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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军事霸权成为维护美元霸权的辅助手
段。对此，需要适时采取措施来消减美国维护美元霸权所造成的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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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美元霸权”（Dollar Hegemony），通常是指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
金支撑、没有发行国货币和财经纪律约束的货币，依赖美国经济、政治和军
事力量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的支持，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过程中，使其他国家
货币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不对称性单边依赖，并由此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
利于美国领导或支配全球经济与政治活动的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美元霸权一直是支撑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核心要素之一，不
仅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在货币方面的反映，也是美国霸权的物
质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BWI）造就了美元的全
球霸主地位。BWI 结束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即牙买加体系（Jamaica
Agreement, 又称 BWII），由此开启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全球化序幕，美元
霸权进一步强化。这除了 BWI 以来所形成的制度基础之外，还包括美元所
特有的物质基础、军事与国家信用和文化基础，以及美元霸权内在的自我强
化运行机制。
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影响其他国家的多种利
①

益。 在吉尔平看来，美国可利用美元霸权地位来缓解其全球霸权的经济负
担。② 时寒冰等学者强调，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科技创
新能力所造就，而其凭借美元霸权所实现的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却远超军事
能力。③ 凭借美元霸权，美国长期依靠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发
展，同时却让全世界来分担政策成本。 ④ 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在 1981—
2002 年间，由美元国际化产生的名义国际铸币税收益达 6 782 亿美元。⑤ 另
有学者认为，美元霸权可帮助美国获取铸币税、国际通胀税和节约外币风险
规避的成本等收益，其中 2003 年即获取了高达 2 991 亿美元的总收益，相

①

参见许少强：《美元霸权：生存基础、影响和我国的对策》，载《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第 33 页。
②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63 页。
③
参见时寒冰：《欧债真相警示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 页。
④
参见华民、刘佳、吴华丽：《美国基于美元霸权的金融“核战略”与中国的对策》，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⑤
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
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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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7%。 ① 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核
心利益就是其全球主导地位，有碍于美国这一目标的行为都被视为有损其核
心利益。② 正因为如此，维护美元霸权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挑
战美元霸权的行为被视为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
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面临挑战，加上新兴经济体
呈群体性崛起态势，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新洗牌，全球经
济治理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美元霸权不论是其运行基础，还是自身运
行机制，都面临巨大挑战。为继续维持领导世界的“美国梦”，美国必将采
取强力措施来应对挑战，维护美元霸权，其他经济体则围绕如何削弱美元霸
权在做进一步努力。本文试图就此分析美元霸权面临的新挑战及美国维持美
元霸权的新举措。

一、美元霸权国内运行基础面临的冲击
（一）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松动
二战结束初期逐渐形成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是美元霸权的
物质基础。其中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美元霸权的直接物质基础；强大的科技创
新能力使美国能在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诸多影响人
类生活方式的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并能向全球输出诸多以美元计价的高新技
术产品，成为支撑经济实力的技术基础，也是支撑美元霸权的间接物质基础。
但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一状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
首先，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自 21 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
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使美国经济实力呈相对衰落趋势，这可从多年来中美名
义 GDP 变化趋势反映出来。在 1960—2000 年间，中美名义 GDP 之比基本
上在 12%以下，2005 年上升至 17.88%，2008 年上升至 31.64%，2010 年上
升至 40.83%，2014 年中国 GDP 总量已相当于美国的 59.45%（表 1）。
①

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载《马克思主义研
究》2007 年第 12 期，第 34 页。
②
张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载《东方早报》2013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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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美名义 GDP 比较，1960—2014 年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 GDP

美国 GDP

中/美比重

1960

557

5264

10.58

1970

919

10383

8.85

1980

3051

27881

10.94

1990

3903

58005

6.73

2000

11985

99515

12.04

2005

22576

126230

17.88

2008

45218

142915

31.64

2009

49905

139390

35.8

2010

59312

142650

40.83

2011

73250

150877

48.59

2012

82269

156760

52.48

2013

91850

168030

54.66

2014

103554

174163

59.4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汇率为当
年名义汇率。

其次，美国制造业地位的相对衰落。制造业在一国财富创造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若以产业投入的乘数效应（单位美元投入所产生的 GDP 之和）
来衡量各行业投资对 GDP 的乘数效应，制造业乘数效应最大。根据美国经
济分析局的估算，制造业产品销售中每 1 美元支撑了其他行业 1.4 美元的产
量，而服务业的这一数值仅为 0.71 美元。 ①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
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美国不断推进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制造业
在 GDP 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形成“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并存的趋
势，并逐步形成了美国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高消费与低储蓄并存的债
务推动型增长模式，也是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增长模式。在这种
增长模式之下，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不断下滑。例如，2000 年，制造
①

[美]利伟诚：《美国制造：从离岸到回岸，如何改变世界》，蔡中为译，东方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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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4.2%，但当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高达 77.2%，
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所占比重高达 20.1%；2009 年，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 11%。同时，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
所占的份额也从“去工业化”之前的 30%左右，下降到 1990 年的 21.5%，
2010 年下降至 19.4%，较中国低 0.4 个百分点，从而首次让渡世界头号制造
业大国地位。有学者指出，美国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衰落，使得美
元的国际地位更加不稳，从而美元霸权稳定的物质基础正在松动。 ①
第三，美国科技创新能力正受到挑战。二战后，美国始终在全球创新方
面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美国创造力带来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弱化，这主
要是由于东亚地区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
挑战。②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
比重由 2006 年的 30.06%下降到 2010 年的 19.93%。例如 2014 年，中国全年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13 3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4%，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2.09%；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稳居世界第 2 位，被引次数上
升至第 4 位；全时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 380 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③ 美
国科技创新地位的相对下降，反映的是美元霸权的间接物质基础在松动。
（二）美元霸权的军事基础弱化
一直以来，美国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是美元霸权的安全基础。美国拥有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设有 203 个军事基地和军事
设施，在海外部署 21 个作战旅；2012 年美国军费开支 6 490 亿美元，约占
世界的一半；2016 年国防预算 6 070 亿美元，仍高居全球首位，比世界主要
大国国防预算的总和还多。这种军事实力，为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提供了信心，
而且在维护美元霸权方面也发挥了特定效应，即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通过
制造区域不稳定来强化美国经济本土投资的安全性，可促进美元回流，确保
①

徐奇渊、李婧：《国际分工体系视角的货币国际化：美元和日元的典型事实》，载《世
界经济》2008 年第 2 期，第 38 页。
②
《中国科技创新挑战美 甚至在美强项突破》，中华网，2015 年 12 月 3 日，
http://military. 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103/18261200.html。
③
《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2014 年度报告：全民拥抱“创”时代》，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4/07/c_127663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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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地位的稳定。例如，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启动时，与美元的汇
率是 1：1.07，但在两个多月的科索沃战争后，欧元兑换美元汇率已经变成
1：0.82，欧元跌幅达 30%。冷战结束后，美国总计发动了六场大规模战争，
充分展示了美国独一无二的军事霸权地位。但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美元霸权安全基础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期的战争大量消耗美国财力。2014 年年底，美国国会研究所
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最终成本高达 8 146 亿美元，阿
富汗战争耗费了 6 856 亿美元。 ①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2010 年认为，即使
是保守估计，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也将达到 3 万亿美元。② 如此巨大的开
支，既增加了财政赤字，也是美国国力难以长期承受的。
其二，美国要保持自身绝对第一的军事实力与地位，需要与排名第二的
军事大国拉开绝对差距。这就需要大量的军事投入，但联邦政府巨额的财政
赤字成为主要障碍。根据美国《2011 年预算控制法》规定的自动减支计划，
从 2014 财年开始到 2020 年，美国国防预算开支每年都要减少数百亿美元。
其三，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冷战后美国所挑起的六场大规模对外
局部战争结果都不好。伊拉克战争给当地造成的伤亡总数在 17.6 万—18.9
万人之间。③ 阿富汗反恐战争并未完全解决塔利班问题。在叙利亚化学武器
事件中，美国一再扬言要动武，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又“横空出
世”，尽管美国对其采取军事打击，但成效甚微。俄罗斯不但在叙利亚、乌
克兰问题上与美国交锋，并在 2015 年 9 月直接对叙利亚境内 ISIS 目标进行
军事打击。“棱镜门事件”发生后，德国就美国窃听行为立案并进行司法调
查。④ 如此种种，显示出以军事霸权为核心的美国霸权正遭到全世界的抵制。
（三）美元霸权的运行基础逐步弱化

①

[美]马克·汤普森：《阿富汗战争的真实成本可能会让你吃惊》，载《时代周刊》2015
年 1 月 1 日。
②
[美]斯蒂格利茨：
《三万亿美元的战争》
，卢昌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83 页。
③
《伊拉克战争共花费美国 2.2 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网，2013 年 3 月 15 日，
http://intl.ce.cn/ specials/zxgjzh/201303/15/t20130315_24203847.shtml。
④
范士林：《美国现代霸权主义面临挑战》，载《新西兰联合报》2014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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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各国出于规避汇率波动
风险和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需要，亟需一种单一的世界货币。BWI 赋予美元
世界货币的地位，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一些学者建构的分析框
架中，世界经济体系被描述为“中心—外围”架构，中心国是美国，外围国
通常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石油输出国等，当前从狭义上来说，主要是指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① 对于广大“外围国”来说，为吸引外部
资金流入并增强市场稳定性预期，需要以美元来提供对外发展资金，并保持
本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为此，出口导向战略成为“外围国”的主导发展战略，
贸易顺差也成为多数“外围国”的常态。从根本上看，美元霸权深植于贸易、
投资、金融和政治与军事的全球化之中，在出现异常冲击或另一种货币能够
比美元更好地承担国际本位币责任之前，美元霸权地位具有某种自我加强的
性质，较难出现颠覆性逆转。② 尤其是美元绑定石油贸易，催生大量石油美
元需求，使美元霸权得以持续。
由于美元的特殊霸权地位，加上美国市场巨大的容纳能力，使得通过贸
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几乎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进口”，这种债务型经
济增长模式得以长期存在， ③ 而且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还具有内在强化特
征。例如，1981—2009 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累计达 7.747 万亿美元，资本
与金融项目盈余 7.1455 万亿美元，总量上资金缺口也只有 6 019.4 亿美元。
而美国通过美元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实现了巨大的间接收益。据估计，在
1967—2006 年间，因美元贬值（以黄金为参照），债权国的总损失高达 2.7
万亿美元，年均损失达 675 亿美元。 ④
然而新的情况已经出现。首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

①

Michael P. Dooley,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Effects of Periphery Interven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o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Cent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Cambridge, March 2004.
②
萨奇、刘墨海、张志慧、耿群：《全球化中的美元地位》，载《中国外汇管理》2001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③
刘建江、黄雅韵：《中美金融恐怖平衡生成基础、维系困境及化解思路》，载《湖南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第 86 页。
④
《美元上演新霸权 债务问题绑架全球经济》
，金融界，2010 年 3 月 24 日，http://forex.
jrj.com.cn/2010/03/24081971649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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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贸易国家，迅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人口红
利在迅速衰减，原有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被动调整的压力。加之中国正
在积极扩大内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改变出口型增长模式，这意味
着作为世界经济新引擎的中国也正在努力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其次，世界市
场美元需求的新变化。最近两年的石油价格持续下降、各国之间的货币互换
以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事件，都具有明显挤压美元
需求的特点，冲击美元霸权的供求机制。面对这一态势，美国尚未找到有效
的抑制措施，这体现了美国在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同时，在维持美元霸权方
面已相对力不从心。
从美国自身战略调整来看，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也在逐步弱化。美国持
续的“去工业化”和赤字政策，不断强化的债务型、虚拟型经济增长模式，
一方面意味着经常项目赤字的长期化、巨额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不断
扩大的国债规模和整体偏低的储蓄率水平。例如，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
国居民储蓄率均值保持在 9%的水平，80 年代后迅速下降，2005 年下降至
2%以下。 ① 这种增长模式的结果是美国国际收支的资金缺口扩大，2004—
2009 年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的缺口高达 4 511.81 亿美元，其中 2007
—2008 年的缺口高达 3 270.41 亿美元，这反映了次贷危机前后美元资产的
吸引力相对下降的事实。金融危机后，为维系现有体系的运转，美国接连推
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公共债务余额在 2014
年 11 月底达到 18.005 万亿美元，“财政悬崖”成为美国政府挥之不去的噩
梦，尽管有助于美国经济复苏，但也进一步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弱化美元
霸权的内在运行机制。

二、美元霸权国际基础面临的冲击
（一）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弱化

①

邵科：《美国储蓄率倒“Ｕ”型走势及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载《新金融》2011
年第 1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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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一直是
BWI 和 BWII 正常运行的载体，是美元霸权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多年来，
IMF 和世界银行虽然承担了国际金融秩序维护者的责任，但长期被以美国为
首的大经济体及其经济利益集团所左右，执行严重不对称的规则标准：广泛
用于剥夺全球最贫困的人口，却极少被用于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场合。 ①
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接受救援的国家无一例外被要求接受 IMF 符合美国
利益的苛刻贷款条件，如放宽金融管制、紧缩财政等。② 但是，不平衡发展
规律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
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
革命性的变化。”③ 基于此，世界范围内弱化或削弱美元霸权制度基础的努
力始终未曾消失。
首先，推进 IMF 改革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弱化美元霸权的制度
基础。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公开表示希望重建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
也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 ④ 最现实的手段是推进 IMF 份额改革，
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减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份额。2012 年 4 月，
世界银行和 IMF 承诺落实 2010 年 IMF 关于治理结构与份额（Quota）的改
革，向 IMF 增资 4 300 亿美元，提升其贷款能力以防范和应对危机，其中原
属发达国家的 6%的份额被转移至金砖国家，中国份额由 3.996%提升至
6.3940%，投票权也从 3.65%上升至 6.07%。同时，IMF 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对特别提款权组成的一揽子货币进行调整，美元权重由 44%降至 41.9%，
日元权重由 11%降至 9.4%，欧元权重由 34%升至 37.4%，英镑权重由 11%
升至 11.3%。2015 年 11 月 30 日，IMF 批准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权
重为 10.92%，拟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人民币将成为 SDR 中第三大货
币。其他四种货币的权重相应减少：美元权重将从 41.9%降至 41.73%；欧元
①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王年咏、陈嘉丽译，载《国外
理论动态》2007 年第 7 期，第 9 页。
②
James M. Boughton, “IMF at 60,”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4.
③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1341.htm。
④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新华网，2009 年 3 月 24 日 http://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24/content_110605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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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7.4%降至 30.93%；日元从 9.4%降至 8.33%；英镑从 11.3%降至 8.09%。
其次，成立新的国际金融组织，间接弱化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必然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15 年 7 月，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开业。随着近十几年许多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世界多极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金砖五国拥有全世界近
42%的人口，且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 21%，仅金砖五国内部的贸易往来就占
全球的 17%。不过，许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如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有 1 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无论 IMF 还是世界银
行都远远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并且，现有的欧美金融秩序在对许多发展中国
家进行援建过程中都附带一些条件，成立新开发银行则有利于冲破旧秩序，
使国际金融体系向多元化发展。2015 年 12 月 25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全球
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
就在于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的标准及业务运作都不受巴塞尔协议监管。而
英国的加入带动了德国、法国等主权评级 3A 的国家的加入，亚投行的信用
评级被拉高，在发行证券时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对于亚投行来说，英、德、
法等发达经济体的加入，既表明美国各盟友与其在部分诉求方面出现分离态
势，也表明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不满，以及对美元霸权表现出相对排斥的态度。由此可见，美元霸权的制度
基础已经出现裂痕。
从表面来看，美国一再反对各国加入亚投行的理由是其不能确定亚投行
能在运营和债务管理等方面达到与亚洲开发银行一样的“最高标准”，即对
亚投行透明度、信誉度以及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把控能力的不信任。但从根
本上来说，美国深感亚投行的出现削弱了世界银行和 IMF 的影响力，美元
的霸权地位受到了直接威胁。
（二）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弱化
第一，美国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冲击他国经济。BWI 赋予了美元世界货币
的地位，客观上需要美元承担国际责任。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使其拥有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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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大的国家信用并为全世界所认可，这是美元霸权的一个重要基础。① 然
而，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损人利己的货币政策，为抑制房地
产泡沫破灭对消费的负面冲击，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
果说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是为了稳定金融体系，那么从第二轮开始，其目的
已转变为通过压低长期利率来刺激实体经济，包括推动股票市场走向繁荣，
通过股市的正财富效应来抵消房地产市场的负财富效应。2008 年年初，美
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还在 1 万亿美元以下，2014 年 10 月底已超过 4.5 万亿
美元，到 2015 年 10 月，美国国会批准的国债上限已高达 18.1 万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全球流动性泛滥，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被动升值，被动
接受热钱流入套利、输入性通胀、出口成本上升等不利影响。
自 2013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其开始缩小量化宽松规
模，美元转而走强。2014 年 10 月 29 日，美联储宣布结束购债，标志着第
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基本结束。受此影响，自 2014 年 7 月以来，美元走上升
值道路，到 2015 年 11 月底已较 2014 年的低点升值了 26%以上，新兴市场
国家货币受到美元强劲升值的挑战，引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剧
烈动荡，国际经济体系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环
境下，美联储却于 2015 年 12 月宣布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并推动美国经济进
入加息周期。美国政府这种长期损人利己的政策变动趋势，显著损害了美国
的国家信用，动摇了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将进一步强化外围国家“去美元
化”的意志和行为。
第二，通过控制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操纵全球资本市场评级。目前，由美
国操控的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广受质疑，改革国际评级体
系的呼声持续不断。由于其在欧债危机中所扮演的“火上浇油”角色，欧盟
金融监管当局已对上述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展开调查，以确定其对银行的
评价流程是否足够严谨和透明。2014 年 10 月 24 日，来自中国、美国和俄
罗斯的三家独立评级机构在北京联合举行发布会，发起成立了一个新型国际
评级组织——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以推进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建设独立的国
①

田大瑜：《亚投行是中国输出国家信用的突破口》，凤凰网，2015 年 12 月 11 日，
http://city.ifeng.com/a/20150413/419645_0.shtml。
117

美元霸权基础的动摇与美国应对战略探析

际评级监管体系。现存的国际评级体系已经完全不能承担世界评级的责任，
在全球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亟待建立新的全球性评级机
构。而这种非主权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也被视为对现有国际信用评级体系
的新一轮挑战，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被弱化。
（三）全球经济对美元霸权的依赖基础被削弱
首先，推进地区金融一体化以减轻对美元霸权的依赖。1999 年欧元的
诞生标志着欧元区内开始了“去美元化”历程。以欧元区相互贸易结算的“去
美元化”和区内超低美元储备为代表，欧元构建了独立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地
区金融主义”（financial regionalism）框架，为区域货币一体化树立了良好
的示范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后，关于成立“亚元”的呼声也不绝于耳。2000
年 5 月，东亚“10+3”财长会议达成“清迈倡议”，开始了区域性货币互换
网络的构建。2008 年，“清迈倡议”多边化，800 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
得以推进，2009 年扩大到 1 200 亿美元。2012 年 5 月，东亚共同外汇储备
库规模扩大到 2 400 亿美元，与 IMF 贷款条件脱钩的资金比例从 20%提高到
30%。东亚的“去美元化”是东亚制造业地位不断上升的内在需要，将深度
冲击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对于美元和美国来说，这是较为严重的潜在
冲击。①
其次，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实施渐进的“去美元化”过程。签订货币互
换协议是世界其他国家为摆脱美元霸权的被动之举，同时也将降低签约国在
双边贸易活动中面临的美元汇率波动风险。例如，2011 年 10 月，日韩为加
强双方货币和金融市场稳定性，将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从 130 亿美元扩大至
700 亿美元，有效期为 1 年。 ② 2012 年 12 月 4 日，印度与日本签订双边货
币互换协议，金额达 150 亿美元，有效期为 3 年。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
也在积极推进货币互换协议。2009—2015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包
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欧洲央行在内的 31 个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总

①

徐以升：《东亚一体化已告中断》，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 年 1 月 28 日，
http://www.yicai.com/news/2013/01/2455514.html。
②
冯武勇、权香兰：《日韩宣布如期终止日韩货币互换协议扩大措施》，新华网，2012
年 10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0/09/c_113313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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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超过 3.11 万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从而降低了对美元的依赖。
不可否认，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存在较大惰性，一种货币的全球霸权地
位不会在短期内遭遇明显挑战，如英镑历经几十年和两次世界大战才逐步丧
失其超级货币地位，而当前能挑战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继任者尚未出现，但
美元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大势所趋。

三、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新思路
美元霸权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其对外经济政策乃至军事、外交均或多
或少体现了维护美元霸权的内在需要。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是美国过去 75 年来遭遇过的最为可怕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美国在全
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资源和经济信誉都受到了重大冲击。① 在此背景下，美
国维护美元霸权也需要新思路。
（一）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夯实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
强化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是维护美元霸权的首要战略。为此，美国采取
了扭转产业空心化局势政策，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振本国制造业，推动
实体经济回归，这成为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复苏美国经济的长期战略。
美国再工业化并非要通过生产环节的回流打破由“去工业化”所形成的
“产业全球化”，而是通过加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优势，在重振
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与他国保持差异化的互补发展道路。更重要的
是，美国再工业化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产业技术革命。里夫金（Jeremy Rifkin）
认为，新工业革命主要是对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融合，
将引起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变。② 美国寄希望通过引领此次产业技
术革命，在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业等
五大基础性领域继续扩大美国的全球优势，实现新的产业革命，进而在产业

①

李慎明：《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6 页。
②
[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
豫宁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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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效应的作用下，带动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整体发展，提升美国的财富创造
力，从而实现其再工业化与美元霸权地位稳定的双重战略目标。
为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的有效实施，美国在人力资源、资本回流、贸易政
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力图在全球范围
内重新打造美国制造业强国地位，同时也着力打击竞争对手的制造业。① 例
如，通过“刹车门事件”打击日本汽车和日本制造，通过“排污门事件”打
击德国汽车和德国制造。由此也可推导，美国下一步极有可能会制造事端来
打击中国制造。
（二）强化亚太再平衡，提升军事霸权
金融危机后，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显然清楚美元霸权的
物质基础、制度基础不断弱化的事实。在美元霸权的整体基础中，军事霸权
相对来说是最为牢固的方面，因此，美国也将更多地依赖军事霸权来维持美
元霸权的地位。放眼全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挑战美国军事地位的国家只
有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军事实力不弱，但整体经济水平与美国差距太
大，加之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对俄罗斯经济体系冲击很大，短期内难以对美
国形成巨大压力。而中国正在以制造业支撑来实现快速崛起，也被美国看作
主要的潜在挑战者。因此，美国为压制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开始费尽心机。
2009 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计划把 60%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中国周边，
不仅开始频繁对中国展开抵近侦察，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还积极构建以
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作战体系，
不断强化在中国东海、南海的威慑力和影响力。从 2015 年以来，美国从幕
后走向前台，动用外交、舆论、国际法及军事等手段向中国发难。美国军舰
进入中国控制岛礁的 12 海里内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这一方面显示美
国在亚太的强大存在，提升和维护其在亚太的信心；另一方面，对中国制造
巨大的军事压力，进而弱化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冲击。
（三）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强化美元运行机制 ②
①

唐志良、刘建江：《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研究》，载《国际商
务》2012 年第 2 期，第 12 页。
②
袁冬梅、刘建江：《美国制造业重振中的资本回流困境及对策》，载《学海》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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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着手调整内部金融制度，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金融危机爆发后
的短短两年时间内，奥巴马政府即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恢
复与再投资法案》等。依据这些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的
监管职能，明确了两者的分工，为重振美元霸权提供了完善的制度、法律和
结构基础。另外，全面削减开支，提高财政效率。例如，2013 年美国联邦
政府预算赤字猛降到 6 800 亿美元，比 2012 年的 1.1 万亿美元减少 4 090 亿
美元，是五年来首次将预算赤字控制在 1 万亿美元以下，2014 财年美国联
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为 4 850 亿美元，
2015 财年预算赤字预计进一步降至 4 260
亿美元。
其二，推行强势美元政策，继续向世界提供大量以国债为代表的金融产
品。这不但补充了市场的流动性，也为众多资金涌入美国提供了足够的产品，
从而吸引更多外资流入美国资本市场。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总额最大，
2008—2010 年三年之间增持美国国债 6 825 亿美元，占总量的 56.87%，相
当于消化了当期美国第一轮和第二轮量化宽松注入的流动性的 1/4 强。 ①
其三，通过税收政策推动跨国公司资本、收入回流。奥巴马在 2009 年
9 月 8 日宣布实施“税收新政”，取消“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延迟纳税”的优
惠政策，限制跨国公司外包业务，并通过削减给予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税收
抵免，抑制美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预计新的税收改革计划在未来 10
年会为政府增加税收 2 100 亿美元。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美国针对遏制中
国经济及打压人民币频频出牌，除了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进程之外，还要求中国银行美国分行提交部
分涉嫌客户资料，以此间接打压中国银行的信用，冲击中国的信用体系。
（四）强化全球治理话语权，维护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
面对美国经济地位相对衰落的窘境和崛起国家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迫
切要求，美国进行了全球战略大调整，试图重新掌控全球治理的绝对话语权。
一是着力延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各国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
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在 IMF 份额改革方案的落实方面，美国却以各种
第 1 期，第 33 页。
①
刘建江、黄雅韵：《中美金融恐怖平衡生成基础、维系困境及化解思路》，第 90 页。
121

美元霸权基础的动摇与美国应对战略探析

理由一再拖延。IMF 改革中的增资方案是以董事会调整生效为前提的，美国
拥有 16.74%的投票权，且拥有一票否决权，2012 年 10 月美国以大选为由进
行拖延。直至 2015 年 12 月，美国国会才通过 2010 年度 IMF 改革方案。显
然，在对世界金融资源的占有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延缓 IMF 改革进程，
进而阻滞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时滞战略。
二是重建国际贸易新秩序。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是
GATT）一直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承担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
要任务，号称“经济联合国”。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到 2012
年货物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主导排除中国的 TPP
谈判，并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再加上 2013 年 6 月启
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谈判，则可进一步反映美国重建国际贸易秩序的决心。2016
年 2 月 4 日，TPP 正式签署，这不但显示了美国全面介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决心，而且试图主导亚太经济整合进程的意图。奥巴马明确表示，不能
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① 即 TPP 的本质就是要重建美元霸权的制度
基础，排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对美元霸权造成的潜在威胁。
三是打击新地区金融主义。21 世纪初，欧元一度对美元地位构成了重
大威胁，美国通过科索沃战争影响欧洲安全局势，间接打击欧元。为了避免
欧元在金融危机之后趁势崛起，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曾一致下调
欧洲数十家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并不断宣扬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以此影
响欧元资产信心，改变国际资本流向。美国努力的结果是使美国作为全球资
本“避险天堂”的地位得以不断强化，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而美
国国债及美国股市处于上涨态势。② 在东亚，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各
国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一度受到空前冲击，东亚一体化与“去美元化”进程加
速。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不久，即实施了重返亚太战略，此后

①

奥巴马：《不能让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华尔街见闻，2015 年 10 月 05
日，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4372。
②
张茉楠：《欧债危机背后的美债踪影》，中国新闻网，2011 年 5 月 31 日，http://www.
chinanews.com/cj/2011/05-31/30788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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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更名为“亚太再平衡战略”。自 2009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逐步通过军
事介入亚太和挑动东亚地区纷争，增强东亚各国在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以
达到中断东亚金融独立进程，强化东亚经济体系对美元体系依赖的战略目
标。 ① 美国通过“钓鱼岛事件”，间接迫使日本放弃中日韩自贸区（FTA）
建设。在美国主导下，东亚各国间的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地区隐性冲突不断
扩大，东亚经济一体化明显受阻，构想中的“亚元”也慢慢淡出政治家的视
野。
（五）多管齐下，维护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
其一，强化美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推行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政府信
誉。一国的货币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归根结底要解决信任问题。英镑是
19 世纪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与英国主导世界的国际地位息息相关。与此
类似，美国也不断宣扬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运用政治强权，加强意识形
态攻势，向世界各国进行文化渗透。以好莱坞电影为工具，输出美国意识形
态、美国价值观与美国生活方式，推行美国文化霸权。② 让世界相信美国政
府能够发展起一个有深度、流动性和透明度的金融市场，以保障所有投资者
的权利，从而促使官方与民间的外国投资者有信心大量持有美元。
其二，取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重建美联储信誉。学者们普遍认为，一
国行政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越透明，中央银行越独立，对社会发展越
有利。作为承担美国中央银行职责的美联储，实际上是一家私人机构，一百
余年来，一直努力让外界相信其不会因政治影响而改变其独立性。但金融危
机后连续实施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印钞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相
当于借钱给政府，即所谓“债务货币化”。这无疑给美联储的独立性和声誉
都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为此，自 2014 年以来，美联储频频发出信号宣称要
退出量化宽松，并最终于该年 10 月正式宣布退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
了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

①

李永宁、郑润祥、黄明皓：《超主权货币、多元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核心
利益》，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 年第 7 期，第 30 页。
②
李剑林：《美国文化霸权建立轨迹考察》，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3 期，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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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通过国际制度创新来夯实美元霸权的国家信用基础。2008 年金
融危机后，在多哈会谈受阻之际，美国先后启动了 TPP 和 TTIP 谈判，试图
构建适合 21 世纪经济发展趋势的全球新一代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主导这
些经贸规则体系，一方面，美国可以有效整合亚洲和欧洲的庞大资源，促进
国家经济强劲发展，进而增强世界各国对美元和美国的信心，强化美元霸权
的信用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规则体系（如 TPP 的金融开
放协议），以美元为主导，促使区域内各国的金融资本进行深度整合，从而
与美元相互绑定，在放大的乘数效应影响下，美元力量大增，从而有力保障
美元霸权的信用。
（六）提升对石油定价的影响力，强化石油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美元作为石油贸易计价货币的地位，是美元霸权的支柱之一。回顾历史，
凡是挑战石油美元地位的国家，如 21 世纪初期的伊拉克、委内瑞拉和伊朗
等国，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美国的打击。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打击有
可能挑战“石油美元”的中东国家，美国利用美元资本和军事力量，制造美
国式的民主化革命浪潮，加剧中东区域政治动荡；同时，美国也着力以军事
援助等手段支持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遏制伊朗发展，强化在中东的霸权布局。
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
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所实施的能源独立战略正取得初步成效。根据美国能
源信息协会（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的统计，在美国能源
独立战略的强力推动之下，美国油品出口已从 2010 年的 230 万桶/日增至
2013 年的近 380 万桶/日，美国原油出口量也达到约 20 万桶/日，系 13 年来
的最高水平。从 2006 年以来，原油贸易赤字在不断下降，2012 年较 2005
年下降 42.35%，占总逆差的比重下降至 26.81%，为 20 余年来最低水平。① 这
也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已经把能源出口视为美国赢得地缘政治优势的新砝码，
石油定价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向美国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即通过掌握石油的定
价权来重建各国对美元的依赖。2014 年以来石油价格的不断下跌，伴随美
国石油外贸依存度明显下降而出现的是其原油贸易赤字大幅度下降，这也是
①

刘建江、邹花兰、唐志良：《美国能源独立：动因、举措及影响研究》，载《湖南师
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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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美国经常项目可持续及美元霸权可持续的重要基础。

结 束 语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
美元霸权的国内和国际基础均出现动摇。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采取了一系
列重要举措，并已初见成效。例如，再工业化使美国率先走出危机困境，经
济呈强劲复苏趋势，强化了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TPP 贸易协定达成，TTIP
也在积极推进；等等。因此，尽管以美元为主的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可预见
的未来仍将延续，但中国仍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最主要的战
略关注对象。为避免美国的全力阻遏，中国需要冷静判断全球经济、政治形
势，推进互助互信机制，采取有效应对策略：一是要苦练内功，做大做强自
身，确立内需发展战略，在拓宽国内市场的同时，注重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
善；二是继续发挥贸易大国优势，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将贸易优势
转化为政治优势和话语权优势，继续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三是要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推进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同时积极
应对升级版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
格局，缓解 TPP 对中国经济东进所施加的压力；以亚投行建设为契机，应对
美国把控的国际金融秩序，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好国际秩序，发挥中国
在全球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四是努力加强中美双边沟通，消除战略互疑，构
建互信互利的双边关系；五是积极推动国际货币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通过
国际力量来间接减轻美国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六是提升战略定力，坚
持走中国特色的军事与经济协同发展道路；七是以全球视野来建设合作伙
伴，联合俄罗斯、欧洲等力量来对冲美国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施加的压
力。
[收稿日期：2016-03-10]
[修回日期：2016-03-29]
[责任编辑：张 春]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