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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
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努力

[美]瓦迪·哈拉比

  内容提要 为促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美国已经推动了一些经济协议

的签署和经济组织的成立。本文分析了美国领导的“全球化”运动背后的真正

动机,对今天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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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1990~1991年起,为促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美国已经推动了一些

经济协议的签署和经济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包括成立于1993年的“北美自

由贸易区”,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组成;成立于1995年由104个国家

加入的每年贸易总额达世界贸易总额80%的世界贸易组织。在由社会主义

革命带来的苏联和其他9个国家政府解体后,这些协议开始发挥作用。

  美国领导的“全球化”运动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华尔街从这场运动中

寻求什么? 对他们的拥有产生了什么影响?

  十分有必要对今天整个世界经济展开马克思主义分析。一个世界经济就

意味着无论是否存在精神上或政治上的壁垒,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将

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自快捷和安全的跨洋运输方式产生以来,
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已有500年的历史了。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铁

路运输和电报真正地推动并完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电报几乎可以和今天

的英特网一样快捷地传送关键信息,它真正地做到了几乎没有任何浪费———
但在冗余的信息存在时确实形成了浪费。

  过去的100年是整个世界历史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俄罗斯、中国

和其他国家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其他事中,这些革命创造了一个完全

不同的非周期性经济,该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和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同时服务

的利益 群 体 也 不 同。相 反,正 如 马 克 思 所 阐 明 的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是 周 期

  收稿日期:2006-2-21

  作者简介:瓦迪·哈拉比(WadiHalabi),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06  海派经济学 2006卷

性的,生产是以利润最大化各类导向、依赖于资本经济的意愿,遵循生产和交

换的最大化规律。

  但两种经济体制并非相互隔绝,它们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各领域相互作

用、冲突和竞争(在今天的一个世界经济中)。由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非周期

性经济已经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日益加剧的冲突

却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动荡。

  197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冲突使整个世界经济恶化。它的

“过度生产”和“过度投资”(生产和需求间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石油价格猛

涨,金融投机活动四起,工会受到攻击、工资下降,全球失业率急增。整个资本

主义世界面临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全

方面的挑战。

  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美国GDP仍稳定增长,但资本主义世界全球范

围内的冲突使得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过度生产”问题日益严重,全球失业率

稳步上升,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逃避贸易联盟和苏维埃联盟的挑战。

  工人阶级在旧经济体制早期的经济危机中已经取得了进步,因此,虽然很

艰辛,1907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仍为俄国革命开辟

了道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其他国家的

革命开辟了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这里指他

们全球范围内的政府、联盟组织,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组织上都没有做好

面对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发的日益加剧的挑战。

  苏联的垮台具有双重效应。它暂时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的政治

力量,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进口)帮助稳定了全

球经济。它们已经成为德国机器工具、日本整个工厂和土耳其农产品的稳定和日

益增长的购买者。毫不惊奇,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十个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在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

等)迅速获得了新生(这些国家以美元表示的GDP已经获得了稳步的增长)。

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冲突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冲突就是日益增长的生产和限制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另
一方面,慢慢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狭隘,资本主义形式受到两方面冲

突的挤压。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形式就是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但在今天这种生

产方式比以前更加垄断集中。

  2004年,“世界500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提供了全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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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和服务,但却只雇用了1%的劳动力。① CPUSA的政治经济学家Vic-
torPerlo的细致工作和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所有

权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中。

  私有权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内在冲突的惟一因素,例如,跨国边界就形成了

比通常意识到的更大的经济障碍,这些障碍的阻碍作用日益增长。自苏联和

南斯拉夫解体后其他20个新国家形成了整个世界经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显

著的增长。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在前苏联的各经济主体边境间存在着巨大的

经济和时间成本。②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历史上美国和加拿大间边境是自由的。虽然魁北克

和纽约间的距离与魁北克和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距离相等,即使纽约拥有更

多的人口,但一项研究却发现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与魁北克间的贸易

额是魁北克与纽约间贸易额的1200%多。那是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增

加了边境壁垒前的1996年,即使今天美国和加拿大间不显著的边境壁垒仍是

贸易的一个重要障碍。分析总结到:“整个经济距边境间自由贸易仍很远”。③

现代经济要求交换和生产数万种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具有不断创新和变化

的能力。大集中、计划经济和全面努力的成功下日益增长的深遂的利益和控

制相互联系;当新的创新替代旧的产品时它同样需要工人阶级的团结。

  但是根据定义资本主义是一个起伏跌宕的经济体制,当垄断进一步深化

后,这种波动会加剧。在它削减成本的努力下,资本主义不是对工人进行投资

再教育,和支持他学习新的工作技能,而是使他们失业,结果就是这个工厂失

去了控制或者是这个系统成为一个利益整体,并且这个系统逐渐失去了有效

管理和创新的能力。

  这个可怕的事件的证据可以从经济史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的统计中获

得:1973年到1999年间144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年下降了0.8%。麦迪逊的方

法和他分析的局限意味着他低估了收入的下降。然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可

以表述为“加上1减去1”法则。在过去的20年中,在10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

中,劳动生产率大概年增长1%,就造成人均收入下降1%,并且在此期间,世
界资本主义经济并未经历普遍的危机。

三、华尔街的全球化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就成为华尔街全球化的美好愿景。由于苏联

①
②

③

财富.2005-7-25.
世界银行:从非一体化到一体化:国际贸易中的东欧和前苏联[J],经济学家报道,2006-2-

4.
FederalReserveBankofSt.Louis,InternationalEconomicTrends,August,1999.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08  海派经济学 2006卷

的解体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得到了加强,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冲突却

日益深化。根据美林投资公司的计算,例如,1990年到本世纪末1995年间,
日本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急增20%,但同期日本最大的银行的坏账却爆炸式

从500亿美元增加到13000亿美元。

  事实上,根据这些个别国家的统计数字来分析,在1990~2000年间,资本

主义国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规则规制下的前资本主义CMEA国家工业生产

能力有近1/4处于闲置状态,但同样是日本和欧盟国家生产能力下降的结果,
虽然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和其他地区爆发了战争。

  那什么是华尔街全球化的目标? 什么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

和其他一些具有同样成立动机的组织共同追求的? 坦言之,它们的动机是企

图保护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克服资本主义体制与日益增加的内部冲突,包括

由国际边境造成的通过欺骗和削弱劳工组织,打压弱小党派造成的冲突。

  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全球化生产,事实上,资本主义的

生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集中在美国和北美地区。正如上文提及,在
同期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在1/4处于闲置或被摧毁时,美国的工业生产却

增长了50%,例如,在过去的20年中,英国的生产经历了大幅的下降。

  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ErnestHollings将全球化定义为:“保护美国工

业基础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内容”。① 美国工业生产的全球份额从1990年的

23%增加到2000年的28%,自2000年后,是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和由此引

致的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大幅增加改变了这种发展的局面。

  同样可以证实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具有同样目的的组

织并非像华尔街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促进贸易。例如,如果它真的是那样,这
些贸易协议就应该对货币、食物和其他商品的投机进行限制。这些投机可以

在一夜之间给贸易带来灭顶之灾。正如1997年7月2日金融危机对泰国的

突然打击所表明的,这场危机是由华尔街对泰国的货币投机所造成的。但是,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旨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的协议却实际上

促进了投机活动。

  不平等的交换同样能够给贸易国带来灾难。在不平等的交换中,资本主

义强国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或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初级商

品。刚果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就矿产资源不平等的交换导致了该国1992年

的经济崩溃,不平等交易的测度相对容易。然而,无论是北美贸易自由区还是

世界贸易组织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种不平等交易;事实上,这些协议

中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各种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这种不平等交易。

  什么是帝国主义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寻求的目标呢? 世界

① BusinessWeek.20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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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组织协议有20000页,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也有几千页。显然,这些

协议是复杂和深远的。但是,此处是否有一个目的定义了华尔街的目的。

  冲突加深的条件是资本主义权力所无法阻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代表着

最强资本家的企图———特别意味着美国的垄断家族通过补充内部相关的机制

来保护他们的利益:1)第一,使国际劳动力更加便宜,特别是通过资本的跨国

流动使加剧全球工人的竞争;2)保证债务偿还;3)便利不平等交换,而仅仅是

通过维护资本主义的知识产权;4)扩大他们控制“过剩生产”的能力,此外,通
过不给予使用生产某种商品的技术许可证从而使该种产品的生产不经济,知
识产权可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5)打破所有阻碍华尔街投机的壁垒和从石

油到货币汇率的全部价格控制;6)有效地维持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关税税率和

配额以及出口补助,这些对贫穷国家的农业和工业都是巨大的灾难;7)通过使

用这些条约迂回缩小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权力;美国机密地订立这些条约过

程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行为;8)迫使国有企业和服务机构私有化,例如,公众基

金企业的私有化比例;9)扩大美国工资战的能力,不仅仅是通过“保护它的产

业基地”,和弱化潜在的挑战者,包括可能的资本主义挑战者,特别是工人阶级

和他们的政府,特别是今天的中国。

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但是中国和越南寻求加入世贸组织又怎样了? 像苏联一样,中国和越南

都是由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它们都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们都

有非周期性的经济体制。它们都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它们同样是在仍由资

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中运行。

  有很多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今天越南经济也取得了增长)是全球经

济稳定和增长的真正惟一来源。特别,它们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增长已经

阻止了资本主义世界两次陷入“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不成比例的危机)。

  世贸组织外的国家将面临着歧视和惩罚性条款。因此,中国,古巴和越南

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寻求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越南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仍在

进行中)。华尔街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中国如果

接受这些要求后将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苏联已经解体而美国却仍很稳定

甚至在扩张。即使在获得了世贸组织成员后,中国依然面临着“非市场经济”
条约的歧视,从自行车到衣服的许多产品上美国和欧盟都对中国采取了特别

条款。

  但是,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和斗争要比仅仅寻求自身效率要好,这需求巨大

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在任何情况下在单一经济(和世界经济)中都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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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个未曾预料的发展:中国非凡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一直在竞争和斗争。并且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大多数制造品的

劳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时已经超过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

穷国还是富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虽然在煤、钢铁和其他基础工业特别是

最重要的农业部门还没有实现。

  但是中国看似已经取得了从制衣到精致的电气产品方面出色的劳动生产

率。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本

也低。出色的劳动生产率的取得是因为中国有一套出色的教育系统,在许多

大的制造业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可靠的电力供应;必要投入

的便捷投入;非常好的道路、港口和机场;和经常被忽视地有效地刺激对许多

制造品需求的能力,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具备这种能力。

  这是积极的和历史的发展。同样也存在对立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因为中

国的农业部门和初级产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低;又因为有时

表面上看到私有企业取得了这种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实际上这种的高的劳动

生产率的取得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的社会体制、良好教育的结果、计划经

济和基础设施、剩余的再分配所带来的稳定增长的本国需求所共同带来的。

六、结 论

  总结:在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加深的条件下,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代表着最强

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努力,通过劳动力的全球竞争有效地弱化

劳工势力和使劳动力更加便宜,便于投机和不平等交换,将这些问题转移给其

他弱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它们的利润和限制“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为减少资本主义国家对她的歧视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由于社会

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优越的社会体制,中国在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上已经

表现出比资本主义国家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高的增长率)。

  中国依然面临着由于存在许多自身具有日益严重的内在矛盾的资本主义

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已经科学地评价了整个世界

经济、复杂的经济、中国发展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和全球工人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已经恰当地评价了世贸组织和其他具有这样目的的组织的华

尔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行动。同时

马克思主义有必要指明了社会主义全球化前进的道路,以及成立平等、和平和

全球劳工的组织。

  因此 ,马克思主义者欢迎上海这个会议,“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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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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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NAFTA,andUS-led“Globalization”Efforts:
Motives,Aims,andanUnexpectedResult

Wadi’hHalabi

  Abstract TheUShaschampionedseveralinternationaleconomicagreementsandor-
ganizations,supposedlytofacilitate“globalization”and“freetrade.”Thispaperistofind

outwhatisbehindtheseUS-led“globalization”initiativesandtoanalyzetheworldeconomy
fromtheMarxiststanding.

  Keywords WTONAFTA globalization Marxism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龚晓莺点评①

  瓦迪·哈拉比(WadiHalabi)在其论文《世贸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美

国领导的“全球化”的努力:动机、目的和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一文,首先,提
出了整个世界经济包含两种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和由社会主义革命所创造

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两种制度受到各自内部不同规律调控,资本主义具有

明显的周期性,而社会主义则是非周期性,两种制度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相

互作用、冲突和竞争。其次,哈拉比教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冲突存在

① 龚晓莺(1963-),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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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华尔街的全球化目标,北美自由贸易区、WTO和

其他的贸易集团共同追求的是企图保护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克服资本主义

体制和内部冲突。文章指出全球化的正面影响,并客观指出全球化并没有真

正带来全球化生产,真正促进贸易,有些投资和贸易协定没有消除不平等的交

易,并指出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影响。最后,哈拉比教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后经济、贸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在贸易中仍面临许多问题,如“非市

场经济”条约的歧视等,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机遇。目前,中国在部分

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中具有优势,远不仅是中国在这些产品生产中具有较高

的生产率水平,而且的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取得是起经济体制、教育水平等多方

面因素带来的。当然,这一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可以看出哈拉比教授的

探索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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