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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
引论： 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什么？

一、“世界体系”与“历史时段”（1500- 2035？）

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力

三、历史遗产

p 阅读文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一章”，“结束语”。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44.（《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
John Kenneth Galbraith, Life in Our Time,1981.（《我们时代的生活》）
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2007.《《动荡的时代》》
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2. （《国家为何衰败》）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3.（《21世纪资本
论》）



世界体系与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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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体系与“国家的兴衰”

• 西班牙

• 葡萄牙

• 荷兰

• 英国

• 法国

• 荷兰
• 英国

（1850-1914）
• 英国

• 法国

• 西班牙

• 葡萄牙

• 荷兰

• 德国

• 俄国

• 美国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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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与“国家的兴衰”

•美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中国？

•3.3/9.6

•42000/1700

•1/25(05)-1/4(35)

•尼日利亚

•南非

•印度

•巴西

•阿根廷

•“四小龙”

•东盟四国

•中国（1978）

•越南（1985）

1945 1970s 2035？

•美国

•苏联？
（1928-1990）

•日本？
（1965-1985）



英国、美国与中国



改革稳定情况下中国的预计增长
（来源：World Bank  2012)



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动力

1、国家生存空间

2、贸易与金融

3、科学与技术

4、制度与战争



动力（1）：国家生存空间的扩展

p 两次地理大发现：

p 哥伦布1492发现美洲新大陆

p 1989年光纤电缆在全球（陆地和海洋）的铺设和1996年美
国通过的《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n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中国的“郑和下西洋”

n 命题：为何哥伦布是葡萄牙人而不是中国人？

p 两次“地理大发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p 共同性：国家生存空间的扩展

p 差异性：

n 西欧国家和美国；

n 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n 冲突的地区性和全球性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1997）

西部
中间地带

南部 东部

欧亚大棋局

欧亚大棋局



新旧丝绸之路（陆地和海洋）



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
与日本 “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案例分析：葡萄牙

• 财政危机• 贵族

• 商业资产阶级
（商业机会）

• 流氓无产者
（就业）

• 殖民地与贸易• 国家生存

目的： 手段：

国家
层面：

社会
层面

p 命题：为何是葡萄牙人而不是中国人？

n 参考书目：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
书馆，2000年，第99-141页。



案例分析：以色列与中东战争



动力（2）：贸易与金融

p 命题之一：西欧国家何以致富？（劳动分工和贸易）

n 重商主义：1500-1750

n 西班牙、葡萄牙（黄金贸易/奴隶贸易）

n 英国（农业）、法国（工场手工业）

n 荷兰（中间商贸易）

p 命题之二：荷兰何以建立世界性商业帝国？

n 金融和银行业创新

n 亚洲的胡椒和香料



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英国、法国和荷兰

18世纪欧洲在非洲和美洲殖民地之间“大三角贸易”的航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5%25A4%25A7%25E4%25B8%2589%25E8%25A7%2592%25E8%25B2%25BF%25E6%2598%2593


大三角贸易

大三角贸易所组成的三条路
线分别是：

从欧洲运至非洲的酒精、军
火、纺织品等工业制品；

自西非运至美洲做为劳动力
的黑奴 ；

自美洲运至欧洲的贵金属、
矿石、蔗糖、烟草、咖啡、
可可、棉花、粮食等农产品
及原材料。



案例分析：荷兰的奇迹

世界性商业帝国：亚洲香料（战略性物资）

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 荷兰西印度公司（1621）

欧洲地区强国
（1）纺织业（英国）

印染业（荷兰）：

1614-17/47%（产业链）

（2）造船业：

英国（1300）

荷兰（800）

（3）金融和银行业：银行
票据/期货、商品投机、股
票、国库券

参考书目：

王正毅： “十七世纪中叶的 ‘荷兰奇迹’”,《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117页。



香料贸易与亚洲

香料的功能：

（1）香料之于味觉

（2）香料之于肉体

（3）香料之于精神



动力（3）：科学与技术

1650年以前的知识和权
威的来源

• 传统：因其历史悠久且
长期使用

• 宗教：因其神圣的文本
或精神领袖的神话

• 理性：因其通过算术和
几何计算或从基本前提
演绎（数学和逻辑的演
绎）

• 观察和实验：因其可以
不断重复（经验归纳）

1650-1750年科学与技术

变革

• 第一，对自然的研究逐
渐从以往抽象的哲学思
辩转向相对数字化的实
验描述。

• 第二，对知识的态度从
中世纪傲慢地藐视自然
和社会的宗教（基督教）
教条逐渐世俗化。

• 第三，科学仪器的应用。
17世纪出现了6种非常
重要的科学仪器，即望
远镜、显微镜、温度计、
气压计、抽气机和摆钟。



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演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769年
詹姆斯·瓦特改进蒸汽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电的
使用、汽车的大量制造

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60年代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对一个产品的
整个价值链的组织管理。立足于个
性化要求，涉及到从涉及、制造、
交付一直到回收等其他行为。



第四次技术革命



案例分析：英国的世纪变革（1750/60-1850/70）

一、工业“变革”的先行者和
领导者

（1） 技术变革

•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旧的原材料由更
有效或资源更丰富的原材料所替代（比如煤
或铁代替了木头、棉经线代替了亚麻、橡胶
代替了皮革）

（2）经济组织变革：

•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向
非个人为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生
产方式转变；国内或国际市场对最终产
品、原材料以及其他生产因素的扩大
（专业行会）

（3）工业结构变革： •（1）农业：1700-1760年之间，英国颁布
208项圈地法令，涉及农民土地31.2万英亩；
1760-1801年之间，又颁布了2000项类似的
法令，涉及300万英亩的土地

• （2）纺织业（珍尼纺纱机）/采掘业与煤
炭业/铁工业/航海业

二、风靡欧洲的思想变革：政
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1大动力： 柏林墙的倒塌

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

（ 1989年11月9日）

第2大动力：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Web的出现和网景上

市（ 1995年8月9日）

第3大动力：工作流软件

（work flow）：让你我的

应用软件相互对话

第4大动力：上传

（uploading）驾驭社区的

力量

第5大动力：外包

(outsourcing):Y2K

第6大动力：离岸经济：和

瞪羚一起赛跑，与狮子一起

捕食

第7大动力：供应链：在阿

肯色州吃寿司

第8大动力：内包：那些穿

着可笑的褐色短裤的家伙在

干什么？

第9大动力：提供信息：

Google、Yahoo和MSN搜索服

务

第10大动力：数字的、移动

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

案例分析：美国、信息技术与世界经济



崛起的中国：《中国制造2025》

Ê 2014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会同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质
检总局、工程院等20多个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国制造2025》；
2015年5月8日，方案由国务院颁布；2016年8月18日，宁波被工业和信
息化部宣布为首个试点城市

Ê 涉及重点发展10大领域：（1）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业；（2）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3）航空航天装备；（4）海洋工程装备及该技
术船舶；（5）轨道交通装备；（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7）核能或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备；（8）农机信息整合系统；（9）纳米高薪材料
和模块化；（10）生物化学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Ê 由于中国透过政府补助与保护背书等方式来补贴制造业的厂商以各种
方式控制产业链的技术，美方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做法，并扬言以此计
划作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理由。2018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
口产品增加关税，一些名单与《中国制造2015》相关。



动力（4）：制度与战争
制

度

政治领域

贸易领域

金融领域

条约与“势力均衡”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
易组织”（WTO）

“金本位制”；“双挂钩制”；“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

战争的三种形式



Thucydides Trap Case Studies



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

Ê国内制度

Ê （1）正式制度（宪法、产权、法律）

Ê （2）非正式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

Ê国际制度/国际机制

Ê （1）章程；(2)规则

Ê （3）规定；（4）决策程序



案例分析：日本的两个“20年”

日本的三次机遇:

• 唐朝中国

• 19世纪的英国

• 20世纪的美国

1868-1895（第一

个20年）

（1）完成了国
内制度的全面改
革

（2）抓住了国
际机遇：

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的“第一个黄
金周期”；

英国霸权；

国际货币体系
（1897年）

参考书目：
大野建一著，《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
路》，中信出版社2006年。



日本的两个“20年”

1945-1965（第二个20年）

（1）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的 “第二
个黄金周期”

（2）美国霸权/美
日联盟

（3）美国/日本的
贸易摩擦：

1965/3.65；1968/10

（纺织品）

1971/25.17

（彩电）；

1976/38.81

（汽车）；

1981/133.2（计算机

和电讯器材）；

1985/394.85

（日元升值）

•彩电、洗衣机和冰箱：

•1950/0；1960 / 50%；1970/90%

工业变化：

•日本/1950 = 美国/1850；日本/1973 = 美国/1963

•（25年/日本=100年/美国）

发展程度（人均GDP）：



新加坡：20世纪最大的赢家

新加坡数据：

•人均国民收入： 540美元/1965年；750美元/1968年；51888美元/2016年

• 国土面积：640平方公里

•人口：201万/1968年；305万/1990年；561万/2016年

• 战略自我评价：“60和70年代的冷战时期，在哪一方会获胜还是个未知数
时，我们选择同西方为伍。冷战使国际环境更为简单。当时我们的亚洲邻
居都反共，所以我们既能享有区域团结，也能享有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国
际支持。到了80年代末，我们很明显地站在胜利一边”（《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第9页）



新加坡：20世纪最大的赢家



“开明的强人”政治与制度建设

开明的“强人政治”(1968
年10月哈佛之行)

“怎么盖房子、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
见过有这样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
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
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
活岛上的人民”

“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
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贵、
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支散叶。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
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参考文献：

王正毅：“新加坡：20世纪最大的赢家”，《世界体
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制度？

1.1967-1991：作为一个政治
论坛
The Bangkok Declaration
(1967)/ Bali Concord I(1976)

2.1992-2002：东盟自由贸易
区
1992 Singapore Summit: 
AFTA/ASEAN expansion
3. 2003-至今：东盟共同体
Bali Concord II (2003):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三、世界体系的历史遗产

1. • 民族国家与国家体系

2. • 欧洲“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

3. • 学术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1、民族国家与国家体系

城邦 帝国 民族国家

1、“民族国家”的演变

2、国家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

世界体系的政治（国家兴衰）：强国与弱国

• （1）霸权：荷兰—英国—美国—中国（？）

• （2）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 （3）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
• （4）政治联盟（alliance）



2、欧洲“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的演变

• （1）相互联系的生产方式及其“小体系”

• （2）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及其“帝国”

• （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

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两个黄金周期（1870-1914；1945-1973）

• 霸权与世界经济： “民主和平论”

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核心区与边缘区



3、学术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是否存在一个“全能、全知且善良”的政府？

•是否存在一个完全的市场？

•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国家是有选择地干预？

三个命题：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1500-1750 重商主义

•英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

1750-1900/14 自由主义

•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保护主义？）

•北欧国家、加拿大、德国（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日本、韩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

•转型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14/45-? 混合主义



古典重商主义的遗产

Ê 国家的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

Ê 所有的重商主义者实际上均持有如下这些主张:(1) 财富是
实力的绝对基本因素,无论是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2) 实
力是获取并保持财富的必要而且有价值的手段;(3) 财富与
实力是国家政策的两个极端;(4) 这两个极端从长远观点来
看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为了军事防卫的
需要,也是为了长远经济繁荣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种经济
牺牲。（维纳语）

Ê 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
史学派、新保护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

(1) 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作为个人,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
他的理性能力,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2) 社会。社
会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本身并没有它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一个好的社会就
是能够允许个人自由地追逐他们个人的利益的社会,自由就是没有政府的高
压和他人的强迫。(3) 政府。政府是个人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建立的
,除非市场运行不下去,或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否则,政府不应干预市场或干预
得越少越好。(4) 市场。市场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自发产生的,市场一旦运
行起来,它就会按照自身内部的逻辑而向前发展。在市场中,每个个体均可
获得全部的信息从而能够选取最佳的行动方案。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交换的条件是由大量的供给与需求的不断平衡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权势来决
定。(5) 道德。没有一种客观的方法来决定某种特定的价值优于其他价值,

因而,个人应该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对与错,对个人自由唯一合法性的
限制就是阻止其伤害他人。(6) 平等和公正。平等就是指每个人有平等的机
会从事经济活动,并且有同样的机会享受宪法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公正不
仅包括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对那些危害他人个人权利的人的惩罚
。(7) 效率。效率是指将资源分配给那些最愿意并且最有能力为其付出代价
的人们。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1）

Ê 1. 剩余转让：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转
让的,剩余价值最终被转让给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在依附论以
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剩余价值是在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
转让的,即剩余价值是由边缘区转让到核心区。

Ê 2. 资本积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是资本家追求的最终目标,

通过资本积累,资本家扩大了生产规模,获得了高额利润。在依附
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资本积累是中心区和边缘区共
同追求的目标,所不同的是,中心区资本积累的速度快,程度高,而
边缘区资本积累的速度慢,程度低。所以,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交换
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在这种不等价交换中体现了中心区
对边缘区的“剥削”。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2）

Ê 3. 工资水平：在马克思那里,工人的工资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的。资本家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或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
间来获得剩余价值。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工资水平是受

经济周期影响的。利润的高低以及高工资商品和低工资商品供
求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

Ê 4. 资本主义体系：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双重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决定了资本
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在沃勒斯坦的世界
体系论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产生便围绕着一种二分法运行:

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

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在反体系运动的
冲击下被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所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三种传统理论

重商主义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主要行为体 国家 个人 阶级、特别是资产阶
级

国家的作用 干预经济以便分配
资源

建立并实行产权以
有利于基于市场的
交换

资产阶级利用国家力
量来维持资本主义体
系

设想的国际
经济体系

冲突的体系：国家
之间为了所必须的
工业而相互竞争，
而竞争的结果必然
是贸易冲突

和谐的体系：国际
经济可以有益于所
有国家。国际体系
所面临的挑战是如
何构建一个政治框
架，从而使得对这
些国家的效益能够
得以实现

剥削的体系：在一个
国家内，资本家剥削
劳工；在国际经济中，
富国剥削穷国

经济政策的
主要目标

在国际体系中提升
民族国家权力

提升总体的社会福
利

推动财富和收入的平
等分配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一章基本概念、知识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基本概念、知识框架和研究方法

p IPE的知识框架：四种关联性

p “定义” 与 “研究议题”

p “要素流动” 与 “单位层次”

p “规范分析” 与 “实证分析”

p “世界体系” 与 “中国经验”

n 阅读文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序”、“总论”、“结语”。

John Ravenhill(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1,3 & 4.

Thomas Oatl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1.



一、定义与研究议题

1. 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学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学者）

2.研究纲领和问题领域



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的定义

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下的定义是，这门学科是研究

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

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这些安排不是
天赐的，也不是偶然机会带来的。他们是人类在自己确定的
体系和一套自己确定的规则和惯例中做出选择的结果。

——苏珊·斯特兰奇



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的定义

我在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仅仅是指运用折衷的分

析方法与理论观点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当代政治学和经
济学的集中体现---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涉及到国家
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与
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分布，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本及利润的分
配等方面。反过来，这些问题也涉及到市场和经济力量如何对国家
和其他政治行动主体之间权力与福利的分配施加影响，尤其是这些
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仅仅国家或市
场都不是主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及其周
而复始的变化。

——罗伯特·吉尔平



21世纪（第二代）的定义

这一领域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而且通常是两种独特的方式来定义的。一方
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有不是安全研究的东西；另
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涉及经济自变量或经济因变量，例如经济
要素作为原因或者作为后果的经济结果。……第一种定义，是一种比较宽泛

的定义，它包括不是安全方面的所有问题，尽管所有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
他们并不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第二种相对狭窄的定义更富有启

发性，它假设经济要素是这个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和经济的相
互作用，或者更狭窄地说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键。
它包括如政府的政策选择这样的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特别是市
场运行的。反过来说，它也包括经济现象是如何通过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以及
能力从而改变政治运行的方式。……没有经济要素的组成的现象，不属于国
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海伦·米尔纳

Helen Milner, “Reflections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2)



21世纪（第二代）的定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国际经济交换的政治学研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

探究领域，而不是一种方法论，经济模型只是被应用于政治现象研究中。这一领
域主要由两类问题组成：第一类问题是，国家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开放自己使得
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进行跨界流动？在这一类问题中，开放是一个因变量，
或者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结果，而政治是一个自变量或原因变量。经济理论假设
自由的和无限制的国际商业很少例外地提高福利，[这导致]许多幼稚的政治分析家
主张国家应该不断地开放。相反，国际政治经济学立足的现实是，[国家]开放在历

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很有问题的，因而是需要解释的。第二类问题是，融入
（或不融入）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个人的利益、行业的利益、生产要素的利益，或
国家的利益，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这里，政治是一个因变量，而一个行为体如
何确定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则是一个自变量。在现实中，这两类问题通常是
融合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方便，几乎所有的分析者都只研究这个因果圈中的一
半。

——大卫·莱克



定义（王正毅）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

经济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

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

影响，反之亦然。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5页。



研究纲领与问题领域

p两个研究纲领：

p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单个国家对外经

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

p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制度的设计和谈判）



三个问题领域

问题领域：

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
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环境与气候、能源与资源。

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一体化/区域化（诸如欧洲区域化、
亚洲区域化等）、联盟经济。

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



二、“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

经济要素：

资本

劳动力

技术

信息

单位层次：

国内政治

国家

国际体系



1、20世纪70-80年代：政治（国家）和经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第一代
学者）

• 古典理论范式（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 当代理论范式（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

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制度）与经济（利益）的关联性（第二
代学者/新国际政治经济学）

• 2x2模式（利益与制度/国内与国际）

“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



寻求政治与经济关联性两种路径

p “历史社会科学”路径

p 基本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

n 普雷维什和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

n 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

n 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寻求政治与经济关联性的两种路径

方法/路径

问题领域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

政治学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

经济学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
政治学

传统的政治分析（用政治
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
问题）

公共选择或新经济政治学
（用经济学的概念、假设
和方法探究政治问题），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为
典型的是相互依存论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
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用政治学
的方法和概念来探究经济
活动），在国际政治经济
学最为典型的是霸权稳定
论、国家主义、联盟经济。

传统的经济分析（用经济
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
问题）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

规范分析 实证分析

关于条件、状况、事物和
行为的好与坏的知识对于
产生规则性知识是有效的，
甚至是必要的。

只有通过观察获得的知识
才是可信赖的，既不承认
关于‘实在’价值的规则
性知识，也不承认关于
‘实在’价值的描述性知
识的可靠性或科学有效性。

l 如果“问题领域”主要回答经济政策过程为何如此，
学者们一般主张进行“实证分析”；

l 如果“问题领域”主要分析经济政策过程应该有什么，
学者们则主张进行“规范分析”。



四、世界体系与“中国道路”

单个国家的经验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否具有一般意义？

“中国奇迹”

(China’s Miracle)

•趋同论（Convergence 

School）；

•实验说

（Experimentalist School)

研究路径

•中国是“中国大历史
中的中国”（历时法）

•中国是“世界经济中
的中国”（共时法）

研究议题

•国家利益

•国际化

•国际贸易

•直接投资

•货币政策

•发展与转型

•竞争力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二章 IPE理论范式的演进



第二章 IPE理论范式的演进

一、“霸权衰退”与IPE范式的确定（20世纪70-80年代）

二、全球化与IPE范式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2008年）

三、全球金融危机与IPE的分化（2008年—至今）

参考书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总论”、第5-10章”

John Ravenhill(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2,3 & 4.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Lake & J.Lawrence Broz,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7.

Alan Cafruny,Leila Simona Talani and Gonzalo Pozo Mart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2016



一、“霸权衰退”与IPE范式的确定
（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60
年代末、
70年代初
国际体系
内发生的
四件大事：

来自现实的四大挑战

一、尼克松冲击

二、美、日贸易摩擦

三、石油输出国组织

四、欧洲区域合作

现实主义理论的四个假设及其局限性

第一，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
为体

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而且
只有一个声音

第三，国家是理性的，根据自我利
益采取行动，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
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

第四，国际体系处于霍布斯式的无
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
战争并可能出现强权政治。



自由主义挑战现实主义

首先，对“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
是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并由此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跨
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其早期经典性的著作是基欧汉和奈的
《权力与相互依存》。

其次，“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关于“国
内政治”的研究，并由此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科层政治学
派”(bureaucratic politics)，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在这方面堪
称方向性的文献当推卡赞斯坦的“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发达工
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 （1976）

再次，对“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对“非
理性”因素的关注，并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心理
学派，其标志性的成果是杰维斯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
中的知觉和错觉》

最后，对“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对
“国际机制”的关注，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国际机
制学派”，关于国际机制的早期经典性的文献是鲁杰的“对技术
的国际回应：概念和趋势” （1975）

（1）在国际体系层面
主要研究国际机制和
国际制度；

（2）在国家对外经济
政策层面主要研究国
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
济的关联性。



寻求政治与经济关联性路径之一

p “历史社会科学”路径

p 基本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

n 普雷维什和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

n 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

n 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寻求政治与经济关联性路径之二

方法/路径

问题领域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

政治学

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的

经济学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
政治学

传统的政治分析（用政治
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
问题）

公共选择或新经济政治学
（用经济学的概念、假设
和方法探究政治问题），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为
典型的是相互依存论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
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用政治学
的方法和概念来探究经济
活动），在国际政治经济
学最为典型的是霸权稳定
论、国家主义、联盟经济。

传统的经济分析（用经济
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
问题）



五大命题与五大理论

（1）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
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
用？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1948）/库珀《相互依存的经济学》
（1968）／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1977）

相互依存论：合作与国际机制／复合相互依存

（2）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

查里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1973） /苏
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

霸权稳定论：霸权与世界经济的稳定

（3）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
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同的发达
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
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

吉尔平《美国实力与跨国公司》（1975）／卡赞斯坦的《国内
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

国家主义：国家利益、权力结构与对外经济政策

（4）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
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
于依附地位？

多斯桑托斯《依附的结构》（1970）；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
（1974）

核心-半边缘-边缘与不等价交换

（5）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
意味着，诸如OPEC、IMF、
World Bank以及IEA这些国际
制度在世界政治的地位提高了？

维农《主权困境》（1971）／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
／基欧汉的《霸权之后》（1984）

国际机制



二、全球化与IPE范式的深化
（20世纪90年代—2008年）

1

2 全球化与IPE的五个议题

3 IPE与相关学科的关联性



1、IPE两个研究纲领及研究路径

（1）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政策偏好与制度选择

a.sïŦ\XcBʎɵö̯

)�stv\XcBʎɵö̯

*�sȖU\XcBʎɵö̯

+�s±ĪºgƨPȰê�\XcBʎɵö̯

（2）国际体系：机制/制度设计与战略选择

a.tȴïŦÀʘBɠȤ�� ͥǲÁƈˁɠȤ
yͥǲÁıƈɠȤͦ

)�ÚàĨǫ͡ŀĄ	¦ŀÓtȴĖ

*�ŀĄƸŤ͡ũʃɴ�Ó�͝ŵ



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研究路径之一: 
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假设：

（1）世界经济体系是有
结构的。

世界经济体系是在历

史中形成的，不管世界经

济体系如何演变，世界经

济体系的结构却是既定的，

这种结构最为明显的特征

是中心和边缘。至于哪些

国家处于核心区，哪些国

家处于边缘区，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是经常变化的。

（2）国家是单一行为体，在世
界经济体系中，国家是有富裕和
贫穷之分的。

为何国家会有富裕和贫穷之分？

自由主义者：由比较优势决定；

现实主义者：国家采取的不同的

国家战略而导致的；

马克思主义者：富国和穷国家之

间的“不等价交换”而导致的。

（3）体系决定国家的对
外经济政策选择。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

的对外经济政策，是由该

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结构

中的地位决定的。一般而

言，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一般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

核心区，因而倡导自由贸

易，而没有比较优势的国

家一般处于世界经济体系

的边缘区，因而推行贸易

保护或战略贸易。



第一类定义
将国家定义为一种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
其研究的重点是制度或组织惯性。

第二类定义
将国家看作是一个行为体，其研究的重点

是政治家或行政官员的偏好

第三类定义

将国家看作是一种由官员和制度组成的国
内政治结构，其研究的重点是国家的制度特
性如何影响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以及官员执
行政策的能力。

国内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研究路径之二: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研究路径之三: 
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1）国家利益不是

抽象的，国家利益实

际上反映了国内不同

政治集团以及社会力

量的利益，因此，社

会在国家的对外经济

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

（2）对外经济政策

是社会中不同的政治

集团以及社会利益群

体博弈的结果。

基本假设：



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研究路径之四
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政治联盟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贸易
会导致社会分化从而引发国内政治冲突

政治联盟并不是稳定的，它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
以及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存在很大差异

贸易政策中政治联盟的类型主要取决于行业间要素流动
的程度

基
本
假
设



（2）国际体系：“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失
利困境”

p tȴïŦBͥǲÁƈˁɠȤͦͩ�03,44(9�6-�*64465�05:,8,9:ͪF
ƃßètvBͥƬřǽÉͦ±\Ǆ}Bͥ͢ƬřǽÉͦóČ°P̚ǎ
R¢ŅzźtȴïŦXB×ǲĚÞ͢
n ×ǲĚÞͩ7;)30*�.66+9ͪͫFƒſ̍ɃàyſŒ�àBĚ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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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ȴïŦXBͥǲÁıƈɠȤͦFƒͫHtȴïŦXͫƾ¢©DKtvV
Úàwˑò¼tBtvƈˁaͫrŜǄ}D�ŐÇItvĿȤ�ȞB�
Ƃͫ�¡ͫlIDK±\Śơ¸ĴƲƎȗQÖȞ�ͫQ�Ȟ�ċįȠ
ÃFtȴïŦXB×ǲȞ�ͩ";)30*�)(+9ͪ。



国际体系：理性选择、制度/机制与国际合作

•这些章程、规则、规定以及决策程序：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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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通常是指在

国际关系的某一个既定

的[问题]领域内，行为

者期望达成的一系列明

确的、或不明确的章程

（articles,principle

s）、规则（norms）、

规定（rules）、决策

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A ĝǛyɣȘFÊȬD�
¦ŀŁ˘B£KʷcP
Ȱͫ¡ɣÊBDɬàß
zǔDÖͫɣÊċ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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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B̖̐šɋ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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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规则

规定
决策
程序

国际体系：理性选择、制度/机制与国际合作



国际体系：制度设计、战略互动与博弈论

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也被称做协

作博弈（collaboration game），解决背叛或免费搭车
问题

协调博弈（ Coordination Game）的经典模型称
为性别大战（Battle of the Sexes），解决利益分
配问题

保证型博弈（Assurance games）的经典模式通常
被称为“猎鹿博弈”（Stag Hunt），解决利益分
配问题

劝说博弈（Suasion Game），又称兰博博弈（Rambo 

game），解决利益分配，防止背叛



博弈的两种状态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假设每个行为体都会选择自己

的最优策略。纳什均衡是指没有人能够通过选择另一种策略
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即在

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再使某些人处境
变好的状态。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如果改

进策略，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
人的状况变得更好。



协作博弈(Collaboration Game)      （互惠贸易自由化，

资源集体管理）不合作／背叛或搭便车／制度很难

B

S1（不招供）S2（招供）

A S1（不招供）3, 3(P) 1,4

S2（招供） 4,1 2,2(N)



B

S1（球） S2（戏）

A S1（球） 4, 3(P,N) 1,1

S2（戏） 1,1 3,4(P,N)

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

（G7，G20,美国与英国关于战后秩序，欧盟货币统一）
偏好与意愿／无主导战略／利益分配／制度容易



保证型博弈(Assurance Game) 全球或地区金融市

场的监管）共同偏好／无主导战略／无背叛意愿／制度最易

B

S1（鹿） S2（兔）

A S1（鹿） 4, 4(P,N) 1,3

S2（兔） 3,1 2,2(P,N)



劝说博弈(Suasion Game)

（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管制、冷战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朝鲜半岛）
不对称偏好／主导战略／背叛意愿／制度最难

B
（处于劣势但勇敢）

S1(合作) S2（背叛）

A

（强势）

S1（合作） 4, 3(P) 3,4(P,N)

S2（背叛） 2，2 1，1



博弈论的局限性

“博弈论的局限性”

（1）理性的有限性

（2）偏好的社会局限
性

（3）集体行动过
程的复杂性

（4）信息的透明
度与可信度



2、全球化与IPE的五个议题

A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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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国家的研究。



A wǅ°ȬBʎɵ°PȓXH¢^�KóČSͮ

A DFŷʣtv°ɢBͥ�̶ͦó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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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地区主义研究。

全球化与IPE的五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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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研究。

全球化与IPE的五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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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

全球化与IPE的五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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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研究

全球化与IPE的五个议题



3、IPE与相关学科的关联性

IPE与国际关系：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IPE中的制度主义主要强
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的重要性，尤其是规则
（rules）在框定个体行
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建构
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在IPE中主要体现在强调
规范（norms）和价值
（value）并不独立于行
为体的利益之外，规范和
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身份
（identity），因而也就
成为利益(interest)。

IPE与比较政治：

比较政治对IPE
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
点：

(1)使用“Large-N”
方法进行案例研究；

(2)打开“国家”这
个“黑匣子”、尤其
是研究经济合作组织
（OECD）国家之外的
国家其国内政治的多
样性。

IPE与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对IPE
的影响主要是方法论上的，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1)强调理性选择方法和
博弈论

(2)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
分析工具来加强国内利益
集团的研究，主要有两大
类模型：通过选举来决定
经济政策的模;不同利益
集团游说导致的政治决策
模型。



IPE与相关学科关联性图示



三、全球金融危机与IPE的分化
（2008年—现在）

1. 美国学派内部的论战

2.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论战

3.批判学派对正统学派的挑战



1.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困境

第一，OEP过分强调理性主义，忽略了观念的
作用。

第二，OEP过分强调单个国家政府决策的独立
性，忽略了外部行为体的作用。

第三，OEP过分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稳定
性，忽略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



2.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

Ê就本体论而言，美国学派仍然以国家为核心
分析单位，研究方法主要根植于社会科学。
而英国学派则将国家看作是众多分析单位中
的一个分析单位，研究方法更多根植于道德
哲学。

Ê就认识论而言，美国学派主要基于实证主义
和经验主义。而英国学派则更强调制度的和
历史的路径，



3.批判学派挑战美国学派

第一，关于主体-客体的关系。

第二，关于稳定-变革的关系。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三章 国际贸易的政治学



第三章 国际贸易的政治学

核心议题一

二 国内政治与对外贸易政策

三 全球贸易制度安排：从GATT到WTO

参考书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十二章”。

John Ravenhill(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chapter 5.



一、核心议题

3、贸易政策的“外部性”与国际机制

2、国内政治过程与对外贸易政策

1、贸易与政治联盟



1、贸易与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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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政治过程与对外贸易政策

•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如何影响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过程？

核心命题：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
团通常是指意在影响
政府政策或行为的有
组织的政治联盟。

利益集团从外
部施加影响 政党是通过选举赢

得或行使政府权力

利益集团与政党的区别在于：



根据利益集团的功能，利益集团主
要有两类：部门性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
集团

ġõàƈˁȓȅͩ9,*:065(3�
.86;7ͪ°PFƒ{ÖţåȖU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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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ĨǫàBJȜBƈˁBȡɤǚĖ

根据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关系，利益
集团可以分为内部人集团和外部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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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过程与对外贸易政策



3、贸易政策外部性与国际机制

外部性也被称做“外溢性”，主要是指发生在市场之外

的交易，这意味着它不受价格的控制，外部性的存在经常

导致市场失灵和经济低效。

• 外部性一般可分为正向外部性和负向外部性：

• 正向外部性——当某人或某行为体的行为使得另一个人或
另一个行为体的利益增加时，但受益者并没有为其获得的

利益做出支付时，我们就称发生正向外部性；

•负向外部性——当某人或某行为体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另
一行为体产生不利结果时，但受损者却没有获得任何补偿
时，我们一般称为负向外部性。



\GˀƬš̉ȶŝt̗ŢȡʿąġàƥĜͩͥƬřǽÉͦšͥs̢\
ͦͪ͞Bxgͫtv ºNċfȸ̂ÓßɴĖÃͫǒǐtȴ̗Ţ¦ŀ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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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ą̗ŢȡʿZUǃRÁ�B�ʈͫDKtvBzą
̗Ţȡʿċįzë�tvƨgĽɈͮ

¢§ƨgáĠąġàƥĜ
aͫNUu�ͥƬřǽÉͦ�Ƕ

¢§ƨgɲĠąġàƥĜ
aͫN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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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ţÛ
ăʮȎĒBͥs̢\ͦ͞
ͩ),..(8�:/?�5,0./)68ͪ�Ƕ。

贸易政策外部性与国际机制



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的国际机制或制度
主要包括：

ͩ�ͪ®ƛWİ̗Ţ¦ŀͫëXrǤIţåàBF�������
tɆ˧Bè̙ǎ̗ŢþˎÊͩ��$$ͪsǎ�����BÛă
̗Ţȫʠͩ'$!ͪͯ

ͩ�ͪwǅWİ̗ŢĖÃ¦ŀͫˬ¢Ƙ�Yƃ̗Ţǅ
ͩ ��$�ͪ͡ɒ�¯ʟĖÃȫʠͩ�"��ͪ͡ÿ̌Yƃ̗
Ţǅͩ��$�ͪͯ

（ͪğİYƃ̗ŢˎÊͩ�$�9ͪ͢

贸易政策的“外部性”与国际机制



二、国内政治偏好与对外贸易政策

国家不是单一的行为体，特
别是在民主制国家里，国家
是社会中的国家。不同的国
家，其国内政治结构（利益
集团）和社会力量是不同的，
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其政治结构和社
会力量的表现也是不同的。

政府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
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
力量相互竞争和博弈的结果。
政府的偏好既要受到政党的
影响，也要受到阶级联盟和
产业集团的影响。

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可以提高一个
国家的社会福利，同时也对国内
社会福利的分配产生影响，在国
家内部形成受益者和受损者。因
此，任何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在
考虑效率的同时必须考虑公平。

贸易政策存在着外部性，这种
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一国在国内
价格出现扭曲的情况下无法依
靠国内政策来解决，而只能依
靠国际协调机制来解决，因此，
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存
在是必要的。

四个最基本
的假设



1.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Ê ƈˁȜïˆLͩ̇œÓ±Īͪ

PȰͮʧ�¬yƹ¼

PȰĔðͩ-(*:68�05*64,ͪy±ĪĔðͩ9,*:68�05*64,ͪ

Ê PȰĔðÓ̇œɋǏͩPȰȹǮͪ

Ê ±ĪĔðÓ±ĪPȰɋǏͩ±ĪȹǮͪ



利益群体偏好与对外贸易政策

要素模型 行业模型

主要行为体 生产要素或阶级 工业或行业

生产要素如何流动？ 最好是在行业之间流动 在经济的行业之间不流动

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和
受损者？

受益者：

富裕要素（发达工业化国
家的资本）

受损者：

稀缺要素（发达工业化国
家的劳动力）

受益者：

出口－导向型行业中的劳
动力与资本

受损者：

进口－替代型行业中的劳
动力与资本

为贸易政策制定而争论的
核心问题

保护劳动力还是推动资本
自由化

保护进口替代性的产业还
是推动出口导向型产业的
自由化



共同利益如何形成对外贸易政策？

Ê ȓï±�óČͩˊȳ̀ͧȓï±�B͂Ⱥͨ����ͪ

Ê Tȓȅyjȓȅ

Ê ͩ�ͪgƨŚͩ¡ſƎřŚͪ°Ȅ̗Ţȡʿ

Ê ͩ�̗ͪŢȡɤċįòĢ˵ţBĉĪÇPĹB̗ŢņȀ
Ç°Ȅ

Ê ͩͪȡʛkýĴDò±̗ŢYƃŘͫÜċįơ¸ċfȸ
̂ò±̗ŢYƃŘ



利益集团与贸易主张

贸易保护 贸易自由

利益集团
农业集团
劳动集团
弱势产业的工商业集团

优势产业的
工商业集团

公共利益 环境保护集团 消费者群体



2.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ƾƸDͮHǜÖŁÊēù^̗ͫŢņȀesŖ¥ȖUĩƈ

ƾƸØͮHǜÖŁÊēù^ͫȡʛesßzwEøƈˁȜï
BȒɼ

ĐŵͮHǜÖŁÊēù^ͫȡʛesċfè̙͡ɖɪsǎë
�ȡʿĉǤƳȻ¯ʟͫsŖ¥ưïȖUĩƈ



国家与产业政策之一：保护幼稚工业

Ê 幼稚工业保护

Ê 案例之一：日本的产业政策



国家与产业政策之二：高科技政策

战略贸易理论：

政府干预可以帮助国内公司获得规模经济和经验，从而使得这
些公司在全球垄断市场中变得富有效率并具有竞争性。

战略贸易理论的假设：

（1）成本高，参与的企业有限，比如汽车工业（全球主要8个），
飞机（全球主要有2个），所以是垄断性企业；

（2）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型市场，而是垄断性市场；

（3）政府干预可以提高国民收入



关于政府的局限性

ȡʿŀÊŚã®ʞŨKJƈˁyƈˁȓȅ¡ƴƔǈ˃Ŗ¥®
ŷĩƈͰͩȡʛFɇɭBͪ

ȡʛã®I]¬ȈȇtvƈˁŀÊƨĪȡʿ¡EŽøȖUƈ
ˁȓȅBĽɈͰͩȡʛF®]Bͪ

ȡʛesȁȇũʃ̗ŢÚŵͫċfƳȻ¯ʟò¡Ő_ȖUĩ
ƈrTŘͰͩȡʛF®�Bͪ



3. 贸易与发展（发展中国家）

Ê （1）òĢ˵ţĉĪŘũʃ

Úŵȁȇͮȁ˟ŵ

ɺˬͮǑʲ�ʺyſʺ

Ê ͩ�ͪuĢȄĠĉĪŘũʃ

ÚŵȁȇͮxǾǮtv

ɺˬͮÿɒtv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14章。



三、全球贸易制度安排：从GATT到WTO

p �͡Yƃ̗ŢÓ̗ŢņȀ Ƀͮ���
�����

p �͡��$$Ã\͌ɓYƃ̗ŢBͥʘaWİˎÊͦͮ��������
n ͩ�ͪͥʤɍ̄¤Ėͦͩ��������ͪ

n ͩ�ͪͥÿǌ¤Ėͦͩ��������ͪ

n ͩͪͥ˭Ǒ͟¤Ėͦͩ���������ͪ

p ͡Ã\®ƛ̗ŢŀĄB'$!ͮ����ͤͤ
n ͩ�ͪ'$!BŁ˘

n ͩ�ͪ'$!Bȸ̂ɌČǎëȕũ



1.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1860-1944）

Ê ���
�����̗ͮŢņȀ͡Yƃ̗ŢÓǍtˮɢ

ͩ�ͪYƃ̗ŢBÚƤͮͧtȊŵͨͩ�����ͪ

ͩ�ͪǍtƔ±ȡʿͮͧʶȗ˲ĚĆͨͩ����ͪ

ͩͪĆtyë�tvBɈĜͮͧȥǂǗͬŏ̻ƈ̼ēȒͨͩ���
ͪ

Ê ���������̗ŢņȀÓͥs̢\ͦ͞

ͩ�ͪͧȷ̵Łͬ͆ƈè̙Ćɺͨͩ��
ͪ

ͩ�ͪͧɴʙ̗ŢˎÊĆɺͨͩ���ͪ



2、GATT：作为捍卫自由贸易的“临时多边协定”

GATT有三个最为基本的原则：

第一，在减免关税和其它
贸易优惠上的普遍最惠国
待遇原则。

rʙtźǃĂȘ°PF\G
ˀƬ}ĵt ºB͕Ķͫ¢§
DKtvHǜDƨÞS�GǞ
ąDKtvsrʙtè̙ͫQ
�è̙Ýǀ�¾ÇItvBÁ
șƨÞ͢QDĂȘçȈ¼Sʝ
ŀG̗ŢȡʿXBͥƬřǽÉͦ
�Ƕͫç¡\ǪǄDKǰDɣ
ȘBWİ̗ŢïŦ͙ÊGȝ̪。

第二，反对进口数量限制
或其他非关税限制。

è̙ǎ̗ŢþˎÊ°ħŝt
ȡʛĜċfȏý̗Ţ˫͛M̛
T̗Ţͫ¡EĜHè̙ ąƸ
ǐë�ſè̙˫͛͢

第三，所有成员国之间实
行无条件互惠。

ɴʙ�8,*0786*0:?�Fè̙ȏ�
ȸ̂XDKſįéPBˡƤy
ĂȘͫľɊņ}ĵt ºċf
è̙ȏ�ßɴøˁ͢



“肯尼迪回合”（1963-1967）
——关税减让谈判的创新与反倾销

¶Dͫ[Bè̙ȸ̂ªĆͩD͒q
ªĆͪ͢°PBĉĪŘtvȗGD
ÖŁ̥±ĪBè̙ņōEìsąͫ
ë�è̙Dʵ͍ȏ�
�ͫ}ĵtģ
ʊè̙ȏ�ƠRG��͢

¶Øͫ}ĵt̗ŢȡʿBưï
ˎƣ͢

¶�ͫƵ˜ɨȸ̂͢ʤɍ̄¤
Ėȸ̂BǞąDKͅ˯NFÝ
Ƶ˜ɨÃ\tȴȸ̂BDKé
PɌČ͢

¶ĦͫwǅȡɤȓȅBȍo͢Hʤ
ɍ̄¤Ėȸ̂Xr�DKǉ_Cb
śŶB�ǶFͫʤɍ̄¤Ė¶D�
̬Ɨɿʺ¯ʟǲÁïÃ\DKĴK
±\ïƏÐȸ̂ͫQ\�Mwǅɉ
ÀSBWİ̗ŢˎÊ͙ÊGȝ̪͢



“东京回合”（1973-1979）
——非关税壁垒与战略贸易政策

第一，继续进行关税减
让谈判。

尽管关税减让不是

“东京回合”谈判的重

点，但关税减让谈判仍

然是“东京回合”的目
标之一。最后的结果是，

9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市

场上产品的关税平均降

低35%，制造产品的平

均关税降至4.7%。这次
关税减让的幅度可以与

“肯尼迪回合”的结果

相比。

第二，“非关税壁垒”
（non-tariff 
barriers, NTBs）减
让的谈判。

GATT在前6轮谈判

主要集中在关税减让

上，并且取得了巨大

成就;1973年开始的

“东京回合”谈判则

主要集中在“非关税

壁垒”减让的谈判上。

第三，尝试在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内确定“框架”
协议。

这主要是由发展

中国家巴西动议的，

其目的在于对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的义务进

行明确。



“乌拉圭回合”（1986-1994）
——新的贸易问题及其困境

¶DͫŊîƷðóČ� ǲÁʫĪȡʿyͧW�̨ŹˎÊͨ͢

ŊîƷðóČͩ4(82,:�(**,99ͪ°P̚ǎʫƨÞ̗Ţy̡
ʠÞ̗ŢBņȀȡʿ͢ʫƨÞŊîƷðóČ°PFʩzɿ̌͡
~¼sǎë�ʫƨÞuĢtHʫĪď˗BņȀȡʿ͢

¶Øͫ[B̗ŢóČͮĥǕĪ͡ŸƹÓ�Ǧƨɢ͢

ȗGŃǰBʫĪy̡ʠĪͫͥ˭Ǒ͟¤Ėͦȸ̂u�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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Ǧƨ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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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ȓȅͪͯŀĄǒƸ



3、作为全球贸易制度的WTO：特征

基于权力的部门贸易谈判 基于法律的贸易体系

单一货物贸易关税减让
国内贸易政策及制度性规
则建立

基于国家间政治博弈的争
端解决机制

基于国际协定的争端解决
机制

§GATT §WTO



WTO的谈判议题及其挑战

挑战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与自由贸易

挑战之二：

•地区贸易协定
（RTAs）、特惠
/自由贸易协定
(PTAs/FTAs)与
全球贸易自由化

挑战之三：

•环境、可持续发
展与国际贸易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 金融与货币的政治学



第四章 金融与货币的政治学

参考书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十一章”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Lake & Kenneth A. Schultz, 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and Institutions, chpater 7 & 8.

John Ravenhill(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7 & 8.

§ 研究议题：汇率制度选择与国际货币体系一

二 § 汇率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

三 § 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



一、货币、汇率和收支平衡

货币的经济职能

（1）żǁ˚ʼͩǘÞyĥǕͪ

ͩ�ͪŤŕĴĎͩǘÞ͡ĥǕ͡ƹƨͪ

ͩͪŕǉˇɁ�ƭ



货币与财富

（1）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

（2）金融和资本交易

（3）外汇储备



（1）货币的

价值通常取

决于政府的

信用。

（2）货币以

及因此而出

现的金融市

场的管理通

常是政府的

重要责任。

（3）货币是

政府进行支

付和赔偿的

手段。

（4）货币是

一个国家主

权的象征。

货币的政治职能



汇率和国际收支

汇率：一种货币用另外一种货币表示的价格

（1）固定汇率制

（2）浮动汇率制

（3）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

Ȕû¬ģŕÚŵͮ£tǵ˖B˹ɽ²¾£tŕƉ¹ģ âͫ
D�ǵ˖tĒȔû¬B^ɥͫķǵ˖Hą˹ŊîS²âˬ͗
ǉ͢



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

Current Account

(1)Trade in Goods（商品）

(2)Trade in Services（服务）

(3)Income Account（收入所得：国际利息、股息和本国在
海外企业的收益）

(4)Unilateral Transfers, Net（赠予、援助）

Balance on Current Account



国际收支平衡（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

资本项目

金融项目

(1) 在国外持有的资产（不包括金融衍生品）

官方储备资产和其他资产

(2)在国内持有的外国资产（不包括金融衍生品）

官方储备资产和其他资产

（3）金融衍生品净额



二、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

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解释模式

一、霸权国家偏好

第一，霸权
国家主导着
世界政治的
总体权力结
构。

第二，霸权
国家的意愿
（偏好）和
能力是国际
机制的建立
和维持的关
键因素。

第三，霸权
国家的能力
保证国际机
制得以顺利
实施。

二、国内社会
利益集团

三、国内政治制度

第一，政府
的偏好直接
决定汇率政
策的选择。

第二，政治制
度不但决定政
府对汇率政策
选择的偏好，
而且还决定政
府执行汇率政
策的能力。



1. 霸权国家偏好

英国与金本位制；美国与双挂钩制；

日本与日元国际化？中国与人民币国际化？

霸权国家与货币国际化的共同点：

ͩ�ͪˮɢtvyÛăȡɤþïɢ¬Đˠͩ£KǻĻňęͪͯ

ͩ�ͪˮɢtvB¸ơy]¬ͩ˝Ê˹ɽŀͪͯ

ͩͪˮɢtvB]¬Ótȴ¦ŀͩs̢\ͪ͞

局限性：浮动汇率



2.国内社会利益集团与汇率政治

ͩ�ͪĨɄƈˁÓ˹ɽȡɤ

ͩ�ͪȡ˶ƈˁÓ˹ɽȡɤ

ͩͪ±ĪƈˁÓ˹ɽȡɤ

局限性：汇率制度的分配结果是排他性的（小集团和大集团）



3.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

ͩ�ͪǵ˖ȡʿ͡ıĪyċǵ̽͘

ͩ�ͪȡɤvBƈˁˆLäČ

ͩͪX̆ɯ±BƲǐà

局限性：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



4.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

ͩ�ͪǑʲ�ʺtvB̴Ǖʉ¦

ͩ�ͪɒʺĻ˦ʉ¦

ͩͪʉ¦ƐÚ¦ŀÓ���

（4）中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使其货币国际化？



金本位制（1870-1914）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混乱时期（1918-1939）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3）

浮动汇率制及其困惑：“汇率政治三难”

三、汇率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



1.汇率政治三难

ͥ˹ɽȡɤ�äͦͫ�Ƞͥ˼ȂB�ĎDïͦͩ:/,�%5/63?�$8050:?ͪͫ°P
FƒŪŅDKtvB̾ƿ¯ʟȡʿEe]ÁaË�¢^�KȡʿƊǥͤͤ
˝Ê˹ɽ͡ƲǐBĻ˦ȡʿsǎƹ¼ê�ͫ¡�]ÁaË�ëXB£Kȡ
ʿƊǥ͢

国家自主性

固定汇率资本流动

¢§DKȡʛƜđņōĻ˦ȡʿ
BƲǐàͫ{`ľŽɫHƹ¼ê
�y˝Ê˹ɽ º�uĨǫͯ¢
§DKȡʛƜđ˝Ê˹ɽͫľN
ŽɫHĻ˦ȡʿBƲǐàyƹ¼
ê� º�uĨǫ͢



2.金本位制成功原因的解释

Ļ¼ĎŀBŁ�y¦ŀͮ

ͩ�ͪË±Ļ¼ĎŀtvBX̆ɯ±ɞ˝ÊŕƉûǯǻĻͯ

ͩ�ͪ×ŷʾJesYƃòĢyuĢǻĻ

霸权、势力均
衡与金本位制
（1870-1914 ）

霸权、势力均衡与
以邻为壑（1918-
1939）



3布雷顿森林体系创造性

ͩ�ͪǪǄGDK˝ÊÜesƣưͩ-0>,+�);:�(+1;9:()3,�
,>*/(5.,�8(:,9ͪB˹ɽï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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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ǪǄGDKtȴȫʠͩ���ͪͫsˢ̿}ĵtB̾ƿ¯
ʟȡʿsǎĔƧģ̈ɶʈ



特里芬难题

p ���
�ͫ�ṱ̋T�¯ʟ�vŁ�̹ͩ#6),8:�$80--05ͪuļG
ͧǻĻÓ�ėʉ¦ͨDŰͫɽƔç�ÚSzǂ˨ʐ̀ɀïŦÇȁ˴B
�ė˹̎¼ĎŀŖuGűʗͫƒuķŀĄHć̷]¬ǪǄ¦ŀÓtȴ
SzķŀĄ¨c ºǟH¼űSB̖̐ͫ�JÝëȠ\ͥŁ�̹äČͦ͢

p Ł�̹ƒuͫ�ėͤǻĻ˹̎¼ĎŀH¼űSFEʸÊBͫQ�
ŀĄ°PFȁƍ�ttȴĔƧ̲ƖMŖʦtȴć̷]¬BͫZNFdͫ
�IÒ�t\ÛăŖʦ�WB�ėaͫë�tv«]ōI�ėò±t
ȴĐŲͯÜÒë�tvōIB�ėőĈµÐa�_ER�tōIBǻ
ĻBƧōy̎ǁaͫNUz�ėıi¨cͫ¡D˷z�ėıi¨cͫ
NUȄȱĻ˦ʉ¦ͫʏ͋RưKǵ˖ŀĄ͢ëĐ§Ž�FͫP`�t
ǇĈˀƬtȴĔƧ̲ƖͯP`ʅĹD�[Bć̷]¬¦ŀ͢

p ǴËͮŁÕŖƙɢͩ����ͪÓɍǬȨɋƕͩ����ͪ



4.地区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理论及欧元

衡量最优货币区一般有三个标准：

¶DKǥƷF̗ŢB
|Îà̗ͫŢB|Îà
å³ŕƉFƃwǅŊî
ƱÊBͫ˹ɽĽɈßz
ŕƉB]¬Hȏʋ͢

¶ØKǥƷF©Kt
v¯ʟBW�Řͫ¯ʟ
BW�Řå³øǜKt
v¯ʟɋƕBe]àH
ȏjͫç¡Ő_ßèt
vB˹ɽ}\D���
BĉǤ͢

ͩȕũͪ

¶�KǥƷFǅ˗Ē
PȰBê�àͫŁÕF
ʧ�Bê�àͫǼ¥B
PȰê�à¸ŧnes
ċfPȰê�ˀƬEz
ȠBɋƕͫç¡ȏýċ
f˹ɽì�ò±¯ʟƣ
ưBe]à͢

ͩȕũͪ

最优货币区理论

Arƴǵ˖ǅÚŵBDKr\ȝ¼BÚŵƾƸFͫHßètv ºË
±˝Ê˹ɽesˑòǘÞyĥǕ̗ŢsǎgƨPȰHwǅĒBê�ͫç
¡ˀƬQÖtvċf˹ɽȡʿĉǤĽɈŕƉ͡ĉƹsǎ̗Ţ͢



欧元诞生的政治逻辑

欧元诞生的政治逻辑：

（1）规避国际货币风险（1969）

（2）德国和法国的政治联盟

（3）欧洲小国的“民主的合作主义”



德国、法国与欧元（地区货币合作）

���
��ĀͥȾ̔Ťɕͦͮ˒¥»ͥɿʺJBɿʺͦͫʇĒͥɃíɿ
ʺĖĖətʥĵUͦͩÓͥƼ̫ȳŤɕͦßzͪ

�����ͧȋ̠ˎÊͨyͥɿʺ̈́˻ǚȮͦ

�����ͧʕƼēȒͨ

��ĆtÓˮɢBǿɜ

��ĆtÓ�tˮɢ

�ĆtÓǍtyȧt



欧元的政治经济意义

(1)ɿėUíţ�ė}\tȴǵ˖ÏͰ

���ȝ¾ɿėBŊîFɗUɏȞ®ƛŊîB|ÎàͰ



5、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5．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

4．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

3．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

2．1992/93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

1．80年代的债务危机



6、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ĐˠƄ˸ͩŮ˩ŀĄͪ

Ż]Ƅ˸ͩˢ̿Ż]sǎƐÚ¦ŀͪ

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1）˝Ê˹ɽhFIƐÚBː�˹ɽͰ

（2）国家自主、地区合作还是全球合作？

（3）Ƅ˸tȴǵ˖ȝĻȫʠhFǒǐ[B®ƛĻ˦¦ŀͰ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五章跨国公司与国家



第五章跨国公司与国家

§跨国公司的特征一

二 §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三种理论模式及其超越

三 §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四

§参考书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十三章”。

John Ravenhill(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chapter 11.



1、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2、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3、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

一、直接投资政治学的研究议题：
直接投资、国内政治与国际机制



跨国公司：定义及其特征

l 定义：

控制和管理的生产厂商至少出现在两个国家的公司

l 特征：

1.拥有生产设备（工厂）的所有权。从事国际业务但在其居住国
之外不拥有工厂设备的公司不是跨国公司。

2.生产设备（工厂）分布在全球的不同国家。拥有许多生产设备
（工厂）但这些设备完全在一个国家的公司不是跨国公司。

3.跨国公司不但从事生产，而且从事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



跨国投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是指投资者在本国之外以控制企业

部分产权、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从而

获取利润的资本对外输出。直接投资

既包括固定资产，也包括中间产品，

如资本、技术、管理技术、市场准入

以及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创办新企业（公司）或收购外国

现有企业（公司）；另一种是通过购

买外国企业股票进而拥有对该企业进

行股权的控制。

间接投资
（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

又称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外

国公司的股票、其他证券的投资以及

中长期国际信贷。按照间接投资的主

体分，间接投资可以分为国际机构投

资、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按筹资的

手段和管理方法分，间接投资可以分

为国际银行信贷、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机构贷款以及国际证券等



2、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国际政治经济

学从全球/地区
层面对跨国公司

进行政治学研究

的核心问题是跨

国公司与国际机

制的关系，具体

研究主要集中在

如下三个议题：

§¶DKɌČFͫ\�`̣t×ƶƴƔǈ˃zą
īĞŸƹͫ¡EFząʯ͉Ͱ

§¶ØKɌČF̣ͫt×ƶFɗFDKƲǐB±
\ïͰ¢§FDKƲǐ±\ïͫľIŅŁ˘Ͱ

§¶�KɌČF̣ͫt×ƶÃ\DKtȴȫʠͫ
ztȴïŦB¦ŀǒƸͩWİˎÊsǎğİˎ
Êͪɵȩƨg�`�BĽɈͰ



3、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

A ȯtBtĒȡɤšÿ�tBtĒȡɤF¢ŅĽɈ̣tī
ĞŸƹBêðÓêuͯ

第一个议题：

A ̣tīĞŸƹBêðÓêuzȯtBtĒȡɤšÿ�t
BtĒȡɤƨg�`�BĽɈͯ

第二个议题：

A ̣tīĞŸƹBêðÓêuzȯtyÿ�t ºBèŦ
ƨgŅ�ĽɈ͢

第三个议题：



二、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三种理
论模式及其超越

1、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

2、激进学派的研究路径

3、国家主义的分析路径



1.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1）

ͩ�ͪƨÞňęÚŵ

A ͥƨÞňęÚŵͦFƃŹʫ�#�&,8565�H�����xåBŵ·ͧƨÞňęXBtȴ

ŸƹÓtȴ̗ŢͨXŖuB͢ �ͫH�����uļBͧ°ɢɠȤͨDŰXͫŹ

ʫť˿òDƓp˳G̣t×ƶBȍoz°ɢtvBĽɈͫŖuGͥ°ɢɠȤȹ

Ɵͦ͢

A ƨÞBǪ[̇ƭ͡ƨÞB}ȿ̇ƭ͡ƨÞBǥƷŘ̇ƭ



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2）

（2）折中理论或“OLI模式”

A ͥȟXÚŵͦͩ,*3,*:0*�7(8(+0.4ͪFƃǍt
B¯ʟ�v͎ɰy�ÇHB�ʲT�BÁ
�bǲÁ̮ȄBͫÑ¡ZȠ\ͥ�ʲ�
ˏͦ͢zͥȟXÚŵͦò±®ÀþĐBF͎
ɰ¾�����xåB̗ͧŢ͡¯ʟ��Bǅ
ĎyWt×ƶͮD�ȟXö̯B˛ɵͨ

A ͥȟXÚŵͦ̚ǎ�Kr\ȝ¼BˡƤͮÇ
Iɢͩ6=5,89/07ͪ͡ǅĎͩ36*(:065ͪy
ĒġŘͩ05:,85(30@(:065ͪ



（3）竞争战略理论

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3）

̍ɃũʃÚŵšͥŕǉʑÚŵͦFƃʓŁͩ�0*/(,3�"68:,8ͪHë
���
�uļBͧtv̍ɃƴƂͨDŰXò±ŦǰŵɑB͢¶DͫɅț
ì˸͢¶ØͫPȰ̓͠BǓÁ͢¶�ͫ®ƛŘ͢®ƛŘEȲŐ_sÄ
BŀǄĪtȴŘͫZŐ_ĥǕĪtȴŘͫç¡Ȅȱ×ƶB��ͩŇ̃
ɨʀ͡ąŇ͡ĂʍǷʴȔ͡sǎgƨw�ͪH®ƛŊîB̍ɃͫëĐ
§Ž�FDKtvB×ƶÓë�tvB×ƶ ºȃ}ǚ̌ͫsòðQ
ÖtvBŊî͢



2.激进学派的研究路径

ǹò�ˏB°PţåJĚF
�tɔɷÚĉ�ǧB¯ʟ�v
āǸť˿ͫ�¾���
�ã}ě
H�����uļB�Ǩ�Ďŵ·
ͧtĒʡĪBtȴ¯ȮͮDȌ
è¾īĞŸƹBʎɵͨ

1．ƹ¼BƇŠÓtȴŘ

�ͭÛăŊîBȍo

ͭtȴʧ�pĉ

�ͭŷʣtvBÃ�



3.国家主义的分析路径

�
Ûɩ�
��
�ţͫstv\XcMǈ
ˌ̣t×ƶ°PţåJĚI£ĎͫDĎF
�tmÈBtȴȡɤ¯ʟ�vʕ̺Łͣ�˥
ȳģͫQȓXï�H�¾�����xåH
ͧtȴȫʠͨBŵ·̣ͧt¯ʟèŦBȡ
ɤp˳ͨsǎ�����uļBmÃͧ�tË
¬Ọ́t×ƶͮząīĞŸƹBȡɤ¯ʟ
�ͨͯǞDĎFǍtmÈBtȴȡɤ¯ʟ
�ʹ͖ͣȷŁʌǢͫëƿ�°PȓXHæ
¾�����uļBmÃͧtvÓŊîͨ

1．Đˠàɢ¬yǚŦ
àɢ¬͢

�ͭĐˠàɢ¬Bʷc
˄�Ftv

ͭtvF®ƛgƨĐ
ˠB°ǣ͢



三、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1、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

2、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

3、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1、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

ͩ�̣ͪt×ƶˑŐtȴgƨïŦBȃ}ỚǾ

ͩ�̣ͪt×ƶȄȱgƨɅțBǪ[yĘʖBì˸

̣ͩͪt×ƶ˦ƹ̀�BW�ŘȄȱtȴƹ¼ŊîBì˸。

ͩ�ͪʧ�B®ƛpĉsǎʧ�¬B®ƛê�



（1）跨国公司促使国际生产体系的
形成与扩展：全球生产链

ȈȇǚĖt̗ŢxǾUɌ�% �$���BǥƷͫ
̈ĈtȴgƨïŦBƞĄ°PI¢^�Kƒǥͮ

ͩ�ͪ���BǟĈͫQF
̈ĈtȴgƨBƹ¼ˠ
}BƞȬ̊Ąͯ ͩ�ͪtąq×ƶBɨ

ʀ˩ͫQF̈Ĉtȴg
ƨBĔðBƞȬ̊Ąͯ ͩͪưK$ �9ïŦB

þƨǉˣÛă��"Bâ
é͢



国

际

生

产

体

系

FDI 存量：

就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而言：

1982年不足8000亿美元，

2007年近18万亿美元，

2016年近27万亿美元；

就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而言：
1982年为5790亿美元，

2007年达到18.6万亿美元，

2016年超过26万亿美元；

就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而言：
1982年为2.5万亿美元，

1990年为5万亿美元，

2007年达到31万亿美元；

比重：

就全球外国子公司的附加值(总

产值)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而言： 1982年为5%，

2016年则为11.1%；
就雇员人数而言：

1990年约为2144万，

2016年增加至8214多万。

（1）全球生产链的形成与扩展



（2）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的变革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
议的定义，一般有两项指标：

一、研发（R & D）投入和注
册专利；

二、技术转让。

̣t×ƶǎëÇHBxƠtvDɬVſįŞéʎxŸðͫâ¢ͫ
#��BƧu°PȓX!���tvͫ!���tvˣÛăķș#��|Ƨ
B�
�ͫ¡ëX�KtvƫI!���tv#��ƧuB�
�ͫȲ�tN
ˣ�
�͢¡HQÖɅțǪ[BtvXͫ°͏QÖtv#��B×ƶÌ
ȼVF̣t×ƶͫN�t¡ǋͫ�����Ȳ�
vT×ƶNˣIĉĪ
#��B�����ͫ�
�ţ̞ͫǨȲv×ƶNƫI®t#��B���ͫ¡
̅ʌȲ�v×ƶˣR®t#��B�
�



̣t×ƶò±ɅțĘ�°Pʴí£�ªƟͮzëÇƫ
IyʆŀBq×ƶË±ĒġŘͯzë�×ƶË±ąġŘ͢

ɅțĘʖBĒġŘ°PʴíīĞŸƹBªƟͫƃ¾FH
×ƶĒġò±BͫÇsͫ×ƶesʜˈɅțĘʖBƮĄ͡
ĘʖB}¼y÷ȵsǎ×ƶB}¼yĔˁ͢

ɅțĘʖBąġŘȘʴíW�ȃƟ̜ͫ¢ƫIýőɡɢ
BĖƹʡĪ͡ŁƗ¯Ȯ͡ƹ¼Þɨʀ͡ƗeżŢ͡Ʌț̱
ǭ͡pŇšɪȚgƨͩ!��ͪ

技术转移的内部化和外部化



（3）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导致国际资
本市场的变革

A ĒġƹɚFƒÃ\ɡčǆǟě�¾ÂŸƹBžpǝƈ˔ͫ¡ąġƹɚ°P
Fƒċfx±ɡƝ̴̏͡šçɯ±ʯƙ̧̝BƹĻ͢

A ̣t×ƶÓë�ʡĪEÁ ĿH¾̣ͫt×ƶEȲH®ƛšwǅʮȎĒg
ƨƨÞšŖʦĥǕͫ¡ȭZPH®ƛʮȎĒ\Y�̧̝ƹĻ͢

跨国公司筹措资金的渠道分为内部和外部。

A çȯtšÿ�tBĻ˦Ŋîʴ�x±̴̏yÆęɯ±ʯƙBȃƟʯƙͯ

A ZesĨǫHDÖtvŊîSsȯ×ƶšq×ƶšʆɡ×ƶBÈȬx±[
ɡͯ

A hesH×ƶŦǰĒBŪŅw� ºƣ�ˋˍê�ƹĻ

在筹措资金方面，跨国公司的最大特点就是融资（指国外子公司筹措的资金，不
包括母公司的募股）渠道的多样性。



（4）劳动全球分工以及劳动力的全
球流动

ůṇtgƨBȍosǎ
¯ʟ®ƛŘͫʧ�pĉÅ¯˺
ʳ}\®ƛàBͫZNFdͫ
�OBʧ�pĉÅ¯EÂȽǩ
¾ĴKtvͫ¡FøR¯ʟ®
ƛŘBĽɈͩˬ¢Ũ˽¯ʟy
ąŇͪͫʧ�ŚEDÊ\¼t
BʡĪĥǕͫ�bšīĞḤ
t×ƶĉÃͫš\̣t×ƶò
±gƨͫÑĬͫʧ�ŚŽɫȈ
ȇ®ƛ¯ʟMƣưëɅ]y±
\͢

Nʧ�¬B®ƛê�¡ǋͫ�

ÛɩXʰsÄͫŝtʄƉǩŀʖŷ
BòðͫÜůngƨBtȴŘͩŁ
ÕFĥǕĪBŔƮxǾͪsǎÛă
ʧ�¬JĢpǂEģ̈ͩôªxƠ
tvJĢugɽōƀ^ɥsǎxǾ
XtvJĢugɽōƀSŭͪͫŝ
t̍ßŀÊȡʿ�̜¢�t͡ÐŬT͡
̘Tƈɒ͡[Ð̟�ɐɂǤIĊĪɅ
]BJ«͢DȌʎɵ˰ŤͫR�
��
�ͫƃ¾���BɿʺJÝPʚȉͫ
ÇsͫɿʺĸPTȒ����̸[Bʖ
ŷMò±ɖȆ



2. 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体？

寻求区位优势

Ê （1）自然资源型投资

Ê （2）市场驱动型投资

Ê （3）效率驱动型投资

规避不完善市场

Ê 国际交易内部化

Ê （1）水平一体化／保护无
形资产

Ê （2）垂直一体化／保护特
殊资产



跨国公司：从规模经营到产品创新

（1）从规模经营到产品创新

sÄ×ƶB̍Ƀ¬H¾
ëǅĎƴƂͫŉĞĭĂʍǷ
yʧ�¬Ŋî͡Ɔ̦Bżċ
Ōʢͫ¡̣t×ƶBƴƂȘ
H¾ëɣȹgƨͫċfɣȹ
gƨɥǔgƨ}¼ͫěò¡
͜ȐŊîŕƉ͢

�
Ûɩ�
�ţsMͫ
̣t×ƶHgƨȫʠªÀ
xgGĐˠàBìŘͫŉ
ƃsÄɥǔʧ�¬}¼y
ò±Tɣȹgƨ˺ʳĘì
\éĶƨÞBɅțǪ[ͫ
ɅțB|x̛͡ɱÓĘ�
}\̣t×ƶBé�͢



（2）çʡĪĒġ̛ħRěȔÓũʃǚ̌

跨国公司：从内部扩张到并购与战略联盟

跨国并购可以
分为三类：

¶DșF¹ģěȔͫŉxgHÁD±Ī̍ɃʡĪ 
º͢QșěȔBƊBFċfưĖƹɚͫÐĤŊî¬Ĉͫ
QșěȔ°PxgHŀɛ͡ɻÉ͡ɝƚ²±Īͯ

¶ØșF̳īěȔͫŉxgHIƌƦͤʦĜǘšû
°ͤǯ°èŦBʡĪ ºͫëƊBFɥǔgƨʑÄ�
ßèǚBEɊÊàsǎżŢ}¼ͫɘǮBˬqNF˅
ġùgƨǘÓƌƦ ºͯ

¶�șFʱĖěȔͫŉxgH�èǚB×ƶ ºͫ
ëƊBFʅĹpɱ÷ȵ͢



3、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1）跨国投资的多边协定

（2）区域性的跨国投资协定

（3）双边投资协定（BITs）



（1）跨国投资的多边协定

多边主义主要包括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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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国投资的多边协定

最具代表性的包括：



（2）区域性的跨国投资协定

第一
• 地缘政治的考虑。

第二
• 生产网络的考虑。

第三
• 文化价值的认同。



（3）双边投资协定（BITs）

1959-1989：38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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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截至2018年1月1日，全球共签订3324份国际投资
协定，其中双边投资协定2951项、投资条约规定373项；中国共签订150份国际
投资协定，其中双边投资协定129项、投资条约规定21项。



1、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2、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母国国内政治

3、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东道国国内政治

四、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



1、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母国/跨
国公司

东道国

sÄĤƣȯt	̣
t×ƶÓÿ�tØŚD
ɬèŦBp˳ͩ}¼	Ĕ
ˁp˳šɢ¬pǝp˳ͪ

ĘĠEÁóČď˗
ͩˬ¢EÁBƨĪͪÓ
EÁtvtĒȡɤ º
èǚàBǤïp˳

母国

跨国公司

东道
国

§（1）

§（2）



2、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母国国内政治

一个是母国的社会福利

ȯtḄt×ƶěDÊţåȯtBtvƈˁ

DFȯtḄt×ƶ\GÔ_�¥Bƈ˔šŚ�\Ȣƈwòðǜÿ�tͫ
Óÿ�tȡʛšʡĪĐ}ǚ̌ͯ

DFȯtǜÖ±ĪḄt×ƶĐ}ȡɤǚ̌ͫǲÁɎɸķtBzą¯ʟȡ
ʿ͢

一个是母国的就业

ͥąŇͦyͥŨɺ¯ʟͦ



3、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东道国国内政治

20世纪70年代，关
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
关系，无论是经济学家
还是政治学家，一般都
给出一个笼统的分析，
要么是积极的（如解决
外资的短缺、促进技术
转移、引入先进的管理
经验），要么是消极的
（如控制东道国经济、
资源掠夺、剥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现，
学者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直接投资
对东道国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效
应，因此，政治学者比经济学家更
注意不同的FDI进入的不同行业以
及由此对东道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结
构的影响。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与东道国国内政治的关系，学者们
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一个是外
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国家安全；一
个是产业联盟与国内政治分化。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六章 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



第六章 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

§ 三种转型一

二 § 国家战略目标

三 § 国家战略目标、国内约束与制度调整

四 § 国际资本、商业网络、工业生产周期与制度调整

五 §结论



第六章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

参考书目：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结语”

王正毅：“中国崛起：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还是终结？”，《国际安
全研究》2013年第3期。

Evan A. Feigenbaum, China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96, 
Number 1,2017,pp.33-40.



改革稳定情况下中国的预计增长
（来源：World Bank  2012)



Projected Growth Pattern without Major Shock
（Source：China 2030 by World Bank  and China State Council,  
2012)



英国、美国与中国



一、三种转型

（1）从传统的农
业社会向城市化的
工业社会转型
（有成功经验可循）

（3）从一个封
闭型（国家）
经济向开放型
经济（国家）
转型

（150年的经验
和教训）

（2）从中央计
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型

（历史上无成
功先例,只有失
败的教训）



二、国家战略目标

• （1）国家安全

• （2）追求经济持续增长

• （3）维持社会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

第七个五年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979-2004: 
9.4%; 

1990-2000:  
10.1%

2005: 
9.9%;    

2006：
9.8%;     

2007：
11.4%

2008:   9.6%;
2015：6.9%;
2017：6.8%

。



国家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

2020-2035：

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

2035-本世纪中叶：

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国家战略目标、国内约束与
制度调整

中央—地方的关系（制度层面）

A ɢ¬^Î	ɢ¬ȓX

A ̾ƿƣʆͮͩ�ͪǰDą˹	˹ɽȡʿͯͩ�ͪɟȡy̙Ĕȡʿͯͩͪ
ǵ˖yĻ˦Ƅ˸ͯͩ�ͪtIʡĪƄ˸ͯͩ�ͪȖUņ̒ïŦ

政府—企业的关系 （企业层面）

A tIʡĪͯˉ˪ʡĪͯ�ƹʡĪ

富裕—贫穷的关系 （社会层面）

A ųŊyʫʨBȑʔ̤ͯāyĒɳBȑʔͯ±ĪĔðȑʔ

A ͩ�̙ͪĔȡʿͯͩ�ͪȖUņ̒ïŦ



四、中国崛起面临的四大挑战（1）

挑战之一：维护主权与拓展国家生存空间

DFŹȀIȃBgǟĲº
ͥƪ˓óČͦ͡ ͥǡĕƽóČͦ͡ ͥƅXtāóČͦ

ØF́Ǿ�ȃBgǟĲº

ͥ´uiͦͫͥDöDúͦ



中国崛起面临的四大挑战（2）

挑战之二：国际市场的依存与国内市场结构的
调整

DFĘìtĒgƨĐˠ

ØFãɇtĒƹ¼Ŋî

�F̛TtĒƎřŊî



生产结构的转变

¶DͫçsƑBʧ�ɮȓǮyƹɚŋřǮBƨĪĠƹ¼yɅ
țɮȓǮƨĪBĘ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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ŖʦŀĄǺȤͫŖ¥XtʡĪH®ƛgƨʑXB̍ɃƴƂ͢

¶�ͫT¬Ŗ¥ĥǕĪHgƨŊîBâˬͫ¿ƕ͜ȐsǎƎ
ȗzĥǕĪB˫͛ͫŐ_XtEȲ}\®ƛŀǄĪBXcͫ
¡ȭ}\®ƛĥǕĪBXc͢



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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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末中国私募基金概况



中国崛起面临的四大挑战（3）

挑战之三：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

¶DșFīĞȔûgƨƋyɅț͢�
Ûɩ�
�ţBv½Īͩǖ
½͡ɧ˂sǎƺū¦ͪsǎ�
Ûɩ�
�ţȪBƎřș½qƨÞ

¶ØșFċfÆęBͥɪȚgƨͦÔ_ɅțĘʖͥ͢ɪȚgƨ̰ͦʭ
̡ʠÞ͡v½ƨÞ͡½qƎřÞ͡ċʪȣʍ²

¶�șF̣ͥt×ƶB̳īǮɅțĘʖͦ͢�
Ûɩ�
�ţsM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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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创新性人才



中国崛起面临的四大挑战（4）

Ê挑战之四：国际制度建设与国内制度调整

1. 参与国际制度建设:

World Bank/IMF/APEC/G20/ASEAN+3/ASEAN+1

2.创立新的国际机制: AIIB

（1）地区平衡；（2）经济结构调整

（3）资本市场的开放；（4）外汇储备



结 论

世界体系是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

顺利转型是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