

（见专栏 ５ １）。 这种现象对中国的生产能力、 贸易渠道、 监管环境和安全风

险带来了挑战， 同时也为拉美的贸易伙伴创造了巨大的商机。 为了满足这种

新的需求， 中国正在加强与食品供应链上的外国合作伙伴的联系。 拉丁美洲

凭借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水资源， 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能够成为中国所需

的营养丰富的、 安全的、 优质的食品的首要供应商之一。

专栏 ５ １　 ２０４０ 年中国食品市场展望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美国谷物理事会发布的研究成果 《食品 ２０４０： 东亚食品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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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未来》 中对东亚地区未来三十年的食品市场趋势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东

亚市场今后发展的六大趋势。 现总结如下， 其中重点关注对中国的具体影响。

１ 东亚将成为生物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鉴于东亚庞大的人口和有限的

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 这一趋势极大地反映了提高农民收入的要求。 尤其是中

国， 已经在生物技术上投入巨资， 并支持转基因食品的发展。 正在进行的和未

来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开发对气候变化影响具有更大抗耐性的作物品种。

２ 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对农业和全球粮食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 这种影

响力体现在几个方面： 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地位， 中国将在世界范围

内重新定义农渔业、 生物技术、 食品加工、 物流和食品贸易。 中国将继续通

过在发展中地区租赁或者购买土地来扩大在海外生产食品的比例， 生产成果

将出口到中国， 以确保粮食安全。

３ 亚洲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２０４０ 年， 东亚的食品价值

的很大一部分包括提供食品安全信息、 核实食品质量和可追溯性的能力。 符

合这些标准的食品将获得相当大的价格优势。 然而， 在这方面中国食品行业

还比较落后。 中国已经打开了进口食品的大门。 一个重要的成功案例就是阿

根廷 Ｓａｎ Ｃｏｒ 牛奶公司的配方婴儿奶粉已经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开始出口到中国。

４ 东亚为具有特殊性能的食品生产提供重要机会。 东亚具有食物保健

的悠久传统， 加上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这为 “功能性食品” 生产开辟了广

阔的空间。 这些功能性食品， 除了营养特性之外， 还包含能够促进健康、 减

少患病危险的生物成分。

５ 亚洲人口将越来越多地外出吃饭。 这种趋势在日本尤为明显， 原因

多样， 其中之一便是， 非婚的人数增多， 晚婚的也多。 还有就是家庭人口规

模减小、 更多的妇女参与工作以及西式快餐连锁店的渗透。 中国在未来几十

年可能也会经历类似的路径， 这意味着， 总体上来看， 食材零售市场会萎

缩， 而预制食品市场会兴隆。 此外， 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生产、 保存甚至运

送食品都会迎来新的机遇。

６ 亚洲食品市场将会更加分化。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东亚食品市场将

出现 “超级分化和小众化” 这一趋势。 基于东亚的人口增长、 人们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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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工资和更复杂的口味， 他们将会要求扩大特殊食品的种类。 这将产生多

个通过品牌、 风格、 营养价值、 种植方式或烹调方式细分的食品市场。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美国谷物理事会 （２０１１） 《食品 ２０４０： 东亚食品和农业的未

来》 整理。

统计链接： ｗｗｗ ｕｓｄａｊａｐａ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ｆｏｏｄ２０４０／ Ｆｏｏｄ％２０２０４０％２０Ｆａｃｔ％２０Ｓｈｅｅｔ％２０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中国食物消费模式也从小麦大米类转向动物蛋白类， 即达到营养转型的

第二阶段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中国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以牲畜为主）

的巨大需求， 远远超出国内的产能。 此外， 对动物蛋白日益增长的需求将增

加家畜的谷物消费， 这进一步增加了对农业用地需求的压力。 由于城市化进

程导致耕地逐渐减少， 土地日益荒漠化， 加上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种植具有更

高价格的水果和蔬菜 （Ｍｏｒｅｉｒａ， ２０１４）， 中国用于谷物种植的土地和水资源

非常有限。 随着人们对动物蛋白需求的增加， 牲畜消费的谷物生产却没能得

到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像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巴西和阿根廷等肉

类、 奶制品和蔬菜出口商来说， 前景一片光明。

多种情境都表明中国的饮食结构正在朝占比更多的肉类和油籽摄入转型

（见图 ５ －２）。 ＯＥＣＤ 对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关于消费、 进口、 土地使用和

其他方面的长期趋势 （Ｖｏｎ Ｌａｍｐ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Ｖｏｎ Ｌａｍｐｅ， ２０１５） 进行了研

究， 结果为拉美出口的机遇提供了更多论据。 总的来说， 该模型表明， 中国

的小麦和稻谷总热量摄取比例将减少２ 个百分点， 而肉类在消费中的比例将增

加 ０ ５ 到 １ 个百分点。 与基准国家中和中国有类似的消费路径的日本和韩国相

比， 中国的牛肉和鱼的人均消费量落后。 这表明中国将大量增加进口各种产

品。 ２０１４ 年， 中国人均每年的牛肉消费量只有３ ４ 千克， 而日本和韩国是８ 千克

左右。 中国鱼类产品的人均消费量是 ３６ ４ 千克， 而日本和韩国平均为 ５２ ３ 千克

（见图 ５ －３）。 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表明， 拉丁美洲的牲畜水产品、 油籽

出口商和生产商将在未来处于有利的地位， 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为拉丁美洲建立一个食品机遇指数

拉丁美洲出口商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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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　 中国农产品消费比例的变化预测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

注： 基于 ２０１０ 年数据。 竖线代表卡路里摄取量比例的绝对变化。
资料来源： Ｖｏｎ Ｌａｍｐｅ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Ｄ ／ ＴＣ ／ ＣＡ ／ ＷＰ （２０１５）
１ ／ ＦＩＮＡＬ。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４６。

的新的消费者需求和前景。 根据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农业展望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４ 年）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２０１５）， 中国不仅对牛肉和鱼的需求不断增长， 而且对糖、

家禽、 油和蔬菜等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 表 ５ － ２ 显示， 在未来十年，

中国的人均糖、 家禽和羊肉消费量将增加 ２０％ 以上， 而对鱼、 植物油、 蔬

菜和水果、 生鲜乳制品、 牛肉的需求将增长 １０％ ～ ２０％ 。 相反， 主食作物，

如大米和小麦的人均消费将降低。

“食品机遇指数” 通过抓取 １２ 种出口商品的潜在效应， 来反映有关新

兴消费趋势对拉美粮食出口国带来的潜在机遇。 这 １２ 种出口产品如表 ５ － ２

所示 （糖、 家禽、 羊肉、 鱼、 植物油、 蔬菜和水果、 生鲜乳制品、 牛肉和

小牛肉、 谷物粗粮、 猪肉、 大米和小麦）。 这 １２ 种产品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４ 年

的增长速度在该指数①中被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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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种产品均对应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 ＳＩＴＣ）。 每个国家的这一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是根据

２０１３ 年相应产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得出的。 图 ５ － ４ 根据 ２０１３ 年拉美 １８ 个国家的出

口， 描绘出这一指数值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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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３　 中国人均牛肉、 鱼和生鲜乳制品的消费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４ 年）

注： 水平线代表部分亚洲国家中的最高消费水平以及未来该产品社会需求的潜在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Ｄａｔｏｓ ｄ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ｓ Ａｇｒíｃｏｌａｓ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ｄｅ ｌａ ＯＣＤＥ ／ ＦＡＯ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ａｇｒ＿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２０１４ － ｅｎ ｙ ＦＭＩ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ｏｒｔ － ａｎｄ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５０。

表 ５ －２　 中国人均食品消费现状与预测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４ 年）

产品
人均消费量（千克）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４ 年增长率

（％ ）

糖 １１ ９ １４ １ １５ ５ ２９ ９０

家禽 １１ ４ １３ ２ １４ １ ２３ ７

羊肉 ２ ８ ３ ２ ３ ４ ２１ ３

鱼 ３８ ０ ４３ １ ４４ ８ １７ ６

植物油 ２２ ８ ２５ ０ ２６ ３ １５ ０

蔬菜和水果 ２２４ ５ ２５６ ８ １４ ４

生鲜乳制品 ２３ ６ ２５ １ ２６ ８ １３ ５

牛肉和小牛肉 ３ ６ ３ ８ ４ １ １１ ５

谷物粗粮 １１ ３ １１ ８ １２ ２ ８ １

猪肉 ３２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４ ４ ５

大米 ７６ ３ ７５ １ ７５ ０ － １ ７

小麦 ６５ ０ ６１ ８ ６０ ２ － ７ ４４

　 　 注： 蔬菜和水果的消费基于 Ｖｏｎ Ｌａｍｐｅ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２０１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ｇｒｉ －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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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４　 基于中国需求量的拉美食品机遇指数

注： 平均加权指数在 － ２ ４ 和 ２ １ 之间； 除了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的数

据来源于 ＳＩＴＣ 第四版。 洪都拉斯可用的最近的数据是 ２０１２ 年数据， 委内瑞拉可用的最近

一年的数据是 ２０１３ 年数据， 但是来源于 ＳＩＴＣ 第三版。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的计算基于联合国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和 ＯＣＤＥ ／ ＦＡＯ 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ａｇｒ＿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２０１４ － ｅｎ。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６２。

　 　 在满足中国未来十年的粮食需求上， 危地马拉和巴西的前景最好。

甘蔗是能够发展与中国未来的贸易关系的关键产品。 巴西的甘蔗在 ２０１３

年占出口总额的 ７％ ， 危地马拉的甘蔗占出口总额的 １３％ 。 其他相关产

品有危地马拉的棕榈油和巴西的牛肉。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

伦比亚也是三个糖类出口国。 它们还可以出口其他产品： 金枪鱼和大西

洋鲣鱼 （萨尔瓦多）， 鳄梨和芒果 （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牛肉 （哥伦比

亚）。 在未来十年， 这些产品都有助于这些国家加快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关系。

未来几年， 玻利维亚在满足中国粮食需求面前无所作为， 因为玻利维亚

的大多数出口产品是未磨的谷物， 在中国的需求增长的速度不快。 作为藜麦

的生产者和出口国， 玻利维亚可以满足中国和国际上对藜麦日益增长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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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这可能是一个小众市场， 因为藜麦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是为数不多的

植物粮食， 含有完整的蛋白质种类）， 缺少面筋， 并具有很高的纤维含量

（如上面提到的， 亚洲不断增长的对 “健康” 食品的需求是其消费增长潮流

的一部分）。 高度依赖牛肉出口的巴拉圭和乌拉圭， 正如表 ５ － ２ 所示，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４ 年可能会有 １１ ５％ 的增长。 它们准备提高牛肉产品贸易额。 现

在， 如果肉类出口国的产品 （包括家禽和羊） 能够实现多元化， 那将有利

于对中国的出口。

对不在群组国家的食品机遇指数的研究显示， 扩大某些群组国家的出口

大有可为。 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 初级产品出口国可以利用与中国签订的自

由贸易协定促进出口。 在智利， 鲑鱼养殖业是一个公认的成熟行业， 可以供

应国际市场， 因此， 与中国发展鲑鱼贸易将是很自然的一步。 在秘鲁， 扇贝

行业 （双壳软体动物） 也很有前景。 虽然这个产业规模较小， 但是秘鲁的

扇贝生产商对中国的出口在 ２０１２ 就增长了 ３００％之多。

要想利用食品消费变化趋势所带来的优势， 并且避免大宗商品价格的波

动， 拉美各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 帮助企业占据生产链中附加值最

集中的位置。 一些食品出口国的产品正是中国需求旺盛的产品， 其中包括具

有附加值的初级产品 （肉、 鱼、 蔬菜和水果）， 它们正在努力获得更大的市

场份额。

在第四章中， 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对拉美出口繁荣期对拉美的间接影

响。 首先， 影响了拉美厂家的竞争力。 中国出口到拉丁美洲的产品与当地生

产者的产品展开竞争。 不过， 这种影响是适度的。 其次， 影响涉及拉美贸易

的第三方市场。 中国的竞争威胁指数 （ ＩＡＣ） 一直高于预期 （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２００８；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３；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Ｒｅｉ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ｉｓｏ， ２００８；

Ｓａｎｔｉｓｏ， ２００７）， 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事实上，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扩张对

拉美出口到第三国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种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中的不

利影响强度各异。

最后， 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一直是积极而适度的。 近期初级

产品价格周期 （从 ２００３ 年起） 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影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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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中国的需求能否带来原材料的未来繁荣， 目前尚不十分明确。 学者

们提出了各种研究方法， 来评估中国的需求对商品价格的影响。 一个被普遍

接受的方法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 “中国效应”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２０１１）①。 用这

种方法来估计， 中国对全球商品价格的影响小于 １０％ 。 总体而言， 在 ２１ 世

纪前十年， 中国的附加需求主要影响了矿物、 矿石和金属的价格 （平均价

格上涨了 １０％ ～２５％ ）， 其次是食品， 最后是在较小程度上影响了石油、 森

林产品和肉类的价格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２０１１）。

总体来说， 原料的净出口国是从最近大宗商品繁荣中获益最多的国家，

但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 根据每个国家的进口或出口情况， “中国效应”

让拉美国家或多或少都能获益。 总的来说， 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 年， 受益最多的

国家是矿产出口国， 如秘鲁和玻利维亚， 其次是石油出口国， 如委内瑞拉和

墨西哥。 “中国效应” 对中美洲国家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和

巴拿马） 不利， 因为更高的出口价格被进口价格的上涨抵消了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ｙ

Ｄａｙ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５）。 当前， 由于原材料价格稳定在较低水平， 这一趋势

似乎得到扭转。 正如在过去几十年里， 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在未来十年的变动

将决定中国需求的净效应。

结构转型和竞争力

国内可用技术的扩展和升级目前是而且将继续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模

式转型的主要基础。 尽管和 ＯＥＣＤ 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但是中国各个级别的

受教育的机会都在显著增加， 特别是在学前教育、 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 此

外， 中国正在采取措施， 提高教育质量， 让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 预

计这将在未来几年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从世界工厂华丽转变成创新领导

者， 其政策的重点就是竞争力， 因此， 中国的竞争力在中长期内预计将进一

步得到提升。

提高教育质量和竞争力， 使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和克服 “中等收入

１７１

① 考虑到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的情况， 在评估中国方面对价格的

影响时， 可以采用不同的商品。 显然， 在评估中国对价格的影响时， 必须考虑拉丁美洲出

口的每一项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弹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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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等方面均超越了拉丁美洲。 由于缺乏新的改革政策， 拉美可能会受

到中国基于竞争力转型的较大影响， 会面临强有力的竞争， 尤其是在关键的

生产性和多元化发展领域。 然而， 中国的转型也可能为拉美带来新的机会，

因此， 拉美地区应该准备好迎接中国转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本部分将讨论以人力资本 （教育和竞争力） 的强劲增长和先进的经济

模式为基础的中国在全球化和一体化中如何影响拉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

力， 以及如何克服 “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对全球人才的贡献停滞：全球财富转移中的竞争力维度

中国重视教育和竞争力。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

越大， 而拉丁美洲在全球人才库中的权重下降。 在未来的全球财富转移过程

中， 新兴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全球财富转移取决于各个

经济体的投资和增强竞争力的能力， 这将提升创新能力， 带来经济的多元化

发展。 在这方面， 中国在未来几年正准备成为竞争力储备雄厚的经济强国，

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 将分别为全球人才库提供 ２０％ 和 ２３％ 的受过高等教

育的劳动力 （见图 ５ － ５）。 而拉丁美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全球人才库中

所占的比重预计将下降至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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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０ 年不同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口 （２５ 岁以上） 在全球人才库中所占的比重

注： 由于缺少数据， 图中不包括印度。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ａ） 计算，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３０３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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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趋势是：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家。 相比

于拉丁美洲， 中国的劳动力量多质好。 中国强调知识和竞争力， 因此， 在基

准情境下，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１ ２５ 亿， 而拉丁美洲

到 ２０３０ 年，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 ９０００ 万。

这些预测①表明，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中拉最近几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

的变化 （见图 ５ － ６），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比拉美要快得

多。 在加速毕业的情境下， 中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劳动力增长得也会更

快， 而中拉之间的差距也将继续扩大， 尽管目前中国和拉美的大学毕业生数

目之差仍较小。 基于这些假设， 在基准情境下，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总量到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总人数的 ２１％ ， 与目前澳大利亚的水平相近； 而在加

速毕业的情境下，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总量到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总人数

的 ２６％ ， 与目前的德国相近。 在基准情境下， 拉丁美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劳

动力占总人口的 １９％ 左右， 与目前奥地利的水平相近； 而在加速毕业的情

境下， 拉丁美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 ２１％ 左右， 与目前澳大

利亚的水平相近。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拉丁美洲产生强劲的影响。 中国将在

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多高附加值的环节， 将有能力生产更加精密的产品和创

新型产品， 提供更加精细的服务和创新型服务。 而拉丁美洲可能在这些领域

面临更大的困境， 只能生产附加值更低的产品， 处于生产链的低端。

除了竞争力提升之外， 拉丁美洲和中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 质量、 相关

性及适应经济的竞争力可用性。 虽然中国和拉美目前的竞争力池都在扩张，

但是问题是中拉是否都具备将知识和竞争力的提升转换成生产力的提升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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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５ － ６ 显示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３０ 年两种情境下中国和拉丁美洲年龄在 ２５ 岁以上、 受过高等教育

的预计人数。 该项预测以 ２０１０ 年 （或者以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

（存量） 为基础， 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的数据进行计算， 然后假设每年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数 （流量） 的两种不同路径： ｉ） 基准情境假定到 ２０３０ 年之前， 每年的流量呈线

性增长 （也就是说到 ２０３０ 年之前每年的流量等于 ２０１３ 年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 ｉｉ） 高

毕业率情境假设到 ２０３０ 年之前各国的流量的增长率呈递减趋势： 此间 ｔ ＝ １， 增长率等于

可以获得数据的最近 ５ 年的年均增长率 （ＡＡＧＲ）， 然后每年的增长率为 （ＡＡＧＲ） ＾１ ／ ｔ，
其中 ｔ 是每一个年份与参考年份 （２０１３） 年之间的差值 （例如， ２０１３ 年时 ｔ ＝ １， ２０１４ 年

时 ｔ ＝ ２， …， ２０３０ 年时 ｔ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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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６　 中国和拉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预测 （２０１３ ～ ２０３０ 年）

资料 来 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 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 计 算，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９８７。

产力的创新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的能力。 因此， 教育的质量、 知识和竞争

力、 根据知识门类的劳动力分配情况、 竞争力的供给和需求相互契合， 都是

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质量方面， 中国的教育体系的表现要优于拉美和很多 ＯＥＣＤ 国家。 如

ＯＥＣＤ 的 ＰＩＳＡ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表明： 中国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比拉丁

美洲的中学生要强 （见图 ５ － ７）。

中国学生的知识与竞争力比拉美学生更加均衡， 学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

不同的学科领域。 而且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 专业的毕业生所

占比例较高。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专业通常被视为与先进的生产系统需

求直接相关的教育学科， 可以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率。 在中国， 几乎一半的

学生更喜欢学习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专业， 这与拉美学生集中在人文科

学、 社会科学、 法律和教育学科 （见图 ５ － ８） 有很大不同。 这可能对未来

产生影响， 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知识竞争力， 会培养出大量具有大专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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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７　 中国和拉美的中等教育质量： ＰＩＳＡ 阅读考试成绩

注： 根据阅读成绩对国家和省份进行排名。 除了 “中国上海” 和 “中国 １１ 个省份之

外”， 其他都包括职业中学。 中国的样本取自 １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北京市房山区、 天

津、 海南、 河北、 湖北、 江苏、 吉林、 宁夏、 四川、 云南和浙江）。 为了覆盖中国 １１ 个地区

的成绩， 中国采用 ＰＩＳＡ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除此之外其他地区采用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 ＰＩＳＡ 数据库和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ａ），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ｐｉｓａ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１９９８。

凭的劳动力， 他们将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创新。 与之相反， 拉丁美洲不仅会

缺少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专业的人才， 而且学科领域的不平衡会导致工

人的技术和经济需求之间不匹配。

拉美地区的雇主在用工时会比中国雇主遇到更多的困难。 拉美地区用工

难度大闻名于世 （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４；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２０１５）

（见图 ５ － ９）。 有证据表明， 中国也面临这方面的困难， 但是难度低于全球

和拉美的平均水平： ２２％的中国企业认为填补空缺职位有困难， 而世界平均

水平是 ３８％ ， 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略高于 ５０％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５）。

这表明， 相较于拉丁美洲， 中国的知识竞争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匹配得更

好。 然而， 这种均衡可能会掩盖劳动力可用类型和经济所需要的竞争力之间

的矛盾。 中国和拉美似乎都特别需要具备软性竞争力和技术能力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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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８　 中国和拉美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的专业分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
以及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 的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０７。

在中国大学毕业生 “我的职业竞争力” 的调查中发现， 软性竞争力是学生

求职最重要的竞争力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５ｂ）。 与此类似， 拉美地区的雇主也认为

更难找到具有软性竞争力和技术能力的工人。 竞争力缺口在这两个地区都存

在， 随着经济结构更加完善和成熟， 这种缺口会更加明显。

图 ５ －９　 竞争力缺口： 企业用工难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ｓｕｒｖｅｙｓ。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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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 中国比拉美国家更有潜力成为以知识竞争力为基础的

快速增长的国家， 更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 为经济转型培养高竞争力劳

动力。

拉美确保比较优势的挑战更大， 在价值链的许多环节与中国的竞争将进

一步加剧。 中国将成为更发达的国家， 提供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和制成

品。 同时， 中国将保持在更多的标准制造业中的竞争力。 中国可能扩大有效

竞争的领域， 从而使拉丁美洲难以保持自己的比较优势。 当然， 中国的转型

也可能为拉丁美洲创造机会， 这些机会是： 高质量的服务， 高附加值的自然

资源出口， 或者更加注重新的经济需求。

竞争力对于从技术变革中获益来说至关重要， 这些技术变革将改变工作

性质。 技术进步是中国和拉丁美洲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的重点。 这两个

地区似乎都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 其中， 旧的经济驱动引擎如劳动力要素

的积累已经不足以维持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中国人口结

构的变化，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 其需要新的经济增

长引擎。 技术变革， 特别是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的应用， 对于提高生产率

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于拉丁美洲。 除了传统的研发指标之外， 中国

正在占领新的技术进步高地。 近年来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

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改进生产工艺， 显著提高生产率， 其有望成为增长

的强大动力。 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拉丁美洲，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机器人最大的市场 （ ＩＦＲ， ２０１４）。 在拉丁美洲， 只有墨西哥和巴西脱颖

而出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２０１３ 年， 墨西哥的机器人购买量增加了 ３０％ ，

而巴西尽管机器人购买量下降， 但在 ２０１３ 年仍购买了大约 １３００ 台机器人

（ＩＦＲ， ２０１４）。

快速的技术发展可能给拉丁美洲带来挑战， 由于生产自动化或机器人化

可能对经济产生强烈冲击， 对拉美地区尤其如此。 因为在拉美， 贫困、 不平

等、 非正规就业和新兴的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可能会因为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

低竞争力工人而变得更加严重。 同时， 拉美地区对高科技产品， 特别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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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产品的需求可能会扩大， 对中、 低端科技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 这种情

况在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可能发生。 在不平等情况严重的地区， 竞争力需求的

变化将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 此外， 科技可能扰乱劳动力市场， 从而直接影

响脆弱的新兴中产阶级， 使他们重新陷入贫困之中。 最后， 科技使效率低下

的市场更加难以生存： 它将对非正规部门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拉丁美洲低学

历劳动力、 低竞争力的非正规部门特别庞大。

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使拉丁美洲面临竞争力的重大挑战。 非正规就业是

拉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 因而会增加竞争力造成的挑战的复杂性

和影响力。 新技术可能会造成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大量失业。 可以肯定的

是， 如果工人的竞争力得不到显著提高， 那么正规部门很难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 此外， 以上所述的拉美地区的竞争力缺口只是基于对正规部门的观

察， 如果加入非正规部门， 那么竞争力缺口将更大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４）。 因此， 必须制定措施来应对竞争力带来的挑战， 改善非正规就业

的规模。

一般来说， 拉丁美洲的正规就业率很低。 被研究的 １９ 个拉美国家

中， 只有 ４５％ 的工人 （１５ ～ ６４ 岁） 拥有社会保障 （Ｂｏｓｃｈ，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Ｐａｇｅ， ２０１３； ＯＥＣＤ ／ ＩＤＢ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换句话说， 大约 １３０ 万工

人不参与任何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当他们失业、 生病或退休之后， 会非

常脆弱。

正规就业水平低和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有关。 教育水平对参与养老金计

划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 教育程度越高， 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可能性越大。 在

拉美地区， 受过 ８ 年或 ８ 年以下教育的工人中， 只有 ２２％参与养老金计划。

而受过 ９ ～ １３ 年教育的工人中， 有 ４２％参与养老金计划， 受过 １４ 年以上教

育的工人中， 有 ６８％参与养老金计划。 在研究过的 １９ 个拉美国家中， 女性

参加养老金计划的比例是 ５６％ ， 而男性是 ８３％ （ＯＥＣＤ 国家， 女性平均是

６２％ ， 男性是 ８０％ ）。 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也会影响就业的正规性。 所有拉

美国家中， 收入最高的 １ ／ ５ 的工人参与养老金计划的比例最高， 为 ８０％ ～

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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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投资渠道：贷款和企业国际化

随着中国企业的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加快， 过去十年间中拉之间

的融资渠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中国对拉美提供的贷款已成为拉美外部

融资的最重要来源， 超过已经在该地区扎根的国际金融机构。 此外， 中国的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已经从传统行业如采矿业转移并扩大到多个行业， 包

括电信、 环保技术和银行业。 这些趋势表明， 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这两个地区

之间的金融和投资联系。

中国再平衡的过程意味着国内投资将大量萎缩， 这有利于资金向其他地

区流出。 根据预测， 中国和拉美之间投资存量在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２５００ 亿美

元， 大大超过 １０ 年前的投资存量 ９９０ 亿美元。 在未来几十年， 中国由于吸

收国内投资的能力有限， 将不得不为其过剩的储蓄寻找新的出路， 因此， 海

外投资和融资将会增加。 此外， 中国的基础设施、 电信和服务公司的剩余产

能都将会转移到国外市场， 比如拉丁美洲①。 作为资本的净出口国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 中国在为拉美其他部门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作用可能更加

重要。

拉丁美洲的国际融资：中国贷款的作用②

如果说在财富转移的第一阶段中贸易渠道最为重要， 那么在财富转移的

第二阶段， 金融渠道将是关键途径。 本节将考察中国对拉美的融资作用， 研

究中国贷款成为拉丁美洲传统的融资工具 （例如， 债券市场和国际金融机

构） 的过程。 此外， 我们将着重从发行人 （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

中国进出口银行）、 资本的成本、 期限和贷款条件的角度， 研究中国对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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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增加对拉美的投资承诺是通过不同的贸易与合作协定来实现的， 其中包括巴西的

Ｃｏｒｒｅｄｏｒ Ｆｅｒｒｏｖｉａｒｉｏ Ｂｉｏｃｅáｎｉ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秘鲁的 Ｉｌｏ 港口，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发展集团

（ＨＫＮＤ） 的尼加拉瓜运河建设项目以及建立产业合作特别基金。
本节是由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ｙｅｒｓ （美洲对话组织） 整理起草的。 中国贷款的数据来自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和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其他金融贷款方的信息来自各自的年报和 Ｄｅａｌｏｇｉｃ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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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结构。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是互补性的， 而不是替代性的。 中国的贷款主要提供

给资本市场准入成本高、 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数额非常有限的国家。 此外， 中

国偏向于资助少数的特殊行业 （如基础设施、 能源和采矿业）， 这有别于传

统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涵盖更加广泛的活动和

部门。 未来中国在拉美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维稳作用值得继续深入

探讨。

拉美国家的资金来源通常与不同的政策目标挂钩。 在拉丁美洲， 三

类关键的行为体决定国际融资的准入： 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机构

（如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以及国外公共金融

机构 （ ＩＦＰ）， 如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 同时， 国际金融市场有两个组

成部分： 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 一般情况下， 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没有

特定的政策目标。 但是， 债券的价格受发行国的信用风险影响。 国际金

融机构的情况则相反， 贷款往往与具体的政策挂钩， 此外， 还通常附带

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提供技术援助。 最后， 国外公共金融机构

的贷款， 无论是开发银行还是其他机构的贷款， 都与该国的具体项目或

公司捆绑。 中国的银行并不向贷款接受国政府强加任何政治条件， 但是

要求它们采购中国的设备、 用在中国的企业身上， 或者附加石油销售协

议。 中国的融资也设置一系列的环境准则， 但是这些环境准则并不受西

方同类准则的制约。

虽然资金的主要来源仍是债券市场， 一些拉美经济体的双边贷款近年来

仍有所增加。 和中高收入国家类似， 拉美国家大约 ６０％ 的融资来自债券市

场， 双边贷款约占全部国际融资存量的 ８％ 。 这个比例自 ２００５ 年起就一直

保持稳定 （见图 ５ － １０）， 不过， 在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 双边贷款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大大增加。 例如， 多

米尼加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的双边贷款的比重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分别增长了

１２ ～ １６ 个百分点。

中国融资的作用从 ２０ 世纪末才开始凸显， 这一趋势一直在加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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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０　 拉丁美洲和中高收入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融资来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国际债务统计，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Ｄｅｂｔ％２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２９。

逐渐变成了一些拉美国家的主要融资来源国①。 据估计， 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贷款是双边和多边贷款等国际融资的主要形式 （见

图 ５ － １１）。 在 ２０１０ 年， 中国的融资在以下两个项目中尤其重要： 首先，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委内瑞拉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 （ＢＡＮＤＥＳ） 和委内瑞

拉国有天然气和石油公司 （ ＰＤＶＳＡ） 提供了 ２００ 亿美元贷款， 资助与石

油生产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 阿根廷政府申请了 １００ 亿美元的中

国贷款， 以更新铁路系统。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超过 ２２０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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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贷款与其他金融渠道的对比并不那么简单， 数据的出入很大。 资本市场的数据来源于

不同的渠道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ＦＳ ＩＭＦ， ＢＩＳ， Ｄｅａｌｏｇｉｃ）， 包括发行数量、 原发性和

次级债券利差、 承销费和到期日等信息。 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特点可从年报中获取， 某些

双边信贷来源于国家公共银行 （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 为了考察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贷款，
研究者努力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以便提供贷款规模、
发行人、 用途和借款人等有用信息， 这样与拉美的其他金融渠道就有了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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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长 ７１％ ①。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据称中国在拉美新增数十亿美元

的授信，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主要的金主， 除此之外，

中国的一些商业银行也在拉美增加了业务②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Ｉｒｗｉｎ ａｎｄ Ｋｏｌｅｓｋｉ，

２０１２）。

图 ５ －１１　 拉美的贷款： 双边和多边贷款

注： 中国的贷款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世界银行贷款是指国际

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贷款承诺。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是指贷款承诺， 美洲

开发银行的数据包括贷款和批准的担保。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各家机构的年报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美洲开发

银行、 世界银行） 以及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和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 有关

中国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３５。

中国的融资对传统上由传统国际金融机构 （ＩＦＩ） 提供贷款的经济部门和

国家形成了补充。 与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不同，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基

础设施、 能源和采矿业。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银行提供的所有融资业务都涉及以

上所述部门。 相反， 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美洲开发银

３８１

①

②

相比之下，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的银行只发行了 ３５０ 亿美元的新债券， 为 ２００５ 年中国开始向拉美

地区扩大贷款以来的最低。
２０１４ 年， 在中国对拉美的贷款中， 中国进出口银行占 ４８ ２％ ， 国家开发银行占 ３０ ７％ ， 其

余为各家商业银行， 如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首

次发放贷款， 与美洲开发银行建立一项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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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 ６０％以上投向了金融市场、 教育、 卫生、 环

境和公共管理领域 （例如， 政府现代化、 宪政和正义国家）。 应该指出的是，

中国的贷款集中在那些历来不能获得大量双边和多边融资的国家。 接受中国

资助最多的国家是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它们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接受的贷款占中国对拉美贷款总额的近 ９１％ ①。 委内瑞拉是最活跃的借款

方， 自 ２００５ 年起， 已接受中国 ５６３ 亿美元贷款，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 ４７％ 。

其次是巴西 （１９％ ） 和阿根廷 （１６％ ）。 国际金融机构在拉美的业务操作各

不相同。 在 ２０１４ 年，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有 ９０％投向南美， 而美洲开

发银行资助的项目有 ７０％ 以上集中在巴西、 墨西哥和秘鲁。 总体而言， 中

国的贷款和传统的多边融资在拉美地区的国家覆盖面方面是互补关系。

从中国借贷的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成本很高， 所以中国的资金集

中在具有较高风险的国家 （以全球资本市场的传统风险测评方法衡量）。 这

些国家的主权债券息差更高 （见图 ５ － １２）， 平均为 ６８０ 个基点， 而拉美其

他国家的主权债券息差只有 ２２５ 个基点。

与大宗商品挂钩的贷款正在增加， 降低了中国贷款的违约风险。 目前，

近 １５％的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都包含了与大宗商品挂钩的条款， 尤其是对厄

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贷款。 中国用贷款换取石油和采购中国设备， 以减少借

款方的贷款成本， 否则借款方可能无法偿债。 以石油换取贷款的贷款协议一

般包括一份贷款协议和一份石油销售协议， 涉及双方的国有银行和国家石油

公司。 中国的银行为石油出口国提供贷款， 石油公司则承诺在贷款期内， 以

市场价格向中国出口石油。 中国石油企业按市场价格购买石油， 并将购油款

存入它们在中国国有银行的账户中。

中国的银行的融资成本并不比国际金融机构低。 虽然很难对融资成本进

行比较， 但是中国的贷款利率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相当或甚至高出后

者。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比世界银行更加严格， 息差也比世界银行

更高。 相反，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比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利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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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更多信息可浏览中国—拉美金融数据库，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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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２　 拉美债券息差和中国的贷款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平均）

注： 玻利维亚的主权债券息差的可用数据是 ２０１３ 年以后的， 巴哈马、 圭亚那、 洪都拉

斯和牙买加的息差数据不可获得。
资料来源：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ｈｔｔｐ： ／ ／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ｅｎ ｈｔｍｌ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４９。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Ｉｒｗｉｎ ａｎｄ Ｋｏｌｅｓｋｉ， ２０１２）。 另外，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厄瓜多尔的公共外

债统计公报的信息， 中国的贷款利率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的开发银行大

致持平。

不过， 中国借贷成本仍比资本市场的借款成本低， 而且国家间的歧视

（从违约风险的角度） 也没债券市场那么严重。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大部分情况

下， 在拉美国家中， 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中国发放贷款之日） 比支付给中

国的银行的利率更高 （见图 ５ － １３）。 这也反映出， 违约风险高的国家， 在

债券市场中的融资成本非常高。 此外， 中国的银行对不同的拉美国家没有太

大歧视。 实际上， 在债券市场中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标准差 （中国发放贷款

之日） 是中国的银行的贷款利率标准差的 １ ８ 倍。 不管贷款是否与大宗商

品挂钩， 这一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拉美金融业中的存在引发其在拉美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随着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 贷款成本对主权债券的影响可能会受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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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拉丁美洲融资成本： 中国的贷款 ｖｓ 主权债务

注： 主权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是根据 ＪＰ 摩根精简的到期收益来计算的。 ＥＣＵ 指厄瓜多尔， ＶＥＮ
指委内瑞拉， ＡＲＧ 指阿根廷， ＧＲＩ 指哥斯达黎加， ＢＲＡ 指巴西， ＣＯＬ 指哥伦比亚， ＭＥＸ 指墨西哥。

资料 来 源：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ｈｔｔｐ： ／ ／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ｅｎ ｈｔｍｌ 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５８。

疑。 在基准情境下， 由于中国的贷款无法与传统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做直接比

较， 绘制收益率曲线十分困难。 另外， 由于拉美不同国家的违约风险不同，

债券的价格更加分化 （见图 ５ － １２ 和图 ５ － １３）。 中国贷款对拉美地区的资

本重新配置会起到一个信号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除了中国对拉美的贷款之外， 最近几年中国对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也非

常重要。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拉美国家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并非仅

有中国一家。 不过， ２０１４ 年， 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 （１５３０ 亿美

元） 比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１６％。 南美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掘业和自

然资源行业 （即在智利、 哥伦比亚和秘鲁的采矿业，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和

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 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制造业 （如汽车和电子产品） 和服

务业也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 一般情况下， 服务业， 特别是电信、 金融服务、

能源分销和零售贸易， 能够吸引相对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见图 ５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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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４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２０１０ 年） 和

拉丁美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注： 南美国家有阿根廷、 玻利维亚、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乌拉圭， 加勒比国家

有多米尼加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各国的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 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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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居世界第三位， 与美国和欧盟

（３４８０ 亿美元） 并驾齐驱。 然而， 中国对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 （见图 ５ －

１４） 与其他地区相比， 仍然相对较低。 部分是由于中国商务部收集到的官

方数据不全。 近年来， 在统计中国对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时必须考虑三个

重要因素： 首先， 有不少企业通过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和其他金融中心对

拉美进行投资。 ２０１１ 年， 中国香港、 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３） 合计占中国对拉美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为 ７９％ 。 其次， 一些

拉美国家统计外国直接投资额的来源国， 这使得计算中国对拉直接投资更加

困难。 最后， 通过境外控股子公司进行投资很常见。 例如， 中国在巴西最重

要的投资之一是中石化收购雷普索尔巴西公司 ４０％ 的股权 （超过 ７０ 亿美

元）， 但因为中石化的子公司位于卢森堡， 所以被计入为卢森堡的外国直接

投资。 尽管数据有限， 现有的资料表明， 中国公司已经参与到一些拉美国家

的核心部门， 如中国在巴西的投资领域已经涵盖制造业和电力行业。

表 ５ －３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４ 年大型合并或收购案

序号 公司 来源国 收购的资产
资产

所在地

收购方

所在地
行业

总金额

（百万美元）

１
中国五矿及其

合作伙伴
中国

邦 巴 斯 铜 矿

项目
秘鲁 瑞士 采矿 ７００５

２ 荷兰皇家壳牌 荷兰
液 化 天 然 气

项目

秘鲁、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

西班牙 石油 ４１００

３
西班牙天然气

公司
西班牙

通用电力公司

（５４％ ）
智利 智利 电力 ３３００

４ 桑坦德银行 西班牙
巴西桑坦德银

行（１４％ ）
巴西 巴西 金融 ３１９９

５ 中石油 中国
巴西能源比率

公司
秘鲁 巴西 石油 ２６００

６ ＰＰＧ 工业 美国
Ｃｏｎｓｏｒｃｉｏ
Ｃｏｍｅｘ ＳＡ

墨西哥 墨西哥 基础设施 ２３００

７ 伦丁矿业公司 加拿大
Ｃａｎｄｅｌａｒｉａ 铜

矿（８０％ ）
智利 美国 采矿 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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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公司 来源国 收购的资产
资产

所在地

收购方

所在地
行业

总金额

（百万美元）

８ 普洛斯公司 新加坡
３４ 个 工 业

物业
巴西 巴西 房地产 １３６８

９ 合作银行 智利 Ｈｅｌｍ 银行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银行 １３２０

１０ Ｍｉｌｌｉｃｏｍ 公司 瑞典

麦德林公共公

司的电话业务

（５０％ ）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通信 １３００

１１ 欧卫通信 法国
墨 西 哥 卫 星

公司
墨西哥 墨西哥 通信 １１４２

１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

美国 巴西基塔公司 巴西 巴西 通信 １０１２

１３
Ｍｕｂａｄａｌ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ｉｇｕｒａ
Ｂｅｈｅｅｒ

阿联酋和

荷兰

Ｐｏｒｔｏ Ｓｕｄｅｓｔｅ
铁矿石港口

（ＭＭＸ）（６５％）
巴西 巴西 基础设施 ９７１

１４
布鲁克菲尔德

资产管理
美国

ＶＬＩ 公司

（２７％ ）
巴西 巴西 交通 ８４５

１５ Ｃｅｌｓｉａ 公司 哥伦比亚 ７ 个发电厂
哥斯达黎加和

巴拿马
法国 电力 ８４０

１６ 培生集团 英国 Ｍｕｌｔｉ 集团 巴西 巴西 教育 ８２９

１７ 三井 日本
Ｊｉｒａｕ 水电站

（２０％ ）
巴西 法国 电力 ７５０

１８ 合众集团 瑞士 Ｆｅｒｍａｃａ 公司 墨西哥 美国 基础设施 ７５０

１９
沃 尔 格 林 和

ＫＫＲ
美国

Ｆａｒｍａｃｉａｓ
Ａｈｕｍａｄａ 公司

智利和墨西哥 墨西哥 商业 ７４０

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
工商银行

（７２％ ）
巴西 巴西 银行 ７２５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３８２１５ ／ Ｓ１５００５３４＿ ｅｎ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４。

按部门分析：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土地

中长期内拉丁美洲对基础设施有着迫切的需求。 中国的融资和投资已成

为帮助该地区改善基础设施的重要资金来源。 如果拉美缩小与其他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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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 经济增长率将提高 ２ 个百分点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éｎ， ２０１０）。 为了满足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拉美国家

每年应投入 ＧＤＰ 的 ５ ２％ ， 若想达到某些亚洲经济体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的基础设施水平， 则需要投入 ＧＤＰ 的 ７ ９％ （Ｐｅｒｒ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Ｓáｎｃｈｅｚ， ２０１１）。 这些资金将被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 （５２％ ） 和维护

开销 （４８％ ）。 然而， 在 ２０１２ 年， 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连 ＧＤＰ

的 ３ ５％都没有达到 （ＣＡＦ， ２０１５；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４）①。

另外， 由于拉丁美洲的高度城市化 （其人口的 ８０％集中在城市）， 预计

到 ２０５０ 年拉美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９０％ （ＯＥＣＤ ／ ＩＴＦ， ２０１３）。 通过模拟运输

量、 运输模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能够预测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政策行

动的空间。 在基准情境中， 按照现有的主要趋势， 拉丁美洲城市交通将快速

增长， 到 ２０３０ 年将翻番， 与旅客运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 ２０３０ 年将增

长 １５０％ 。 在城市扩张的情境中， 考虑到拉丁美洲的道路基础设施和公共交

通模式的发展， 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 ３ １ ～ ３ ６ 倍。

中国正在高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在未来几年， 中国的基础设施将继

续延伸到海外。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基础设施行业对于支

持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转型至关重要， 顺利的话， 中国将减少对出口行业

的依赖， 而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 中国已经开始逐步出口与基础设施相关的

服务 （见专栏 ５ ２）， 确立基础设施资金提供方的地位。

专栏 ５ ２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在亚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模式

作为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的一部分， 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推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统称为 “一带一路”。 这是中国

政府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 旨在将中国的基础设施网延伸至海外， 从东南亚

一直延伸到欧洲。 该计划的重点是将公路和铁路、 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从中

０９１

① 这是对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 墨西哥和乌拉

圭的平均投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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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部连通到亚洲和欧洲， 还将在东南亚、 非洲东部和地中海沿海建设港口

和海上项目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５）。

丝绸之路涵盖的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占中国出口的

３３％ 、 进口的 ２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有不同

的专业化模式， 贸易方式的多元化体现在对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的比例方面

（中亚 ７０％ ， 中东和北非 ６０％ ， 其他地区 ５％ 以下）。 丝绸之路中的不同区

块在供应链中的位置不同， 这为中东和欧盟提供了加快融入包括中国在内的

供应链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潜在机遇。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３３％ ， 这显

得非常重要， 而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工作岗位中有 ４６％是来自 “一带一路”

国家的投资的贡献。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推动， 中国加大对 “一带一

路” 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推动了贸易一体化， 潜在地增加了中国面向这

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 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外国直接投资联系。

资料来源：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 ｏｎｅ － ｂｅｌｔ － ｏｎｅ － ｒｏａｄ。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巴西和秘鲁。 许多中国公司已经

签订了基础设施建设合同， 这是不计入外商直接投资的， 一般与中国的银行

融资挂钩。 比如，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阿根廷提供 ２１ 亿美元贷款， 来建造

一个支持农业活动的铁路项目。 两洋铁路目前处于讨论过程中， 这涉及建设

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长达 ３５００ 公里的铁路线。

中国与拉美在电信领域的合作自 ２１ 世纪初就已经开展。 中国电信品牌

已经逐步进入拉美市场。 两家大公司———华为和中兴， 对拉美进行了大规模

的投资， 另外还有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公司和大唐集团等。 巴西在拉美电

信网络部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为已经进入拉美 １４ 个国家， 成为

该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 并在中美洲拥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特

别是在市场营销和技术援助中 （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４）。 中国通信企业根据其在中国

市场的经验， 为拉美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的电信公司最初的目标市场是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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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巴西和阿根廷等这样的大市场， 而现在也进入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玻

利维亚、 尼加拉瓜和古巴这些相对较小的市场中。 它们的服务范围一开始是

移动电话和调制解调器， 现在已经为当地主要的电信运营商提供更复杂的电

信网络。

中国还进入了拉美电力市场， 中国企业不仅提供传统的电力供应服务，

还提供了可替代能源的供应服务，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有所斩获 （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年， 中国企业收购巴西七家电厂和 Ｉｂｅｒｄｒｏｌａ 在巴西的子公司，

显示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兴趣。 另外， 中国在拉美兴修水电设施， 在投资和

劳务输出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国家电网和中水电在阿根廷、 巴西、 哥斯达黎

加、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都有水电项目 （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４）。

中国企业正在充当拉丁美洲绿色技术的供应商的角色。 近年来， 中国在

风能和太阳能供应领域的份额增加。 阿根廷、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已与中

国的风机制造商签署了创新可持续能源方案合同。 其中的一些项目， 如巴西

的风机项目， 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资金。 每个项目的投资额是 ５０ 亿 ～

５００ 亿美元 （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４）。 智利是中国风机企业进入拉美的关键切入点， 中

国企业投资 ９ 亿美元在阿塔卡马沙漠建造了一座产能为 ３００ 兆瓦的光伏电

站， 该项目既满足了中国的光伏板过剩产能 “走出去” 需求， 又满足了智

利的能源多元化的需求。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智利已经进口了约 ４０ 亿美元的光伏

板， 占其总库存量的一半 （Ｂｏｒｒｅ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中国与墨西哥 （锡那

罗亚州和杜兰戈州）、 哥斯达黎加也签署了金额较小的相关协议。

除了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 中国对拉美农业领域的直接投资专注于购买

土地， 也参与了一些农业产业供应链的建设。 尽管现在普遍认为， 中国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以来便系统地收购拉美土地， 但是中国企业至今购买或租用的

用于种植业的土地只有 ７００００ 公顷多一点 （Ｍ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ｉｅ， ２０１５）。 即使算上

大宗采购， 中国收购的土地还不到拉美可耕地面积的 ０ ２％ ①。 此外， 中国

农业部对于农业投资的指导方针是在生产、 加工、 物流上加强投资，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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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根据 Ｍｙｅｒｓ 和 Ｊｉｅ （２０１５）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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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 例如， 中粮集团在智利进行葡萄酒投资， 旨在收购外国公司， 以确保

大豆、 小麦和糖等初级产品的供应。 参与购买 ／租赁拉美土地的中国公司有

小型的民营企业 （鹏欣和浙江福地）， 也有大型国有企业 （中粮集团、 中国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融资和投资的视角：行业和国家的目标以及多元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给予拉丁美洲的融资约有 ８０％ 用于基础设施， 其

中大约 ４５％用于包括公路、 铁路、 火车、 地铁和机场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 而能源项目只占 ２０％ 左右。 中国已资助 （部分或全部） 了水坝、 管

道和 ／或风机的建设。 电信部门占中国给予拉丁美洲的融资总额的 ７％左右。

剩余部分的投资用于初级产品， 特别是中国铝业在秘鲁的铜矿公司 （约

９％ ）， 以及企业经营和营运资金管理的部门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一些贷款的条件就是项目中应涉及中国基础设施企业。

展望未来， 中国在拉美的融资会呈现几种不同的情境。 国家和行业是中

国融资策略的中心 （见表 ５ － ４）。 第一种情境是： 当前中国融资集中的国家

和经济部门， 特别集中在较难获得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及部门， 大部分

投资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其他情境则是： 中国对拉美融资将更加多元化，

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中， 也体现在地域范围中。

表 ５ －４　 中国对拉美融资的不同情境 （分部门和国家）

国　 家

传统的 多元化的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额外的国家

行业

目　 标

多元化

基础设施 （包括交通、
能源和通信）

采矿业

科学和技术创新

绿色能源

信息技术

情境 １（当前）
情境 ２（基准情

境）

情境 ３（新行业）
情境 ４（新行业

和新国家）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整理。

３９１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的情境 （情境 １） 预设： 中国将继续为特定的国家提供贷款， 放贷

的经济部门也将集中于目前的经济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贷款将继续

流向国际信贷成本高的、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中国债务

将积累至百亿美元。

在第一种情境下， 中国的融资起到了反周期的作用， 但效果不确定。 中

国的融资让那些高风险国家获得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行业。 这些贷

款作为替代性融资的来源， 与其他资金来源相比， 是反周期的。 与主权债券

息差类似， 国际金融机构双边贷款与 ＯＥＣＤ 发布的出口信贷的国别风险①呈

正相关。 然而， 从中国获取资金并不一定能解决该国宏观经济的挑战或消除

国际投资者对该国的负面看法。 事实上， 因为中国的贷款并非与改善该国的

宏观经济环境直接相关， 如果这些国家实施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效果将

会被外国资金恶化。

在其他情境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是情境 ２， 因为中国已宣布将对传统行业

加大投资。 这样， 根据中国高层领导人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访问拉美地区时

做出的声明， 中国将对拉美其他国家提高信贷额度。 ２０１４ 年中国做了以下

重要声明： “中国将正式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的专项贷款， 用于中国—拉美的基

础设施建设， 在此基础上， 中国将提高专项贷款上限至 ２００ 亿美元。 中国还

将向该地区提供优惠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 承诺投资 ５０ 亿美元， 全面启动中拉

合作基金。”② 李克强总理在拉美之行期间还建议由中国企业建设横穿安第

斯山脉的两洋铁路 （Ｈｏｒｎｂ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ｐａｎｉ， ２０１５）。

在这个情境下， 中国的商业银行进入拉美， 有助于中国的投资组合多元

化发展， 为拉美其他国家提供贷款。 为了减少在一些国家的风险， 中国的银

行可以扩大投资的地理组合。 新的贷款人， 如商业银行 （或者中国工商银

行和其他银行）， 会更加注重投资回报率， 可能会为融资成本较低的国家提

供贷款。 在此背景下， 银行的放贷政策将注重投资多元化， 减少风险。 中国

４９１

①

②

参见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ｔａｄ ／ ｘｃｒｅｄ ／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参见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 ｅｎｇ ／ ｔｏｐｉｃｓ ＿ ６６５６７８ ／ ｘｊｐｚｘｃｘｊｚｇｊｌｄｒｄｌｃｈｗｄｂｘａｇｔｗｎｒｌｇｂｊｘｇｓｆｗｂｃｘｚｌｌｄｒｈｗ ／
ｔ１１７６６５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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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还将继续集中在能源、 交通基础设施和电信领域。 在第二种情境下，

可能会要求加强对中国投资的监管和提高透明度。 由于某些国家改善了基础

设施监管和机制框架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３； ＥＩＵ， ２０１４）， 中国的贷

款在透明度和竞争力方面应遵循更高的标准。

在情境 ３ 中， 中国融资的部门将更加多元化， 但主要集中在某些国家。

这种情境不太可能， 因为中国的投资将继续关注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采

掘业。

只有推动投资地域多元化， 中国才可能对其他部门进行投资 （情境

４）。 中国最近的声明也表达了投资部门对实现更加多元化投资的兴趣。 中

国提出了 “３ × ３” 的政策建议： 共建物流、 电力、 信息三大通道， 实行企

业、 社会、 政府三者良性互动。 这种合作将得到 ３００ 亿美元专项资金的支

持， 以提高企业的产能。 此外， 中国的银行 （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希

望在各个领域分散投资。 多渠道的信贷额度可以为新的国家和部门提供

资金。

由于有些行业受外国直接投资影响， 所以融资贷款的基准情境 （情

境 ２） 与情境 ３ 不同。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拉论坛的官方声明， 目前从中国获

得融资的国家和新的国家 （如智利、 秘鲁） 都可以获得中国的直接投资。

正如中拉 “１ ＋ ３ ＋ ６” 合作新框架①所述，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不仅集

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而且将投资农业、 制造业、 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

领域。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

“走出去” 战略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柱之一， 包括参与众多政治和

经济平台， 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与过去几十年不同， 拉美已经成为中国

５９１

① “１” 是 “一个规划”， 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３” 是地区合作的 “三
大引擎”， 即贸易、 投资、 金融合作。 “６” 是 “六大领域”， 即以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建

设、 农业、 制造业、 科技创新、 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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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这给双方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本节着眼于分析中国与拉

美在过去几年建立的贸易和金融联系， 研究中拉贸易在全球经济中日益提高

的地位。 同时， 本节将整理中拉之间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情况， 以及中国

在全球议程中的作用。

中拉贸易和投资关系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和投资协定已经成为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重

要的政策工具。 正如第四章指出的， 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已经成为

中国巩固贸易一体化和投资的重点工具。 同时， 正如前文所述， 中国在全球

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平台 （自 ２００１ 年起加入

ＷＴＯ） 和多边机制 （２０１２ 年以来， 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进一步加强经济、

贸易合作， ２０１３ 年中国成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国， 中国宣布加入服务贸易

协定谈判）， 体现了中国加强与其他地区联系的意愿。

中国参与新的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 给拉丁美洲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中

国继续与拉美进行合作需要一个支持谈判的协调机制。 双边谈判对某些国家

或市场有利， 而对其他国家不利。 现有的区域平台对于协调机制的建设很重

要， 但是， 目前拉美整体的区域战略是不存在的。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拉丁

美洲应该充分利用两个区域集团， 加强区域协调。 如果拉美地区的最终目标

是制定具有完全包容性的区域一体化议程， 那么， 区域集团， 如南方共同市

场、 拉美一体化协会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在确定不同领域的政策中发挥主导作

用， 其中包括监管协同。 拉美国家应该推动建立统一协调的共同体， 同时，

为了能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取得议价能力， 拉美地区必须找到共同点， 发出团

结一致的声音。

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重要性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提出了通过一系列有关重组全球金融体系的

重要倡议， 包括金融互助和投资、 人民币的国际化 （Ｇａｏ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１）。

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没有被接受， 因为中国政府尚未准备好完全开放资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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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短期内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性 （在货币国际化方面的要求） 几乎不可能

实现。 不过， 中国的金融区域一体化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①。

随着双边贷款显著增加， 中国已与多边开发银行开展了合作②。 １９８６

年， 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０９ 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 加强与亚洲和

拉美的联系。 另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在 ２０１４ 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在中国主导下， ２１ 个亚洲国家签署协议， 建立了一家资助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的银行。 九个月后， 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中国与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南非 （金砖五国） 合作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总部设在上海。

上述所有例子均反映了中国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努力。 在拉丁美洲， 中国宣

布将建设拉美第一家人民币清算行， 总部设在中国， 初始资金为 １ ８９ 亿

美元， 目的在于推动人民币的使用。 中国积极参与到多个金融平台， 表明

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包括拉丁美洲在内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愿意 （见专栏

５ ３）。

专栏 ５ ３　 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共同体以及未来合作

２０１４ 年， 中国与拉共体 （ＣＥＬＡＣ） 共同宣布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 并设立中拉论坛。 中国提出了中拉合作中的多项优先领域：

•贸易与投资： 在未来十年内， 提升中国和拉共体之间的贸易额至

５０００ 亿美元， 提高双边投资存量至 ２５００ 亿美元。

•中小企业： 鼓励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合作， 帮助它们融入全球价值链。

•充分利用中拉合作基金： 包括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用中国提供的

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支持中拉之间的重点合作项目。

•基础设施： 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 如运输领域 （包括港口、 公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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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盟及中日韩货币互换机制旨在帮助这些国家成功管理区域内的短期流动性问题， 为其他

国际金融安排的工作提供便利。
中国的国际援助体系集中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出口信贷， 大部分资金来自出口信贷工具， 对

拉美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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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设施）、 商业物流、 信息和通信技术 （包括宽带、 广播和电视）、 农业、

能源和电力， 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

•能源和自然资源： 促进中国与拉美各国之间更密切的能源合作， 并探

索举办中国和拉共体能源和矿产资源论坛的可能性。

•工业、 科学与技术、 航空和航天工业： 探索联合建设工业园区、 科技

园区、 经济特区和和高新技术园区的计划。

•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源： 落实教育和科研部门、 单位之前制定的交流、

研究计划。 中方将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 年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 ６０００ 个政府奖

学金名额、 ６０００ 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 ４００ 个在职硕士名额。

这种前所未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拉美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加强联系提供

了机会。 它为拉美制定基础设施、 能源和自然资源、 生产力和教育政策领域

的区域协调战略 （而不是单个国家的战略） 提供了时间和平台。 这可能有

助于改善区域内以及与中国的协同效应。 中国将拉共体作为发展中拉关系的

首选， 因此， 拉共体需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每一个国家都应以积极合作

的态度与中国开展合作。

资料来源： ＣＥＬＡＣ （２０１５），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ｃｉａ ｕｎａ Ｎｕｅｖａ Ｅｒａ 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ｉóｎ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３８１９６ ／ Ｓ１５００３８９＿

ｅｓ ｐｄｆ， 以及崔守军 （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 的研究。

拉丁美洲的环境挑战：未来协议的关键

环境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 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也面临环境

问题的挑战。 拉丁美洲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 这两个部

门是环境密集型部门， 并且与拉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产品相比， 这两个

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少， 对环境的影响大。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拉美向中国每

出口 １００ 万美元 （按 ２００２ 年价格） 创造 ４４ ～ ４７ 个直接就业机会， 而同期，

拉美向世界其他地区每出口 １００ 美元， 创造 ５４ ～ ５６ 个直接就业机会。 与拉

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相比， 拉美对中国的出口排放更多温室气体， 消耗

８９１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更多水资源 （见图 ５ － １５）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此外， 环境恶化往往导致

受影响的社区发生社会动荡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图 ５ －１５　 拉丁美洲对中国出口和对世界出口的环境影响

资料来源：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ｐａｒｄｅｅｓｃｈｏｏｌ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ｐ － Ｆｉｎ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Ｐａｇｅｓ１ ｐｄｆ。

统计链接：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８８８９３３２９２０７９。

为了应对环境恶化， 拉丁美洲和中国都已经制定了针对外来投资的环保

标准。 公民社会在企业和政府问责方面在一些拉美国家发布这些标准中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中国商务部还公布了 《对外投资合作

环境保护指南》。 另外， 中国与拉美签署的三个自由贸易协定也都包括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条款， 中国也在不断推出对外投资环保新政策， 突出了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

长期应对政策：中国和拉美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的转型和财富转移的第二阶段， 拉美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断变

化。 拉丁美洲的应对策略必须围绕三个主要目标： 多元化、 完善和

整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拉美必须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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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创造条件， 让中国的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减小基础设施差距；

（２） 利用中国的经济 “新常态” （例如， 再平衡， 消费模式改变， 对教

育和竞争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带来的机遇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３） 真正落实区域战略， 借助传统因素， 不仅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运

输成本， 还应该重视竞争、 知识产权、 资格的认可等方面可能妨碍一体化进

程的法律， 来促进区域一体化；

为使拉丁美洲实现这些目标， 也为使中国能够从日益重要的中拉关系中

获得最大收益， 中拉双方都必须为一个强大的、 持久的、 牢固的、 互惠互利

的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减小基础设施差距

为了使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资金运用更加高效，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各国政府必须继续改进其法律框架。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融资在过去十

年中大幅增加， 并且主要集中在矿业和基础设施行业， 尽管中国已经帮助拉

美各国减小基础设施差距， 但是拉美自身还得再接再厉。 如前所述， 为了满

足基础建设领域的基本需求， 到 ２０２０ 年， 拉丁美洲应该每年投入国内生产

总值的 ５ ２％以上 （Ｐｅｒｒ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Ｓáｎｃｈｅｚ， ２０１１）。 但是现在， 拉美对基础设

施的投资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 ５％ ， 还远远达不到要求 （ ＣＡＦ， ２０１５；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４）。

增加对拉美交通、 能源和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投资多元化

发展的关键举措。 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拉丁美洲获得的融资总额的 ８０％用于

基础设施部门， 其中约 ４５％ 用于交通基础设施， ２０％ 以上用于能源部门。

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例子是典型的。 中国的银行给这两个国家的贷款分别超

过 ２００ 万美元和 ８０００ 万美元， 用于改善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铁路系统。

拉美各国政府应该改善法律框架， 以便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各国都有

规范外国投资的法律， 但是， 一些国家的外国投资法才颁布不久， 因此， 外

国投资法有可能与中国未来对拉美的投资联系起来。 由于一些国家最近改善

了法律框架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３）， 中国未来的贷款和投资应遵循更

００２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高要求的透明度原则和竞争原则。 中国遵守这些原则的意愿很明显， 因为中

国最近颁布了若干规范对外投资的准则， 确保对外投资遵守东道国的法规，

特别是环保方面的规定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３）。

实现生产性发展的政策

行业政策

完善国家生产性的政策是国家发展议程的应有之义。 一些国家最近制定

了生产性发展政策 （ＰＤＰ）， 不仅涉及政策的范围 （水平和垂直）， 还包括

了政府干预的类型 （政府干预或市场干预）。 目前基于产业集群的生产性发

展政策的目的是增强创新能力， 提高竞争力和更加高效地利用资金等

（Ｃｒｅｓｐｉ， Ｆｅｒｎà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４；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许多农业生产性发

展政策的目的是通过上述渠道， 实现农业增长， 促进价值链的延伸 （产品

设计、 物流和市场营销）。

矿业公司必须攀升到价值链上游， 发展其他产业。

为了增加附加值， 拉美的矿业公司应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 参与到

与矿业相关的行业中， 包括物流、 基础设施和与服务有关的行业。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 中国公司在石油和矿业领域完成多笔收购， 从而奠定了中国投资

在拉美长期存在的基础。 这可能成为拉美企业攀升到价值链上游的障碍， 因

为中国企业不仅投资采矿项目， 而且投资了服务业和相关行业。 例如， 由中

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投资的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 （５ 年 １４ 亿美元

的投资）， 还包括玻利瓦尔港港口设施的建设。 在巴西， 中国洪桥集团正在

建设一条长 ４００ 多公里的运输管道， 将矿石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矿山运

往大西洋沿岸， 并已将建设工作委托给中国的承包商 （Ｅｌｌｉｓ， ２０１４）。 这个

案例说明， 通过为当地创造就业来实现乘数效应已经不可能了， 拉美可能错

过了参与价值链中其他活动的机会， 因此， 拉美深陷原料供给国的泥潭。

不过也有积极的经验。 在智利， 民营企业必和必拓与智利国家铜业公

司， 在智利生产促进局的支持下， 通过实施世界级矿业供应商计划， 促进矿

业集群中的本地产业的技术能力的提高。 世界级矿业供应商计划的目标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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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供应商提供知识密集型的解决方案、 服务和技术， 来刺激出口 （Ｇａｎａ

ａｎｄ Ｍ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５）。

采矿业可以从生产性发展政策中受益。 横向政策需要更大的共识， 因为

横向政策让各国政府专注于一个共同部门， 而不是各个特定的行业。 如果外

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拉美国家希望加强与当地企业的联系， 以提高它们的

生产率， 那么， 最好制定一个横向政策， 可以对外国和当地企业合营的项目

进行税收减免或给予补贴。

农业和食品生产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 因为中国人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

价值链至关重要。

为了顺应食品消费不断增长的趋势， 减少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拉美农业

企业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 在产品中加入不同类型的服务， 将自己

置于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位置。 上文已经提到中国食品消费的变化趋势，

这为拉美出口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了契机。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朝着这

个方向努力。 比如， 乌拉圭政府和肉类生产商已经成功实施了电子可追溯平

台， 这个电子平台已经成为产品差异化的重要因素， 使乌拉圭的肉类在全球

食品价值链中拥有较高的附加值。

智利使用集成化和简化的生产和分销网络， 可以在几天时间内将产品运

往日本和美国。 智利已经成为不同类型的浆果的主要出口国。 哥伦比亚的

５０ 万小规模咖啡生产商的生产活动也已经延伸到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包括

研发、 营销、 品牌和分销）， 创造了咖啡高端市场。 此外， 哥伦比亚的花卉

生产商通过垂直整合， 提供具有更高品质的产品。 鉴于美国的运输和分销障

碍， 哥伦比亚的花卉生产商与美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 负责花卉的装卸、 卸

载， 并将花卉存储在冷冻室 （Ｃｒｅｓｐｉ， Ｆｅｒｎà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４）。 在

阿根廷， 泛美能源公司 （ＰＡＥ） （中海油与英国石油公司的合资公司） 在地

方政府和地方组织的支持下， 出台了 “圣豪尔赫海湾中小企业计划” （ＳＭＥｓ

ｏｆ ＧｏｌｆｏＳａｎ Ｊｏｒｇｅ）， 以提高当地小企业的技术水平， 将其纳入泛美能源公司

的供应链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这些例子说明， 要想在像中国这样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的大市场中蓬勃发展， 拉美的企业和政府必须制定创造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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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本国产品的附加值。 这些以实现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倡议能够得到生产力

发展政策的支持。

产品的价值不仅仅集中在价值链的初始阶段， 研发和产品设计也能创造

价值， 然后可以再扩展到营销和物流领域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 如果拉美农业公

司想使最终产品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 应该在中国消费者中提升国家和品牌

的认知度。 智利的 Ｖｉñａ Ｃｏｎｃｈａ Ｔｏｒｏ 酒业公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该公司在广告中投入巨资， 来提高人们对其品牌的认知度。 它深入

中国市场， 与当地的经销商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 另一个例子是阿根廷

ＣＩＤＥＴＥＲ 基金会， 这是农业机械领域的中小企业协会， 协会成员还包括大学、

技术学院和当地政府部门。 为了进入外国市场， ＣＩＤＥＴＥＲ 在南非建立了试验

田， 展示阿根廷的农业机械， 并将阿根廷农业机械按照当地农业生态条件进行

改良 （Ｃｒｅｓｐｉ， Ｆｅｒｎà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４）。 拉美各国政府可以提供公共产

品， 帮助企业巩固在出口市场上营销策略， 比如成立促进出口的机构。

拉美政府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制造业网络中的某些领域。 例如，

鼓励中国制造企业与当地供应商合作， 对拉美的汽车和电子等行业加大投

资， 这可以巩固区域价值链， 提高区域内贸易水平。

拉美政府应该推动第三产业企业的发展， 鼓励并扩大企业的服务范围，

以回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新机会。 这会产生显著的乘

数效应。 企业的服务范围包括为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提供外政外包和

２４ 小时客服服务。 中国老龄化人口是一个不可小瞧的潜在市场。 尽管许多

服务是家庭服务 （植根于中国）， 但是还有其他很多服务可以提供， 如专门

针对老年人的需求而设计的旅游套餐。 另外， 还有针对老年人的娱乐、 建

筑、 城市规划、 环境管理、 医疗服务以及旅游、 运输和物流服务等其他传统

服务。 特别是旅游业，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近年来， 拉丁美洲到中国的旅

客 （２５ １ 万名） 和中国到拉丁美洲的旅客 （３３ ４ 万名） 数量有所增加

（ＷＴＯ， ２０１５）， 但是这不到中国旅游规模的 １％ 。 拉美方面应该重新审视一

下签证限制和复杂的移民手续， 使区域和全球交流更顺畅。

中国的转型将为拉美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提供商业机会。 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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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的产品要求拉美出口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 近距离接触终端消

费者， 可以更快速地响应消费者的需求。 对拉美政府而言， 这仍然是一个悬

而未决的任务。 拉美跨国公司的早期开拓经验， 以及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公

司的经验都是有用的。 ２０１３ 年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拉美公司进入中

国的一个机会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ｂ）。

学习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的案例， 在中国建立区域贸易和投资

促进中心可以帮助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变得更加多元化， 可以监测中拉贸易中

潜在的贸易投资壁垒， 与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展更密切

的合作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ｂ）。

必须制定支持面向商业行业就业的教育和培训投资计划， 以及推动初级

产品贸易的政策。 现有证据表明， 对中国的出口创造的相关就业机会很少，

因为贸易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 拉美对中国出口每一美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少于拉美向美国和欧盟出口创造的就业岗位 （只与区域贸易相近）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更重要的是， 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带来的就业岗位的 ７２％都是低

竞争力的工作， 而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带来的就业岗位的 ３３％ 是低竞争力

的工作 （Ｋｕｐｆ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因此， 生产性发展政策应该包括增加中拉贸

易中中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政策。

竞争力

面对中国的转型，必须提升拉美的竞争力

如前所述， 提升竞争力对拉美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提高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入学率， 来提高国民能力和教育质量， 仍然是中国经济再

平衡过程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拉丁美洲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在此背景

下， 基于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

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 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

随着中国国民竞争力的拓展和改进， 拉美的竞争力质量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

问题。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的熟练劳动力的规模将大幅超越拉丁美洲。 为了使

拉美具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当的竞争力， 拉丁美洲必须利用新出现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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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提高国民竞争力和教育培训系统的质量。 这不仅涉及传统教育方式， 也

涉及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培训和在工作场所提升员工竞争力的计划机制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１４）。 一些公司在墨西哥的大众汽车培训中心等制

定员工培训计划， 以迎接挑战。 一些著名企业中普遍存在竞争力不足问题：

如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ＰＥＭＥＸ）， 近日表示要用具有更高竞争力的员工取

代占员工总数的 １ ／ ３ 的员工 （约 ５ 万名）。 提高教育质量和竞争力意味着提

高劳动生产率， 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以及减少非正规经济的规模。

利用高等教育的投资， 加上激励政策， 来提高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专业的入学率， 有助于拉美各国应对未来的需求。 拉丁美洲的竞争力集中在

非生产应用领域。 将资源集中到生产应用领域是拉美必须优先发展的议题。

此外， 教育政策应向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和部门倾斜。 在中国， 一半的大学

生就读理工科专业， 但是在拉美， 这一比例只有 １ ／ ５。 为帮助人们树立理工科

专业与潜在就业机会挂钩的意识而制定的方案和政策， 还必须配合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政策， 这样才能鼓励学生就读理工科专业。 拉美出台了一些项目，

提供理工科专业的 “回报” 信息， 例如智利的 “我的未来” 项目和秘鲁的

“你的职业生涯” 项目。 此外， 还必须建立相关机制， 来调整竞争力需求和供

给关系。 比如， 智利的矿业竞争力理事会 （Ｃｏｎｓｅｊｏ 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ｓ）

对未来矿业需求进行了预测， 并制定了矿业行业从业资格的框架。 这些机制

对拉美各个行业是否能够适应和应对中国再平衡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

制定和建立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方案和机构， 包括技术工程和

信息技术， 能够培养基于高科技的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人才。 技术是生产力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 具有高竞争力的， 能够管理生产、 经营和技术进步的劳动

力储备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机器人技术， 加入越来越多的

技术含量。 而拉美在这方面比较落后。 机器人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虽然这意味着对就业机会的破坏， 特别是影响中低竞争力工人的就业， 但同

时， 也创造了高竞争力就业机会。 培养具有适应技术变革、 易于参与到基础

变革进程中的能力的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劳动力市场重组过程获得平

衡。 所有这一切都强调， 必须将信息技术能力和其他拉美地区所缺的并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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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机器代替的软竞争力整合到学习课程中。

拉美政府必须出台以上三个领域的系列政策， 包括教育和培训的可获取

性政策， 解决生产领域的劳动力问题， 如地域局限、 职业生涯周期、 性别和

家庭环境等。 巴西的 “创新” 项目就是一个既能说明地域需求也能说明职

业生涯周期的很好例证。 圣保罗州很多砍甘蔗的农民由于机械化技术的普

及， 失去或即将失去工作。 通过该项目， 他们得到培训， 可以适应自己的工

作环境中的技术变革。 该项目培训的 ４５００ 名以上的工人， 熟悉了能够提高

生产率的新技术， 具备了该州急缺的其他竞争力或新工作需要的竞争力。

拉美一体化议程的进展

鉴于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当中， 促进拉丁美洲一体化， 无论

是从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的角度来看， 都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新的贸易和投资平台中， 拉美国家之间必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与各

个贸易合作伙伴达成共识。

区域内市场的发展可以成为促进生产多元化的有效策略。 单边和多边贸

易机制、 拉丁美洲次区域一体化， 以及最近签订的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

让贸易自由化变成了可能。 拉丁美洲 １９９０ 年的贸易开放程度为 ３３％ ， ２０１１

年提高到了 ４８％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同时， 区域内贸易表明， 不同的区块之

间 （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 有潜在的互补性。 与拉美与世界其他

地区的贸易相比， 区域内贸易具有更高的附加值 （Ｂａｕｍａｎｎ， ２００８）。 此外，

区域内贸易主要是制造业产品， 而且有较长的出口生存时间 （出口存活

率）， 能够让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竞争之前获得更多的 “做中学” 的机会。

这对于促进区域层面的多元化非常重要。 区域一体化对于提高制造部门的一

体化程度来说是个关键因素。 因为在供应投入品时， 制造部门的一体化程度

往往对距离很敏感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最后， 加强区域内的资源流动

可以改善生产总值高度集中在七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的分布不平衡现象。

拉丁美洲必须为一体化战略付出更多努力， 巩固和促进服务业出口的多

元化。 尽管中国进口的仍然是传统服务业产品， 但是随着中国与欧盟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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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加深， 中国能向拉丁美洲出口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

如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和研发， 提供更多的机会。 由于服务的价值链对距离的

敏感性不强， 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敏感性较强， 因此， 拉丁美洲

可以更好地利用相关政策和人力资本， 抓住服务链中的机遇 （ Ｌóｐｅｚ，

Ｎｉｅｍｂｒｏ ａｎｄ Ｒａｍｏｓ， ２０１４）。

在以上背景下， 必须制定一项真正的区域议程。 中国若愿意加强与拉美

的联系， 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机制， 来推动中拉对话的成功进行。 经验表明，

虽然双边协定对某些国家和市场有利， 但是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

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 拉美地区必须求同存异， 对外一致发声。

现有的平台———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 可以帮助拉美建立一个协调机

制， 制定对中国的策略。 区域层面的协调战略和对策可以提高拉美的谈判地

位。 目前， 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议程集中在消除贸易壁垒上， 包括运输费用和

关税， 但是与中国的谈判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议程， 各国政府应该作为一个整

体， 主动解决决定拉美各国之间关系的问题， 例如， 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

市场之间的融合议程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ｂ）。

拉丁美洲必须制定具有凝聚力的、 严格的法律框架。 必须解决拉丁美洲

的法律框架的一致性问题， 目的有两个： 减少破坏区域一体化的法律壁垒，

以及促进拉美对中国战略的共同回应。 拉美若想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谈

判， 建立对话机制， 就必须在服务、 投资、 政府采购、 知识产权、 竞争原则

和法律透明度方面出台现代的制度， 这不仅有助于协调区域内的法律法规，

而且可以在诸如电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引进改革。 要想融入全球价值链， 必

须出台全面的措施， 规范货物、 服务、 资本、 人员和知识的流动 （Ａｒｍｏｎｙ，

２０１２）。 要想通过区域平台实现法律框架一体化， 拉美国家应自觉成为生产

共享计划中的一分子。 鉴于法律壁垒制造了服务行业的大量壁垒， 因此服务

业的价值链一体化显得尤为重要。

制定完善的环境领域的法律框架也非常重要。 中国对采掘业投资导致环

境恶化， 拉美必须保护那些被环境恶化影响的土地、 社区和原住民的生存方

式， 必须建立或巩固以下方面的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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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测和评估机制；

•各个部委制定关于采矿项目的批准标准和法律；

•制定明确的协商议程， 以解决当地公民的社会关切 （包括国际劳工

组织关于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的第 １６９ 号公约， １５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

该公约）；

•提高透明度， 监督内部和外部问责制。

以上每个法律框架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和合作中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

些监管框架的宗旨是帮助公共和私人投资者遵守环保准则。 因此需要创建和

维护数据门户网站以及其他信息交流工具， 让中国投资者 （及其他投资者）

熟悉现行法规 （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法律框架还应包括国际标准。 中国对商品需求的增长， 以及中国在拉丁

美洲投资和合作工具的爆炸性增加 （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特区）， 使我们必

须重新审视出口领域的现有标准和认证 （ ＩＳＯ 证书、 ＥＣ 证书、 中国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

在建立或巩固法律框架时， 拉美政府还必须寻求限制性法规和预防性法

规之间的平衡。 防止环境退化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采掘业至关

重要， 但限制性规定可能会抑制投资或限制投资。 例如， 法律的限制性程

度， 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 会影响部门的竞争力。 尽管哥伦比亚对服务业的

限制较少， 列入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 （ＳＴＲＩ） 的所有部门都低于 ＯＥＣＤ 的

平均水平， 而其他国家， 如巴西， 限制性水平较高， 所有部门限制性指数都

超过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①。 拉美国家可以优先考虑增强服务市场的竞争力，

尤其是增强价值链中的关键部门， 如邮政和快递服务、 电信等部门的竞争

力。 这些服务对于提高物流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非常关键， 对于加快区域一

体化进程， 提升粮食和其他物流密集型的初级产品、 对时间敏感度较高的工

８０２

① 从行业水平来看， 拉美地区信息可用性限制水平最高的国家是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和墨

西哥， 限制最多的是广播、 快递和交通运输服务。 智利和墨西哥对电信和交通运输商的投

资限制要高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有关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和所有参与国家的介绍可参见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ｔｒａｄｅ ／ ｓｔ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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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成品生产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具体服务业的价值链， 低水

平的投资障碍， 以及对外资进入设置的门槛较低， 对于吸引投资非常重要。

增加人员流动、 加强专业服务市场如法律、 会计和工程的一体化， 要求各国

对外国资格予以认可， 并放宽限制执业权的授权制度。

强化区域一体化也可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和简化海关程序得以实

现。 货物通关的速度和效率是影响竞争力和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 ＯＥＣＤ 的

贸易便利化指标显示， 拉美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 但

在预先裁定领域、 内部合作 （全国各边境机构之间的内部合作）、 外部合作

（与邻国和第三国的合作）、 治理和公正性 （海关结构和职权、 问责制、 伦

理原则） 方面得分较低①。 在提升区域竞争力时， 必须推动海关手续的现代

化发展， 增强区域连通性。

拉丁美洲和中国可以从强大的伙伴关系中互惠互利，共谋发展

世事在变。 中国的转型为拉美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新机遇。 这些挑战和机

遇都应纳入拉美的发展战略中， 通过全方位的升级、 多元化、 一体化， 实现

经济增长的目标。 更加深入、 更趋紧密的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合作可以促进这

些目标的实现， 并为建立强大的、 长期的伙伴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因此， 中

国理解拉丁美洲发展面临的挑战尤为重要。 建立合作渠道的愿望应该超越双

边对话机制， 将其升级成结构性的整体对话机制。 最后， 中拉合作必须超越

当前的议程， 应该通过法律机制， 融入环境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议程， 使

之成为双方整体合作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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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Ｒ ， Ｈ Ｒｅｉｓｅｎ ａｎｄ Ｊ Ｓａｎｔｉｓｏ （ ２００８ ）， “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Ｂｏｏｍ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ｍａｎｄ ”，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２７０，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２４０３５６６３５６７８

Ｂａｕｍａｎｎ， Ｒ （２００８），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ａｚｉｌ，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 ｘｍｌ ／ ２ ／ ３２３１２ ／ ＬＣＢＲＳＲ１９０Ｒｅｎａｔｏ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Ｂｏｒｒｅｇａａｒｄ， Ｎ ， Ａ Ｄｕｆｅｙ， Ｍ Ｒｕｉｚ⁃Ｔａｇｌｅ ａｎｄ Ｓ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 ２０１５，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ｌｅａｎ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Ｂ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５ － ５，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ｏｓｃｈ， Ｍ ， Ａ Ｍｅｌｇｕｉｚｏ ａｎｄ Ｃ Ｐａｇéｓ （２０１３），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Ｊｏｂ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ｕｒｋｉｔｔ， Ｌ ａｎｄ Ｂ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 “Ｃｈａ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４
Ｊｕｎｅ， ｗｗｗ ｗｓｊ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Ｂ１０００１４２４０５２７０２３０３４４４２０４５７７４６０６９３３７７８１９４２０

ＣＡＦ （ ２０１４ ）， “ 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ｐａｒａ ｅｌ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
（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ＤＥ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ＡＦ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Ｃ ａｎｄ Ｌ Ｓｅｒｖéｎ （２０１０），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５３１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ＥＬＡＣ （２０１５），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ｃｉａ ｕｎａ Ｎｕｅｖａ Ｅｒａ 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ｉóｎ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３８１９６ ／ Ｓ１５００３８９＿ ｅｓ ｐｄｆ．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ｗｕ Ｈｅ （２０１５），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４）：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Ｓｈｉｊｉｎ， ＣＩ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ｒｅｓｐｉ， Ｇ ， Ｅ Ｆｅｒｎà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 ａｎｄ Ｅ Ｓｔｅｉｎ， （ ｅｄｓ ） （ ２０１４），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ｕ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ａｄｂ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１９ ／
６６３３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２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２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ａ％ ２０Ｓｏｕｎｄ％ ２０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ｆｏｒ％ 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０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Ｄｅａｌｏｇ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５）， ｗｗｗ ｄｅａｌｏｇｉｃ ｃｏｍ ／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Ｐ ａｎｄ Ｅ Ｘ Ｌｉｕ （２０１３），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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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ｐ ／ ２０１３ ／ ｗｐ１３２５０ ｐｄｆ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 Ｅ ａｎｄ Ｋ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３）， “ＮＡＦＴＡｓ ｕｎｉｎｖｉｔｅｄ ｇｕ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Ｐ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０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ＬＡＣ，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３８２１５ ／
Ｓ１５００５３４＿ ｅｎ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４

ＥＣＬＡＣ （ ２０１５ｂ），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ＬＡＣ，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３８１９７ ／ Ｓ１５００３８８＿ ｅｎ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ａｐ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ＥＩＩ －ＬＡＣ －ＤＢ， Ｆ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ｏ ３３２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３），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１８ －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ＥＩＵ （ ２０１４ ）， “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Ｉｎｆｒａｓｃｏｐ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ｗｗｗ ｅｉｕ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 ／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ｓｐｘ？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ｄ ＝Ｉｎｆｒａｓｃｏｐｅ２０１４

Ｅｌｌｉｓ， Ｒ Ｅ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Ｋ Ｐ ， Ａ Ｉｒｗｉｎ ａｎｄ Ｋ Ｋｏｌｅｓｋｉ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ｔｏｗ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ｈｔｔｐ： ／ ／
ａｓｅ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ｇｄａｅ ／ Ｐｕｂｓ ／ ｒｐ ／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ｄｆ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Ｋ Ｐ ａｎｄ Ｍ Ｍｙ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Ｇａｎａ， Ｊ ａｎｄ Ｐ Ｍ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５）， “ Ｅｌ ｃｏｂｒｅ ｃｈｉｌｅｎｏ ｃｏｍｏ ｐｌａｔａｆｏｒｍａ 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ｃｉóｎ
ｔｅｃｎｏｌóｇｉｃａ”， （ “ Ｃｈｉｌｅａｎｃｏｐｐｅｒ ａｓ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ａｒａＬａｔｉｎｏａｍéｒｉｃａ （ＣＩＥＰＬＡＮ） ｙ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ＣＡＦ） ．

Ｇａｏ， Ｈ ａｎｄ Ｙ Ｙｕ （２０１１），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ｂｉ”， ＢＩＳ Ｐａｐｅｒｓ， ６１，
ｗｗｗ ｂｉｓ ｏｒｇ ／ ｐｕｂｌ ／ ｂｐｐｄｆ ／ ｂｉｓｐａｐ６１ｉ ｐｄｆ

Ｈｏｒｎｂｙ Ｌ ａｎｄ Ａ Ｓｃｈｉｐａｎｉ （ ２０１５ ）， “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ｌ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 １１ Ｍａｙ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ＩＭＦ （２０１４），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ｅｖ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ｐｄｆ ／ ｔｅｘ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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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Ｒ （ ２０１４ ），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ＣＥＰ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ｈｄｌ ｈａｎｄｌｅ ｎｅｔ ／ １１３６２ ／ １１４７１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 （２００８），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１０， ｐｐ １３５１ － １３６６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 ａｎｄ Ｄ Ｐａｒｋｅｒ （２０１５） ．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ｓ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Ｐ ， Ｊ Ｌ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 Ｒａｇｏｕｓｓｉ ａｎｄ Ｃ Ｕｇａｒｔｅ （２０１５），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７９，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５ｊｓ３３ｌｆｗ０ｘｘｎ －ｅｎ

Ｋｕｐｆｅｒ， Ｄ ， Ｍ Ｃａｓｔｉｌｈｏ， Ｅ Ｄｗｅｃｋ ａｎｄ Ｍ Ｎｉｃｏｌｌ （２０１３）， “Ｄｉｆｅｒｅｎｔｅｓ ｐａｒｃｅｉｒｏｓ，
ｄｉｆｅｒｅｎｔｅｓ ｐａｄｒｏｅｓ： ｃｏｍéｒｃｉｏ ｅ ｍｅｒｃａｄｏ ｄｅ ｔｒａｂａｌｈｏ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ｎｏｓ ａｎｏｓ ２０００”，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ｓ ｊｏｂ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００”）， ＣＥＰＡＬ Ｓｅｒｉｅ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Ｎｏ 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ｈｄｌ ｈａｎｄｌｅ ｎｅｔ ／ １１３６２ ／ ４３４５

Ｌóｐｅｚ， Ａ ， Ａ Ｎｉｅｍｂｒｏ ａｎｄ Ｄ Ｒａｍｏｓ （２０１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Ｐ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３， ｈｔｔｐ： ／ ／ ｈｄｌ ｈａｎｄｌｅ ｎｅｔ ／ １１３６２ ／
３７４１７

Ｍｉｌｌｉｇａｎ， Ｇ Ｗ ａｎｄ Ｍ Ｃ Ｃｏｏｐｅｒ （ １９８５ ）， “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ａ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ｋａ， Ｖｏｌ ５０， 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９

ＭＯＦＣＯ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ｐｆｂｃ －ｃｂｆｐ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ｎｅｗｓ ／ ａｖｒｉｌ －
ｍａｉ －１３ ／ ＲＤＰ１２ －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３ ／ ＤＣ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０ｆｏｒ％ ２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２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ｆｏｒ％ ２０ｆｏｒｅｉｇｎ％ ２０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ＯＦＣＯＭＥＮＶ％ ２０Ｍｉｎ ｐｄｆ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Ｍ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Ｒｅｄ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 ＢＩＤ － ＵＢ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５ － ２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Ｆａｃｕｌｔａｄ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ＵＢＡ） ．

Ｍｙｅｒｓ， Ｍ ａｎｄ Ｇ Ｊｉｅ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ｄｆ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５ａ ），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ｒｅｖ＿ ｌａｔ －２０１５ － ｅｎ －ｆｒ

ＯＥＣＤ （ ２０１５ｂ），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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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ｅｃｏ＿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ｈｎ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ｎｅｘｔ －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ｐｄｆ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ｐｅｒｓｐ＿ ｇｌｏｂ＿ ｄｅｖ －２０１３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 ２０１３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ｌｅｏ －
２０１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 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ａｇｒ＿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 ２０１４ ）， ＯＥＣＤ － 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ａｇｒ＿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ＩＤＢ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４ ），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ｇｌ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４ －
ｅｎ．

ＯＥＣＤ ／ ＩＴＦ （２０１３）， ＩＴ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３：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 ＩＴＦ， ＰａｒｉｓＣｅｄｅｘ 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８２１０３９３７ － ｅｎ

Ｐｅｒｒｏｔｔｉ， Ｄ ａｎｄ Ｒ Ｊ Ｓáｎｃｈｅｚ （ ２０１１ ）， “ Ｌａ ｂｒｅｃｈａ ｄｅ 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ａｐ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ｅｒｉｅ Ｒｅｃｕｒｓｏ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ｓ ｅ 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Ｎｏ
１５３， ＥＣＬＡＣ，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６３５７ ／
Ｓ１１００９５＿ ｅ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Ｒａｙ， Ｒ Ｋ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 Ｌóｐｅｚ ａｎｄ Ｃ Ｓａｎｂｏｒｎ （ ｅｄｓ ），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ｐａｒｄｅｅｓｃｈｏｏｌ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ａｇｅｓ１ ｐｄｆ

Ｓａｎｔｉｓｏ， Ｊ （ ｅｄ ）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０２８３８８ － ｅ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ＳＴ ／
ＥＳＡ ／ ＳＥＲ Ａ ／ ３５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４ ［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ｕｐ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ＷＵＰ２０１４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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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ＷＴＯ （２０１５），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ｄｒｉｄ，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 ｕｎ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ｐ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ｅ ｓｆ ／ ？ ＯｂｊｅｃｔＰａｔｈ ＝ ／ Ｓｈｏｐｓ ／ Ｉｎｆｏｓｈｏｐ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１５６４ ／ Ｓｕｂ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１５６４ － １．

ＵＳ Ｇｒａｉ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１）， Ｆｏｏｄ ２０４０：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ｗｗ ｕｓｄａｊａｐａ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ｆｏｏｄ２０４０ ／ Ｆｏｏｄ％ ２０２０４０％ ２０Ｆａｃｔ％ ２０Ｓｈｅｅｔ％
２０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Ｖｏｎ Ｌａｍｐｅ， Ｍ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Ｄ ／ ＴＣ ／ ＣＡ ／ ＷＰ
（２０１５） １ ／ ＦＩＮＡＬ

Ｖｏｎ Ｌａｍｐｅ， 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Ｗｈｙ ｄ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ＭＩ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５， Ｉｓｓｕｅ １ ｐｐ ３ － ２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ＲＣ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附件 5 A1　中国再平衡和对拉丁美洲出口的影响

实证研究

　 　 本节采用实证方法， 介绍、 分析和评估中国结构性改革 （从投资驱动

转向消费驱动） 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 分析过程分三个步骤： 首先， 基

于拉美出口产品的构成和与中国市场的接触程度， 将拉美国家分成不同群组

进行分析； 其次， 使用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个拉美国家的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

中国投资水平和不同群组中的拉美国家出口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 基于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情况， 预测拉丁美洲出口模式的两个情境。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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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情境的假设前提是中国进行稳定的改革， 不受任何大的冲击， 而第二个情

境的假设前提是中国投资率 “硬着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ＲＣ， ２０１３）。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的目标是将群组数据或变量进行分类， 使得每个群组中的元素

是彼此 “相似” 的， 而不同群组之间则是 “相对不同” 的 （Ｅｉ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我们用五个变量来描述每个国家的出口情况： ｉ） 农产品、 原材料和

食品； ｉｉ） 化石燃料； ｉｉｉ） 金属和矿石； ｉｖ） 制造业； ｖ） 商业服务业。 对中

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作为贸易依存度指标①。 表 ５ Ａ１ － １ 描述了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口情况的各个变量。

表 ５ Ａ１ －１　 ２０１３ 年拉美国家出口构成

国家

总出口

（当前美元，
百万）

农产品、
原材料和

食品（％ ）

化石燃料

（％ ）

金属和

矿石

（％ ）

制造业

（％ ）
商业服务

业（％ ）

对中国出口

所占的

比重∗

（％ ）

阿根廷 ９１０４０ ４６ １ ３ ９ ２ ７ ２７ １ １５ ８ ６ ９

玻利维亚 １３３４２ １５ １ ５０ １ １８ ８ ３ ５ ８ ５ ２ ９

巴西 ２７９６３７ ３２ ４ ６ ４ １４ ６ ３０ ５ １３ ４ １７ ８

智利 ８９４７１ ２３ ２ ０ ８ ４９ ０ １１ ２ １４ ３ ２３ ６

哥伦比亚 ６５５９４ １０ ２ ５９ ９ １ ０ １５ ２ １０ ３ ５ ９

哥斯达黎加 １９６９５ ２１ ３ ０ ０ ０ ９ ３５ ９ ４１ ８ ２ ８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４１５５ １２ ８ １ １ ２ ２ ３１ ４ ４３ ８ ４ ３

厄瓜多尔 ２６８６９ ３２ １ ５２ ５ ０ ８ ５ ６ ７ １ １ ６

萨尔瓦多 ７４９１ １６ ７ １ ７ １ ０ ５３ ５ ２６ ７ ０ １

危地马拉 １２４７４ ３８ ６ ３ ７ ４ ６ ３３ ３ １９ ３ ０ ８

５１２

① 前面四个变量和向中国出口的比重利用的是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ＳＩＴＣ） （Ｒｅｖ ３） 和联合国

贸发组织数据库数据。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代码如下： 农业、 原材料和食品 （ ＳＩＴＣ ２ － ２２ －
２７ － ２８ ＋ ０ ＋ １ ＋ ２２ ＋ ４）， 化石燃料 （ＳＩＴＣ ３）， 金属和矿石 （ ＳＩＴＣ ２７ ＋ ２８ ＋ ６８）， 制成品

（ＳＩＴＣ ６）。 商业服务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根据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ＷＤＩ） 来进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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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总出口

（当前美元，
百万）

农产品、
原材料和

食品（％ ）

化石燃料

（％ ）

金属和

矿石

（％ ）

制造业

（％ ）
商业服务

（％ ）

对中国出口

所占的

比重∗

（％ ）
洪都拉斯 ６９１６ ３７ ７ ２ ７ ２ ３ ２０ ５ ３２ １ ２ ６
墨西哥 ４０００７６ ６ ３ １２ ２ ２ ９ ７１ ３ ５ ０ １ ７
尼加拉瓜 ５３８２ ３８ ６ ０ ４ ０ ７ ３７ ５ １４ ６ ０ ４
巴拿马 １０５３４ ５ ３ ０ ０ ０ ９ １ １ ９２ ０ ０ ８
巴拉圭 １０１９８ ６１ ８ ２２ １ ０ ８ ７ ５ ７ ５ ０ ５
秘鲁 ４６８８８ １５ ３ １１ ６ ３４ ８ １０ ５ １０ ７ １６ ６
乌拉圭 １２３１９ ５５ ２ ０ ４ ０ ２ １７ １ ２６ ４ １０ ２
委内瑞拉 ９６５９７ ０ ０ ９６ ９ ０ ０ １ ２ １ ９ ０ ３

　 　 注： 除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 （２０１２ 年） 以外， 其他国家都采用 ２０１３ 年数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出口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在聚类分析中， 有几种分组方法用以定义相似性或异质性。 典型类别的

聚类包括拆分、 分层、 重叠和模糊方法。 聚类分析中的分层方法的目的在于

定义不重叠的群组， 每个国家分配到唯一一个群组。 另外， 我们使用沃德法

测量簇之间的相似性 （距离） 水平， 每个分组的平方误差的总和最小。 图

５ － Ａ１ １ 是 １８ 个拉美国家聚类过程的树状结果。

图 ５ Ａ１ －１　 群组树状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 ＣＡＦ ／ ＥＣＬＡＣ 根据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Ｏ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ａ （即将出版）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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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聚类分类的最佳数量 “简单一阶距离” 的原则， 我们将拉美国家

分成了五个群组。 这个简单的标准要求检验层级之间合并值的差异。 差异越

大， 则证明数据已被进行排他性分类 （Ｍｉｌｌ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 １９８５）。

根据出口构成和与中国市场的接触程度， 将拉美国家分成五个群组。

阿根廷、 巴西、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和乌拉圭， 其出

口主要集中在农业， 组成第一群组。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玻利维亚和厄

瓜多尔是第二群组， 其出口集中于化石燃料。 第三群组包括秘鲁和智利，

它们严重依赖金属和矿石出口， 这是中国投资的自然产品。 第四群组包括

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 （多米尼加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 它们

专注于制造业出口， 与中国市场的接触不多。 最后， 巴拿马作为单独个

体， 形成了一个群组， 因为巴拿马服务部门的出口水平令人惊叹， 大大高

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商业服务业的出口比例 （２０１３ 年服务部门出口占总出

口的 ９３％ ）。

中国投资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

１８ 个拉美国家被包含在固定效应回归面板中， 来评价中国转型 （即经

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国内消费， 较少依赖投资） 和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３ 年拉美国家

的出口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投资水平是拉美国家出口的解释变量， 因为中国对进口的需

求是由投资推动的 （唐， ２００３）。 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异质性， 中国的投资

水平对每个群组的影响不同。 因此， 分别计算中国投资对各个群组的

影响。

模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ｔ） ＝ α ＋ β１ ｌｎ（ ｉｎｖＣｈｉｎａｔ ＋ β２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ｄｅｘｉｔ ＋ ∑
ｋ ＝ １

βｋ（ｌｎ（ ｉｎｖＣｈｉｎａｔ）·Ｄｋ） ＋

β８ＥＣＩ ＋ β９Δ％ＧＤＰＣｈｉｎａｔ ＋ β１０Δ％ＧＤＰＯＥＣＤｔ ＋ εｉｔ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ｔ） 是每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年度总出口额 （美元） 的对

数。 重点是捕捉中国经济对每个出口国的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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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 ｉｎｖＣｈｉｎａｔ） 是中国前三年投资的平均值的对数。 投资是根据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来计算， 包括有形资产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选取最

近三年的数据是为了将中国的投资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的滞后性考虑

在内。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ｄｅｘｉｔ即出口价值指数， 以每一个国家出口的当前值占基准期

的平均值 （２０００ 年数据） 的百分比来表示。

ｌｎ （ ＩｎｖＣｈｉｎａｔ·Ｄｋ） 表示五个虚拟群组的产品与中国最近三年的投资平均

值之间的相互影响， 目标在于区分中国投资对每个群组的影响。

ＥＣＩ 即经济复杂度指数， 是衡量每个国家整体生产力特点的指数， 指每

个经济体生产的产品在精密度和多元化方面所积累的知识或汇集的竞争力。

Δ％ＧＤＰＣｈｉｎａｔ指中国经济实际年 ＧＤＰ 的增长率。

Δ％ＧＤＰＯＥＣＤｔ
指 ＯＥＣＤ 成员国实际年 ＧＤＰ 的增长率， 代表发达经济体的

经济增长率和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３）。

国家的出口总额和出口指数来自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ＧＤＰ 增长率来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 中国的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

计局； 经济复杂度指数， 来自 《 经济复杂性图册》 （ Ａｔｌａ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０１４）。

估计：样本的结果

表 ５ Ａ１ － ２ 总结了该模型估计的主要结果。 这些结果表明， 中国投资

与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最近三年内， 中国投资每增加

１％ ， 农业群组①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０ ５９％ ， 群组三 （智利和秘鲁）

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０ ７６％ ， 群组二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０ ７２％ ， 群组四 （墨西哥、 多米尼加共和

国、 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０ ４３％ 。

正如预期的那样， 中国的投资和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因国家而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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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首先， 智利和秘鲁组成的群组是受中国投资水平影响最大的国家。 其

次是化石燃料出口国群组：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再次， 中国的投资在巴拿马以及阿根廷、 巴西、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

加拉瓜， 巴拉圭和乌拉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最后， 中美洲国家———哥斯

达黎加，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共和国， 以及墨西哥 （群组四） 受中国投资

的影响较小。

出口指数的正向震荡导致拉美名义出口处于较高水平， 减少了中国投资

的影响 （仍很重要， 但影响下降较为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的投资效

果不仅通过出口量传导， 还可以通过价格传导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非常高， 而 ＯＥＣＤ 国家尽管经济增长率为正， 但是很低。

这表明， 拉美国家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敏感程度高于对主要发达经

济体的敏感程度。 最后， 一旦出口价格得到控制， 经济复杂性指数 （ＥＣＩ）

与出口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性， 这表明在过去 ２０ 年里， 拉美出口集中在附加

值低的产品上， 如初级产品。

表 ５ Ａ１ －２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结果

变量 － １ 出口 － ２ 出口

中国投资水平（近三年平均）
０ ５９０∗∗∗

－ ０ ０２９９
０ ４９７∗∗∗

－ ０ ０４２４

出口指数
０ ０００４８０∗

－ ０ ０００２７１

投资∗群组 ３ 虚拟
０ １７２∗∗

－ ０ ０６９６
０ １６７∗∗

－ ０ ０６３

投资∗群组 ４ 虚拟
－ ０ １６０∗∗∗

－ ０ ０４８３
－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５２５

投资∗群组 ５ 虚拟
０ １３３∗∗

－ ０ ０５８８
０ １３６∗∗

－ ０ ０５２９

经济复杂性指数
－ ０ ０９８１
－ ０ ０８５５

－ ０ ２３６∗∗

－ ０ ０８６１

中国增长率
０ ０２９１∗∗∗

－ ０ ００６９５
０ ０２７５∗∗∗

－ ０ ００６７９

ＯＥＣＤ 成员国增长率
０ ００４７４
－ ０ ００３４８

０ ００５２６∗

－ ０ ００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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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 １ 出口 － ２ 出口

常数
１６ ５０∗∗∗

－ ０ ２５１
１７ １７∗∗∗

－ ０ ３１３

观测值 ３４２ ３４２

判定系数（内含） ０ ８９４ ０ ９０７

国家数量 １８ １８

　 　 注： 星号表示稳健性标准差： ∗∗∗ｐ ＜０ ０１， ∗∗ｐ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投资和出口以对数表示。

对2030年中国在两种情境下的预测

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中国的增长率和投资率不断下降， 但其中一种情

境是这种下降速度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种情境不预设任何经济危

机或外部或内部重大事件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 它们只是模拟中

国从一个靠投资拉动的中等收入国家转变成基于消费的高收入经济体。

表 ５ Ａ１ － ３ 预测了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 以正常速

度过渡的情境成为 “基准情境”， 以高速率过渡的情境成为 “低投资

情境”。

表 ５ Ａ１ －３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两种情境

指标 年份
基准情境

初始估计 最终预测
低投资情境

经济增长率（每年，％ ）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６ ８ ６ ６ ６ ３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５ ９ ５ ６ ４ ８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５ １ ３ ２

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３８ ０ ４２ ４ ３５ ０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３６ ０ ３８ ０ ３２ ０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３４ ０ ３０ ０

　 　 资料来源： 基准情境预测的前提是假定经济增长稳步进行， 不会出现大的动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ＤＲＣ， ２０１３， ｐ ９）。 低投资情境中作者假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ＤＲＣ， ２０１３， ｐ ３６９），
在投资 ／ ＧＤＰ 的比率下降 ４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计算。 基准情境的初始预测运用的是计量分析。 最终

预测的最终版本将视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年的结果可获得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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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Ａ１ －４　 拉美国家群组分类

群组∗ 国家 代码

１ 阿根廷 ＡＲＧ

１ 巴西 ＢＲＡ

１ 危地马拉 ＧＵＡ

１ 洪都拉斯 ＨＮＤ

１ 尼加拉瓜 ＮＩＣ

１ 巴拉圭 ＰＲＹ

１ 乌拉圭 ＵＲＹ

２ 巴拿马 ＰＡＮ

３ 智利 ＣＨＬ

３ 秘鲁 ＰＥＲ

４ 哥斯达黎加 ＣＲＩ

４ 多米尼加共和国 ＤＯＭ

４ 萨尔瓦多 ＳＬＶ

４ 墨西哥 ＭＥＸ

５ 玻利维亚 ＢＯＬ

５ 哥伦比亚 ＣＯＬ

５ 厄瓜多尔 ＥＣＵ

５ 委内瑞拉 ＶＥＮ

　 　 注： ∗根据沃尔德法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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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Ａ１ －２　 出口预测 （分国家） ———样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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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信息

阿根廷

最近趋势

　 　 阿根廷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巴西。 中国则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阿

根廷主要向中国出口大宗商品。 ２０１４ 年， 阿根廷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７％ ， 进口总额的 １６％来自中国。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

集中在农业部门 （５７％ ） 和小部分矿业产品 （６％ ）， 以及高科技、 低科技

产品 （２０％ ）、 服务 （１７％ ） 上。 相反，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大多数从中国

进口的产品是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 （６７％ ）。

阿根廷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的位置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下， 比

欧盟则低更多。 阿根廷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水平较低 （１４％）， 因为阿根廷

致力于农业、 矿业和服务业， 这些行业无须供应很多国外中间投入品。 阿根

廷与中国的前向联系的 ４７％都集中在农业部门和采矿部门， 服务业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３４％）， 而后向联系都集中在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 （４２％）。

阿根廷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 最近几年， 中国已成为

阿根廷双边贷款的重要贷款方，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中国给予阿根廷的贷款占

中国对拉美贷款的 １６％ （占阿根廷 ＧＤＰ 的 ３％ ）。 来自中国的大部分贷款已

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 （占中国贷款总额的 ７４％ ） 或能源项目 （２６％ ）。

关于人口的竞争力， 阿根廷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较低， 学生在 ＰＩＳＡ

考试中成绩不佳，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称难以遇到称职的

员工。 事实上， ５７％的公司声称它们很难找到具备必要竞争力的员工，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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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难比例高于中国 （２％ ）、 拉丁美洲平均水平 （３６％ ） 和 ＯＥＣＤ 平均水

平 （１７％ ）。 １４％的阿根廷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比中国高 （９％ ）， 但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 （２８％ ）。 但是， 中国在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英文缩写

ＳＴＥＭ） 专业方面的人才占 ４８％ ， 而阿根廷只有 １３％ 。 阿根廷 １５ 岁学生在

ＰＩＳＡ 考试中的平均分为 ３８８ 分 （２０１２ 年数据）， 远远低于中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国家 （４９４ 分）。

中阿关系进展

自 ２０ 年前， 阿根廷和中国就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１９９２ 年， 中国

和阿根廷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 然而， 中阿关系的巩固是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的，

当时中国向阿根廷提供 ２００ 亿美元融资额度 （Ａｒ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这是中

阿贸易与合作关系迅速发展的开端。

两国签署了众多贸易协定和合作备忘录， 推动双边贸易和在基础设施、

石油、 天然气、 矿业、 核能、 交通、 金融、 农业和林业方面的投资。 ２０１４

年中阿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签署了超过 １５ 项协议， 其中包括

中国投资两座水电站、 铁路、 造船、 石化企业， 以及一个帮助阿根廷建设第

四家核电厂的协议 （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和部联邦规划公共投资与服务部，

２０１４）。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承诺将提供 ４７ 亿美元在圣克鲁斯建设两座

水电站， 提供 ４ ２３ 亿美元购买 １１ 艘船， 提供 ２１ 亿美元改造阿根廷铁路运

输线 （阿根廷总统办公室， ２０１４）。

中国石油企业对投资阿根廷油田表现出极大兴趣， 特别是 Ｖａｃａ Ｍｕｅｒｔａ

石油和页岩气油田 （Ａｒ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 阿根廷 ＹＰＦ 国家石油

公司与中石化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以建立战略联盟， 共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项目。 如 ２０１４ 年贸易和合作协定所述， 阿根廷 ＹＰＦ 国家石油公司将接受来

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援助 （ＹＰＦ， ２０１５）。

中国还与阿根廷在科学和技术上进行合作。 ２００８ 年， 两国签署了成立

中国—阿根廷食品科技中心的协议。 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阿两国在科

学和食品技术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粮食农业、 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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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以及粮食的生产、 储存、 包装和可持续运输领域的合作 （阿根廷科

技和生产创新部，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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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ｓＤｅＰｒｅｎｓａ ／ １２ － ＹＰＦ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ＭＯＵ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ｄ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阿根廷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４％ ８％ ９％ ６％ ７％ ７％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５％ ５％ １１％ １５％ １５％ １６％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大豆

（５８％ ）
原油产品

（１３％ ）

大豆油和

大豆产品

（１０％ ）

没有加工

的烟草

（２％ ）

牛皮

（２％ ）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５７％ ６％ １７％ ３％ １７％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０％ ０％ １９％ ５８％ ２３％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２０１１ 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阿根廷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２５％ ３０％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１９％ １６％ １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６％ １４％ ２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６％ １２％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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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３３％ １４％ １４％ ４％ ３４％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８％ ２％ ３４％ ４２％ １４％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阿根廷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４％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８％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９． ７８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１３％ ６１％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 ２％ ７５％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６％ ２１％ ６３％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５７％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３８８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ｉ ９％ ６３％ ０％ ２８％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ｉｘ １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ｘ ２０５０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ｉｘ） 美洲

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阿根廷数据是 ２００３ 年数据， 中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是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的数据是 ２００９ 年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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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最近趋势

　 　 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２０１４ 年， 巴西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１８％ ， 进口总额的 １６％ 来自中国。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巴西对中国出口的

超过一半的产品是农产品和矿业产品， 其余是高科技、 低科技产品 （２０％ ）

和服务 （２１％ ）。 相反，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中

高和高科技产品 （５５％ ）。

巴西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的位置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下， 这

是由于巴西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比较低。 巴西国内市场巨大， 专注于农

业、 矿业和服务业， 后向联系占比低 （１１％ ）， 前向联系占比高 （２４％ ），

因为这些行业无须供应很多国外中间投入品。 这体现了巴西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位置。 巴西与中国的前向联系集中在服务部门 （占前向联系的 ４６％ ）， 而

后向联系集中在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 （３９％ ）。

巴西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不断升级。 近年来， 中国在巴西的双边贷款

中占有不少份额， 中国给予巴西的贷款占给予拉美总贷款的 １９％ （占巴西

ＧＤＰ 的 １％ ）。 这些贷款大部分集中在能源部门 （５６％ ）， 其次是矿业

（６％ ） 和基础设施 （４％ ）。 此外， 巴西和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签署了 ６００ 亿雷亚

尔 ／ １９０ 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巴西财政部， ２０１３）。 中国和巴西之间

的金融联系不限于联邦政府层面， 巴西各州政府也获得了中国的资金。 中国

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业、 能源、 基础设施和运输行业。 例如， ２００９ 年马托格

罗索州与中国江西三合国际投资公司签署了中国在巴西农业方面的第一大投

资协议， 双方致力于开展一系列农业企业业务 （奥尔塔， ２０１５）。 此外， 巴

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金砖五国） 创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ＮＢＤ） 和应急储备安排 （ＡＲＣ）， 加强了巴西和中国之间的金融联系。 此

外， ２０１５ 年中国还邀请巴西作为创始成员国，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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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巴西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较高， 但是巴西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 ＳＴＥＭ） 专业的人才比例较

低。 巴西总人口的约 １２％ 完成了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但是低于

拉丁美洲平均水平 （１４％ ） 和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 这些毕业生中，

只有 １２％ 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而近一半中国毕业生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另一个

指标是 ＯＥＣＤ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 对 １５ 岁的学生进行的数学、

科学和阅读能力的评估。 参加 ＰＩＳＡ 考试的巴西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

（３９１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低于中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中巴关系进展

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巴西和中国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中的协调和合

作， 在 ＷＴＯ 谈判和气候变化议程中采取共同立场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ｎｕ，

２０１３）。 然而， 中国与巴西并没有签署任何双边优惠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条

约， 部分原因是巴西作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 必须与南方共同市场保持共

同立场。

中国表现出投资巴西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极大兴趣。 以下几个项目

已经在实施过程中：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巴西计划、 预算和管理部和中国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和生产能力的发展框架协议， 据此， 将成立

２００ 亿美元的双边基金 （巴西计划、 预算和管理部， ２０１４）。 同年， 巴西国

家石油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１５ 年提供 ５０ 亿美元）、 中国进出口

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签署协议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２０１５）。 此外， 巴西

联邦储蓄银行 （ＣＥＦ） 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金融合作谅解备忘录， 由中

国工商银行的生态融资计划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ｍｉｅｎｔｏ Ｅｃｏｌóｇｉｃａ） 提供

资金。

总体而言， 中国在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部门， 其次

是一些制造业部门。 巴西和中国正在谈判 “第二代” 投资， 目的是将对原

材料的投资重新引到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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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和中国的合作在加强。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和巴西签署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共同行动计划， 包括不同领域的多个合作项目： 农业、 贸易、 能源、 金融、

矿业和技术 （巴西外交部， ２０１２）。 该文件在 ２０１５ 年得到更新， 两国签署

了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共同行动计划。 中国和巴西还签署了一项十年合作计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 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在外长之间建立全面对话

机制 （巴西外交部， ２０１２）。 这个机制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

（ＣＯＳＢＡＮ） 一起， 负责监督 ２００４ 年以来两国在贸易、 投资、 金融、 能源、

农业、 文化、 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以及共同行动计划和十年合作计划的实施

情况。 自从 １９８４ 年第一个科学、 技术和创新双边合作协议签署之后， 中国

和巴西在研发领域已经签署了 ５３ 项合作备忘录。 最近一项备忘录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签署的， 包括共同开发科技园协议， 目的是促进具有共同战略意义的

领域的合作， 如农业科学技术、 工业技术、 高附加值的技术、 生物技术和纳

米技术合作 （ＭＣＴＩ，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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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国别信息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ｃｕｐｕｌａ ｄｏｓＢＲＩＣＳ”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ｏｍｅ
ＢＲＩＣ），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ｗｗｗ ｆａｚｅｎｄａ ｇｏｖ ｂｒ ／ ｄｉｖｕｌｇａｃａｏ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２０１３ ／ ｍａｒｃｏ ／ ｂｒａｓｉｌ － ｅ － ｃｈｉｎａ －
ｆｏｒｔａｌｅｃｅ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ａｏ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ｃｕｐｕｌａ －ｄｏｓ －ｂｒｉｃ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０１２）， “ Ｐｌａｎｏ Ｄｅｃｅｎａｌ 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çãｏ ｅｎｔｒｅ 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ｖａ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ｅ 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ａ Ｃｈｉｎａ”
（ “Ｔｅｎ⁃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ｉｍｒｅ ｓｅｒｐｒｏ ｇｏｖ ｂｒ ／ ａｔｏ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ｉｓ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ｉｓ ／ ２０１２ ／ ｐｌａｎｏ － ｄｅｃｅｎａｌ － ｄｅ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ｃａｏ － ｅｎｔｒｅ － ｏ － ｇｏｖｅｒｎｏ － ｄａ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ｖａ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ｅ －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ａ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０１４）， “Ｂｒａｓｉｌ 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ｉｎａｍ
ａｃｏｒｄｏ ｐａｒａ 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ｍｅｎｔｏｓ”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ｇ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ｅｊａｍｅｎｔｏ ｇｏｖ ｂｒ ／ ａｓｓｕｎｔｏｓ ／ ａｓｓｕｎｔｏ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ｂｒａｓｉｌ －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ｓｓｉｎａｍ －ａｃｏｒｄｏ －ｐａｒａ －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ｍｅｎｔｏｓ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２），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ｃａｎ ｄｏ”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ｐｉｓａ ／ 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 ２０１５ ），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ＴｉＶＡ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ｑｕｅｒｙｉｄ ＝６６２３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２０１５），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Ｄ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ｄｏｒ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ｃｏｍ ｂｒ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ｓｄ －５ －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２０１４ ）， “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Ｕ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ｂ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Ｊ ａｎｄ Ｄ Ｍｅｄｉａｎｕ， （ ２０１３ ）， “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ｚｉ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ＥＳｉｆ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９， Ｎｏ ４）， ｐｐ ７０７ － ７３０，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 ｌｉｎ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ｅｓｉｆｏ －ｇｒｏｕｐ ｄｅ ／ ｉｆｏＨｏｍ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ｃｂａｓｅ ｈｔｍ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ｄｓｔａ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ｂ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Ｗｈａ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
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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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３％ ６％ ７％ １７％ １９％ １８％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２％ ７％ １０％ １５％ １６％ １６％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大豆

（３７％ ）

铁矿和

精矿

（３５％ ）

石油产品

（９％ ）

甘蔗或

甜菜

（３％ ）

木浆

（３％ ）

各部门的附加值的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１４％ ４４％ １５％ ５％ ２１％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０ ０ ２２％ ５５％ ２２％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２０１１ 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巴西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２９％ ３５％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１７％ ２４％ １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１１％ １１％ ２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５％ １９％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 ８％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１０％ ２７％ １２％ ４％ ４６％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５％ １６％ ２８％ ３９％ １２％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巴西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２％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９％ １４％ ３６％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６． ９９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１２％ ６４％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８３２



国别信息

续表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５％ ２２％ ６３％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５％ ２３％ ７１％ １６％ ２１％ ６３％

声称有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

业的比例ｖｉ ７５％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３９１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ｉ ９％ ４１％ ２８％ ２３％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ｉｘ １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ｘ ７１０１． ９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ｉｘ） 美洲

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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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利

最近趋势

　 　 中国是智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智利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铜。 ２０１４

年， 智利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２５％ ， 中国成为智利第一大出口市场。 智

利进口总额的 ２１％来自中国， 中国是智利第二大进口市场。 用附加值方法

计算， 智利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 ８０％ 是矿业产品和中低科技和低科技产品

（与铜精矿、 铜矿和铜粗矿相关）， 其次是服务 （１８％ ）。 相反， 用附加值方

法计算， 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服务 （４７％ ）、 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

（３１％ ）。

智利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的位置位于拉丁美洲和欧盟平均水平

之上， 这是由于智利西在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比较大。 智利专注于发

展农业、 矿业和服务业， 贸易开放度较高， 价值链后向联系占比较小

（２０％ ）， 前向联系占比大 （３２％ ）。 智利的后向价值链与拉美平均水平

相当， 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巴西与中国的价值链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集

中在矿业、 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 （占前向联系的 ７２％ 和后向联系的

７６％ ）。 智利独有的前向价值链特征是智利的出口产品 （尤其是对中国

出口） 集中在矿产和金属上。 智利贸易规则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使得智

利融入了全球生产链， 如今智利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的份额日益增

加。

智利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依然一般。 近年来， 虽然中国给予拉美大量

的双边贷款， 但是智利仅收到中国对拉美贷款的 ０ １％ （１ ５ 亿美元）。 这

些贷款流向基础设施项目， 如提高通信网络质量。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 （９１％ ）。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智利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

高， 但是智利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 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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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总人口的约 １６％完成了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略高于拉丁美洲平

均水平 （１４％ ）， 但是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 这些智利毕业生中，

只有 １９％ 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而 ４８％ 的中国毕业生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参加

ＰＩＳＡ 考试的智利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 （４２３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低于中

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中智关系进展

２００６ 年， 智利成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个拉美国家。 此后，

中智两国继续进行贸易谈判， 两国在 ２００８ 年签署商业服务附加条款 （自

２０１０ 年起生效）， 并在 ２０１２ 年签署另一个关于投资的附加条款 （从 ２０１４ 年

起生效）。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起， ７３３６ 类 ９７％的智利货物能零关税进入中国市

场。 从那以后， 中智谈判主要集中在扩展现有的协议上。

智利正在与中国香港谈判新的投资协议。 ２０１５ 年初， 开展了第一轮谈

判， 在 ２００６ 年举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 双方就决定开展此类谈判， 根据

国际惯例的最低待遇进行， 避免投资者歧视， 对征收设置条件和要求， 并建

立补偿机制 （ＣＩＥＣｈｉｌｅ， ２０１５）。 智利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有着悠久的历

史，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两国就签署了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 ＣＩＥＣｈｉｌｅ，

２０１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双边贸易额少。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在智利的投资总额

为 １ ０３ 亿美元， 而同期双边贸易额超过 ３３０ 亿美元。 因此， 智利外国投资

委员会正在积极吸引中国投资 （ＣＩＥＣｈｉｌｅ， ２０１４）。

智利和中国将继续通过一系列的培训和合作协议， 加强两国在科学技术

领域的合作关系。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智利科技研究委员会 （ＣＯＮＩＣＹＴ） 和

中国科技部通过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中智科学技术合作计划。 该计划作为多项

活动的平台， 推动创新和人力资本培养， 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特别是

在天文学、 材料科学、 可再生能源、 电力工程和地震学领域 （ＣＯＮＩＣＹＴ，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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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６％ １２％ １５％ ２３％ ２５％ ２５％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６％ １０％ １３％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精矿

（３８％ ）
铜矿

（３５％ ）

没有精

炼的铜

（９％ ）

木浆

（３％ ）
铁矿

（５％ ）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各行业对中国出口，２０１１ ２％ １９％ ６０％ １％ １８％

各行业从中国进口，２０１１ ０ ８％ １４％ ３１％ ４７％

服务行业出口，２０１１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智利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４４％ ５２％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２３％ ３２％ １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２２％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２％ ２９％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 ６％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１％ １４％ ５８％ １％ ２４％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３％ ７％ ７１％ ６％ １２％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智利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６％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３５％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 ９． ７８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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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１９％ ４９％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０％ ２３％ ６６％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６％ ２１％ ６３％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４１％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４２３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ｉｘ ０ 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ｘ ４０ ５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ｉｘ） 美洲

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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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最近趋势

　 　 哥伦比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 中国则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 ２０１４ 年， 哥伦比亚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１１％ 。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哥伦比亚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矿产 （５７％ ）、 低科技和中高科技产品

（２６％ ）， 服务贸易占比为 １７％ ， 主要是传统服务业。 ２０１４ 年， 哥伦比亚进

口货物和服务的 １９％ 来自中国。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哥伦比亚从中国进口

的产品大多数是中低科技产品 （３０％ ） 和高科技产品 （５２％ ）， 其加起来超

过进口产品的 ３ ／ ４。

哥伦比亚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下， 比欧

盟则低更多。 哥伦比亚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水平 （净出口额的 ８％ ） 是拉

美最低的六个国家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

哥） 之一。 总的来说， 像哥伦比亚这样专注于矿产行业的国家在价值链中

的后向联系水平较低， 因为这些行业无须供应很多国外中间投入品， 但是与

其他也致力于矿产的国家如智利相比， 哥伦比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更

低。 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后向价值链集中在中高和高科技行业 （２０１１ 年， 占

后向价值链的 ３０％ ）。 此外， 哥伦比亚前向价值链水平 （３０％ ） 高于拉美其

他五个国家， 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前向价值链集中在矿业部门 （２０１１ 年， 占

后向价值链的 ６１％ ）。

哥伦比亚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和中国对哥伦比亚的直接投资正得到改

善。 最近几年， 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双边贷款的重要主体， 但是只有 １％的

贷款流向哥伦比亚。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

内瑞拉 （９１％ ）， 同时， ２０１２ 年中国对哥伦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 （９ ９６ 亿

美元） 也低于拉美其他国家。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哥伦比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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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比例较高， 但是 ４５％ 的哥伦比亚公司声称无法找到具有相应竞争力

的人才。 哥伦比亚总人口的约 ２２％ 已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 ９％ ）

和拉丁美洲平均水平 （ １４％ ） ， 但是略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 ２８％ ） 。

另一个指标是 ＯＥＣＤ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 ＰＩＳＡ） ， 对 １５ 岁的学生进

行的数学、 科学和阅读能力的评估。 参加 ＰＩＳＡ 考试的哥伦比亚学生的

数学平均成绩 （ ３７６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 低于中国 （ ５５０ 分 ）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 另外， 声称很难找到适合的员工的哥伦

比亚公司数量远远高于拉美平均水平 （ ３６％ ） 、 中国 （ ２％ ） 和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水平 （１４％ ） 。

中哥关系进展

自 ２１ 世纪初起， 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经贸关系稳步增强。 在过去的

１５ 年中， 双边贸易额增长每年达到 ２８ ９％ 。 ２０１４ 年双边贸易额达 １７５ 亿美

元。 中国是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哥伦比亚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五大贸

易伙伴。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双边投资条约， ２０１５ 年中国和哥

伦比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共同研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 中哥

关系又前进了一步 （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室， ２０１５）。

未来几年中国在哥伦比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增长。 ２０１５ 年，

两国签署了包括两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协议， 一个项目是在布埃

纳文图拉港口城市建造工业园， 由中国融资 ３０ 亿美元， 另一个项目是

在奥里诺科区域， 中国将投资修建从奥里诺科到太平洋海岸的公路， 另

外， 还将进一步探索新的农业合作机会。 该项目还将把 Ｍｅｔａ 河建设成

通航河流 （上述公路沿着该河流建设） 以刺激农业发展 （哥伦比亚总

统办公室， ２０１５） 。

中哥两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 ２０１２ 年中国和哥伦比亚签

署了九项协议， 推动农业、 经贸、 水利、 能源、 质检和矿业等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两国签署协议， 给予哥伦比亚学生 ２００ 个到中国学习的奖学

金名额， 并制定布埃纳文图拉市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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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ｄｓｔａ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ｂ），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Ｗｈａ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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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
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哥伦比亚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０％ １％ ３％ ６％ ９％ １１％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４％ ８％ １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原油产品

（８４％ ）
铁合金

（６％ ）
废铜

（５％ ）
煤块

（１％ ）
铝废料

（１％ ）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

各行业对中国出口，２０１１ 年 ０％ ５７％ ２６％ １％ １７％

各行业从中国进口，２０１１ 年 ０％ ０％ ３０％ ５２％ １８％

服务行业出口，２０１１ 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哥伦比亚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３０％ ３８％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２０％ ３０％ １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９％ ８％ ２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２％ ９％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 ９％

部门构成ｉｉ ∗∗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１％ ６１％ １４％ １％ ２２％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５％ ９％ ３９％ ３０％ １７％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哥伦比亚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２％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２％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 ７． ０６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２１％ ６３％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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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７％ ２１％ ６２％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４５％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３７６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ｉ ８％ ５２％ ７％ ３３％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ｉｘ ０． 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ｘ ４３１． ７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ｉｘ） 美洲

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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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

最近趋势

　 　 中国是哥斯达黎加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主要向中国出口微电子电路产

品。 ２０１３ 年， 哥斯达黎加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３％ ， 进口总额的 １０％ 来

自中国， 中国是哥斯达黎加第二大进口国。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哥斯达黎加

对中国的出口超过 ８５％都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 （特别是集成电路）， 其次是

服务 （１４％ ）。 同样， 从中国进口的附加值产品主要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

（５３％ ）。

哥斯达黎加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上、 欧

盟之下。 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很少出口原材料， 国内市场狭小， 制造业一

体化程度高， 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向价值链 （２８％ ） 和较低水平的前向价值

链 （１７％ ）， 这就是哥斯达黎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哥斯达黎加与中国

的后向价值链集中在中高和高科技行业 （７６％ ）、 服务业 （１０％ ）。 哥斯达

黎加在高科技制造业和附属服务业如信息服务和研发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在哥斯达黎加的出口构成中有所体现。

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的金融关系一般。 只有不到 １％的中国对拉美贷款流

向哥斯达黎加。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

拉 （９１％ ）， 对哥斯达黎加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债券 （７５％ ） 和公共交

通车辆 （３５％ ）。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哥斯达黎加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较高， 但是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 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 哥斯

达黎加总人口的约 ２１％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和拉丁美洲平均水

平 （１４％ ）， 但是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 哥斯达黎加这些毕业生中，

只有 １２％ 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而 ４８％ 的中国毕业生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参加

ＰＩＳＡ 考试的哥斯达黎加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 （４０７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低于中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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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哥关系进展

在过去十年， 中哥两国之间外交和贸易关系大大增强， 中国已经成为哥

斯达黎加一个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 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２００７ 年中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２０１０ 年， 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哥斯达黎加和中国继续加强贸易联系。 自 ２０１１ 年年中以来， 哥斯达黎

加向中国出口的产品约 ９９％ 均免关税进入中国市场 （哥斯达黎加外贸部，

２０１１）。 此后， 两国签订了香蕉、 皮革、 咖啡和鱼以及其他出口产品的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 最近一项协议在 ２０１５ 年签署， 为哥斯达黎加金枪鱼

和菠萝的出口打开了大门。

中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政府都表示， 两国希望推动外交、 贸易和经济领

域紧密而持久的关系。 哥斯达黎加目前的国家发展计划旨在吸引投资， 创造

新的贸易机会，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改善基础设施和区域不平衡现象。 为了

实现这些目标， 哥斯达黎加国家发展计划重视发展国际贸易， 更具体地说，

是发展中哥贸易， 以作为国家发展的可能途径之一。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中国和

哥斯达黎加政府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为在哥斯达黎加建立一个经济特区

进行联合可行性研究 （哥斯达黎加外贸部， ２０１５）。 这项研究将由商务部对

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商务部） 和哥斯达黎加投资合作司 （外贸部） 共同

完成， 并会得到国家规划和经济政策部 （ＭＩＤＥＰＬＡＮ） 和一个国际专家团队

的密切合作和协调。 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提供关于经济特区的地理位置和业务

指导等信息， 包括对市场、 环境以及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分析 （美洲开发银

行， ２０１５）。

中国近年也成为哥斯达黎加基础设施融资的战略合作伙伴。 ２０１４ 年，

哥斯达黎加国会批准了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 ４ ５ 亿美元贷款， 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 （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４）， 其中 ５０００ 万美元是由美洲开发银行管理

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联合融资基金提供 （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４）。 此

外， ２０１５ 年， 哥斯达黎加国会批准了由中国提供的 ４ ８５ 亿美元贷款， 用于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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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中央山谷与加勒比沿岸的主要公路的扩建 （立法大会， ２０１５）。

此外， 两国科技部的负责人最近重申了两国对在科学技术培训和研究合

作方面的承诺， 对 ２００７ 年签署的合作协议进行了更新。 新的协议显示， 人

力资本的发展是合作的关键， 两国将扩大科学家和大学生交流项目。 在此框

架下， 两国的学术和科研机构签署了二十余项交流协议 （ＭＩＣＩＴＴ，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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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Ｏ （ ２０１５ ）， “ ＩＬＯ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 ＫＩＬＭ ）”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ｅｍｐｅｌｍ ／ ｗｈａｔ ／ ＷＣＭＳ＿ １１４２４０ ／ ｌａｎｇ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ＭＩＣＩＴＴ （２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 ｙ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ｅｓｔａｒáｎ ｍáｓ ｕｎｉｄａｓ ｐｏｒ ｌａ ｃｉｅｎｃｉａ ｙ ｌａ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íａ”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Ｃｉｅｎｃｉａ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íａｙ Ｔｅｌｅ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ａｎ Ｊｏｓé，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ｃｉｔ ｇｏ ｃｒ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１３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ｙ －ｃｏｓｔａ －
ｒｉｃａ －ｅｓｔａｒａｎ －ｍａｓ －ｕｎｉｄａｓ －ｐｏｒ －ｌａ －ｃｉｅｎｃｉａ －ｙ －ｌａ －ｔｅｃｎｏｌｏｇｉａ＆ｃａｔｉｄ ＝４０＆Ｉｔｅｍｉｄ ＝６３０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５），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ｙ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ｍｅｎｔａｎ ｃｒｅａｒ Ｚｏｎ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 “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 Ｓａｎ Ｊｏｓé，
ｗｗｗ ｃｏｍｅｘ ｇｏ ｃｒ ／ ｓａｌａ＿ ｐｒｅｎｓａ ／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ｓ ／ ２０１５ ／ ｅｎｅｒｏ ／ ＣＰ －１８３９ ａｓｐｘ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１）， “Ａｐｒｏｂａｄｏ ＴＬＣ ｃｏｎ Ｃｈｉｎａ” （ “ ＦＴＡ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Ｓａｎ Ｊｏｓé， ｗｗｗ ｃｏｍｅｘ ｇｏ ｃｒ ／ ｓａｌａ＿ ｐｒｅｎｓａ ／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ｓ ／ ２０１１ ／ ｍａｙｏ ／ ００＿ ｃｐ －
１２８２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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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 （２０１２）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ｃａｎ ｄｏ”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ｐｉｓａ ／ 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 ２０１５ ），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ＴｉＶＡ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ｑｕｅｒｙｉｄ ＝６６２３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２０１４ ）， “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Ｕ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ｂ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ｂ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ｄｓｔａ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ｂ），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Ｗｈａ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
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哥斯达黎加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０％ ３％ ９％ ３％ ３％ ｎ． ａ．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ｎ． ａ．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集成电路

（８０％ ）
电子配件

（４％ ）

牛或马的

生皮和皮

（３％ ）

废铜和

废料

（２％ ）

藤条和

甜菜

（１％ ）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０％ ０％ １％ ８５％ １４％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１％ ０％ ２５％ ５３％ ２０％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２０１１ 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ｉｉ
哥斯达黎加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４０％ ４５％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１３％ １７％ １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２６％ ２８％ ２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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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２％ ２３％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 ６％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１％ ０％ ８％ ３３％ ５５％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５％ ０％ ９％ ７６％ １０％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哥斯达黎加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１％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６％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８． ３６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１２％ ６９％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３％ ２０％ ６７％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３８％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４０７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ｉ ４％ ７０％ ４％ ２２％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ｉｘ ０． ３％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ｉｘ） 美洲

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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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

最近趋势

　 　 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贸关系刚刚起步， 但是前景光明。 ２０１４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对中国出口占货物总出口的 ２％ ， 主要出口初级产品。 铜矿

占对中国出口额的 ３２％ ， 其次是铁合金 （２５％ ）、 铜废料 （１２％ ）、 医疗器

械 （７％ ） 和铁废料 （４％ ）。 中国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位于

美国之后， 多米尼加共和国进口额的 １２％来自中国。

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 多米尼加共和国没有获得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款方， 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

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９１％ ）。 多米尼加共和国没有从中国对拉

美日益增加的贷款中受益。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

比例较高， 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服务部门。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人口的约 １１％

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但是低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 （１４％） 和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多米尼加共和国居民受教育的平均年限的是 ７ ５ 年，

与中国相当 （７ ３ 年）， 但是低于拉美平均水平 （８ ３ 年） 和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

均水平 （１１ ４ 年）。 超过 ６８％的劳动力在服务部门就业， 略高于拉美平均水

平 （６５％） 和中国 （３６％）， 但是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水平 （７１％）。

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系进展

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贸关系和合作刚刚起步。 虽然中国与多米尼

加共和国的贸易和外交联系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但是， 两国关系由于多米

尼加共和国与中国台湾建交而中断。 然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这十年间， 中国

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北京贸易发

展办事处以及中国驻圣多明各市的贸易发展办事处的成立促进了双边经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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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文化交流。 随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 两国外交关系

也得到改善。 最近， 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 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持共同的

提案， 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模式四 “自然人流动” 方面。

虽然两国外交关系复杂， 但是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贸易往来增加

了。 虽然两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条约还没有取得进展， 但是两国

之间交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广。 中国已表示有兴趣进口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烟

草、 鳄梨和可可， 以及增加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投资， 具体来说， 是在能源

和渔业领域进行投资。 因此， 在未来， 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

投资都将不断增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北京贸易发展办事处管理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

现有的几个合作协议， 比如与圣多明各理工学院 （ＩＮＴＥＣ） 签署的合作项目

协议， 该项目从 ２００８ 年起为圣多明各理工学院的学生到中国学习硕士课程

提供奖学金 （ ＩＮＴＥＣ， ２０１５）。 尽管两国间的合作至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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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多米尼加共和国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０％ １％ ４％ ５％ ３％ ２％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１％ ５％ ９％ １０％ １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矿

（３２％ ）
铁合金

（２５％ ）
废铜

（１２％ ）

医疗科学

领域的设备

（７％ ）

废铁

（４％ ）

行业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１％ ６２％ ２％ ３５％ １％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３％ ８％ ３４％ ２７％ ２８％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多米尼加共和国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１％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３％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７． ４６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ｉｖ １５％ １８％ ６８％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 ３６％ ２％ １７％ ３６％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 ９％ ６３％ ０％ ２８％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ｖｉｉ ０％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ｖｉｉ） 美洲对话组织。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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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最近趋势

　 　 中国是墨西哥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由于墨西哥与美国、 加拿大签订了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潜能没有发挥到极

致。 ２０１４ 年， 墨西哥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２％ ， 进口额的 １７％来自中国，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

（４０％ ） 以及矿产 （３０％ ）。 用附加值方法计算， 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 （６７％ ）。 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 ７５％的产品是中间投入

品， １１％是资本品。

墨西哥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中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上、 欧盟

之下， 后向价值链水平较高， 而前向价值链水平较低。 墨西哥的前向价

值链水平较低 （１５％ ） 是因为墨西哥的制造业一体化程度较高。 但是墨

西哥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向价值链 （３２％ ）。 墨西哥与中国的前向价值链主

要集中在矿业 （３５％ ）、 低和中低科技行业 （１４％ ）、 中高和高科技行业

（１４％ ） 以及服务业 （３４％ ）。 墨西哥与中国的后向价值链主要集中在中

高和高科技行业 （８９％ ）。

中国与墨西哥的金融关系取得了进展。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

款方， 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９１％ ）， 只有不到 ２％的中国对拉美贷款流向墨西哥。 大约 ５８％ 的中国贷

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墨西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

高， 但是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 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 墨西哥

总人口的约 １５％ 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和拉丁美洲平均水平

（１４％ ）， 但是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 这些墨西哥毕业生中， 只有

２７％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而 ４８％的中国毕业生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参加 ＰＩＳＡ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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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墨西哥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 （４１３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低于中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中墨关系进展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 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经济关系经历了不同阶段。 一

开始， 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竞争， 因为两国的出口结构具有相似

性， 尤其是在电子、 汽车部件、 电子元器件、 汽车和燃料等行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墨西哥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对中国产品强加反倾销税的期限到期， 墨西哥

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埃尔南德斯， ２０１２）， 这推动两

国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而努力。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中国和墨西哥加强了金融联系。 ２０１３ 年， 两国同意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这个制度框架下， 解决双边经济利益问题， 加强

两国合作 （墨西哥外交部， ２０１４）。 从那时起， 两国已经举行了数次谈判，

以确保墨西哥产品如鳄梨、 猪肉、 覆盆子、 白玉米、 浆果、 乳制品、 牛肉和

龙舌兰酒可以进入中国市场。 此外， 中国和墨西哥在 ２０１４ 年签订了 １４ 个双

边协议， 金额达到 ７４ 亿美元， 包括成立一个规模为 ２４ 亿美元的两国基金，

用于两国企业在能源、 矿业、 高新技术制造业、 旅游和农产品 （牛肉、 黑

莓和覆盆子） 出口中的投资以及联合科研。 此外，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Ｐｅｍｅｘ） 和三家中国国有企业还共同成立了中墨能源基金， 对能源基础设

施、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及生产进行投资 （墨西哥经济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以

来， 墨西哥能源改革之后， 在 １９３８ 年国有化后， 墨西哥第一次允许外国直

接投资进入能源领域， 这为中国公司在该领域的参与打开大门。

墨西哥和中国已经设计了一个制度框架， 建立解决关乎双边经济问题的

常设对话机制。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每年两国都举行会议。 这些机制包括： 中墨

高层工作组 （ＧＡＮ）， 负责促进贸易和投资、 产业合作和矿业合作； 中墨企

业家高级别工作组 （ＧＡＮＥ）， 为促进贸易和投资提供对话平台， 私营部门

参与其中； 墨中高级投资工作组 （ＧＡＮＩ）， 制定双边投资工具。

尽管与拉美其他经济体相比， 中国对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少，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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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墨西哥制造业的投资不断扩大。 多家中国企业已经投资墨西哥的家

电、 电子、 汽车零部件和工业设备公司。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敏实集团在阿瓜

斯卡连特斯追加了其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投资。 此外， ２０１５ 年， 海信宣布

收购墨西哥夏普电视厂的资产， 而德昌电机则宣布将在萨卡特卡斯开设第二

家工厂。

中国和墨西哥都是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成员。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由 ２１ 个经济体组成。 亚太经合组织有三大支柱： 贸易与投资的自由

化、 商务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 （ＡＰＥＣ， ２０１５）。 由于墨西哥与世界大型经

济体 （包括中国） 之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日益减少， 墨西哥从中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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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ＬＡＣ （ ２０１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ＥＣＬＡＣ，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Ｃｈｉｌｅ

Ｈｅｒｎｎｄｅｚ， Ｈｅｒｎｎｄｅｚ， Ｒ （２０１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ＧＩＧＡ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Ｒｏｓ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ＲＥＡ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ｈｔｔｐ：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ｓｕｂ ｕｎ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ｄｅ ／ ｇｉｇａ ／ ｊｃｃ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４９５ ＞ 

ＩＬＯ （ ２０１５ ）， “ ＩＬＯ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 ＫＩＬＭ ）”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ｅｍｐｅｌｍ ／ ｗｈａｔ ／ ＷＣＭＳ＿ １１４２４０ ／ ｌａｎｇ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２０１４），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ｒｍａｎ １４ ａｃｕｅｒｄｏ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ｓ”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ｓｉｇｎｅｄ １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Ｍｅｘｉｃｏ Ｄ Ｆ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ｇｏｂ ｍｘ ／
ｅｖｅｎｔｏｓ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ｏ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ｅ ／ １０７８１ － ｐｉｅ１４ － １１ － １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２０１４），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ａｃｃｉóｎ ｅｎｔｒｅ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ｏｓ ｙ ｌａ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ａ ｉｍｐｕｌｓａｒ ｌａ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 ｅ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ｃ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 “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Ｍｅｘｉｃｏ Ｄ Ｆ ， ｈｔｔｐ： ／ ／ ｓａｌａｄｅｐｒｅｎｓａ ｓｒｅ ｇｏｂ ｍｘ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ｐｄｆ ／ ｍｅｘｉｃｏｅｎｃｈｉｎａ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２）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ｃａｎ ｄｏ”，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０６２



国别信息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ｐｉｓａ ／ 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 ２０１５ ），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ＴｉＶＡ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ｑｕｅｒｙｉｄ ＝６６２３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２０１４ ）， “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Ｕ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ｂ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ｄｓｔａ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ｂ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Ｗｈａ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 －
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墨西哥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０％ １％ １％ ２％ ２％ ２％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２％ ８％ １１％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摩托车

（２１％ ）
铜矿石

（１８％ ）
石油

（１０％ ）
电子配件

（８％ ）
废铜

（６％ ）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１％ ３０％ １２％ ４０％ １７％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０％ ０％ １９％ ６７％ １４％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２０１１ 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ｉｉ
墨西哥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４５％ ４７％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１０％ １５％ １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３４％ ３２％ ２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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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ｉｉ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２％ ８％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

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１％ １３％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１％ ３５％ １４％ １４％ ３４％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０％ １％ ９％ ８９％ １％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墨西哥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５％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７％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８． ４７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２７％ ６２％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３％ ２４％ ６２％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３１％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４１３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ｉ ２％ ７４％ １２％ １２％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ｉｘ 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ｘ ２８． ３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ｉｘ） 美洲

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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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最近趋势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成为巴拿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巴拿马向中国

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初级产品。 ２０１４ 年， 巴拿马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９％ ， 中国是巴拿马第三大出口市场。 同时， 中国是巴拿马第四大进口来源

国， 巴拿马进口额的 ８％ 来自中国。 巴拿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矿

产， 特别是铜废料 （占巴拿马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４２％ ）、 面粉、 谷类和肉丸

（２４％ ） 和铝废料 （１４％ ）。

中国与巴拿马的金融关系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但是中国对巴拿

马的投资正在增加。 最近几年， 巴拿马通过发行债券， 满足了 ６９％ 的融资

需求， 只有 ２％的融资需求是通过双边贷款解决的。 虽然已经成为拉美重

要的贷款方， 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

内瑞拉 （９１％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 ２７５０ 万美元， 创历

史新高。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巴拿马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较高， 但是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 ＳＴＥＭ） 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

巴拿马总人口的约 ２１％ 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和拉丁美洲平

均水平 （ １４％ ）， 但是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 ２８％ ）。 这些毕业生中，

只有 ２２％ 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而 ４８％ 的中国毕业生拥有 ＳＴＥＭ 学位。

中巴关系进展

由于巴拿马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货物运输和食品行业的重要性， 中国和

巴拿马保持了强劲的贸易关系。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

仅次于美国， 货物运输量占运河运输总量的 ２３ ５％ 。 事实上， 中国远洋运

输公司是巴拿马运河的主要用户之一， 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顾问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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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２００３）。 此外， 自 ２０００ 年起， 香港和记黄埔公

司的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就是位于运河的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

托瓦尔港的管理者。 另外，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拉丁美洲出口产

品的跳板。 ２０１４ 年科隆自由贸易区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价值 ３７ 亿美元， 占该

地区出口总额的 ３０ １％ 。

最近五年， 中国对巴拿马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为 １ ０６ 亿美元， 专

注于港口、 船只、 银行和贸易领域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３） 。 在未来几年，

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将在巴拿马建立区域办事处， 目

前， 它正在评估参与巴拿马运河的多个项目， 特别是设计、 建造第四道

船闸， 并进行融资， 以便超巴拿马型船可以通行 （ 《迈阿密先驱报》 ，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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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０％ １％ ６％ ４％ ６％ ９％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１％ ２％ ２０％ ８％ １０％ ８％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废料

（４２％ ）

面粉、谷
类和肉丸

（２４％ ）

铝废料料

（１４％ ）
观赏林木

（５％ ）

牛、马的生

皮和皮毛

（４％ ）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２５％ ７０％ ４％ ０％ ０％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２０１１ 年 ２％ １１％ ４３％ ２９％ １５％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巴拿马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１％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０％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９． ３５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

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ｉｖ ２２％ ６６％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７％ １８％ ６５％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１９％ ２％ １７％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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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 ２％ ６９％ ４％ ２４％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ｖｉｉｉ ０％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ｖｉｉｉ） 美洲对话组织。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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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鲁

最近趋势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特别是在铜、 金

等初级产品贸易方面。 秘鲁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迅猛， 特别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

增长率达到 ３５％ ～５０％ 。 ２０１４ 年， 秘鲁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 １８％ ， 中国

成为秘鲁第一大出口市场。 秘鲁对中国出口的 ７０％ 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制造

业产品， ３０％是初级产品。 另外， ２０１４ 年， 秘鲁进口产品的 ２１％来自中国，

中国是秘鲁第二大进口市场。 而 ９２％ 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是自然资源以外的

制成品。

秘鲁和中国之间保持非常紧密的金融关系。 近年来， 中国已经成为秘鲁

双边贷款的重要贷款方， 中国对拉美贷款的 ２％流向秘鲁 （２３ 亿美元）。 大

部分贷款集中在矿业领域 （２０ 亿美元） 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１ 亿美元），

包括交通、 环境和能源部门。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也是第一家

进入秘鲁金融系统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秘鲁开业， 提供各种金融

产品和服务， 包括存款、 转账、 外贸、 融资、 保函和贷款业务等。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秘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

高。 秘鲁总人口的约 ２１％ 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高于拉丁美洲

平均水平 （１４％ ）， 但是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 但是参加 ＰＩＳＡ 考试

的秘鲁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较低 （３６８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远远低于中

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中秘关系进展

在过去的十年中， 秘鲁与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改善了关系， 特别是通过与

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改善双边关系。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秘鲁与中国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生效， 该协定不仅让秘鲁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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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享受最惠国待遇， 而且加强了秘鲁与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投入品供

应商的贸易联系， 将秘鲁整合到亚洲需求链中， 使秘鲁成为南美洲的 “金

融中心” （秘鲁外贸与旅游部， ２０１５）。 三年来， 秘鲁新增了 ３１２ 种出口产

品 （９７％是非传统产品）， 新成立了 ４６８ 家出口公司， 中秘贸易翻了一番

（秘鲁外贸和旅游部， ２０１５）。

此外， 中国和秘鲁都是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的成员， 亚太经合组织

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由 ２１ 个经济体组成。 亚太经合组织有三大支柱： 贸易与投

资的自由化、 商务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 由于与世界大型经济体 （包括

中国） 之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日益减少， 因此秘鲁从中受益不少 （秘鲁外

交部， ２０１５）。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秘鲁的直接投资占秘鲁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的 ０ ９％。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巴西和秘鲁政府宣布将投资 １００ 亿美元， 建造横跨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 以改善南美国家和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连通性，

在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创造新的贸易机会， 推动南美实现新型工业化。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和秘鲁签署了多项协议， 包括水资源和能源管理。 秘鲁

能源和矿业部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建立合作机制，

共同开发秘鲁能源领域。 另外， 秘鲁农业部水务署和中国长江设计院签署了

关于秘鲁南部水资源评估、 规划和综合管理的合作协议。

秘鲁与中国的合作始于 １９８８ 年。 当时两国签订了促进经济、 科学和技

术发展的基本协定。 ２００５ 年， 秘鲁科技创新委员会 （ＣＯＮＣＹＴＥＣ） 和中国

科学院签署了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 鼓励专家合作和交流， 促进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秘鲁外交部，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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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６％ １１％ １１％ １８％ １７％ １８％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５％ ８％ １２％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及精

炼品

（４８％ ）

精炼铜制

阴极管

（１４％ ）

面粉、谷类、
鱼丸、肉丸

（１２％ ）

铜矿石

及精矿

（１２％ ）

锌矿石

及精矿

（３％ ）

部门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３０％ ７０％ ０％ ０％ ０％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２０１１ 年 １％ ７％ ３１％ ３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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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秘鲁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２１％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３４％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９． ０１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ｉｖ ２６％ １７％ ５７％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 ２８％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 ３６８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存量的占

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ｖｉｉ １１％ ５６％ ０％ ３３％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ｖｉｉｉ 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ｉｘ ７３９． ９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 世界银行国际

债务统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ｃ）； ｖｉｉｉ） 美洲对话组织； 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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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最近趋势

　 　 中国是乌拉圭第二大贸易伙伴。 ２０１４ 年， 乌拉圭对中国出口占货物总

出口的 １７％ （其中包括从新帕尔米拉自由港向中国出口的大豆）， 主要出口

产品是初级产品。 大豆占对中国出口额的 ５２％ ， 其次是肉类 （１８％ ）、 纤维

素 （１７％ ）、 羊毛和羊毛制品 （６％ ）、 肉类制品 （３％ ） 和皮革 （１％ ）。

２０１４ 年， 乌拉圭进口额的 ２２％ 来自中国， 主要的进口产品是科技产品， 如

手机和电脑。

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 乌拉圭没有获得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 虽然中国

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款方， 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９１％ ）。 中国对乌拉圭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私人投

资， 集中在工业和服务业。 ２０１４ 年， 多家中国公司在乌拉圭各个经济部门

运营， 涉及服务业 （特别是电信和物流服务）、 能源和制造业 （特别是汽车

行业）。

关于人口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 乌拉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

高。 乌拉圭总人口的约 １２％ 完成高等教育， 超过中国 （９％ ）， 但是低于拉

丁美洲平均水平 （１４％ ） 和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 （２８％ ）。 参加 ＰＩＳＡ 考试的乌

拉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 （４０９ 分，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年报告）， 远远低于中国

（５５０ 分） 和 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 （４９４ 分）。

中国与乌拉圭的关系进展

中国和乌拉圭于 １９８８ 年建立外交关系， 并于 １９９３ 年签署了双边投

资协定， 于 １９９７ 年生效。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两国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发

展； ２００２ 年， 两国签署了关于乌拉圭奶制品出口到中国的卫生检疫协议；

２００５ 年签订了乌拉圭牲畜出口到中国的卫生检疫协议 （ＷＴＯ，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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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迄今为止， 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特惠贸易协定， 部分原因是乌拉圭

作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 必须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统一立场。

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在最近几年有所增加。 ２００９ 年， 中国与乌拉圭签

署了九项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议， 涉及贸易、 发展和金融等领域。 ２０１１ 年，

两国签署了价值 ５ ２８ 亿美元的大豆、 牛奶、 羊毛和木材产品出口协议， 另

外还包括科学、 金融、 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２０１３ 年， 两国签署了通信、

教育、 经济、 地球科学、 矿业和银行监管领域的合作协议。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投资了 ８００ 万美元， 以促进两国在互利共赢的金融项目中的经济和技术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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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ｐｉｓａ ／ 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 ２０１５ ），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ＴｉＶＡ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ｑｕｅｒｙｉｄ ＝６６２３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 ｌｉｓ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ｗｗ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ｂ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ｄｓｔａ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ｂ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Ｗｈａ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ＷＴＯ （２０１２），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 ｅ ／ ｔｐｒ＿ ｅ ／ ｔｐ３６３＿ ｅ ｈｔｍ

２７２



国别信息

乌拉圭主要指标

贸易ｉ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５％ ４％ ４％ １２％ １６％ １７％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４％ ８％ １２％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０１４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

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

出口值的百分比）

大豆

（５２％ ）
肉类

（１８％ ）
纸浆

（１７％ ）
羊毛织物

（６％ ）
肉类制品

（３％ ）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ｉｉ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行业，２０１１ 年 ９１％ ４％ ５％ ０％ ０％

从中国进口，按行业，２０１１ 年 １％ １０％ ２７％ ３９％ ２３％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乌拉圭 中国 ＯＥＣＤ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２％ ９％ ２８％ １４％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ｉｉｉ １６％ １４％ ３５％ ２３％

受教育平均年限ｉｉｉ ８． ４５ 年 ７． ３０ 年 １１． ３９ 年 ８． ２９ 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最近可用的

数据） ｉｖ １５％ ４９％ ４８％ ２４％ ２２％ ５６％ １７％ ６３％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农业 工业

服务

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ｖ １１％ ２１％ ２８％ ３５％ ３０％ ３６％ ５％ ２３％ ７１％ １４％ ２１％ ６５％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

的比例ｖｉ ３０％ ２％ １７％ ３６％

ＰＩＳＡ 考试中数学成绩，２０１２ 年ｖｉｉ∗∗ ４０９ 分 ５５０ 分 ４９４ 分 ３９７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ｖｉｉｉ ０％

　 　 资料来源： ｉ）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ｉ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数据； ｉｉｉ）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ｉｖ）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ａ）； ｖ） 国际劳工组织劳

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ｖｉ）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ｂ）； ｖｉｉ） ＯＥＣＤ 拉丁美洲 ２０１２ 年

ＰＩＳＡ 成绩和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ＰＩＳＡ 成绩； ｖｉｉｉ） 美洲对话组织。
∗２０１１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中国是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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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方法论附录：使用的定义和变量

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参与： 一国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指数， 是后向和

前向参与的总和。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数据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统计 （最新可用数

据），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国的数据可

以获得。

后向参与： 在全球价值链的术语中， “后向联系” 是指在生产中利用了

外国的产出的情况下， 外国价值链在一国出口中所占的比例。 更确切地说，

是指外国产品附加值在总出口中的百分比。 价值链的参与是根据一个特定国

家的出口中附加值的起源来定义的。 广义上说， 后向参与指数反映的是特定

国家中国内公司在出口经济活动中利用外国中间产品附加值的程度。

前向参与： 在全球价值链的术语中， “前向联系” 是指国内中间产品

的增加值在第三方出口中所占的比例。 更确切地说， 它是一个国家的出口

总额中和附加值相关的部分占其他国家的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前向联系反

映的是一个特定国家的出口被贸易伙伴的企业在其自身的出口中所利用的

程度。

经济部门分类： 本报告是根据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贸易附加值 （ＴｉＶＡ） 进行

编码， 该项分类包括类别和子类别， 在后面的表格中予以所示。 ＴｉＶＡ 中的

分类适用于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等经

济体。

非贸易附加值经济体的经济部门分类： 多米尼加共和国、 巴拿马、 秘鲁

和乌拉圭等国家根据产品的技术含量把经济部门分为五个产品类别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教育水平分类： 本报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ＩＳＣＥＤ） （２０１１ 年更新版） 进行编码，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将教育分为

六个层次， 以进行教育数据统计。 其中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分类依照后面的表

格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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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分类

类　 别 子类别 贸易附加值编码

农　 业 Ｃ０１Ｔ０５：农林牧渔

采矿事业
Ｃ１０Ｔ１４：采矿和采石

Ｃ４０Ｔ４１：电力、气、水供应

低科技和

中低科技部门

低科技部门

Ｃ１５Ｔ１６：食品、饮料和烟草

Ｃ１７Ｔ１９：纺织品、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Ｃ２０：木材和软木产品

Ｃ２１Ｔ２２：纸浆、纸、纸制品、印刷和出版

Ｃ３６Ｔ３７：其他未分类的制造业；回收

中低科技部门

Ｃ２３：焦炭、精炼石油产品和核燃料

Ｃ２５：橡胶和塑料制品

Ｃ２６：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Ｃ２７：基本金属

Ｃ２８：金属制品

中高和

高科技部门

中高科技部门

Ｃ２４：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Ｃ２９：机械设备及其他未分类

Ｃ３１：电气机械、器材及其他未分类

Ｃ３４：汽车、拖车和半拖车

Ｃ３５：其他运输设备

高科技部门 Ｃ３０Ｔ３３Ｘ：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

服务业

传统服务业

Ｃ５０Ｔ５２：批发和零售贸易；修理

Ｃ５５：酒店和餐饮

Ｃ６０Ｔ６３：运输和储存

计算机和研发服务
Ｃ７２：计算机和相关活动

Ｃ７３Ｔ７４：研发和其他商务活动

金融中介 Ｃ６５Ｔ６７：金融中介

其他服务业

Ｃ４５：建设

Ｃ６４：邮电和通信

Ｃ７０：房地产活动

Ｃ７１：机械设备租赁

Ｃ７５：公共管理和国防；强制社会保障

Ｃ８０：教育

Ｃ８５：卫生和社会工作

Ｃ９０Ｔ９３：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Ｃ９５：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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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分类

水　 平 命　 名

中学教育

高中教育
ＩＳＣＥＤ ３

比初中更专业，教师素质更高。 学生已经完成了包括初中在内的 ９ 年前期学习。

高等教育

Ａ 类高等教育 ＩＳＣＥＤ ５Ａ

广泛学习基础理论培养专业竞争力以及进入高级研究计划具有较高竞争力要求的专业。 学制：３ 年

或 ４ 年

Ｂ 类高等教育 ＩＳＣＥＤ ５Ｂ

学习时间一般比 Ａ 类短，主要目的是培养技术类、实践类和职业类的竞争力，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

求。 学制：２ 年

Ｃ 类高等教育 ＩＳＣＥＤ ５Ｃ

面向博士等更高的学历，理论上学制 ３ 年，但大多数国家都会延长；专注于创新的、高级的研究。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３）。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 一个国家在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测试中的数学平均

分一般被视为中学教育的绩效指标。 ＰＩＳＡ 的成绩介于 ０ 和 １０００ 之间， ４１ 分

等于一个学年。 中国所采用的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就包括从 １１ 个省、 自治区、 市

（北京市房山区、 天津、 海南、 河北、 湖北、 江苏、 吉林、 宁夏、 四川、 云

南和浙江） 的 ６２１ 所学校中采集的 ２１００３ 名学生的广泛样本。

文理科毕业生比例： 理科学生数量是指毕业于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等教育领域的人数， 文科学生数量是指毕业于人文、 社会科学、 法律与教育

等专业的人数。

预估的中国直接投资： 拉美经委会根据拉美国家的官方数据、 公司报

告、 彭博社， 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市场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提供的信息， 对该

国的数据进行的估计值。

拉美和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值： 在计算拉美和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值时所选取

的国家取决于该国最新数据的可用性， 特别是采用最近一年的数据。 计算拉

美的全球价值链平均值的数据来自 ６ 个国家：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

亚、 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中， ＯＥＣＤ 的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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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３０ 个国家的平均值， 拉美地区的数据采用了 ２５ 个国家的平均值。 理科

生平均值取自 １２ 个拉丁美洲国家和 ３４ 个 ＯＥＣＤ 经济体。 在研究劳动力受教

育年限不足而阻碍公司发展的主要原因的时候， 采用的是拉美 ２４ 个国家和

１４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数据。 在计算就业分布时， 采用的是 １８ 个拉美经济体和

３４ 个 ＯＥＣＤ 经济体的数据。 最后， 在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２ 数据库中， ＯＥＣＤ 平均值取

自 ３４ 个国家， 拉美的平均水平的数据取自 ８ 个国家：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秘鲁和乌拉圭。

国家集团： 文件中倾向于使用下列国家集团：

ＬＡＣ （６ 个）：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ＥＵ （２７ 个）： 除马耳他之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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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是一所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优势学科， 文学、 经济学、 管

理学、 教育学、 理学、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浙江省省属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校， 前身是创建于 １９５５ 年的浙江教育学院。 学校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

现有文三路和小和山两个校区， 全日制在校生 ７３００ 余人。 设有英语语言文

化学院等 １２ 个学院 （部）， 开设英语等 ２５ 个本科专业。 ２０１０ 年成功实现改

制更名以来， 学校以 “明德弘毅　 博雅通达” 为校训， 以 “全面建成外语

特色鲜明、 教育品质一流的知名高校” 为奋斗目标， 大力实施 “品牌化、

国际化、 集群化” 三大战略， 致力于进一步推进特色发展。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全

方位指导和浙江省教育厅、 财政厅、 商务厅以及社科联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亲切关怀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正式成立的校级独立建制的高级研

究机构。 拉美所依托学校改制后的外语类专业的独特优势， 立足浙江外向型

经济， 旨在以高起点国际化的视野， 聚集国内外有志于拉美研究的人才潜心

研究， 以服务于国家外交、 地方建设及学校发展需要， 团结校内外科研人员

从政治、 经济、 教育、 社会等领域深入开展拉美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对策研究， 注重对与浙江省乃至与我国发展状况类似的拉美重要国家开展国

别研究， 积极服务浙江经济发展， 进而辐射周边省市乃至全国。 ２０１４ 年，

我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单位发起

成立了 “拉美研究与中拉合作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５ 年， 我所实施了驻所研

究员制度， 设立了墨西哥等 １５ 个国别研究中心， 实现了拉美地区国别研究

的全覆盖。 ２０１６ 年， 在省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下， 我所正在筹建 “拉美研

究大数据实验室”。 目前， 我所共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４０ 余名， 已完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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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的有关拉美研究的课题中， 国家社科基金有 ２ 项， 省部级课题达 ２０ 余

项， 已出版的著作或公开发表的论文超过 １００ 余篇， 已经成为国内外有一定

影响力的拉美研究基地。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２０１６）：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是联

合国拉美经委会、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每年联合发布的研究

拉美经济形势和趋势的权威性报告， 其中文版之前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

丁美洲研究所翻译出版。 ２０１６ 年， 有关合作中断以后， 在征得中国社会科

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领导同意之后，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帮助下， 我们

与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取得了联系， 得到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授权。 我所高度重

视， 克服时间紧迫、 任务繁重等困难， 快速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报告

的翻译工作由我主持， 具体分工如下： 前言、 第一至三章由我翻译， 第四章

由我所秘鲁研究中心主任郑淑菲翻译， 第五章和国别信息由我所委内瑞拉研

究中心主任陈岚和我翻译， 最后由我进行统稿并根据本书英文版进行校对。

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祝得彬社长对本书获得

ＯＥＣＤ 发展中心的授权以及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帮助。 感

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吴白乙所长、 柴瑜所长助理对本项工作的

支持。 感谢浙江外国语学院领导一直以来对我所工作的支持。 最后， 我要感

谢我的团队成员在高温酷暑下高效完成本项工作的辛勤付出。

由于 ７ 月底才拿到本书的正式授权， 翻译出版的时间非常紧张， 加上我

们的水平有限， 因此， 本书翻译中难免会出现许多错误， 敬请读者指正。

唐　 俊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秘书长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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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本书探讨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之一。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上升到新的层面，并给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建立互利共赢伙伴关系的机会。随着中

国经济从以出口和投资型为基础向消费和服务型模式转型，通过参与该进程，拉丁美洲将会有更大收益，从而

摆脱仅仅是一个大宗商品供应商的角色。本报告从贸易、金融和科技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新模式对拉丁美洲

的影响，确立了潜在战略和政策以加强拉丁美洲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总结了这些领域的宝贵经验和最佳实践，

提出了促进拉丁美洲稳定长期增长、确保社会议程连续的战略。

本书的官方版本如下：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6: hacia una nueva asociación con 

China,©OECD/United Nations/CAF 2015。

英语版本：ISBN 9789264246201/DOI: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

西班牙语版本：ISBN 9789264246331/DOI: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348-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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