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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关键“确立”：2009 后的“中国影响” 
 

康荣平1

 
悄然经历的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跃入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并转入了资本净

输出国的行列．显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

明的走向将提供新的意义．在此，笔者就近

年来中国的发展中已经确立的，必将对全球

产生战略影响和导向的关键成就，予以描

述．提示人们关注这些关键点上的动态和趋

势，以全球“福祉”的立场来引导和约束这

些“关键”，使中国能够更好的展开“大国义

务”． 
 

Ⅰ 中国在 ICT 应用领域的地位和可能发挥

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全部主流标准

（CDMA/WCDMA/TD-SCDMA）同时投入使

用的国家,中国敢于将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

TS_WCDMA 置于世界其他标准之下，在中

国这个世界 大的通讯和互联网市场上，进

行完全市场化的竞争考验．也许中国将为这

个自主标准的应用，支付海量的后续成本．但

是这种“非保护主义”的立场，以及勇于在

世界 大的市场区上竞争的姿态，势必将造

就一个未来的世界主流标准．中国毕竟是这

一标准的本土市场，“非保护主义”的立场和

姿态下，打造的这一工业成就，在其国际化

推广中，也将受惠于“非保护主义”的国际

商业社会准则． 
一个确立了要成为 21 世界 重要的支

柱工业的主流标准的成熟化，国际化，应该

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参与． 
让我们看一组相关数据：2009 年 7 月，

全球手机用户为33亿，中国为5.3亿，占16%，

居全球第一位；2008 年 3 月，中国网民数量

达 2.28 亿户，超越美国的 2.17 亿户，成为世

界第一．2 2009 年 11 月，中国网民数量已

达 3.38 亿户．3 据互联网实验室研究，2012
年中国网民数量将超过 6 亿户，规模将与美，

日，德，法，英五个发达国家的网民数量总

和相当．4

中 国 拥 有 自 己 提 出 的 3G 标 准

TD-SCDMA，国际电信联盟（ITU）在 2000
年 5 月确定为全球 3G 标准之一． 

中国拥有跻身世界一流的通讯设备制造

商华为公司，据市场研究公司Dell'Oro的统计

数据，截止 2009 年三季度华为所占份额超过

诺基亚西门子，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

商．5

中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互联网站新

浪，阿里巴巴，百度． 
ICT 业界认为，今后的发展趋势是“移

动互联网”，手机将替代电脑成为互联网的首

要工具，人类将实现全球的沟通模式． 
根据以上数据和推论，在 2019 年前，中国拥

有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将超越 6 亿户，比发达

国家 G7 的用户总和还要多．可以相信，未来

10 年里中国会成为影响全球移动通讯与互联

网的首要因素． 
 
Ⅱ 传统汽车工业的终结和新兴交通工具的

起始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已成为传统汽车工业的第一大制造

国，并持有购买力迅速成熟着的世界 大本

国市场．中国在汲取汽车制造这一传统工业

的“经典”所带来的丰厚收益的同时，也创

造了比亚迪这种未来汽车工业的雏形，并以

成为世界这一领域的主力之一． 
中国不断提高着汽车排放的标准，并在

全球减排承诺中给予了惊人的承诺．这势必

在中国汽车工业市场上有着强烈的投射，并

将转化成新兴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使得传

统汽车制造的巨大收入直接转为缔造世界  
大的新兴汽车工业产业的海量投入．这已成

为了一个确定性的机制，所需要的是进一步

的实现产业政策上的具体细化，国际汽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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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有必要充分注视和参与这些工作．中

国在完善这一产业政策中，也应该有此胸怀

来邀请国际汽车工业社会共同参与． 
个人/家庭交通工具的现代化是 20 世纪

以来，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的

一个基本因素． 
美国以地域广阔，石油和煤铁资源丰富，

制造业发达的优越条件，在 20 世纪中期创造

出一个“生活在四个轮子上”的国家．众所

周知，美国由于上述特定条件，其汽车在主

导世界的 20 世纪 50-70 年代，是以体积大和

耗油量大为典型特征的． 
日本在战后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中，也必

须解决个人/家庭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但是日

本的资源禀赋与美国相反：国土狭小，城市

街道狭窄，石油煤铁资源贫乏．但正是这些

条件限制，迫使日本人创造出“小，轻，省

油型”汽车制造体系，并随着人类对能源和

生态问题的重视而逐渐超越美国车称霸于世

界． 
现在轮到中国人也面对必须解决个人/

家庭交通工具现代化的时候了，我们先算几

笔帐． 
每千人汽车拥有量，美国为 765 辆，日

本为 543 辆，发达国家都在 400 辆以上．2007
年全球汽车产量7426万辆，保有量9.4亿辆．6

年人均石油消费量：美国 25.64 桶（3 吨

多），日本 14.86 桶（1.9 吨），中国 1.98 桶（0.24
吨）．年石油消费量：美国 9.39 亿吨，日本

2.35亿吨，中国 3.49亿吨．全球石油产量 2007
年 8150 万桶（36 亿吨）．7

目前的人口：美国 3 亿，日本 1.28 亿，

中国 13.28 亿． 
如果按发达国家的一个中间值日本的数

据，为现代化的标准来计算，中国 13.28 亿

人将拥有 7.2 亿辆车（当今世界汽车保有量

9.4 亿辆），年石油消费量将达 25.2 亿吨（占

当今全球石油年产量的 70%）．虽然汽车拥有

量与石油消费量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但

是很显然燃油汽车（传统能源动力车）的现

代化路径，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要实现个

人/家庭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只有走新能源汽

车之路． 
中国已经具备了解决个人/家庭交通工

具现代化的一些基本条件： 

传统汽车制造业——2009 年中国汽车产

量已居世界第一． 
发达的高速公路网——2008 年底总长度

已达到 6.03 万公里，仅次于美国的 8.8 万公

里，居世界第二． 
新能源汽车公司——比亚迪． 
电动自行车生产和消费——世界第一． 

 
Ⅲ 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应尽更大的义

务 
中国是受惠于“开放”策略而获得如此

发展成就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可以确立的是：

中国在东亚区域的协同与合作，将是中国的

发展契机和世界经济新格局形成的关键所

在．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具体体现

之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可

以提高抗拒外部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这次全

球金融危机更突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紧迫性，即减少东亚对北美，西欧市场的依

赖性，增加东亚区域内需以提高内部的相互

依存性．本文的东亚指东北亚和东南亚，可

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全球经济将出现北美

—西欧—东亚三个一体化区域经济的鼎立时

代． 
历史经验表明，某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形成过程，需要一个或多个引导者（国家）．引

导者应该具备（1）在区域内的经济总量居前；

（2）产业技术水平领先；（3）在关键时期能

向区域内其他成员让利．在东亚，基本具备

上述条件的单个国家是日本和中国（东盟为

东亚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令当别

述）． 
日本长期以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够积

极，只是把东盟国家和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

中的低成本生产基地．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的全球分布看（请见表 1），长期以来日本全

球经济的战略重点始终是北美和西欧，亚洲

只是个第三位． 
技术转让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关键之

一，日本在该区域建立的是一个对技术转移

进行完全控制的生产网络，8 尽量把向东亚

价值链条上的技术转移减到 少．9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

处于低迷状态，向区域内其他成员让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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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市场）的能力很低．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 20 年里，一直忙于

国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加上东亚的政治格

局等因素，认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尚需时日．亚 
表 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域分布（%） 

年份 北美 西欧 亚洲 其他 全部，亿美元 
2000 49.7 20.3 17.7 12.3 2784.6 
2004 39.5 27.4 20.5 12.6 3717.5 
2008 34.4 23.6 23.3 18.7 6838.7 

出处：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
 

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认识到，必须尽快实现东

亚经济一体化．2000 年中国提出了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在基本完成加入

WTO 谈判的 2001 年，中国向东盟提出“早

期收获”方案——率先对东盟主力产品（热

带水果等）降低关税，使其先享受利益——

终于在年底中国和东盟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

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 年 11 月 4 日，

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宣布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这个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是东

亚经济一体化迈出的 重要一步，一方面，

中国通过让利使东盟与中国向自由贸易区方

向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

的建立，将促使日本下决心加快进入东亚经

济一体化的步伐． 
2010 年元旦开始实施的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将在几年内成为一个拥有 19 亿人

口，接近 6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4.5 万

亿美元贸易总额，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

大自由贸易区． 
                                            

中国政府 2009 年 11 月 26 日公布了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 2020 年全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至 45％．

Ⅳ 大国责任和“中国影响” 
中国是以“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理

念进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的．中国依旧是发

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的二元发展问题，同

时探索和实践着后现代的道路．中国并没有

因为人口压力和西部的不发达，而向国际社

会释放负担． 
20 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他们在

经济起飞时的人口 多为 1 亿，我们可以简

称之“1 亿人口的现代化”——以英法德美

为代表，可称为“欧美现代化模式”．进入

21 世纪，中国正在向现代化猛进（还有印度，

下同），由于中国的人口超过 10 亿，可以简

称为“10 亿人口的现代化”．那么，“10 亿人

口的现代化”能否拷贝复制“1 亿人口的现

代化”呢？我们先来看看欧美现代化道路的

主要条件： 
（1） 掠夺落后国家的各种资源——直到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还在利用美

元霸权掠夺全球金融资源． 
（2） 高额消耗人类的经济资源——G7 占

世界人口的 11.5%，却占世界石油消

费量的 45.2%． 
（3） 大量污染破坏人类生存环境． 
显然，在 21 世纪，10 亿人口的现代化

无法复制 1 亿人口现代化模式；同时也宣告，

这种高碳经济+ 生态破坏的欧美现代化模

式，人类已经无法维持．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 

（1） 以和平的，无掠夺的方式获取资源； 
（2） 以全球人均的资源量消耗； 
（3） 以生态平衡的方式． 

10 表明中国已经认清

方向，下定决心朝着新的可持续的人类现代

化道路前进．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历史

性地与人类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合为一体． 
人类现代化模式转变的实质，是价值观

的转变．中国几千年文明的重要核心就是“天

人合一”，她将成为人类新的现代化价值观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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