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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经济活动严重依赖于美元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储备安全受制于美国的战略黑箱袁宏观调控的独立性

受到掣肘袁汇率政策面临二难选择遥 出于自身狭隘利益的考量袁美国当局不可能自愿改变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袁所以

跳出野美元陷阱冶不能奢望于美国当局的良心发现袁只有唯一路径要要要野去美元化冶要要要 在美元之外构建一种新的国

际支付手段为我所用遥 构建这种新的国际支付手段的应然路径是联合主要大宗矿产资源大国构建共同货币遥
关键词院美元陷阱曰去美元化曰共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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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美元陷阱冶一词最早公开出现于文博和徐娜

2005 的论文叶美元走势的分析要要要野美元陷阱冶论初

探曳遥[1]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

国际金融博弈使野美元陷阱冶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

理论界关注遥 吴敬琏先生曾指出野中国掉进美元陷

阱有苦难言冶袁[2]2009 年袁索罗斯也说中国已落入野美
元陷阱冶遥 [3]实事求是地讲袁世界上落入野美元陷阱冶
的并不只有中国袁 而是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

家遥 可以说袁一国只要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离不开美

元这个支付手段袁即便如日本尧欧盟这样的发达经

济体袁也必然不同程度面临着野美元陷阱冶的困扰遥
野美元陷阱冶对我国的具体威胁有哪些钥 我国掉

进野美元陷阱冶的逻辑结构是什么钥 摆脱野美元陷阱冶
我们有哪些选择袁应该做好什么准备钥 这些都是维

护国家金融安全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遥
一尧野美元陷阱冶的基本表现

所谓野美元陷阱冶袁指因经济活动严重依赖于美

元而导致的一系列金融困局遥 我国的经济发展对美

元有严重的依赖性袁因此经济决策尧经济行动在很

大程度上要看美国脸色行事袁 受美国经济政策尧金
融战略的制约遥 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在贸易端和储备

端都受制于美国的战略黑箱袁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受

到掣肘袁汇率政策面临二难选择遥
渊一冤贸易端的二维窘境

窘境之一院 为了积攒必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袁我
们要对出口进行或直接渊如出口退税冤或间接渊如本

币币值低估冤的补贴袁这些补贴最终会转移到美国

等外国消费者身上袁这本质上是中国国民福利的流

出遥 我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袁大大提升了美国

国民的福利水平袁也让美国经销商们大发其财遥 但

获得无尽好处的美国政客们并不领情袁反而说中国

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袁并把对华贸易问题作为与中国

进行战略性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遥 2007 年次贷危机

之前袁我们经常看到美国总统与国会在对华贸易问

题上的精彩双簧袁一个唱红脸渊强调对华经济关系

的必要性冤袁一个唱黑脸渊鼓吹对华经济制裁冤袁非常

默契地敲诈中国的国家利益曰次贷危机之后袁奥巴

马当局赤裸裸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袁对中国无休止

地提出种种莫须有的倾销与补贴指责袁其目的也不

外乎是想榨取中国更多的利益遥 从中国的角度来

讲袁虽然赚到了可观的外汇袁但代价是相当沉重的遥
一是贸易顺差的很大比重是凭借人民币相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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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基于购买力平价冤这一条件实现的遥 这等于我国全

体国民补贴了出口经销商袁再由出口经销商补贴美

国消费者遥 以 2011 年为例袁如果中美双边贸易中人

民币相对被低估了 20%袁 譹訛就意味着我国全体国民

对美国补贴了 893.4 亿美元渊4467 亿美元伊0.2冤遥 二

是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低端产品为主袁 出口拉

动虽然为我国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袁 但是在环境和

资源上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遥
窘境之二院 贸易便利化受制于美国的战略变

局遥 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袁我国需要自

由地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往来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和国际资源遥 然而在严重依赖美元的情形下袁这种

自由度受到美国制约袁这是因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

经贸往来主要用美元进行结算袁自然就离不开美国

的金融机构袁从而难免受到美国的制约曰即便某些

非美金融机构从技术上讲可以承办相关金融结算

业务袁这类贸易也还是无法规避美国的牵制袁因为

那些金融机构往往担心违背美国意愿承办金融业

务会遭到制裁遥 比如我国与伊朗之间的石油贸易对

我国拓展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渠道意义重大袁但在美

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制裁之时渊以迫使伊朗弃核为

目的经济制裁冤袁我国还是受到影响袁虽然我国不赞

成对伊朗进行制裁袁但双方了结石油贸易所形成的

债权债务关系时袁仍无法进行正常的现金结算遥 据

报道袁受经济制裁的影响袁伊朗出口中国的数十亿

美元原油收益无法以资金形式回到伊朗袁伊朗当局

只得决定向中国换购 315 节地铁车厢袁用以货易货

的手段解决资金转移的难题遥 [4]这种以贸易贸的形

式虽然解决了一时难题袁但很显然不利于双边贸易

的进一步发展遥
渊二冤储备端的海量损失

与贸易端相比袁我国在储备端受到的掠夺更有

过之而无不及遥 美国对我国储备端的掠夺主要是通

过两个途径实现的遥
一是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遥 由于我国在石

油尧铁矿石尧橡胶等大宗商品上严重依赖于国际市

场袁 其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我国的财富流失遥
2001 年年底袁 我国外汇储备为 2121.65 亿美元曰
2011 年年底袁我国外汇储备达到 31811.48 亿美元袁
名义上看 10 年时间增长了 14 倍遥 可是袁如果折算

成石油袁我们的外汇储备就大大缩水了遥 2001 年 12
月到 2011 年 12 月袁石油价格从 18.7 美元/桶渊英国

布伦特原油袁下同冤上涨到 107.83 美元/桶袁年均涨

幅高达 19.15%袁10 年间上涨了 4.77 倍渊见表 1冤遥 其

间袁2008 年金融危机还短暂打断了石油价格的上涨

节奏袁不然今天的石油价格应该会更高袁华尔街投

行 2007 年就曾断言说石油价格短期内要涨到每桶

200 美元以上遥按 2001 年 12 月的石油价格计算袁我
们当时 2121.65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购买 113.46
亿桶石油曰 按 2011 年 12 月的石油价格袁31811.48
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购买 295.02 亿桶石油遥从石油购

买力来看袁10 年间我国外汇储备仅增长了 1.6 倍遥
同期袁铁矿石尧铜等战略物资价格均大幅度上涨遥 这

就是说袁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袁我国的

外汇储备大大缩水了遥 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主要是

由美元贬值诱导的袁而美元贬值主要是由美国货币

当局推动的遥 所以在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问题

上袁华尔街投机家与美国货币当局默契配合袁凭借

其强大金融实力操纵市场遥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郎咸

平教授所说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被野新帝国主义冶操
纵着袁就连我们炒蛋的油都将由华尔街来定价的遥 [5]

由此可见袁美国的野单边主义冶不仅表现为武力的尧
政治的尧文化的野单边主义冶袁还表现为美元的野单边

主义冶袁美元成为其全球霸权的重要实现平台遥
表 1 2001~2013 年原油 12月均价渊单位院美元冤

年份 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油 英国布伦特原油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9.32
29.61
32.14
43.20
59.41
61.96
91.36
41.45
74.41
89.07
98.58
88.23
97.81

18.70
28.83
29.87
39.53
56.91
62.32
90.97
40.35
74.27
91.36

107.83
109.35
110.81

资源来源院根据叶国际石油经济曳公布的叶国际市场主要原油现

货平均价格表曳汇总得到遥
二是操纵美元贬值遥 以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为

例袁2001 年末袁黄金与美元的比价为 1 盎司院276.5美
元渊伦敦定价袁下同冤袁每 1 万美元相当于 36.17 盎司

黄金曰到 2011 年末袁黄金与美元的比价为 1 盎司院
1574.5 美元袁 每 1 万美元仅相当于 6.35 盎司黄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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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黄金袁10 年间美元贬值了 82.44%渊见表 2冤遥
如果美元照此速度贬值袁而我国的外汇储备全部以

美元资产保存袁 譺訛那么投资收益率必须保持在 19%
以上才不至于遭受损失袁这几乎不可能实现遥 2001
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为 2121.65 亿美元袁 当时相当于

7.67 亿盎司黄金袁 到 2011 年末就只相当于 1.35 亿

盎司黄金了遥如果我国 2001 年的 2121.65 亿美元外

汇储备用美元一直保存到 2011 年末的话袁 美国就

通过美元贬值偷走了我们相当于 6.32 亿盎司黄金

的财富袁财富损失率与美元贬值率相当遥 中国外汇

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元资产袁这些美元资产就是美国

对中国的负债袁通过美元贬值让中国遭到巨额财富

损失的同时袁美国则大发其财遥 正如英国叶经济学

人曳杂志和叶金融时报曳所认为的袁美元的大幅贬值

是美国的一种野变相赖债冶遥 有金融学者指出袁如果

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袁 从泰国等东南亚国

家和地区变相抢劫的是索罗斯袁那么袁通过美元贬

值从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变相抢钱的袁则是美国政

府袁而且性质比索罗斯更加恶劣且不讲理遥 [6]

表 2 2001~2013年年末美元的黄金价格渊伦敦定价冤

年份 盎司/1000 美元 年份 盎司/1000 美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3.62
2.92
2.40
2.28
1.95
1.57
1.2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16
0.91
0.71
0.64
0.60
0.83

资料来源院根据 KITCO 金拓公布的数据汇总遥
渊三冤宏观调控仰人鼻息

严重依赖美元的第三个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

的独立性尧有效性受到挑战遥 英国著名国际政治学

专家尧 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苏珊窑斯特兰奇

教授指出院野当美国的国内货币政策改变方向时袁当
美国的利率对政策改变作出反应时袁其他国家毫无

选择袁只好调整自己的利率和自己的国内政策以适

应这些变化遥然而袁相反的情况却从未发生过遥冶[7]渊P26冤

2009 年以来袁美国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并向市场无节

制地注入流动性袁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袁这些扩张的

货币政策操作带来美元的贬值遥 一方面袁从人民币

对外币值稳定的角度讲袁这对于我国保持对外贸易

相对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袁我国应实

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野对冲冶美元等贸易伙伴

国货币贬值所产生的贸易赤字压力曰 另一方面袁美
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袁
粮食价格上涨尤其过快袁从而对中国形成输入型通

货膨胀的压力袁 从应对通货膨胀威胁需要来讲袁又
应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遥 这样袁人民币对外币值

稳定渊汇率稳定冤与对内币值稳定渊物价稳定冤这两

个宏观调控目标就发生了冲突袁不能兼顾袁宏观经

济政策陷入二难选择遥 再如袁假设在某一时点上袁我
国国内经济疲软袁通货紧缩袁就业不振袁这时袁就国

内经济形势来讲袁应该实行扩张的渊或积极的冤货币

政策以刺激经济袁然而袁因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

带来国际收支赤字的压力袁如果这时美国实行美元

贬值政策袁 就会让我国国际收支面临双重压力袁从
而限制了我们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手脚遥 总之袁
依赖美元使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不考虑美国

货币政策的走向遥 可是袁正如斯特兰奇所说院野当难

以知道机会之轮如何转动并于何处停下来时袁作出

正确决策的努力看来越来越没有意义了遥 冶[7]渊P3冤美国

的宏观货币政策走向渊类似于斯特兰奇所说的野机
会之轮冶冤存在很多变数袁我们要对其进行准确预判

是很难的袁更何况袁即便我们作出了准确预判袁为了

特定战略需要袁美国完全可以改变初衷袁这必然制

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发挥遥
渊四冤外汇占款问题

外汇占款问题已经成为悬在我国经济健康发

展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遥 2013 年年底袁我国

外汇储备已达 3.82 万亿美元袁这意味着我国因此所

增加的流动性超过 23 万亿元之巨袁 大致相当于货

币供应量渊M2冤的 1/4遥 巨额的富余流动性必然形成

通货膨胀的长期压力遥 为了解决因外汇占款等原因

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袁我国实行了超高的法定准

备金率袁这显然增加了银行的运行成本袁制约了银

行资金使用效率袁长此以往袁必将对金融安全累积

巨大威胁遥 解决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以及因此带来的

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另一个思路是国家外汇管理当

局多售少购袁然而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

换的制度安排下袁这必然导致人民币畸形且过快升

值袁同样会堆积巨大风险遥
渊五冤汇率政策二难困局

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讲袁政府

应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袁让其更多地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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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决定袁这就要求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叶决定曳
所言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控制遥 可是袁由
于我国对外贸易大多是用美元而非人民币结算袁允
许人民币汇率在更大幅度波动将大大增加外贸风

险袁尤其会增加外贸企业管理成本袁从而不利于对

外贸易的发展遥 反之袁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角度来

讲袁需要尽可能减少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袁从而保

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袁尤其要保持人民币与美

元汇率的相对稳定袁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尽可

能小的幅度内波动遥 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也是明显

的院限制了市场功能袁束缚了市场对价格渊汇率冤的
决定作用袁从而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袁与叶决
定曳所倡导的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冶相悖袁违背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

方向遥
野美元陷阱冶意味着我国将处于进退失据之中袁

无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强劲还是羸弱袁美国都

可以很容易地钳制我国袁我国当下的金融安全在很

大程度上从属于美国的金融战略节奏袁这毫无疑问

是将国家金融战略主动权交到了我们的主要战略

对手手里袁大大增加了国家经济安全尧金融安全的

不确定性尧非可控性遥
二尧跳出野美元陷阱冶必须去野美元化冶
渊一冤落入野美元陷阱冶的原因

简单地说袁我国落入野美元陷阱冶是因为经济发

展尧国际经济交往严重依赖于美元袁这是由美元的

历史地位决定的遥 美元的这一地位是通过布雷顿森

林体系建立起来的遥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已解体袁但
是美元在国际支付手段上的统治地位却固化了下

来袁碎片化的国际习惯形成了顽固的路径依赖遥
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严重依赖主要源于对

国际支付手段的需求遥 我国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外

资源遥 1993 年起袁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曰2009 年袁
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突破 50%的警戒线曰2012 年袁
我国石油消费量尧净进口量尧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

47613 万吨尧26860 万吨渊进口 27103 万吨原出口 243
万吨冤尧56.4%遥 我国铁矿石尧铜矿石尧大豆等战略物

资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与石油基本类似遥 当今世

界袁国际贸易的大约 80%是以美元计价并用美元结

算的遥 我国的国际贸易则高达 90%用美元结算遥 我

们要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尧铁矿石尧铜矿石等战

略物资袁一般只能用美元支付遥 可以说袁离开了美

元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遥
我国对美元的严重依赖还源于对人民币野信用

保证冶的需求遥 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轨迹袁随着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袁人民币国际化便需要提

上议事日程遥 譻訛人民币在国际社会上的认可度是由

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决定的遥 货币的信用基础主要由

可支付性尧可投资性尧可兑换性决定遥 对于非国际储

备货币国家来讲袁本币的可兑换性取决于国家国际

储备的多寡遥 在当今国际储备货币主要成员中袁即
便经历了 2007 年次贷危机的打击袁美元依然坚挺遥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糟糕表现将欧元这个

原以为在替代美元上可以大有作为的货币打出了

原形曰 日本自 1990 年代以来的经济迷失让日元难

成大器曰野日不落帝国冶的遗产要要要英磅的辉煌那就

更是野黄鹤一去不复返冶了遥 这决定了当下我们只能

把美元作为主角袁这也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实

行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共同原因遥
渊二冤野去美元化冶的既有方案评析

要跳出野美元陷阱冶袁就必须改变我国经济发展

严重依赖美元作为主要国际支付手段的现状袁即实

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所长所说

的野去美元化冶袁[8]简单地说袁就是要在美元之外找到

或者构建一种新的国际支付手段以为我所用遥 对

野去美元化冶 的理论解构与实践探索已经有不少成

果遥 现对这些方案作简要分析遥
方案一院世界主要货币国紧密合作袁在货币政

策上行动一致遥 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才解体之际袁美
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尧 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抑制理论

的奠基人罗纳德窑麦金农渊Ronald McKinnon冤就阐述

了这种观点遥 其基本思路是由几个主要货币大国联

合成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储备银行那样的尧超越国家

的货币权威袁协调尧统一各国行动袁以保持主要货币

之间汇率相对稳定遥[9][10]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主要货

币大国渊或者国家集团冤认可袁当然就可以大大增强

国际经济的稳定性袁发展中国家遭受野美元陷阱冶之
苦就会得到缓解甚至解决遥 这是因为如果主要货币

之间的相对购买力稳定袁持有美元之外其他主要货

币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了袁用美元交易与用其他

主要货币渊欧元尧英镑等冤交易具有了更多的同质

性遥 可是袁这样的思路注定要成为永远走不出书斋

的野空想冶袁因为这个方案需要得到美国的认可尧参
与才能实行遥 正如斯特兰奇指出袁野发生在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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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体系的集体管理中的所有变化要要要不论是

改革渊笔者认为袁前进比改革更符合作者文意冤还是

倒退要要要没有一种变化不是由美国发起或得到美

国支持的冶遥 [7]渊P43冤 虽然这是个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

方案袁但是在美国人看来袁其机会成本比谁都大袁所
获得的便利却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多遥

方案二院升级版特别提款权渊SDR冤遥 2009 年 3
月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鉴于美元作为主要国

际储备货币的种种弊端袁 提出应该用超主权货币

渊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SDR冤 作为主要国际储

备货币遥 在国际货币思想史上袁5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

过类似观点遥 1960 年代袁 罗伯特窑特里芬渊Robert
Triffin冤 全面阐述了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

备货币的非稳定性袁并确信唯一的解决方式是设立

一个世界央行和一种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遥 [11][12]显
然袁特里芬的主张与升级版特别提款权主张在本质

上是一致的遥 客观而论袁这一方案是能给全世界所

有国家都带来好处的方案袁是符合经济学所讲的帕

累托改进的方案袁其最大好处在于彻底解决了汇率

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困扰遥 美国一些公允而有见识的

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渊Joseph E窑Stiglitz冤对此也是认可的袁他认为中国提

出用 SDR 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个好主

意袁 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袁也
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遥 [13]这个方案既能使中国等非

储备货币国摆脱依赖美元所带来的二难选择袁又能

使美国等储备货币国摆脱因市场对储备货币的常

态性相对高估而带来的贸易赤字压力遥 总之袁这是

一个多赢的改革方案遥 但由于美国等储备货币国要

损失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袁所以相对于非储备货币

国而言袁储备货币国面临的机会成本更大袁从这一

改革方案中所能得到的净收益是相对较少的遥 正因

为这个利益落差袁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美

国尧欧盟尧日本尧加拿大尧澳大利亚等的极力反对袁其
实只要美国一家反对就足以让这一方案流产袁因为

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大股东袁 拥有

17%的投票权袁是在 IMF 重大决策上唯一拥有一票

否决权的国家遥 譼訛即 IMF 的任何重大改革都必须得

到美国的支持才有可能通过遥 其实袁就算周小川的

改革方案能够实现袁也只是实现了小改良袁并不能

动摇国际货币制度的现行格局袁因为 SDR 作为篮子

货币袁美元尧欧元尧日元尧英磅的权重分别为 42%尧

31%尧15%尧12%袁依然是美元独大的局面袁主权国家

的影子在储备货币中依然存在袁显然也不能奢望在

IMF 框架下形成普世秩序袁实现野去美元化冶遥
方案三院人民币国际化遥 这是我国正在推行的

方案袁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主要有三件事遥 一是人民

币互换袁截至 2014 年 10 月袁央行已与 25 个国家或

地区签订了超过 2.9 万亿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遥
多边层次则有中日韩与东盟野10+3冶之间的协议遥 [14]

二是逐步扩大 QFII 和 QDII 投资额度遥 三是推行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遥 2009 年 7 月我国启动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试点袁 央行数据显示袁2014 年前三季度

已超过 4.8 万亿元袁 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

比重则超过 15%遥 可以说袁人民币国际化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袁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遥 根据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袁人民币国际化的

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袁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遥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

长远发展非常重要袁必将带来深远影响袁这也几乎

是所有后发展国家曾经走过的共同道路袁 但是袁就
跳出野美元陷阱冶这一目标来讲我们不能对其期望

太高遥 其一袁从美元取代英磅的历史条件来看袁人民

币没有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货币的可能性遥 美

元取代英磅是在两大历史条件下完成的院美国经济

总量超过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30 年以

后曰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袁成了全球

最大的债主遥 现在说我国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

还为时尚早袁 即使按有的专家的乐观估计也要到

2030 年袁 那就是说人民币取代美元至少是 2060 年

以后的事遥 即便第一个条件可能具备袁第二个条件

也不可能具备遥 美国地缘政治优越袁周边环境安全

系数高袁相反我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差袁譽訛这决定

了我国像美国那样发战争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遥 当

然袁即便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发战争财袁人民币在

理论上也是有取代美元的可能性的袁但那就要等到

中国经济实力远超美国袁 对外贸易额远超美国袁高
科技产业远超美国之后袁莫说美国不会坐视中国拥

有这么长久的发展机遇期袁即使美国同意袁环境与

资源也不允许遥 如果人民币最终不能成为世界最主

要的货币袁 那么即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袁
中国依然摆脱不了野美元陷阱冶问题袁这从日本的发

展轨迹已经可以看出遥 其二袁人民币能否取代美元

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袁取决于人民币能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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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手里夺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与国际贸易结

算权袁这不单纯由实力决定袁国际货币体系路径依

赖的力量是难以逾越的遥 要让石油尧天然气尧铁矿石

等重要战略物资出口国接受人民币渊或美元以外的

其他货币冤的意愿超过美元袁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

的事情遥 其三袁即便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最主

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袁也要背负像美元一样的沉重包

袱袁市场的广泛需求会推高人民币市场汇率从而制

约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遥
方案四院中华元国际化遥 中华元是指一些学者

所设想的袁在整合人民币尧港币尧澳门元尧新台币基

础上形成的一种涵盖大中华圈的新货币遥两岸四地共

同货币这一设想的最早提出应该是在 2000 年前

后遥 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最早涉及野中华元冶的
当推黄燕君和赵生仙 2003 年联合发表的学术论文

叶港币要人民币一体化院顺序尧模式和努力途径曳遥[15]周
念利和张汉林的叶两岸四地区域货币合作框架设计

和机制研究曳算是对两岸四地共同货币进行系统研

究的最早成果遥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

洪也论述过中华区域货币联盟的构想遥 [17]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第五届两岸经贸论坛学术研讨会中袁中华

元就是重要议题之一遥 单就摆脱野美元陷阱冶的效果

来讲袁中华元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在理论上应当

不存在本质差异袁但中华元国际化的难度会比人民

币国际化的难度更大袁时间也更长袁因为中华元何

时才能出台谁也说不准袁而人民币已经是一个现实

的且在国际社会有一定接受性的货币遥 所以袁仅就

摆脱野美元陷阱冶这一目的来讲袁中华元国际化并不

是一个比人民币国际化更优的方案遥
方案五院成立亚元遥 亚元方案显然是受到了欧

元的启示遥 亚洲国家对此已经做了一些前期铺垫工

作遥 1997 年 8 月袁面对金融危机袁日本等国在 IMF
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议模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建立一个由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袁即亚

洲货币基金组织袁由于美国等金融霸权国家的干涉

等原因袁这个设想并没有实行曰1998 年 12 月袁菲律

宾时任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了

在亚洲实行单一货币的设想曰2000 年 5 月袁 第九届

东盟与中日韩野10+3冶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

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叶清迈协议曳袁东亚野10+
3冶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曰2010 年 1 月 1
日袁中国要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袁一个占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登上国际经济舞台遥[18]

早在 2000 年袁 国内理论界就有学者论述了创建亚

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遥 [19]2003 年袁曹和平又深入论

述了建立亚元的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遥 [20]有
野欧元之父冶 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

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遥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袁我们真能看到亚元面世遥 不过袁
从摆脱野美元陷阱冶这个目标来讲袁我们依然不能对

亚元期望太高遥 其一袁如果亚元仅限于中国要东盟

自由贸易区袁并不包括日本与韩国袁则经济实力明

显输于美国和欧元区袁亚元就很难与美元尧欧元抗

衡遥 其二袁如果亚元包括日本与韩国袁则亚元区是由

发达经济体尧新兴经济体尧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构成

的袁国家之间发展差距大袁进行货币整合的可行性

难以预知曰而且袁究竟是以中国为核心还是以日本

为核心可能会因为特殊民族情结而争执不下遥 其

三袁也是最重要的袁日本是美国盟友袁在国际事务上

唯美国马首是瞻袁构建亚元当然不会是美国乐见的

事袁因此日本可能很难越雷池一步遥 第四袁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元以及欧元区的表现来看袁由多国

联合建立起来的区域性货币袁由于当事国严重的道

德风险问题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

的脱节等原因袁其市场搏击能力与主权国家货币美

元相比已经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遥 总之袁亚元可能依

然难当跳出野美元陷阱冶之大任遥
三尧摆脱野美元陷阱冶的未来构想

渊一冤泛区域共同货币要要要野南元冶
如上文所述袁我国之所以深陷野美元陷阱冶是因

为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袁而这又主要源于对国际支付

手段的需要遥 也就是说袁要摆脱野美元陷阱冶袁最根本

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美元之外找到一种能为中国

所用的新的国际支付手段遥 大国间保持汇率稳定和

用 SDR 取代美元根本就不可能袁人民币渊或者中华

元冤取代美元几乎也不可能袁亚元的前途又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袁那么袁还有其他出路吗钥
欧元的诞生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美元唯我独尊

的现状袁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遥 众所周知袁欧
元区内部相互间的的贸易是用欧元来结算的袁那假

设世界大宗资源出口国被纳入欧元区袁这些国家与

欧元区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然也就用欧元而不

是美元结算遥 欧元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袁因为

世界大宗资源出口国渊尤其石油尧铁矿石出口国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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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纳入欧元体系袁所以欧元区对外贸易基本上

还是依赖于美元结算遥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要找到一种新的支付手段袁

这种新的支付手段应该具备以下五个属性院 其一袁
不是某种需要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支持才能通行

的国际货币袁比如 SDR曰其二袁不是任何单一主权国

家货币袁如人民币尧中华元袁而应该是一种共同货

币曰其三袁石油尧天然气尧铁矿石等战略物资主要出

口国要乐于接受曰其四袁中国是重要所有者之一袁否
则便不能为我所用曰其五袁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循环

应该有相对完备的系统袁形成某种基本可以自给自

足的尧对外部没有明显依赖性的经济体遥
要同时具备这五个属性袁 显然应该涵盖中国尧

俄罗斯尧中东资源大国尧南美资源大国尧非洲资源大

国尧澳大利亚遥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袁这大致就是一

种以野南南合作冶为政治基础的泛区域共同货币袁我
们不妨暂称之为野南元冶遥 它是一个以对美元的国际

支付地位尧定价地位进行替代为根本诉求的多国共

同货币袁它与欧元的最大区别在于地域上的非连贯

性袁地域不应该成为一个根本性制约袁因为现代高

科技成果如信息高速公路尧太空通讯技术等为跨区

域金融结算提供了野超空间冶的技术可能性遥 另一方

面袁 中国的贸易触角已经遍布全球袁 据新浪财经消

息袁2011 年袁 中国已是 124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渊美国则是 76 个冤袁[21] 这为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尧跨
区域的货币联合体系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遥

渊二冤迎接野南元冶的必要准备

第一袁大力发展金融产业袁壮大金融市场袁完善

金融交易体系袁比如国际金融结算体系尧金融资信

评价体系尧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尧资本市场尧债券市

场尧金融衍生品市场尧货币市场等袁能先行的尽量先

行袁条件不太成熟的可以借自贸区先行先试袁形成

金融产业聚集又具有国际化发展前景的金融中心遥
这一方面能为野南元冶的推出尧运转提供必要物质平

台和人才基础袁另一方面袁一但野南元冶成为现实袁我
们的金融中心自然而然成为野南元冶体系的龙头袁借
此可充分享受野南元冶带来的金融服务业发展红利遥

第二袁制订野南元冶区发展规划遥 从目前我国所

处国际环境看袁方案之一是可以从中俄蒙渊或中俄冤
开始袁然后向东盟尧中亚扩展袁再向巴西尧印度尧非
洲尧澳大利亚尧中东等扩展曰方案之二是可以从中

国要东盟开始袁然后向俄罗斯尧蒙古尧中亚等扩展遥

其中的最大难点是澳大利亚渊它是美国盟国冤和中

东受美国支配的国家可能很难被发展到 野南元冶联
盟当中来袁 不过这些国家可以作为最后发展对象袁
而且不必把所有重要资源型国家都纳入到 野南元冶
联盟之中袁只要进来的国家在全球大宗资源品输出

总量中占到超过 50%的份额袁野南元冶的国际支付和

定价能力就完全有取代美元的可能性遥
第三袁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袁加大自

主发展高科技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力度袁
争取用 20~30 年的时间在高科技产业方面赶上甚

至超过美国遥 中国要能生产出野南南国家冶很难生产

又特别需要的产品与他们进行内部交换袁这样的产

品显然就是高科技产品袁尤其是只有大国才能承受

其起步之重的产品袁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维护的高科

技产品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遥 这些产品目前主要

由欧美提供袁俄罗斯也提供一部分遥 逐步实现对美

国尧欧洲在相关领域的市场替代袁既是国家经济安

全尧政治安全的需要袁也是为摆脱美元霸权打下物

质基础的需要遥 从摆脱美元依赖这个共同诉求来讲袁
中俄应该在这方面加强类似于美欧那样的合作遥

第四袁 联合与我国首先建立联合货币的国家

渊或者国家联盟冤袁 创造条件尝试建立共同货币的

野影子货币冶袁 比如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 野埃
居冶袁为联合货币的推出进行路演袁积累经验遥 按照

欧元诞生的历史轨迹要要要地域相近尧经济发展水平

相当的国家间先加强贸易一体化发展袁而后推进货

币一体化进程袁野中国+东盟冶 是目前我们最具备建

立共同野影子货币冶可能性的联合体遥 当然袁我国与

一些东盟国家海上主权上的分歧可能会成为一体

化进程的阻碍袁但仍要争取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的

一切机会袁继续深化经济金融合作袁并朝着建立共

同货币的方向努力遥 目前袁我国与东盟正在积极推

进野10+6冶渊中尧日尧韩尧澳尧新西兰尧印度冤自由贸易谈

判袁 单纯从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讲是无可厚非

的袁但是袁如果从为区域性联合货币打基础这个角

度讲袁是否应该把日本考虑到这一自贸区之中需要

认真考量遥 因为受美国拉拢尧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

经济发展差距巨大尧 中日韩历史及岛争等因素影

响袁 把日本考虑进来可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袁甚
至延缓区域一体化进程遥

第五袁积极推动金砖国家之间加强贸易与金融

合作袁为野南元冶培育骨干国家集团遥 金砖国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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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袁与中国一样遭受美元霸权袁对创设一

种自己有话语权的新的国际支付手段尧 定价工具袁
会有相当的积极性遥 金砖国家经济上具有很多相似

性院一是人口众多且经济体总量相对较大袁一旦形

成欧元区那样的货币共同体袁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

影响力不可限量曰二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且有

很强的互补性袁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往往有共同的诉

求袁 这为建立共同货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曰三
是金砖国家大多是矿产资源大国袁符合构建野南元

联盟冶的先导条件遥 但目前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发

展并不理想袁这一现状需要改变遥
第六袁加强与巴西的农业开发合作遥 在野南元冶

联合体中袁巴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袁这不仅因

为巴西是世界最重要的资源大国之一且经济总量

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六位袁更重要的是袁巴西是世界

最大的潜在粮食供应大国遥 巴西全国可耕地面积达

2.6 亿公顷袁人均二公顷袁地处亚马逊河冲击平原袁
土地肥沃袁水热条件良好袁是全世界最理想的粮食

生产地袁被誉为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粮仓冶遥 野南元冶
要作为全球大宗商品支付手段尧定价手段袁不能不

把粮食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遥 这就是说袁要实现野南
元冶的替代使命袁就需要在粮食供给上未雨绸缪袁早
日作好对美国粮食的替代准备袁这个使命袁需要通

过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合作 渊本质上是中国的资本尧
粮食生产技术与巴西耕地的结合冤来实现遥

当然袁还应该加强对欧元的研究袁尤其要对其

创设的前提尧运行机制尧规则体系尧存在的缺陷渊如
多国共同货币下某些当事国的道德风险问题冤及对

策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袁以便为野南元冶的推出提供

理论准备遥
渊三冤南元共同体的大致轮廓

上述六项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描绘了

未来的南元共同体的大致轮廓渊见图 1冤院渊1冤中俄是

国防性高科技产品尧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的主要供

应国袁如果俄罗斯不屑于与中国合作袁则中国要独

立承担这个使命袁 从目前发展态势看中国有此能

力袁当然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袁这两国都具备发展

国防性高科技产业尧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国力条件袁
印度在这方面已有了一定基础曰渊2冤巴西尧东南亚是

粮食尧 橡胶等战略性农业品的主要供应国曰渊3冤中
东尧巴西尧澳大利亚尧印度尧俄罗斯尧蒙古等则是石

油尧天然气尧铁矿石等大宗矿物产品的主要供应国曰

渊4冤中国尧印度尧东南亚尧非洲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尧生
活必需性工业品的主要产地遥

巴西尧 东南亚

渊战略农产品冤

中东尧巴西

渊大宗矿物品冤南元

中尧东南亚尧非
渊必需性工业品冤

中国尧俄罗斯

渊高端装备冤

图 1 南元共同体的轮廓示意图

与人民币尧华元尧亚元等方案相比袁野南元冶方案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优势院其一袁可以在我国经济总

量未必高于美国的情形下跳出野美元陷阱冶袁降低了

跳出门槛曰其二袁这一路径下的联合货币不用背负

储备货币国所必须背负的本币币值被市场常态化

高估所带来的贸易赤字压力负担遥
可以肯定的是袁野南元冶 的诞生绝对不会容易袁

一定会遭到美国的阻挠甚至不排除武装干涉的可

能袁因为这是对美元体系袁进而对美国世界领导权

的致命挑战袁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行

动准备遥 尽管其前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袁但这也

许是跳出野美元陷阱冶唯一可行又最为便捷的方案遥
注 释院
淤 关于人民币在购买力平价下的低估幅度问题袁 理论界并

无定论袁所以这里只能用一个假定数据遥
譺訛 对于外汇储备达 3 万多亿美元之巨的我国袁无论从经济

上讲还是从技术上讲袁外汇储备的保有形式只能以美元

资产为主袁这是由美元是当下国际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

这一基本格局决定的遥
譻訛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袁它是中华民族实

现复兴的重要象征之一袁是我国打开分享国际铸币税渊以
及通货膨胀税冤袁降低贸易保险费袁或者减轻铸币税剥削

之门的钥匙袁是我国国际贸易多边化发展的重要支撑遥
譼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表决制的相关规定袁重大事

项必须得到 85%以上的支持率才能被通过遥
譽訛 全球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就有数个在我国周边袁作为美

国盟国的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挑事袁朝鲜半岛局势复杂袁南
中国海利益纠葛袁印度的区域霸权梦想导致与我存在潜

在摩擦袁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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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voidance of "Dollar Trap"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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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activities heavily relying on the U.S. dollar makes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reserves se鄄
curity restricted by U.S. strategic black box. Independence of macro-control is constrained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faces two
difficult choices. Considerations for narrow interests, U.S. government can not change the way of acting style voluntarily. So,
out of the Dollar Trap cannot hope to American conscience. The only way is dedollarization, which can construct a new inter鄄
national means of payment in addition to US dollars for us. It is the ideal path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means of payment
that the main countries of mineral resources should establish a common currency together.

Key words: Dollar Trap; dedollarization; common currency

渊责任编辑院刘同清冤

参考文献院
[1] 文博袁徐娜.美元走势的分析要要要野美元陷阱冶论初探[J].经

济论坛袁2005袁渊5冤院60原61.
[2] 吴敬琏. 中国掉进美元陷阱有苦难言 [N]. 南方都市报袁

2008-10-07渊12冤.
[3] 方宁.索罗斯告诫院中国已落入美元陷阱[J].中国对外贸

易袁2009袁渊12冤院15.
[4] 伊朗用数十亿美元原油换购中国地铁车厢[EB/OL].新浪

财经袁 http://news.sina.com.cn/c/2013-07-30/ 0235278045
77.shtml袁2013-07-30.

[5] 郎咸平. 谁掌控了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EB/OL]. http院//
finance.sina.com.cn/roll/ 20100212/01577411918.shtml袁2010-
02-12.

[6] 唐风.货币博弈院隐形战争背后的博弈与较量[M].北京院中
国商业出版社袁2009.4.

[7] 苏珊窑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M].李红梅.北京院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袁2006.
[8] 夏斌.从全球通胀到金融危机[J].中国金融袁2009,渊3冤院13原

15.
[9] Ronald McKinnon. A New Tripartite Monetary Standard

or a Limping Dollar Standard? [M].Princeton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袁1974.106.

[10] Ronald McKinnon. An L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Monetary Stabilization袁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
Washington院Institut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袁1984.8.

[11] Robert Triffi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袁1964.

[12] Robert Triffin.The World Money Maze [M].New Haven院
Yale University Press袁1966.

[13] Joseph E窑Stiglitz. The Coming Demise of the Dollar
Reflects the Rise of the Rest [Z].Interview with Nathan
Gardels袁Huffington Post袁2009-04-21.

[14] 付波航.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和路径[J].金融与经济袁
2012,渊4冤院57原60.

[15] 黄燕君袁赵生仙.港币要人民币一体化院顺序尧模式和努

力途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袁2003,(3)院32原35.
[16] 周念利袁张汉林.两岸四地区域货币合作框架设计和机

制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袁2008,渊11冤院71原78.
[17] 裴长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地位[J].国际贸

易袁2010,渊6冤院27原33.
[18] 蔡之兵.人民币亚元化的 SWOT 分析[J].武汉金融袁2011,

渊8冤院13原16.
[19] 余利民.试论创建亚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嘉应大学学

报袁2000,渊5冤院55原60.
[20] 曹和平.20 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要要要兼论 21

世纪世界货币体系和亚元建立设想[J].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袁2003袁渊7冤院31原41.

[21]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EB/OL].新浪

财经袁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 20121203/1554138
78413.shtml, 2012-12-03.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