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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

[美]梅瑞恩·拉汝蒂

  “贫穷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遥远,离美国却如此之近。”———Porfirio
Díaz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磋商时,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气)约
占美国从墨西哥进口货物的半数,也在从加拿大进口货品中占了很大比重。
但在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中,能源问题没有被提及。然而美国想要

从墨西哥石油中分一杯羹的观点经常被提起———并有充分的理由。

  在该论文的写作中,笔者将能源,尤其是石油,放回到其原本属于的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过程之中。我认为美国把贸易协定作为对其石油利益威

胁的回应,这种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1980年以来似乎更剧烈。和关

贸总协定一样,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协定条款被用来限制两个国家的政策空间,
为了阻止能源成为国家主义发展战略的工具。美国想要保证自己有持续的石

油供给,即使是在未来短缺的情况下。它还想要增加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能

源部门中的美国公司的利润机会。最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的努力

没有加美自由贸易协定(CUFTA)中那么成功,因为墨西哥人强烈的国家主

义情感 ———石油必须在墨西哥控制之下,因为墨西哥现有的宪法和法律。但

是这并不能否定美国意图或努力的野心本质。

  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1973年OPEC石油禁运、油价提高之

后,作为既消费又生产的国家面对持续的石油利益挑战,美国尽力保证其石油

通路,特别是在西半球。到1979年,一些事件为这些努力增添了紧迫性,例如

1976年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1978年起厄瓜多尔加大石油控制的尝试,1979
年伊朗革命对减少石油供给和提高油价的影响。

  墨西哥石油已经在1938年实现国有化。此外,墨西哥的1917年宪法规

定石油是墨西哥的国家珍贵资源。碳氢化合物和基本石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保留给国家。1976年美国对墨西哥石油的兴趣再起,因为国家石油公司Pe-
troleosMexicanos或Pemex宣布石油新发现和石油储量的较大增加(事后被

确认为虚假的),在此基础上开始大量从商业银行举债。墨西哥再次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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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石油输出国(见图1)。

  资料来源:INEGI,BancodeinformaciónEnómica.
图1 墨西哥原油出口,1973~2003

  美国开始探索保证其获得墨西哥石油持续和充足供给的道路,并且寻求

在墨西哥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获利机会。在1978年末,亨利基·辛格、大
卫·洛克菲勒和美国商人一起,开始定期地拜访墨西哥商人和政府官员来促

进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或北美共同市场,或两者(LAWR,09/07/79)。墨

西哥总统LopezPortillo在1979年初开始加入关贸总协定。然而1980年3
月18日,在1938年墨西哥石油国有化周年纪念的重大庆典的当天,Lopez
Portillo宣布墨西哥将不加入关贸总协定,取而代之将遵循国家主义工业化政

策和保存其石油储量(LAWR,03/28/80,03/28/80)。拒绝的原因之一是:

  ……成员国协议第20G章程这一条款已确定说明墨西哥不能减少石油

输出,除非它实现国内消费的同样减少。工业部长JoseAndresdeOteyza上

星期把这一要求和关贸总协定中的寻求确保战略资源供给的“危险趋势”等同

起来(LAWR,03/28/80)。

  1980年末,PierreTrudeau首相宣布国家能源计划(NEP),加拿大向美国

提出了尖锐挑战。国家能源计划中提到外国公司在加拿大国土(大部分是海

上)任何新发现的石油贮藏需要向加拿大政府上缴25%的利润。这包括已经

在那里进行勘探的公司;这一措施遭到了美国公司愤怒反抗。他们以及其在

美国政府的支持者施加巨大压力,在几年内加拿大放弃了原先的主张(Dil-
lon,1993)。

  1984年,在BrianMulroney成为加拿大首相之后,国家能源计划被抛弃,
在1985年讲演中发起贸易和投资协定。加美自由贸易协定在1988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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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贯彻执行,它包含几个重要的能源规定。其中一个最经常被提到的就

是904章程———“比例分配”条款。未来石油短缺,加拿大答应不减少对美国

的石油出口数量,除非其对自身的供给也同比例下降。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409条款包含了相同的一般贸易规定,没有特别提及能源(Dillon,1993)。

  此外,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外国投资章节中的1605条款禁止征用和“任
何与征用等价……的方法”———这一措词显然符合1980年国家能源计划中的

美国石油行业曾强烈反对过的规定。(CUFTA,2006年3月通过 )

  回到1980年,在加拿大之后1个月宣布的墨西哥国家能源计划,同样是

国家主义发展战略的从属能源政策。墨西哥计划使其国内能源消费实现原子

能和其他资源的多样化,来避免石油产出的过多增加。墨西哥表示,在未来没

有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其超出50%的石油出口,否则当会被警告;其实美国当

时已经获得了墨西哥77%的石油出口了。

  对美国更深的刺激是LopezPortillo总统对古巴、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

新革命政府公开表示友好,同时积极努力加强与日本、加拿大和欧洲的联系

(LAWR,11/21/80,12/12/80,12/19/80)。墨西哥在外交方针和能源政策

上日渐增长的独立自主,以及对满足美国需要的拒绝,无疑激怒了新任的共和

党总统RonaldReagan。所以自1981年以后,高负债、高利率和下降的油价

的组合使墨西哥进入一个长达9年的经济困难。美国政府对墨西哥被迫作出

的让步感到满意。

  即使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在1982~1988年 MigueldelaMadrid
总统执政下,墨西哥外国投资的事实上的自由化已经开始了。尽管1973年法

律限制新公司的外国所有权上限为49%,当局在接连不断发生的案件中不断

破例(BLA,03/06/89;BLA,03/27/89)。下降的油价致使墨西哥于1986年7
月加入关贸总协定,因此减少了墨西哥的贸易壁垒,使之向自由化又迈近了一

步。一位墨西哥高官写道,下降的油价迫使墨西哥“在对国际借款日益增强的

依赖与非石油输出中日渐重要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WSJ,02/14/86)。

  1986年关贸总协定条约对墨西哥政府控制石油干涉很少。墨西哥没有

允许其能源部门受关贸总协定规定的约束,留下Pemex自由地作为国家发展

计划的工具。协定关于在任何未来短缺情况下继续向贸易伙伴供给石油的章

节上含糊其辞:

  墨西哥将会依照墨西哥政治宪法,行使其自然资源的主权。在其社会和

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墨西哥可能保持一定的与自然资源保存相关的出口限制,
尤其在能源部门,如果那些出口限制对于国内生产或消费限制的结合上有效

的话。(1986年,补充重点)

  整个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均感受到强烈的经济压力,这迫使她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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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让步。Pemex总收入贡献了那一时期墨西哥政府预算的1/3~1/2,并且

在贸易自由化、关税被逐渐降低中变得更为重要。由于债务、高利率和低油

价,石油收入被用于债务偿还而不是用于石油勘探和发展。Pemex愈加渴望

得到私人资本(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某种程度上得出结论,1986年Pemex
将三十种石化产品按初级到次级重新分类,允许私人投资(包括外商投资),限
制比例提高到40%。到1989年,一些行业分析家估计75%的墨西哥石化产

业被私人资本占有(BLA,01/30/89)。

  CarlosSalinasdeGortari总统(1988~1994)向开放石油和外商投资进一

步迈进。1989年1月,Salinas强行控制了石油工人的工会,逮捕了50余名领

导者,替换成更为顺从的官员。工会主席JoaquinHernandezGalicia在几天

前曾宣布工会将抵制任何私有化石油产业的企图,所以Salinas主持的这场运

动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私有化的前奏。1989年Pemex将出口业务分离为单独

的公司,还将三十多种石化副产品按初级到次级重新分类。5月,Salinas颁布

规章重新许可在大多数行业外商所有权占100%,当然石油除外。然而,这只

是将官方已经实行的正式化而已(BLA,03/27/89;BLA,5/22/89)。

  1990年,墨西哥与美国之间谈话宣布,贸易和投资协定1991年正式启

动。与此同时,墨西哥债务救助Brady计划于1990年3月订立,1991年Pe-
mex第一次与两个美国公司签约打钻油井,美国向墨西哥提供高达50亿美

元的进出口银行贷款,原则上是为能源部门;也作出了其他类似表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中真正的能源谈判发生在1992年。1992年伊

始,一家新闻报导指出,在被密切注视的过程中“很少人相信Salinas政府关于

墨西哥石油产业的主张不在议事日程”。同一消息来源又称:“Ciemex-Whar-
ton咨询公司总裁AbelBeltrandelRio认为‘墨西哥将接受向外商投资进一

步开放石油业,如果美国国会批准这一条约’”。它还引述墨西哥经济学家墨

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GeronimoValverde的话说,“在不冒犯民族感情下,白
宫和美国石油公司要求分得石油蛋糕更大的部分,但是墨西哥谈判者,作为一

个策略,把碳氢化合物这张牌放在最后”(LAWR,01/23/92)。

  1992年间,Salinas总统做出进一步提案。归咎于Pemex疏忽的4月瓜

达拉哈拉市煤气大爆炸之后,他下令制定计划重组国家石油公司———实际上

计划早已存在(BLA,04/17/89;LAWR,05/21/92),预备在Pemex重组的抵

制较低的适当时机公布于众。此次爆炸之后,到处都是关于Pemex无效率和

过失的报道;报道称墨西哥官员实际上是“悄悄地鼓励”这样的事情,“甚至用

精心设计的漏洞来服务他们”(LAWR,05/21/92)。

  Pemex改组为一个控股公司下的四个子公司,其中一个是有60个左右

支公司的石化公司,其中许多Salinas计划使之私有化。作为准备还将另一系

列石化产品按初级到次级重新分类,仅划出8种由国家保留。美国对此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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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1992年5月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听证会,报道称“美国石油公

司的一个又一个代表强调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因为开放墨西

哥石油业将会给他们带来的利益(LAWR,05/21/92)。

  在谈判中美国争取实现什么呢?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2年2月21日的

草案向新闻界透露,美国已计划一项类似于加美自由贸易协定409条款的比

例分配条款,连石油等自然资源也不例外(Dillon,1993)。8月份新闻报道说,
加拿大的谈判者要求墨西哥对三个问题达成协议:墨西哥向其他参与国的石

油供应的连续性,即使墨西哥石油产量下降(也就是,比例分配体条款);向私

人投资开放石油业;并利用风险契约(LAWR,8/13/92)。风险契约是一种安

排,一个钻油井或天然气的企业被事前付费,至少是部分支付,付费方分享其

发现的石油或天然气。这种风险契约已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普遍实施,然而,
自1958年以来的墨西哥法律禁止这种风险契约。这些“加方”要求都是美国

希望在协定中有的条款。该报告还称,能源是五个尚未解决的最有争议的问

题之一;另一个是政府采购,也与能源部门紧密相关。它指出,美国贸易代表

CarlaHills曾说过“一方面,华盛顿尊重墨西哥宪法(宪法规定石油工业是唯

一被国家控制的部门)———但另一方面,由于能源占与墨西哥贸易的四分之

一,不能排除协议之外”(LAWR,8/13/92)。

  最后,墨西哥能拒绝接受这三个“加方”要求,但只有对美国其他能源需求

做出让步,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中的(三)、(四)、(七)项:

  (1)能源部门服从关贸总协定的规定。

  (2)初级石化产品的数量减少到8个(大部分已经被执行)。

  (3)政府采购的商品和服务的50%向外国投标人开放,在未来10年内提

高到100%。

  (4)天然气供应商,包括外国私人供应,允许在墨西哥直接与最终使用人

签约;石油公司保留充当中间人的权力。

  (5)墨西哥不能向能源或初级石化产品的出口征税,除非向这类产品的国

内消费征收相同的税(PPR,08/20/92)。

  (6)政府代理人如Pemex允许在合同中包含执行条款,但不要求必须这

样做。

  (7)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CFE保留生产和销售公用电力的权力,允许私

人企业合作、自我独立发电供自己使用 (Berdeja-PrietoandLopez-Velarde
1994)。

  其他规定,如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加强能源管制,有助于限制墨西哥和

加拿大双方的政策空间。例如,前Pemex驻美国代表RafaelQuijano指出,

Pemex受到关贸总协定对国家贸易企业规定的影响(其决定的要求是基于商

业考虑):“能源章节中允许美国公司直接与墨西哥天然气购买者磋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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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要求Pemex有义务同意这种交易,除非Pemex有不这么做的商业上充

分的理由……”(FNER,08/13/92)。

  在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能源部门净利益的评价不一。美国能

源部长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向完整的北美能源市场的建立迈进一大步”,
并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想要在石化、电力、天然气、能源服务和设备市场上

投资和竞争的美国生产者和能源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FNER,08/

13/92)。但美国能源部长的代表则称之为对石化“十分积极”,对天然气“适
度积极”,对上游投资“不十分积极”(PON,08/13/92)。美国贸易代表的能源

咨询委员会主席RayBragg说,他对墨西哥短期内会有大量能源投资表示怀

疑,但他还表示“很大程度上,墨西哥已经开始拆除贸易保护,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是用来确保他们不会重建”(PON,08/14/92)。天然气行业更为热心,在获

得批准前的1993年10~11月间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游说 (FNGR,10/

07/93);许多狭义上的石油产业不那么热衷,并不是很努力的游说(PON,11/

12/93),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至少陷入了重要位置颠倒步骤,以防止他们以

后的墨西哥政府,以防被随后的墨西哥政府扭转。

  美国国会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表决的一星期前,新当选的加拿大总理

JeanChretien试图消除加拿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承诺的比例分配条款,像
他的自由党在竞选中许诺的那样 (PON,11/09/93,11/22/93)。但克林顿政

府拒绝重新考虑加拿大向美国持续提供石油和天然气的义务,即使是在短缺

情况下。Chretien放弃原主张(FTEN-IGR,12/10/93)。

  最后,许多美国人,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低估了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中能源部门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1)墨西哥政府和美国对石油和能源

极力保持沉默,以避免激起墨西哥民众的反对;以及(2)由于能源规定对美国

劳工和其他大部分选民都造成伤害,工人领袖并没有加以理会。

  为什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在能源上美国得到的比其希望的少呢? 很显

然,因为(1)墨西哥谈判者采用了把能源谈判留到最后的巧妙策略;(2)墨西哥

媒体很警醒,墨西哥工农坚决不允许石油私有化;(3)墨西哥宪法阻碍了石油

私有化。墨西哥国务院负责能源和其他事务的副部长 William Andrew于

1992年11月提得最好:“我们被墨西哥媒体在墨西哥的每一角落追击”来寻

找Salinas是否向外资让步;如果美国试图打破Pemex的石油垄断,“就没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一定的,这是不可能的”(PON,11/23/92;Inside
F.E.R.C.,11/30/92)。

  作为在北半球范围内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一部分,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并不是很有价值的一步。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墨西哥对

其的石油供应、北美能源共同市场的能源,并最终有机会占有墨西哥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的较大部分。尽管美国得到的比其期望的要少,它相当努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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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到批准,阻止墨西哥在未来从这些小步骤上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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