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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Supply from Physical Production Country to the West under Globalization: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实体经济国家的关系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 

自由贸易 

Free Trade 

资本市场 

Capital Market 

符号经济 

经常项目逆差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资本项目顺差 

Capital Account  

Surplus  

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y 
发达国家 

实质经济 

Physical  Economy 

资源环境赤字/不可持续 
Unsustainable growth with natural 
resources & environment deficits 

低价劳动力/失业，社会动乱 
Low income labor/unemployment 

aroused social conflict 

外汇再投资 
Foreign Reserve  

reinvestment 

一般商品与原材料出口 
Manufacture/Nature  

resources export 

转轨 
Transition 

 

4 



双输：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两难 
lose-lose: Financial Expansion in North & Macro Adjustment Dilemma in South 

Institutional invest 
机构投资 

Capital Market 
资本市场 

World Physical Econ. 
世界实体经济 

消费需求 

Future Market 
能源、原材料和粮食 
期货及衍生品市场 

Overseas  
Investment 
海外投资 

低收益 

资金 
析出 

投机品 
市场 

高收益 

中国实体经济 
CN physical Econ 

推高资金价格 

高收益 

高利贷 

北方发达国家 

中国独木难支 CN alone 
can’t save situation 

推高基础商品价格 
Higher PPI & CPI  

替代
外需 

基础设施 
建设 infra-
construction 

N万亿 
国债+地方债 

南方发展中国家 

QE1…QEn   
量化宽松n 

5 



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 出口总额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1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 出口总额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塑料制品业 

纺织业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 出口总额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来自国家
统计局，行业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近年来加工出口品虽然由塑料、纺织、服装、

鞋帽转变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但仍然没有改变加工业“两头在外”的局

面，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 

外向型经济的微笑曲线： 
中国主要出口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出口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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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占比下降趋势但作为
第三产业仍有发展前景 

三农新政总投入6万亿使乡土中国成为应对全球危机的软着陆载体 
（since 2003）  

8 



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6%的水
资源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 China 
use 7% land 6% water to feed 
20%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Only 7% of land (mainly coastal areas) with 
6% water of world total, large taken by 
urban for industry, max the 3 gaps and mix 
chances with increased pollution 
中国水土光热资源匹配面积低于10%，
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工农业经济和城
市也集中在沿海平原；三大差别必然拉
大，沿海城市地价必然上升。沙化面积
超过18%，且每年新增3500平方公里；
污染愈益严峻 

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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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资源与人口占比 
% of Water & population  

 



 

发展主义农业悖论 
中国农业污染占全国面缘污染的接近一
半 Agricultural area pollution contributed 

almost half of the total in China 

中国生产了世界67%的蔬菜、50%的猪
肉和苹果、25%的柑橘和水产品、20%
的粮食 China produced 67% 

vegetables, 50% pork and apples, 

25% oranges and fishery, 20% 

grain… to the world total 

Accelerate modernization after 
WWII 二战以后现代化加速 

Trend of world carbon  
emissions (left)  
世界碳排放趋势（左
图） 

E-cost of 
development-ism 
under the hardest  
E-constrains  
环境硬约束下发展主义
的环境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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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城市大气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日渐突出， 

      灰霾天数占到全年总天数的30－50%。 

  水电过度开发、水资源不合理调度问题突出，部分地区“有河皆干、有水 

     皆污”。 

  部分海湾河口生态破坏严重，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频发，溢油等重大海 

      洋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引自环保部污控司 

环境问题普遍化和社会化 
Populated Environment problems  



预计2020年，我国全社会用电
量达到7.25万亿千瓦时，人均用
电量5000千瓦时。(来源:国家能
源局) 

引自环保部污控司 

中国能源增长与结构  
China Energy Increment & 

Structure 



  201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7.3

亿美元，仅占世界的10.48%，

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

的钢铁和20.3%的能源，CO2排

放量占全球的25%。能耗强度是

世界水平的2.3倍，约为美国的3

倍，日本的5倍 

能源消耗与 
煤炭占比过多 

引自环保部污控司 



Recycling industry transit into   
China & India from the West  

Ecosystem  decli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institutional Cost 
in South Countries   



城市化为载体的现代化能实现人类与环境可持续吗？ 
 

人类发展指数较高国家中除了古巴之外，欧美发达国家都大幅度超越生态足迹给定的人均2公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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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as 
 C~ Nb 
 N: population, b=0-1  
PM10: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排序：北京5，上海7） 

 

全球17个千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的可吸入颗粒物都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年均值 

——城市总体的健康风险正比于人口与空气污染浓度（暴露）的乘积 

(Parrish and Zhu, Scien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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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空气严重污染 
Mega City Severe Pollution 

• 东部和发达地区普遍
污染占 1/3 of China : 
Developed & east 
area’s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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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ization?金融化 

• What China did in last decade新世纪以来投入15
万亿。全国物质资产达200万亿，金融资产130万亿 

• Total amount of invested into physical economy 
and social regeneration is about RMB 15 trillions 
since MDGs, enlarged physical properties to 200 
trillions, and financial assets 130 trillions… 

– 1999, 3.6 trillion for west China devlp… 

– 2001, 2-3 trillion for north east China old industrial base 
reconstruction… 

– 2003, 2-3 trillion for mid China raising…   

– 2006, 4-5 trillions for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 2008, 2 trillions for earth quake areas reconstruction … 

• Most of Gov. invests absorbed by not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SOE, made ideological debat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Globalization?全球化 

21世纪中国发展方向  
China’s New Trends in Future 

Led by Global Mainstream 

右下两幅图片引自环保部污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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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比较与中国就业形势 

• 为什么中国遭遇的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
环”？ 

• 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4.3亿，制造业就业仅0.9亿  

• 中国劳动力总量8亿，每年增加约0.1亿   

– 农村劳动力总量5亿： 

• 农业需要：        0.5亿 

• 乡镇企业吸纳：   1亿 

• 进城打工：        2.2亿 

• 仍有1亿以上需要非农就业 

– 越多劳动力进入市场收入越上不去，劳工待遇越差 

• 相对被剥夺感和绝对贫富差别增加 

• 劳动强度增大、谈判地位低、缺乏社保体系 

• 企业难以建立劳工维权组织，2/3私人企业主未签订

正式劳工合同 

 

• 战略调整：新时期中国投资15万亿带动1.5亿劳动力非
农就业，难改“以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  

Population  

(15-59) 

mm 

% of 

labor/ 

total 

pop. 

1995 776.75 63.96 

2000 822.62 64.29 

2010 925.75 67.14 

2020 940.70 63.45 

2030 913.85 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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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政府综合债务对GDP的比重低于
世界主要经济体 Low Gov. Debts : the only one comparative advantage 

Since 1999’s over production problem was discussed, China started the 
largest government Investments into inland and rural construction. Up to 
now 15 trillion has been invested.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has increased to 
about 200 trillion in China, which is the essential d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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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is the top one country of industrial products 中国工业产量世界第一。 

     其中钢铁7.3亿吨，约占全球产量的49%。水泥产量20.7亿吨，占全球产量60%。煤炭
消费量34.8亿吨，占全球一半。 纺织品产量每年供世界人民每人 4 件衣物。汽车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平板玻璃产量4.4亿重量箱是全球产量的一半。铝消费量1724万

吨，占全球的1／3。石油消费4.7亿吨，55.2%依靠进口。 
引自环保部污控司 

中国工业产量及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  
Industrial Products & % of Environmental Invests to GDP 



火电脱硫装机容量比例
（2005-2011） 

城市污水处理率 
（2005-2011） 

关停小火
电机组

7682.5万
千瓦 

淘汰炼铁
产能1.2亿

吨 

淘汰水
泥产能
3.7亿吨 

淘汰造
纸产能

650万吨 

淘汰酒
精产能

160万吨 

淘汰落
后产能 

引自环保部污控司 

中国十一五计划的环保投入及成果  
Environmental Invests of 11th 5 Year Plan & Its Result 



    中国的农民工和城

中村 The peasants 
migrants village in 
coastal cities 

1st capital pool: 1990s’ investment 
1990年代对大城市基本建设投入形成第一资产池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2nd Capital pool:  R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for GDP growth 

第二资产池：城镇化基础设施投入对GDP和维持稳定的潜在贡献 

城镇化vs城市化 

    中心镇发展潜力大但需在强化中央条件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作

为外部条件：一是增省、撤地、强县、弱乡（自治区除外），
二是中央、省、县三级垂直管理，同时市、镇、村三级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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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验：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 
2001年高校志愿者下乡支农，新乡村建设起步，2002年创立农村版杂志维护农民权
益，2003-2007年创办乡建学院培养合作社骨干，2005年推动城乡互动公平贸易，
2006年发起绿色消费，2008年创办市民农园，2011年发起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 

新三农：合作农民  生态农业  环保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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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城市化：生态农业的多样性与“市民参与农业”  
De-urbanization: Multi-Eco-agri. Joint by Urban Consumers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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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组由台湾志愿者援建的农村生态
建筑群 
• 办公室/礼堂（半地下温室大棚）/农宅  

• 2005年夏季设计施工，已经开始在中原农村
扩大试点 

The 1st group eco-architectures of YIRR built 

by local recycling materials in rural China 

(office/house/meeting hall) now more 

accepted by rural people. 

改良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新农村建设中发起的草根运动  
Case of Reformists: NGO movement for rural regeneration, by Rural Reconstruction 
Center (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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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与  有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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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社区  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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