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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

次贷危机会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吗
宾建成，吴 俊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次贷危机蔓延后，国际社会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本文对大萧条时期与次贷危机时期贸易保护得
以兴起的内外部因素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时期处理危机的可选工具、关税状况和国际协调组织的条件均有较大
差异，次贷危机推动大规模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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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
主义有较为明显的抬头，对此Ｇ２０联合声明要停止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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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

主要发达国家平均关税变化情况

贸易保护措施，但结果会如何？历史会再次重蹈覆辙

平均关税水平

吗？本文通过对贸易保护主义得以“复兴”的内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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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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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的兴起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大萧条滋生了贸易保护主义，这
段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关税大幅度上升，各种贸易保护

资料来源：根据Ｍ．Ｊ． Ｃｒｕｃｉｎｉ， Ｊ．Ｋａｈｎ （１９９６）的资料整理而得。

亿美元减少至 １９３２ 年的 １２７ 亿美元， １９３２ 年世界出口
贸易额比 １９２９ 年减少 ６１．５％。１９３０ 年至 １９３２ 年世界出

工具频频出现。一些国家的政府使用关税、进口配额、
外汇管制，导致国际贸易方向发生改变及国际贸易量下
降。表 １ 和图 １ 分别反映了这段时期关税和世界贸易量
的变化情况。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的平均关税水平比 １９２０～

口贸易增长率持续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２０．３％、２８．９％

１９２９ 年的平均关税水平大幅度上升，其中法国、德国、

大萧条的一个重要根源来自于实体经济，
总需求下
降以及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耐用消费品及相关商品的过剩是

和 ３２．１％。

意大利和英国平均关税上升幅度超过了 １３０％，意大利
上升最快，竟达到了 ２７３．３％。
受各国关税大幅度提升的影响，
世界贸易在此期间

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在当时，要拯救经济，抑制大

持续下降（见图 １）
。世界出口贸易额从 １９２９ 年的 ３３０

因此诸国为了恢复经济，降低失业，不得不从控制商品

萧条却受宏观政策调控及货币制度的制约（金本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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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蔓延、升级，不少国家又重新构筑起了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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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出台的购买美国货计划，
印度宣布禁止进口海
关关税 ９５０１、９５０２ 和 ９５０３ 项下的中国玩具，以及美国
对中国的轮胎反倾销和反补贴案，等等，使人们对贸易
保护主义泛滥不无担忧。
（二）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看
根据世界银行对贸易和贸易相关措施的监测清单，

份

贸易量出口额（百万美元）

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各国官员已提出和（或）实行了

增长率（％）

约 ７８ 项贸易措施，其中有 ６６ 项有限制贸易的内容，４７
项贸易限制措施最终生效。
这些措施的出台无疑给世界
贸易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近些年来，世界发起反倾销调

资料来源： 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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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查案件数量与经济的发展呈反向关系（见图３）。１９９５～

１９２１～１９３８ 年世界贸易出口额

２００８ 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呈“Ｍ”型，经济比较景

及贸易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的进口开始。发达国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为了

气时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下降，相反，则上升。如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就上

遏制危机对其国内的冲击，美国政府于 １９３０ 年颁布了

升；２００１年美国经济衰退期间，发起反倾销案件数同样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大幅度提高了 ２万余种外国

出现了上升；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呈明

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以邻为壑”
，引起其他国家的
仿效并对其进行报复。

显下降趋势；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起反倾销调查
案件数又出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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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贷危机蔓延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一）从贸易方面看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贸易额从 ２００８ 年第二季
度的 ８６９６０ 亿美元，急速下降到 ２ ０ ０ ９ 年第一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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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５４０ 亿美元，世界贸易量减少了３７．３％（见图２）。２００８
年 １０～１２ 月，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量大幅度下滑，其

数 量 （件

增 长 率
％）

（

中土耳其下滑最为严重，达到了－４１％，其次是巴西、中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ｉｎｆｏ／Ｆｒｅ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ｔｐ－ｒｅｐｏｒｔ．ａｓｐｘ ； 根据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ｏｒｔ

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分别下降了 －３３％、－３２％、－

２００９ 整理而得。

２６％、－２５％ 和 －２３％。
图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情况

（三）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

８０００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以

６０００

及高失业率使得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西方发达国家的
体制决定了利益集团左右政策的能力很强。
从政策取向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
０７Ｑ１ ０７Ｑ２

０７Ｑ３ ０７Ｑ４ ０８Ｑ１

看，政府倾向于采取一些保“名声”的政策，如保护消

０８Ｑ２ ０８Ｑ３ ０８Ｑ４ ０９Ｑ１ ０９Ｑ２

费者的利益、企业的利益等等。在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为

国际贸易额（十亿美元）

其贸易辩护的一系列论点，如维持就业，减缓调整的速
度，维护某些集团的收入，保护重点行业等。贸易保护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ｅ／
ｓｔａｔｉｓ＿ｅ．ｈｔｍ；根据国际贸易季度数据而得）

图２

之所以会被采纳，
还在于一些更为重要的国内国际综合

２００７ 年第一季度至 ２００９ 年第二季度国际贸易额

因素。如政府的决策者受到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

在国际贸易受阻的情况下，
各国政府还得面对国内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因此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

解决迫在眉睫的失业问题缺乏有效解决办法。
奥巴马政
府公开指责德国、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多，而进口美国

５６

的商品太少，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对德国和中国的贸易

年为 ５５％，零部件贸易（供应链的一个指标）占贸易总

政策上可能有所改变。
奥巴马政府出台的购买美国货计
划，旨在稳定就业、促进本国的消费，都反映了国内利

额的比重提高了一倍多。
（三）国际协调机制不同

益集团的需要。

表２

２００７ 年部分经济体关税情况
简单平均

三、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内外部环境：
大萧条与次贷危机的对比
（一）内部因素看：处理危机的方式有不同
从生产角度看，１９２９ 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疯狂
追逐剩余价值的结果，在企业的管理方面，老板们缺乏

关税＞１５％

关税边界

最惠国待遇

关税边界

澳大利亚

９．９

３．５

１３．４

最惠国待遇
４．１

巴西

３１．４

１２．２

３９．６

２１．１

加拿大

６．５

５．５

７．１

７．２

中国

１０．０

９．９

１６．４

１５．７
３．６

日本

５．１

５．１

３．７

韩国

１７．０

１２．２

２０．１

８．３

＿

１１．０

－

１８．１

相关的经验。从对危机的认识看，人们没有经历过如此

俄罗斯

严重的经济危机，缺乏应付危机的措施（工具）和监测。

南非

１９．１

７．８

３９．５

２１．０

美国

３．５

３．５

２．７

２．８

欧盟

５．４

５．２

４．５

４．４

最重要的是，１９２９ 年的大萧条处在金本位体制下，黄金
是国际通行货币，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无效。为了尽快摆

资料来源：根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ｅ／

脱危机带来的影响，英美等国采取了超级保护贸易政策。

ｓｔａｔｉｓ＿ｅ．ｈｔｍ；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ｒｉｆ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２００８整理而得。

次贷危机时期，情况完全不同。从处理危机的能力

注：简单平均是根据 ＨＳ 海关税则 ６ 位加总平均，关税＞１５％ 指 ＨＳ

来看，各国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如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
危机、２００１ 年美国经济衰退等。从处理危机的工具来

海关税则 ６ 位数的份额超过 １５％，则关税采用计价税。

看，可以用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而

在国际协调。英美等国拥有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不必转向贸易保护政策。如果某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和地区，英美的超保护贸易，牺牲的是其殖民地和半殖

易受 ＷＴＯ 的制裁及成员国的报复。
（二）ＷＴＯ 体制下的关税因素

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次贷危机时期，国际社会存在着像 ＷＴＯ、ＩＭＦ、ＷＢ、

１９２９年大萧条时期，没有国际性的协调组织，不存

１９２９ 年大萧条时期，没有一个管理世界贸易的组

ＵＮ等国际性组织。各国受这些国际性组织的约束；这些

织，各国根据本国所受到的冲击程度，可以采用相关贸

国际性组织可以给各国提供帮助，各国可以充分合作，

易保护措施，如提高关税、配额和外汇管制。制定较高
的关税额度，也不受国际组织的制约。

以度过经济危机。次贷危机爆发后，Ｇ２０ 国领导人积极
会晤，商讨应对危机的良策，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世

而在当今的次贷危机时期，
各国贸易政策的出台必

界贸易保护战爆发的可能性。

须在 ＷＴＯ允许的框架下进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

目前，在国际上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但像

已经是 ＷＴＯ 成员。从关税上升幅度来看，世界主要国家
关税上升幅度空间小（见表 ２）
。如美国，２００７ 年简单

１９２９ 年大萧条时期那样大规模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可

平均关税的关税边界是 ３．５％，最惠国也是 ３．５％，所以

起，积极采取应对方案。次贷危机可以通过金融、贸易、

从这方面看美国关税上升的空间不大。
美国的关税边界

分工、服务传递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全球性和广

是 ２．７％，而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水平是 ２．８％，这已
经超过了关税边界。根据 ＷＴＯ 最惠国待遇原则，成员国

泛性。因此，各国应加大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保障这些

关税平均水平已很低，关税提升的空间不大。另外，有

社会责任条款和劳工标准等。要积极推动新一轮贸易谈

若干因素明显减弱了保护主义压力，
使得此次全球经济

判，通过谈判防范贸易保护的抬头。

能性很小。各国仍然需要积极防范新保护贸易主义的兴

领域的“畅通”。要重视非关税贸易保护的隐蔽性，如

下滑有别于上世纪 ３０ 年代的压力。通过供应链、原材
料进口、售后服务等，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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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而生产链通过零部件的贸易网与全球市场密不可
分。如今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的简单平均值为 ９６％，而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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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

信用深化、经济虚拟化与现代金融危机
杜长江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虚拟资本在发达国家以多种形式蓬勃发展起来。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货币虚拟
化后，形成了债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和债务发行约束的缺位，为经济虚拟化过度发展提供了宏
观基础条件。美欧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全球化方式将虚拟经济模式扩展到全球。在这个过程中，缺乏约束的国际
货币体系和缺乏有效监管的虚拟经济活动，成为现代金融危机的特殊机制，现代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特点。
［关键词］ 信用制度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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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６６２３（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５８－０４

［作者简介］ 杜长江（１９７２ —），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就职于招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虚拟经济，投资策略。

信用进化、
深化与经济虚拟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经济虚拟化则是显现出来的具体表现。现代金融危机

趋势的两个不同层面的表现。信用深化是深层变化，
而

在信用深化与经济虚拟化相伴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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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bprime Crisi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Bin Jiancheng,Wujun
(Jiangx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chang 310013,China ;
School of Economics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
Abstract: After the subprime crisis spread, there is the trendency to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Subprime crisis to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e found that
during the different periods there is a different optional tools to deal with crisis, and traffic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s are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Subprime crisis and rise of the protectionsim to promote a large scale is unlikely.
Keywords: The subprime crisis ;Great Dpression; trade prote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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