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系
的黎明

8

《金融与发展》2013年12月号

贸

易

一位著名贸易经济学家担心，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退化
成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的危险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1995 年，在经历了八年的多边贸易谈
判之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圆满结束，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世界贸易
组织（WTO），此时，欣喜最终淹没了沮
丧。政治企图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决议的
通过成为庆祝的真正原因。GATT 是一个
为解决贸易问题而达成的临时性关税削减
协议，并不是许多人所期待的国际性贸易
组织，且始终也未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所设计的国际上层建筑的“第三”机构。
WTO 的诞生填补了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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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石的战后多边贸易体系在创造
经济繁荣，进而在全球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原因是，经济增长在提高贫困线以下人群收入的同
时，也为有助于穷人的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性开支带来
了收益（Bhagwati 和 Panagariya，2013 年）。经过长期
的讨论，贸易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
目前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是，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未能在 2011 年 11
月的最后期限以前完成；另外，同时出现的双边和区
域贸易谈判已成为美国和欧盟等大型经济体的首选，
这给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在 1989 年
的达沃斯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任院
长莱斯特 • 瑟罗（Lester Thurow）有一句似乎过于夸张
的论断：“GATT 已经死去”。如今的问题或许是，
“WTO
是否也已经死去？”
既然贸易自由化行动已经从多边贸易谈判转变为
双边和地区性特惠贸易协定，那么摆在面前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还能够重振 WTO 的地位。世界贸易体系已步
入多事之秋，未来前景将会怎样？我们该如何更好地
应对当前的形势？

行驶在美国加州达格特附近的货运列车。

多哈回合谈判中发生了什么？
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于 2001 年在卡塔尔首都启
动，旨在通过降低关税等贸易壁垒和改进贸易规则，
实现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将其视作
对抵制国际经济秩序（包括战后贸易自由化）的经济
体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坚持认为，
在 GATT 贸易谈判中，他们的利益曾经被忽视；而在
本次所谓多哈发展议程中，他们发誓不会让这样的事
情再次上演。
事实上，GATT 意在通过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设
置有利于（而非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规则。发展
中经济体享有全部关税减让的自动扩展，而不必提供
互惠贸易减让。其结果造成，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
平均关税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与普遍认为的世界贸易
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不利的观点恰恰相反。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对自身感兴趣的
产品设定的关税普遍较低，而对发展中经济体传统出
口商品设定的关税较高，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非
互惠”优待所致。尽管援助通常没有回报，但大多数
国家都坚持互惠贸易减让原则。因此，发达经济体针
对不需要或不期望实现互惠的发展中经济体，就面临
着贸易减让的自动扩展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采用了产品选择倾向原则：仅对自身感兴趣的产
品降低关税。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也能作出互惠减让，
那么这种产品选择倾向基本上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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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种产品选择倾向，但发展中国家仍受
益于发达经济体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随着发达经济
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市场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自二战到 1986 年期间，
经历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发达经济体贸易自由化促
进了市场的成长，也帮助了那些采取因势利导措施的
发展中国家。韩国等一些推行外向型经济的东亚国家
成功开发了发展中的海外市场，使出口和收入的增速
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而印度等
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对比表明，贸易为各国提供
了获利契机，但必须要紧紧抓住机遇。之所以错失良机，
通常根源就在于造成国外市场获利低于国内市场的自
给自足型经济政策。
然而，最终阻止多哈回合谈判在 2011 年结束的并
不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谈判
作出让步（所谓“温和的多哈回合”）令美国商业游说
团体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印度（农业）和巴西（制
造业）这些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做出更多的让
步。他们关于目前利益还不足以让美国接受的辩论在
华盛顿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

不管怎样，较小的、政治上可行的调整（比如，处于
对抗状态的美国和印度在农业领域彼此做出让步），就
可以取得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以及一系列重大突破（包
括一项终结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协定）。事实上，有许多
国家首脑敦促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这种方式解决多哈
回合谈判问题，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 • 吉拉
德、英国首相大卫 • 卡梅伦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 • 默克
尔（2010 年，卡梅伦和默克尔甚至还委派一支由本人
和 WTO 第一任总干事彼得 • 萨瑟兰担任联合主席的专
家小组来研究这一问题）。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如果问及奥巴马为何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无所作为，
是因为他不愿面对美国的商业游说团体，后者坚持要
求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做出重大让步，并要求
实现所谓“激烈的多哈回合”。但这是不切实际的，而
且需要认真进行新的谈判。最后，这些要求未能得到
满足，多哈回合谈判也就未能在 2011 年完成。

多哈回合谈判将何去何从？
我们面临两种选择。如果我们将多哈回合谈判视

作已死，这将使很多国家政府感到沮丧，他们通过谈
判取得的微小利益将消失殆尽。这无疑意味着未来所
有多边贸易谈判将会终结，并注定会对 WTO 造成破
坏。或者，我们可以在今年 12 月举行的巴厘岛部长级
会议上解决多哈回合谈判遗留议题（《金融与发展》将
于会议前夕付印），达成最低限度的协定，比如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2013 年）深入研究过的贸易便利化协
定。与“温和的多哈回合”和“激烈的多哈回合”相比，
我将其称之为“温和、适度的多哈回合”。最后这个选
择并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却更适合那些希望将 WTO 和
多边贸易体系受破坏程度降至最低的人。
若想知道任何新型多边贸易谈判希望破灭将会带
来怎样的危害，需要将 WTO 视作一个三条腿的凳子。
第一条腿是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是 WTO 举办
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而在 GATT 框架下相继举办
过七轮多边贸易谈判。第二条腿是规则制定，如设定
反倾销及补贴规则。第三条腿是争端解决机制，这是
1995 年终结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定最显著的成果，
该机制用于解决成员国政府间的争端。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多边贸易谈判”这条腿
变弱（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彻底失败，甚至可以说是这
条腿发生骨折）将对另外两条腿造成多大的影响。如
果是这样，则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时常用到的“规
则制定”这条腿就会站立不稳，或者说发生重心偏移。
如果解决争端的途径是其他双边和地区性论坛，而不
是 WTO，那么争端解决机制也将被削弱。
多哈回合谈判未能完成，多边贸易受破坏程度却
在一股强大推力作用下进一步加剧，这股强大推力由
美国（其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盟
（其倡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发
起，并向歧视性的特惠“区域”贸易倡议发展。由智利、
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影响力则
远不及其他两个组织。

跨越太平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已进入第 19 轮
谈判，并拥有 12 个成员。本质上讲，这是一项在美国
领导下的倡议，其贸易份额占全球的 30%—40%。大
约在世纪之交，美国绕开更具活力的东亚地区，选择
与南美地区开展区域贸易。东亚国家被排除在拟议中
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因此，亚洲地区的贸易倡
议也有意将美国排除在外。
美国因而寻求一种方式恢复与东亚的贸易。对新
西兰、新加坡和越南这样的小国而言，美国是他们制
衡中国在东亚和南亚外交政策的砝码，这一理念为美
国重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提供了机会。TPP 的动力似
《金融与发展》2013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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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来自商业上的动机，而并非来自遏制中国的言论。
然而，美国游说团体提出了各种与贸易自由化几
乎不相关的要求来进行干预，他们将利己主义需求描
绘成“21 世纪贸易协定”的基础。怎么会有人反对“新
型的”
、“高水平的”贸易协定呢？比方说，即使当今
美国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仅占 11%，但游说者仍试图将

识到防止文化趋同（文化趋同通常伴随着美国的影响）
的必要性。合理的反应应当是准许文化例外，但要坚
持通过补贴而不是进口配额来实现。给雷诺阿提供补
贴，但是要让他去和斯皮尔伯格竞争。将法国电影业
保护起来，使其免于竞争，会助长他们享受“垄断租金”
和悠闲生活的思想，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双边或地区性论坛的争端解决必须容许来自
WTO非成员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工会的要求纳入其中。纳入这些要求的企图在 WTO 中
遇到巴西和印度等一些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的抵制。
尽管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已被纳入 1995 年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见本期《金融与发展》
“智力贸易”），
但据说 TPP 所寻求的 WTO 保护大大超出对 WTO 成员
国现有的保护范围。
如果仍然把接受这些要求作为加入 TPP 的一项先
决条件，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伙伴关系将会把亚洲
肢解成 TPP 国家、中国和印度三个部分。此举并非上
策。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允许推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加
入 TPP，并且不附带与贸易无关的附加条件，不附带
不可取的 WTO 要求。接受这些要求不应作为加入 TPP
的先决条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我想加入高尔夫球俱
乐部，那么我得打高尔夫球，但我不必非得和其他俱
乐部成员一起去教堂唱圣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由
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 • 范龙佩、欧
盟委员会主席若泽 • 曼努埃尔 • 巴罗佐于 2013 年 6 月
提议启动的一个贸易协定，目前美国和欧盟正在就此
事进行磋商。TTIP 所面临的问题与 TPP 截然不同。首
先，两个市场都很庞大，但 TPP 实质上是要将亚洲小
国纳入进来，随后再纳入日本和韩国等较大的国家。
与 TPP 不同，美国的游说团体对欧盟的影响很小。甚至，
欧盟内部在众多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而会
减缓谈判的进程。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例子：
文化例外： 法国希望搞文化例外。美国始终不赞
同这种想法，并将其视作伪装拙劣的贸易保护要求。
但事实上，不仅是法国，有近 50 个国家的文化部长认
12 《金融与发展》2013年12月号

转基因食品： 在这方面主要的意见分歧仍然是，
许多美国人认为这项技术是在解决问题，而欧洲人往
往认为这是在制造问题。在我的《为全球化辩护》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一 书 中 有 一 幅 漫 画， 展 示
了一个美国顾客让服务员把没有味道的西兰花拿走去
做转基因。不幸的是，批评者将转基因食品称为“毁
灭创造者的食品” ——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的结论
是，这些食品并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WHO，
2010 年）——他们的反对之声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
成了一种威胁，其中不乏很多饱受饥饿之困的穷国。
对这种并不确定的“毁灭”产生的恐惧正在让人们感
觉到明确的死亡预兆。
托宾税： 法国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货币交易
税种（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 • 托宾提出，旨在
减少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而英国和美国历来对其持反
对态度。在法国，很多人也仅将其视作提高收入的一
种方法。另一些人则认为，银行似乎会获得救助，而
穷人却得不到偿债基金上的帮助。因此，对银行资本
流动交易征收重税对底层民众而言似乎非常公平，也
是一种意外惊喜。很难预料 TTIP 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迅
速和解，即便真的和解，也会有不同的国家赞成或反
对这一税收政策。

未来的挑战
贸易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特惠贸易协定是世界贸
易体系的一个毒瘤。增长迅猛的中间产品贸易 —— 即
所谓的价值链 —— 这是一个误导性术语，因为形成最
终产品的中间产品去往不同方向并可能又折回原地：
法国可能从日本进口钢材，但日本的钢厂使用的中间
产品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就包括法国，这个问题困扰
着每个中间产品进口商 —— 需要有协调一致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无法通过双边和地区性协定实现（见本期
《金融与发展》“附加价值”）。
实际上，即将离任的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 • 拉米
同前任总干事萨瑟兰一样，对特惠贸易协定的扩散进
行过公开谴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的领导
人 —— 多边主义的长期捍卫者 —— 已几乎完全将重心
转向了特惠贸易倡议。
但经济决策无疑是一种次优理论的运用。目前，
在双边，特别是大区域协定正在形成的局势下，新上
任的 WTO 总干事罗伯托 • 阿泽维多应该扮演何种角
色？我建议，在多边贸易谈判这条腿几近骨折的情况
下，必须确保另外两条腿（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免
遭伤害。阿泽维多必须告诫 TPP 和 TTIP 的首脑借鉴从
多边层面获得的经验教训，来实现这些区域协定的规
则制定和争端解决。规则制定不应仅局限在这些论坛，
也不应以美国游说团体清楚什么最符合大众利益为借
口，排斥那些非本区域协定成员的国家和地区。同样，
双边或地区性论坛的争端解决必须容许来自 WTO 非成

员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些任务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在新的历史
时期，多边贸易谈判可能已经消亡，特惠协定成为唯
一的选择，如果阿泽维多不将这些任务作为当务之急
来抓，WTO 的领导地位还将继续遭到侵蚀。到时候，
那将成为一种遗憾。■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是哥伦比亚
大学经济学、法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并兼任外交关系委
员会国际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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