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启示录：大变局与双循环

一、 全球化3.5
1.1贸易摩擦、特朗普主义和拜登路线

1.2金融危机纪年表：1928-2008

1.3美日、美德贸易战



拜登路线：中产的外交政策

其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3条:

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

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

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

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对比：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2019

在不同政策领域

1，中国既是与欧盟有相似目标的合作伙伴(气候、安全、地缘)；

2，又是欧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的谈判伙伴（经贸，带路）；

3，还是同样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AI）；

4，也是扩展不同治理模式的体系型对手（包括全球治理）

接触和合作是主基调



中国太极推手Vs美国自由搏击

川总貌似出招混乱，背后逻辑缜密，应该是直男背后的男人帮支招

（科技冷战-金融热战-体制（治理）持久战）+资源战+法律战+地缘战

2018-2020，2021-2025，2016-2035

1，减税压制中国吸收fdi（资本含技术）；

2，cfius,firmma压制中国odi（购买技术）；

3，配合301阻断技术扩散（目标2025）；

4，zte直接打断中国制造产业链（制裁扩散）；

5，移民政策降低他人学习能力（千人计划，理工签证）；

6，各个击破贸易伙伴，合纵连横抗击中国（欧美0关税。TTIP，TPP重来）

7，令人困惑的弱美元，在加息周期保持出口竞争力，随时可能变脸给出致命的雷霆一击（HK，阿根廷，土耳其，人
民币汇率）。



金融战

1. 中概股。

2. 金融机构。利用“实体清单”制裁中资金融机构，如朝核问题中涉及的三家中资银行，制裁方式既可以是冻结资产，

也可以是关闭美元交易通道，

3. 降低评级。加大力度批评中国的债务率杠杆率，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和民企债务。

4. 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助长泡沫，抛售资产，引发泡沫破裂，剪羊毛。降息，宽松，再次启动流动性宽

松周期，导致资本流入，加剧资产价格波动，提高中国央行对冲难度。

5. 汇率波动。迫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一是“汇率操纵国”，二是“非市场经济地位”。

除此之外，美国还可能动用紧急状态法，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如国债等，停止向中国付息，甚至可能宣布对中国

违约。





黑天鹅 VS 灰犀牛 VS 大白象 VS 独角兽

在自然界中，黑天鹅十分稀少。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

变着一切。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人们用“黑天鹅”指称小概率危机。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慵懒地踱步，因而毫不在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

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它并不神秘，却更危险。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人们用“灰犀牛”指称

大概率危机。



贸易战升级：涨跌就看特朗普



贸易战升级：涨跌就看特朗普



贸易战升级

1. 航母/巨浪，

2. 实体清单/不可靠，

3. 推特/9评，央视6套

4. 翠喜/xinliu，

5. 降息/降准，

6. 加税/贬值，

7. 芯片/稀土



贸易战升级背景

1. 台湾法案：5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

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

2. 闯入南海

3. 围剿华为

4. 中国角色听证会

5. 文明的冲突



贸易战升级



如何监督执行（总倒逼师）

1. 美国公司被迫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的方式；

2. 中国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

3. 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众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4. 中国对美国商业财产的网络盗窃造成的危害；

5. 包括补贴和国有企业的市场扭曲力量如何导致产能过剩；

6. 需要消除限制美国向中国出售制成品、服务和农业的市场
壁垒和关税

7. 货币在美中贸易关系中的作用。

8. 双方还讨论了减少美国对中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
的需要。



G20双边会晤：中场哨，还是终场哨？

这么多新闻和评论，最关键其实是谁主导这90天谈
判——莱特希泽（301报告操盘手）。

其余美方团队分工明确，

姆负责软，蓬负责硬，

内负责狠，库德洛负责捣糨糊，女婿负责私交，博负
责冲突，

彭斯负责煽风点火，

川总负责发推特（折腾股市）



G20双边会晤：中场哨，还是终场哨？



极限施压还是最后谈判，战还是和？





川普冲击波：全球化逆转



川普：商人艺人政客三合一：漫天要价，出尔反尔，就地还钱，使命必达



中美竞争：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环太平洋、中东、欧洲、

中亚和南亚、西半球和非洲

6大区域战略

保护美国人民和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

以力量求和平、以及增加美国影响力

4大支柱

商务部和外交部

合作共赢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中方回应

保护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将就外国企业投资美国科技业加强审查力度

技术引进的挑战

“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俄国

“流氓政权”：伊朗和朝鲜

“跨国威胁性组织”

3个主要挑战

“一个中国”政策

“与台湾关系法”

台湾问题





特朗普及其深厚的8个“老白男”

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是六员鹰派大將。他们是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

任拉里・库德洛、白宫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外围支持成员为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尔顿。

    

    

 



美国副总统 彭斯演讲：文明、权力和体制的三重冲突

主要观点

01 中国的成功应归功于美国 02 中国正在寻求地区霸权

03中美冲突蔓延到军事和宗教 04 中国开展“债务外交”

05奥维尔式制度侵犯人权 06 中国干预美国选举

07重建军队，维护美国亚太利益 08 其他美国方案



Peter Navarro
彼得·纳瓦罗执掌贸易和产业政策（ Director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纳瓦罗是著名的对华鹰派人物。



四份重要文件
美国反制中国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有迹可循、有备而来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7/12）

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竞争者

《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到美国及世

界的技术及知识产权》

（2018/6/19）

是未来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的铺垫0

《美国商务部报告》

（2017/10/26）

提交WTO，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

地位

《对中国“301”调查报告》

（2018/3/22）

中美之间不平等贸易关系给美国经济造

成了实际损失



美-墨-加协定（USMCA），毒丸条款：与“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关系



宫斗剧：建制派VS鹰派

1. 提高透明度、监管环境的可预测性与公平性

（53%）；

2. 切实保护知识产权（46%）；

3. 减少产业保护政策，减少障碍壁垒（42%）；

4. 开放当前限制领域的市场进入（36%）；



美对中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分布在哪些领域？

01
高性能

医疗器械

02
生物医药

03
新材料

04
工业机器人

05
第一代

信息技术产品

06
新能源汽车

07
航空产品

08
新材料

知识产权和中国制造2025，是600亿的重点



中国商务部对美“反制裁”的领域

01
鲜水果

02
干水果

03
坚果

04
葡萄酒

05
改性乙醇

06
花旗参

07
无缝钢管

08
猪肉



“301条款”针对的三类行为

3月2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报告：《对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的行为，政策和做法
进行调查的结果》。

301条款将“歧视性”定义为“酌情包括拒绝对美国商品，服务或投资采取国家或最惠国待遇的任何行为，政策和做法”。3“不合理”
行为，政策，或者“这种做法”并不一定违反或不符合美国的国际法律权利在其他方面是不公平和不公平的

01 02 03

违反贸易协议 不合理的（与美国国际
法律权利不一致）行为，
政策或做法

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行为，
政策或做法，对美国商务
造成负担或限制。



对中国启动301调查的经过

301调查结果，主要是四项所谓“不合理和歧视性政策”：其一、中方迫使外资企业向中方转移技术；其二、限制和干
预美国企业技术许可的市场交易条件；其三、中方通过在美国投资并购大规模获取先进技术；其四、将在美国获取的先
进技术用于支持中国国内的产业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

2017.08.14 2017.08.18 2017.08.28 2018.03.2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
了报告：《对根据1974年
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技术
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
中国的行为，政策和做法
进行调查的结果》。

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反
对301调查

USTR在与机构间301部委
和私营部门咨询委员会磋
商后启动了此次调查。同
一 天 ，USTR还 要 求与 中
国政府进行磋商。

特朗普向贸易代表发布备忘
录，指示其调查中国是否存
在不合理或歧视并可能损害
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
发展的中国法律，政策，做
法或行为



对中国301调查的4个主要内容，指出中国政府违反双边技术转让承诺

中国制造2025

不透明和酌情行政审批程序，合资要求，
外国股权限制，采购和其他机制来管理
或干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以要求
或压力将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公
司。

模糊和不成文的规则，以及与国家规则
不一致的地方规则，

1

不公平地促进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和资
产的系统投资和/或收购，以获得尖端
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在被认为重要的行
业中产生大规模技术转让由中国政府制
定工业计划

2

剥夺了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进行许可和
其他与技术相关的谈判中设定基于市场的
条款的能力，并破坏了美国公司对其在中
国的技术的控制权。 例如“技术进出口管
理条例”规定了对进口技术技术改进的赔
偿和所有权的特定条款，其他措施也对许
可和技术合同强加非市场条件。

3

执行或支持未经授权的侵入美国商业计算
机网络或者网络盗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
或机密商业信息，以及这种行为是否损害
美国公司或提供竞争优势中国公司或商业
部门

4



“301”报告的诉求在市场准入和技术转移

中国政府不透明和酌情行政审批程度、

合资企业要求、 股权限制等； 市场准

入上不公平， 不对等。

强制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 破

坏了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控

制权。

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公司对美国公

司和资产进行系统性投资/收购，

以获得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

通过对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的入侵，

以获取重要商业机密。

市场
准入

技术
转让

海外
投资

网络
入侵

可以协商

美方无法据
此采取行动

继续发酵

美方无法据
此采取行动

矛盾趋于缓和， 博鳌论坛上中国明确表态主动扩大开放， 将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和部分制造业的限制。

美国可能对中国7个新兴产业
在美投资的全面限制， 矛头直
指《 中国制造2025》

USTR可能会发起新一轮针对
云计算等高新技术领域的
“ 301调查”

美国国会预计通过《 外商投资
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 简称
FIRRM A） ， 这增大了中国企
业在美投资的难度。

报告中的美方表述 分析 演进

继续观察

5月29日声明，
但是在6月30
日未如期落

地

5月22日已落
地



白宫报告对中国获取技术和IP的不实描述

核心论点： 中国通过对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技术“ 侵略” 实现工业现代化及经济增长

• 通过网络手段从事商业间谍活动

• 假冒和盗版美国商品

• 通过逆向工程， 仿造尚在专利保护期的美国商品等

通过物理和网络手段窃取技术和知

识产权

• 外资所有权限制

•对外资不利的、 繁琐的行政审批和许可要求

• 利用安全审查强迫国外公司披露私有信息

•强迫外国企业将有价值的数据或信息本地化

• 利用市场准入 等

利用强制性、 侵入性的监管模式，

强迫技术转让

•对关键原材料进行出口限制 等
采用经济胁迫， 迫使国外企业进行

技术转移

•有计划地收集国外公开的科学和技术信息

• 派出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作为“ 技术间谍”

• 通过 “ 千人计划” 等引进美国科技人才 等

通过政府支持的海外直接投资， 获

取国外技术

• 通过国有企业、 政府支持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投资基金对海外高科技

企业进行投资， 以此获取外国的技术和专利 等

通过多种信息渠道获取美国的技术

和知识产权



中美贸易谈判，美代表团“来势汹汹”

4月24日特朗普表示，近期将派出美国高级代表团，前往中国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为：财政部长姆努钦、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据悉，美方代表团将于5月3日、4日左右到访
北京，中美贸易谈判正式开启。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

鸽转鹰。 选举期间， 支持特朗普

减税和去监管， 在钢铝关税上，

他曾说“ 只有中国不会被豁免” 。

在301调查上， 他认为问题的核

心是科技， 不否认美国制造业和

农业会遭到伤害， 但不能让中国

扼杀美国的未来

财政部长 姆钦 温和鹰派

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担任财务总监，

为其筹措1.69 亿美元竞选资金。

18年3月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升

级， 多次出言“ 调停” ： 中美之

间没有贸易战， 美国的目标也不

是要发动贸易战。

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鹰派

301调查的主要设计者。 里根时期，

任副贸易代表， 因与日本的贸易

战而成名， 迫使日本全面妥协。

长期以来他一直指责美国政府在

贸易问题上不断地对华让步， 让
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
极端鹰派

301调查的主要推动者， 贸易保

护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著有

《 致命中国》 、 《 即将到来的

中国战争》 ， 宣扬“ 中国威胁
论” 。





中美贸易白皮书：第一次系统回应美国官方文件对中国的职责

01、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回顾中美贸易发展的历程，以及所取的成就

02、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

一一回应美国对中国的各项指责，如技术、知识产权、跨国并购

03、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

滥用国家安全审查、贸易救济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

04、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

国内法的“长臂管辖”、特朗普政府的契约精神

05、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

破坏多边体系、破坏全球产业链

06、中国的立场

国家利益、中美谈判、多边体系、知识产权、改革开放、

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



对内（战略）

1. 以战止战：贸易服务投资，威慑重点但可替代的跨国企业；

2. 精准打击：区别建制和鹰派，有保有压；

3. 合纵连横：减税开放拉拢G6，中日韩东盟一体化；

4. 扩大开放：促进非美非鹰来源的贸易和直投；

5. 主动出击：加入TPP和参与WTO规则修改

6. 贬值汇率：战略威慑，双向波动加入逆周期因子；

7. 重配外储：战略威慑，推动美债利率上升预期；

8. 收紧资本账户：肉烂锅中，阻止资本外流。



对内（战略）

1. 保持定力，适当补水：M2接近名义GDP增速；

2. 壮士断腕：叫停非重点城市群区域平台机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3. 刮骨疗毒：资管新规，杀死影子银行，资管产品产品净值化转型；

4. 釜底抽薪：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出台空置稅为房地产税热身；

5. 降低税负：扩大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幅度，参与全球竞争；

6. 要素改革：农村土地城市群户籍，竞争性国资退出；

7. 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注小微企业和租赁式住房；

8. 强力创新：硬科技、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大推进，科创板；

9. 平准市场：国家队必要时出手稳定股市债市汇市；

10.修复宏观资产负债表：央行，央财发挥托底和最后贷款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