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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2028年邁進

許多人都看到，12月25日，英國
的一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
心，發表了一篇報告，說中國的經
濟發展， 由於最早控制了疫情，將
會提早5年，也就是在2028年，超越
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經濟體。

能夠說準時間，自然是好事。但
是，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這
個趨勢則早已是絕大數學者專家的
共識。值得我們探索的是，美國，
明明知道中國在緊追，爲什麽卻無
所作爲？或者像川普，舉起石頭砸
自己的腳？

從TPP到RCEP

美國，一個成熟的經濟體，增長
率長期平均維持在3%左右，想要跟
中國拼增長速度，那是沒辦法的，
所以衹有扯中國的後腿，如制裁，
目的無他，就是要減緩中國的增長
速度。奧巴馬和川普都企圖這麽
做，奧巴馬推動了TPP，也就是泛太
平洋貿易夥伴關係，把中國排擠在
外面。對此，北京的對應辦法是推
動RCEP，也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把美國排除在外。 2017年
初，就在 TPP即將大功告成，而
RCEP缺乏支持的時候，川普上臺
了，并且立馬退出了TPP，不愧被大
陸網民稱他爲川建國—-幫助中國建
國。

東協十國，看到美國這個牽頭大
國退出，對日本帶頭，既沒有美國
也沒有中國的CPTPP，雖然參加了，
但是不帶勁。所以，今年， 11月
15日，東協十國，加日本，韓國，
澳洲，新西蘭，跟中國，共15國，
簽訂了RCEP。當然，它還要在每個
國家的議會中通過才最後定案。可
是，這麽一來一往，對中國整合亞
洲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助力。美國，
相對而言，本來可以依靠TPP擠壓中
國的，卻反而被孤立了。

論者指出，RCEP構成了全球除世
貿組織以外最大的貿易組織，這
15國間的關稅會逐步減少90%，會大
力助長區域的經濟繁榮。《外交事
務》的網上評論說，許多減稅的條
款在其他貿易協定中已經觸及，所
以在這方面的功效未必很大，可是
它是中國在公關上的巨大勝利，尤
其是中國在新冠肺炎爆發和南海的
行動引起亞洲各國巨大反感的時
刻。

而就在2020年結束的時候，中歐
急急忙忙在拜登登上白宮寶座之前
簽署了中歐投資協定。如果沒有川

普對歐洲的打壓和增加關稅，這件
影響巨大且深遠的喜事恐怕也不會
發生。川建國，中國感謝你！
㆒黨執政對決政黨輪替

我們在這裏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這件事。在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
裏，奧巴馬花了好幾年時間和政治
資本，幾乎達成了TPP，而TPP的意
義并不限於經濟，它配合了亞洲再
平衡的軍事部署，是爲了在整個地
緣政治鬥爭中壓制中國。可是，它
遭到川普的徹底破壞，全付努力打
了水漂。用工程名詞來説，奧巴
馬，或者美國，做了好幾年的虛
功。

諷刺的是，拜登即將進主白宮。
從他的表態和人事安排可知，他會
撥亂反正，把川普過去四年的所作
所爲整個翻轉。也就是説，川普對
付中國的貿易戰和對付其他貿易夥
伴的增加關稅政策很可能也會打水
漂，成了虛功。兩個虛功加在一
起，其結果不一定是零，還多半是
負數，因爲北京已經趁機搞定了
RCEP，和中歐貿易協定。所以說，
國際競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
退。不進則退者，是相對於別國的
繼續挺進而言。

咱們老中知識份子當中，太多人
高舉民主旗幟，完全不能忍受別人
對民主制度提出任何批評。我在此
僅僅想要指出，在國際競爭中，一
個政府的政策沒有持續性，今天做
的明天被推翻，明天做的後天被推
翻，是進兩步，退一步，甚至進一
步退兩步的做法，是很沒有效率
的。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一黨治
國，它在言論自由和其他一些自由
主義者關切的領域或有欠缺，可是
它有一個特性，那就是特別能夠持
續有序地推行一套長期政策，或者
説，它可以長期規划，制定一系列
相互關聯的五年計劃，以期達到各
種短期和長期的目標。它有時會走
岔路，帶來災難，如大躍進，如文
革；可是，當它走對的時候，效率
是驚人的，如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
放。建國之初，共產黨的大方向是
階級鬥爭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是
對歷史進程的錯判。1978年，小平
同志把它改變爲經濟建設，從此確
定了正確的大方向。方向對了，計
劃的落實就產生了互相補充互相激

發的效果。過去幾年，北京默默耕
耘的RCEP和中歐貿易協定終於在今
年獲得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

制度是競爭的本錢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也
極少有極端邪惡的制度，制度是一
個族群所創造的文化和文明中的組
成部分。在人類歷史的長流中，無
數個無法適應時代需要的文化體系
及其制度都從人間消失了。在這種
認知的框架下，我們應當肯定，中
國目前形成的制度具有相當強的競
爭力。它的競爭力甚至優於西方根
據自由主義所建立的體系。因此，
西方，以美國爲代表，采取的對應
手段不是公平競爭，而是企圖阻
礙，壓制和破壞。

就在川普强力阻擋中國的發展
時，新冠肺炎大傳染病悄然來襲。
它對當前世界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帶
來了嚴峻的考驗。優勝劣敗將非常
無情地改變國家的排序。是在這個
意義上，我們需要慎重考慮中國與
西方國家間制度的基本差別，那就
是個人爲本位的西方文化體系及政
治制度，和以集體利益爲出發點的
中國文化體系和制度。我們不否認
西方的體制有許多優點；但是，我
們也不要妄自菲薄，以爲自己的制
度一無是處。

新冠病毒：全㆟類的壓力測試

任何一個災難發生都是對人類常
態生活的衝擊，對他們應付黑天鵝
事件能力的考驗，亦即壓力測試。

有一部老書，曾經是各大學講授
中國課程的必讀物，那就是一位名
叫拉鐵摩爾寫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其中的一些觀點可
能過時，近些年已不受重視。它的
重點是說，由於黃河連年汎濫，政
府需要從農村中抽調和組織龐大的
勞工隊伍來應付水災，修築防洪設
施和水渠等，所以形成了中國龐大
的王朝。對此，從小就讀到大禹治
水的故事的我們，是很容易理解
的。

當然，修築長城，抵禦北方蠻族
的入侵，也構成大秦帝國統一六國
的必要性。這與歐洲千百年來都是
權力分散的封建城邦制形成鮮明的
對比。

簡言之，由於中國幾千年歷史中
災難都是巨大的，所以必須建立龐
大的王朝，必須建立家，族，國一
體的集體主義信仰。這是中國文明
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過

It is clear from the above analyses, China is far more interested in he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an in military alliance. The 
U.S. is clearly doing just the opposite. The above data and analyses also 
discredit the 'China Threat' proponents' argument based on the point of 
view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cept of maintaining military 
superiority for dominating inter-national or world affairs never worked and 
is obsolete.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mighty U.S. 
military power not only did not succeed in settling thorny international or 
regional conflicts (such as in the Middle East), it only stimulated more 
arms race which had put a huge burden on the U.S. in military spending. 
With nuclear power already proliferated, any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two 
nuclear power may have a chance to ignite a nuclear war capable of 
destroying mankind. So obviously one must abandon the strategy of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issues; any military exercise 
involving nuclear bombers and  continental missiles launchers can create 
vulnerable risks.

IV. Education and Social Systems
As discussed in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the 4:1 population ratio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probably the only significant variable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competitivenes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sequence of 
human resources or human power in peace time is productivity. We are not 
going to assess the human power in war time since we have already 
concluded that war is not a desirable option for resolving any international 
problem including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Currently, the U.S. labor productivity is 12 times of China's. However, 
China's labor productivity has maintained a positive growth, except year 
1990, as high as 13% per annum but generally and consistently above 6%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whereas the U.S. labor productivity suffered 
several times due to recessions (twice in the 1980's and four times since 
2007 to 2019 having negative growth rate) and rarely exceeding 3-4% per 
annum, more likely below 2%. So China's higher (3-4 times of the U.S.) 
growth rate of productivity and 4X labor force (population) essentially 
mean that the total economic output of the U.S. and China is going to be 
comparable soon. Whether or not China can maintain her growth rate t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U.S. labor productivity depends very much on 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systems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is critical in producing skilled productive work 
force and social system is important in managing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of labor force geographically to match the need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being capable of producing high 
quality education from K-12 and even more so in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this high quality of education, attractive to foreign students, 
does come with a high price tag. The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is far 
more expensive than elsewhere. ($20,000 - $60,000 per student year.) 
China, to a large extent, has been emulating some of the America 
education programs, particularly in higher education, but managing it 
with a lot less cost. So the real competition in national productivity is 
essentially in education reform - which country can turn out more right 
skilled and timely needed productive work force at a reasonable cost 
and in establishing appropriate social programs, including healthcare, 
immigration and retirement system, that can attract migrant and 
immigrant (from foreign talents) workers to join and sustain a 
competitive work force. The U.S. has been successful in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s but she will have to fac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V. Innovation and System Reform
Both the U.S. and China recognize that the real competitiveness of a 

nation lies in her ability in advancing technologies and producing 
innovation in all aspects of a country,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her 
government system,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bove discussed 
education and social systems. Military system cannot be eliminated 
entirely, but it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investment guaranteeing a 
'healthy return'. (Thucydides Trap theory might not hold for the two 
strongest competing nations simply because they would realize that 
neither side could survive a devastating war!) In terms of innovation, 
the U.S. has a fine track record in pioneering innovative systems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mmigration policies (green card, H vis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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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tax-payer funded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augmented with 
competitive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world has 
changed with rapidly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human society has 
transformed into many new social norms challenging the existing 
systems. The present systems may or may not be a competitive one for 
the future. In fact, the late comers may have the advantage of taking on 
innovation without the old baggage or can adopt an old system with new 
technology support. (For example, some legacy issu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healthcare, retirement and the government system.) It 
is obvious that a nation must be first focusing on national issues, 
improving her current systems, and solving domestic problems before 
developing and realizing competitive strength for the nation.

Summarizing the above analyse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a natio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 nation can 
solve her national and domestic problem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build 
effective systems (such as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then develop her 
citizens to take on productive career (such as job training for industry 
innovations thus raising competitive capability.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disease provided a lesson for nation building. Such a valuable 
experience will support our conclusion. The pandemic is a stress test on 
every nation's healthcare system, education system, commerce system 
and government system. It is clear that from the pain each country has 
suffered we can see that no one has a perfect system to respond to the 
COVID-19 attack. The sensible thing to do is to engage with each other 
and to cooperate fully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the pandemic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challenge we face our global economy. We all have a common goal of 
maintaining a prosperous global economy. It only makes sense for us,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the U.S. and China, to 
engage each other collaboratively to maintain a healthy world economy. 
Only under a healthy global economy, the U.S. and China can each have 
its healthy economy. Trade war makes no sense just like blaming each 
other for the pandemic to each other makes no sense. Therefore, we urge 
the U.S. and China to adopt an 'engagement' foreign policy, starting 
from dealing with COVID-19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to resolving 
trade imbalance instead of uttering rhetoric and rattling sabers.

在中國歷史上，做官的，跟做生
意的，兩者之間有著複雜并且非常
不穩定的關係。它是一種共生關
係：做官的不能沒有做生意的去搞
活經濟；做生意的不能沒有做官的
爲他們提供社會穩定，交通便利，
以及短期的放縱，同時又擺脫不了
做官的對他們的控制，或者利益均
沾的要求。 

在中國歷史上，做官的和做生意
的，兩者互動的循環時常令人爲之
浩嘆。當民生凋疲的時候，做官的
乃大開方便之門，讓做生意的去創
收，給老百姓飯吃，否則政權不
穩。可是，當大家生活富裕之後，
有些做生意的錢賺多了，搞得大家
眼紅，做官的乃說，這些是不義之
財呀！於是乎，做生意的就倒霉
了。

做官的一收緊，剝奪了做生意的
賺錢機會，民生又凋疲了，做官的
官位不保，衹好再開方便之門，從
頭再來一次。陳雲就說過，一放就
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這曾經
是中共的經濟循環論，有別於目前

的雙循環論。
1949年中共建國，毛澤東深信馬

克思的共產主義，一心一意要搞計
劃經濟，消除私有財產，徹底掃除
依靠剝削農工大衆的中間人，也就
是消除做生意的這個職業類別。在
他老人家死後不久，我到大陸旅
游，發現每個酒店的熱水瓶跟解放
前一模一樣，連鐵皮上的圖案都沒
有改變。街道上基本沒有商店，都
是工廠公司的門市部，賣的產品就
那麽幾種，格式缺乏變化。滿街人
穿的不是藍色就是灰色的衣服。騎
的自行車也是一個模樣。最明顯的
結論是，沒有人做生意，社會就沒
有進步。

沒有私營企業，民生工業就極端
落後——回到了解放前。

小平同志實在很了不起，他居然
提出了一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的
口號。他説，咱們不討論姓資還是
姓社的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如
果你現在到大陸上旅游，你肯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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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大陸上的民生產品，種類之多，
讓你目不暇給。互聯網，快遞，
5G，等等等等，中國的發展速度驚
人。短短幾十年，已經快要追上美國
了。事實證明，私營企業對中國的經
濟發展作出了絕對重大的貢獻。

大陸有一位經濟學家，名叫吳曉
波，他出版了三冊關於中國經濟發展
的書，《激蕩三十年，1978-2008》
和《激蕩十年，2008-2018》。他從
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客觀，不作價
值判斷地記述了過去四十年間將近一
百位私營企業的企業家，他們的生
平，創業的經歷，以及後來的命運。
書中連帶提到的人物數目則更多。

第一代的企業家的命運大多數都
不太好，因爲，要創業，他們不得不
違反社會主義的法律和規定。所以他
們中間被判刑，一判就是很多年；有
的破產；有的悄然退休。甚至有人妻
離子散。由於文革剛剛結束，他們之
中許多都是在農村中的社辦企業開始
創業的，如大邱莊的禹作敏，華西村
的吳仁寶等。有許多根本沒有受到正
規教育，例如一位孤兒，連自己姓什

麽都不知道，因爲養牛就起了個名
字叫牛根生。他創辦了蒙牛集團，
成爲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又如一位從個體戶發展到開始雇
用工人而受到小平同志表揚的傻瓜
瓜子創辦人，年廣久。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任正非
了。關於他，我們不必多説，衹需
要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民營企業
家，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作出了令人
敬仰的貢獻。

1984年以後，企業家開始從城市
中冒頭，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
瑞敏等一大批創建了具有工業内涵
的企業。

其後，文革以後上大學，在政府
機關工作一陣子，然後下海經商的
人大批出現了，其中如郭廣昌的復
星，王傳福的比亞迪等。比亞迪創
業之初獲得股神巴菲特的注資，在
電池和電動巴士方面有驚人的發
展，爲股神賺的盆滿鉢滿。

許多大型企業，包括地產業，電
子業，家電業，保險業等，都在八
零年代後期和九零年代建立了他們

的王國。
1998-1999，作者稱之爲互聯網的

元年，是在這段時間新浪，搜狐，
網易，百度，盛大，騰訊，阿里巴
巴，紛紛橫空出世，開創了中國的
新時代。

古人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創業者所遭
遇到的意識形態，教條，法律，官
僚，既得利益，以至於社會上保守
力量的阻力，可以比作一座座大
山，而他們需要一點一點地挖，辛
辛苦苦地挖出一條小路來。真正賺
大錢的是後來的這一批，其中雙馬
是代表人物。

螞蟻金服的IPO被勒令叫停，批評
馬雲的聲音鋪天蓋地而來，難免令
人產生疑慮:這是否意味著做官的又
要"收"了？還是僅僅爲了讓私營企
業走上更合理的運作方式？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向中國私營
企業的一大批企業家致敬：你們辛
苦了。非常感謝你們對中國經濟發
展，以及爲小民的就業，作出的偉
大貢獻。

去百多年間，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
過程裏，高級知識份子想要輸入西
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成爲思想主流的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建立在
這個根基上的政治制度，最後都宣
告失敗。因爲，中國，落後的中
國，需要的不是以個人利益爲理論
根基的民主制，而是以集體利益爲
本的中央集權制。 

這一次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時，
正值全國勞動者春節返鄉，而北京
當局并不確定其嚴重性，可能有短
期的猶豫。但是，在短期猶豫之後
北京就作出了果斷決定，下達了封
城令。接下來，全國的醫療，軍
隊，建築工人等，來了個總動員，
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兩個多
月的時間裏掌控住了疫情。西方媒
體一而再地批評北京延誤了疫情的
通告，其實抗疫機構一早就將病毒
的基因排序通告了世衛組織和多國
的抗疫機構。無論如何，相對於美
國與歐洲隨後連續8個多月對疫情控
制的混亂無序，以至於徹底失控，
中國的表現絕對是可圈可點。這，
面對世界百年一見的災難，不能不
說是一個接近奇跡的成就。

這項成就，毫無疑問，跟中國的
中央集權的制度有密切的關係。西
方學者對集體主義有相當一致的看
法。他們認爲，一，在集權制度
下，人民沒有積極性，沒有創新能
力；二，因此，集權制度無法長期
維持經濟成長，造成民怨，導致群
衆抗議活動和政權崩潰。這個論
述，對中國過去七十年的實踐而
言，顯然是失敗了。我們姑且稱中
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度爲改良型的集
權制度，或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制度。這個制度至今仍然有許
多内在矛盾，如容許市場經濟運
作，容許私有財產，與馬列的教條
相左。可是，正由於此，人民不但
有積極性，并且也具有相當可觀的
創新能力。是否能持續百年，兩百
年呢？衹有讓事實證明了。至少在
應對百年一遇的災難，它取得巨大
的成功。

美國退，㆗國進

稍作回顧，1991年蘇聯解體，美

國成爲世界獨一無二的超强的時
候，中國正在經歷六四之後的經濟
制裁，大批國營企業虧損嚴重，冗
員過多，雙軌制引起的貪腐之風，
仍然沒有獲得解決。蘇聯解體與中
東歐獨立和轉型，使得它們的經濟
欲振乏力，它們内部衝突不斷，甚
至演變成内戰，給中國内部帶來巨
大的壓力。江澤民上臺，資歷不
深，受到一批左王的壓力，居然想
走回頭路。那是一個危險的時刻。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爲改革
開放帶來了新的春天，經過一段摸
索前進，在外貿的强勁發展和私營
企業不斷擴大之下，中國逐漸走出
了困境。2001年，中國終於加入了
世貿組織，經濟乃出現了豁然開朗
的局面。

相對而言， 2001年美國受到了
911的重大打擊：受中情局培養訓練
的本拉登對美國進行了反噬。在副
總統錢尼的慫恿之下，小布什輕狂
地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兩起戰
爭。後世的歷史學家很可能將這段
時期定爲美國衰落的開始。

克林頓給予中國一個進入世貿組
織的機會，使中國的對外貿易不再
受美國掣肘；小布什的兩場戰事給
予中國十年幾乎無阻礙的發展空
間。等到美國真正想要認真對付中
國時，已經輪到奧巴馬主政了。

不幸的是，中東的亂局不但拖住
了奧巴馬，而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更
使他，希萊莉以爲，或許中東需要
美國作出更多的投入，實現民主
化，所以并沒有設法退出中東，反
而進一步去顛覆利比亞和敘利亞。
這麽做，他們不得不繼續給予中國
發展的戰略空間。當然，奧巴馬在
他第二任的時候是決心要對付中國
了。可惜，如上述，川普上臺使他
的TPP功虧一簣。可以説，在對付
中國的各種舉措方面，美國總共大
約延誤了30年，其中，最後的8年是
因爲政黨更替而導致互抵的虛功。

這可能是中國的國運昌盛，冥冥
中有天公相助。無論如何，新冠肺
炎帶給世界的一個後果就是，美國
又後退了，而中國則繼續向前挺
進。看來， 2021年，中國前途光
明。㆗國的㈽業家們，辛苦了㆗國的㈽業家們，辛苦了㆗國的㈽業家們，辛苦了

◎彭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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