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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企业迎
来了全球化机会吗？
文 | 王煜全

特朗普难以预测

首先，我们说是特朗普的性格决定了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

以前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虽然互相都会有一些不认同，但是总的来说都要保证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但是，特朗普这

个人以前就没有搞过政治，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为所欲为，所以他的政策调整是无法预测的。

今天他告诉你说，跟中国关系很好，明天就要制裁中国。包括对其他国家其实也是一样，一边说着跟欧洲是盟友，另一边

加关税，主要的目标反倒变成了欧洲。所以你很难借助过去的行为对特朗普的政策进行逻辑推理。

另外一方面，别忘了特朗普是电视明星出身，他的那个节目收视率非常高，这其实说明了他对美国老百姓的喜好特别敏感，

特别懂得如何调动老百姓的情绪。

在全球化这件事上，他深知大部分的普通美国人认为，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损坏了美国人的利益，大家反对全球

化。所以他敢于不考虑外界的影响，突然增加关税，讨好民众。

但是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受益者是美国的那些跨国企业，而那些跨国企业受了益之

后，经常因为避税把大量的资产留在海外，所以美国的普通民众既看不到也享受不到，所以增加了怨气。

但是美国的跨国企业有自己的一套说辞，而且毕竟在美国懂得做各种公关，结果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其实

是帮跨国企业赚钱的这些国家身上。

别忘了，中国的出口主要是美国跨国企业的代工，人家赚的是大头，我们赚的是辛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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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变化

中国形象越发负面的原因

但是在特朗普的嘴里，好像一切都

是中国的错误。

当然，虽然特朗普的性格造成他当

了总统以后无所顾忌，但是也不是能够

让他真正为所欲为的。

所以说完特朗普的性格，我们就要

说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中美关系要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下看

待，尤其是要放在中、美、俄三方的关

系上思考。

从全球的角度看，美国的两大对手

是中国和俄罗斯，一般的原则，美国肯

定是要联合一方去打击另一方，但是怎

么联合怎么打，这其中是很有学问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一直有个说法，叫

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因为

从毛主席那个年代，基辛格就好像对中

国很友好。

其实基辛格骨子里是非常现实的，

他当年对中国友好就是为了借中国打苏

联，但是现在他发现中国的经济变得强

大了，所以他认为经济的崛起才会对美

国造成威胁，而俄罗斯只是政治体系和

美国不同，但是经济搞不好对美国的威

胁有限。

所以，是我们的老朋友基辛格一直

在背后建议美国政府，尤其是建议特朗

普政府联合俄罗斯打击中国，这就是为

什么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直对普京频频示

好的原因。

但是这个建议被美国的两党议员都

给否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基辛格想改变和俄罗斯的

关系，特朗普想改变和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美国这么多年和俄罗斯一直在斗

争，互相之间的怨恨是非常深的。你突

然说因为眼前的利益需求想要和他结

交，那大多数的美国人是不可能认可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虽然基辛格想

在背后使坏，但是美国政府这个巨大的

机器还是会一直沿着自己的路线行进下

去。

特朗普因为整个的政坛都反对，所

以现在也摆明了立场，要跟俄罗斯对立。

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会把政治放

在更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对中国来说是

一个好事情，也就是说美俄矛盾在美国

政治当中依然是第一位的，中美的矛盾

虽然看似好像因为经济的问题有点加

剧，但是，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只是

突然暴富，美国人看不惯而已。

所以，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全球化以

后多方利益的博弈，在美国人眼里中国

人赚钱多了，那既然是博弈，就有机会

找到动态均衡，就有双赢的可能性，不

像美俄关系几乎无可调和。

过去这些年里，美国一直有一个制

裁中国的“301 法案”，但是这个法案

每年都有人提，但每年都会被否决。

因为美国的很多跨国企业，尤其是

那些世界 500 强企业，他们会不断地

找人去做公关游说活动，希望美国政府

不要制裁中国，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合资

利益是越来越大的，这些跨国企业在中

国以前是赚了很多钱的。

但是这几年中国在快速发展，跨国

企业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甚至有一些

跨国企业退出了中国，于是过去替中国

说话的跨国企业集团，他们的声音就越

来越小了，他们就不愿意为中国说话了，

结果质疑中国的声音就变成了主流。

当然，这些新兴科技企业在中国还

是有很多合作的，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就

是在中国造的，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合

作和以前的合作比起来要弱很多，所以

虽然新兴科技企业在美国依然受重视，

但是新兴科技企业也没有太大的意愿替

中国说话。

一方面跨国企业不再替中国说话

了；

另一方面和中国有合作的新兴科技

企业也不会为我们代言。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在美国整体形象

正在越来越负面的一个原因。

中国企业需要全球化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利好的地方，

就是中国有一些出色的企业做的国际化

程度越来越高了，能够让美国也看到中

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可以

和美国企业做得一样好。

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企业依然还

没有掌握在美国如何去介绍自己，如何

让美国不管是公众还是政坛都能够接受

中国，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当然结合这个趋势，我希望大家

能够重新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机会。因为

虽然前面说了，整体局势中美的关系是

在慢慢地恶化，但是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而我认为，其实我们是可以化被动

为主动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全球化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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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让美国老百姓受益

重新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机会

所以，我们认为特朗普其实是借助

大众情绪混淆了事实。

因为特朗普现在主要讲的是美国似

乎在全世界都吃了亏了，他不光说中国，

他也说了日本、也说了韩国、也说了欧

洲，甚至说了他的邻居墨西哥和加拿大，

因为他认为这些国家很多的关税收的都

比美国的关税高，美国的关税反倒是最

低的。

他举个例子：中国的车如果要出口

到美国，美国人收 2% 的关税，但是美

国的车出口到中国，中国人收 25% 的

关税。

当然了，其实中国的车出口到美国

也不太容易，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比

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是如何限制华为

的，按理说那也不是关税的问题，但是

我们就想说明一点，其实美国的非贸易

当然，在相对中国能够给美国带来

福利的低端产品上，不制裁不意味着都

不制裁，所以特朗普的政策是制裁中国

的科技产业。

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今天

的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推动全球科

动的，我们说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受

益，是别人全球化，而中国自己不全球

化的结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加入了 WTO，所以中国

的产品可以卖到全世界，但是我们自己

依然征收相对来说比较高昂的关税，而

且我们还有一些非贸易壁垒，造成这种

不公平竞争，这种不对等开放的情况造

成中国的获益机会。

所以，我原来一直也在讲，中国之

所以形成这样强大的产业集群能力，这

样强大的制造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不完全遵守 WTO 的规则，我们要求跨

国企业进中国的时候不能够直接进口，

而必须要在中国本地生产，这个是违背

WTO 精神的，那结果这是中国受益最

大的一条政策。

壁垒也是存在的。

其实在过去的中美贸易当中，美国

的跨国企业是获益的。因为其实是他们

把制造部分放到了其他国家，那这些国

家制造完了以后再利用美国的低关税，

再把产品返销回美国，其实整个布局里

面都是美国跨国企业在赚钱，而不是那

些帮助美国加工的企业赚了大头。

但是，这些跨国企业获益的同时并

没有把这些利益带给普通的老百姓，中

国反倒是使得美国的老百姓获得利益

了，因为有了中国才会让美国老百姓享

受到了非常低价的商品。

过去的 10 几年里，美国老百姓的

平均工资并没有增长，但是他们购买商

品的价格在降低，所以总的来说，美国

老百姓的待遇改善其实是靠中国。

所以这种时候，我认为中美可能会

发生摩擦，但是贸易战应该不会打得太

激烈，因为一旦激烈了以后，老百姓就

真正地受害了，那就不会支持了。

包括我们看前一阵，当特朗普宣布

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以后，美国的股市

大跌，那这其实也是另一个侧面的证明，

特朗普非常在乎民意，非常希望被老百

姓和分析师们认为他是最好的总统。

所以，一旦股市大跌，老百姓必然

认为特朗普不是个好总统，所以股市大

跌就会造成特朗普不敢有什么真正的大

动作来制裁中国。

技创新的发展了，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科技产业并不是从头到尾

都只是科技创新，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从高校是要解决科技的理论和实践

的问题，而创新企业是要把高校的科研

成果孵化成产品，然后再需要巨大的制

造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包括资本的支

持使得这个产品能够被低价地卖到世界

各地，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真正获利，另

一方面也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被科技所推

动。

这里面中国其实不光能贡献资本，

而且中国能够贡献我们庞大的制造实

力，尤其是高科技制造实力。

中国是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

国，虽然出国的很多产品其实是替外国

人加工的，但是至少在科技领域这种制

造实力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说中国的

制造能够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

是，如何把我们的市场制造和资本能力

和全球的科技企业对接。

美国现在要限制中国的科技产品出

口，反倒是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全球化的

最好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既然能够在中国帮助美国

的科技企业生产，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美

国帮助美国的科技企业生产呢？我们生

产的优势并不只是在中国，我们有一大

堆懂生产的专家，而且能够和科技对接

的懂生产的专家，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

二的优势。

那我过去的亲身经历是切实从全球

化中受益，所以我也特别愿意把自己在

实战当中的洞察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

人，让大家和我一起做产业的连接者。

借着全球，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经济上的



43

2018.3    金属板材成形

悦读 READING

一些动态，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

展。

我认为，现在中国想像以前一样，

一味地躲在家里不断地往国外卖，国外

一旦制裁我们，我们就继续降价，国外

增加关税我们就接着再降价，永远不出

去，那这个时代将会结束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特朗普这个人

他是不受各种东西约束的，他会点名告

诉你，这个你必须要怎么做，那个就是

不允许。所以中国还按以前的办法，就

是你增加关税，我就降价继续出口，现

在看起来肯定是不行了，他唯一欢迎的

是你要到对方那去设厂。

所以我认为：

虽然现在看起来对中国是不利的局

面，但是很有可能恰恰会变成中国企业

真正大批出海全球化的元年，所以到最

后我们反倒需要感谢特朗普，逼得中国

人最后终于走出了全球化的这一步。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是被动地

去做全球化，我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

和有志于通过全球化超越以前那些成功

者的创业者们，我们一起来研究如何更

好地全球化，不是因为被特朗普政府逼

着出去，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

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了。

如果我们能够用好全球的资源，我

们就会比现有的中国企业更加成功，何

况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一直不断地告诉

我们同样一个经验，就是当这些经济体

的经济迅速地提升起来，变成全球强国

的时候，总会诞生一大批真正的跨国企

业，真正地从全球去布局的这样的企业。

中国真正的跨国企业还非常少，我

认为中国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在未来

20 年里必然是那些真正做到全球布局

的企业家。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推动

这些企业家的成功，这样也是帮助中国

的经济更加持续地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