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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大會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發言。  

我希望借此機會，表達一個生活在歐洲、但始終與祖國保持密切關係的華人對中國與世界發

展的關心，發言中的許多見解不純是我個人的，還包括平時和一些朋友、如法國決策層智囊

団成員等交談時受到的啓發。  

一、關於全球化的認識 

全球化首先是一種經濟現象，即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交往與自由貿易，代表人類社會的發展。 

事實上，全球化並不是一嶄新的國際現象，傳媒與通訊的飛速發展，決定了全球化的趨勢。

高新技術、特別是因特網在世界上的普及加速了全球化的進程。  

近年來，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促進全球化表現出十分積極的態度，並且希望通過全球

經濟一體化，來尋找政治制度，如多黨制、政治體制民主化和經濟體制透明化等的認同，從

而實現全球的和平演變。  

在未來的５０年中，全球化進程會比以往的兩個世紀的變化還要大。如今，這一進程會向世

界上所有人提供了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有好的，有不好的，同時也引起了擁護開放和維護民

族獨立的對立雙方更加激烈的爭論。  

擁護開放的一方認爲，未來的世界注定是開放的，並且以西方的價值觀爲主導，如民主政治

和市場經濟，凡是想抵制的必然經濟上衰退,政治上孤立。  

維護民族獨立的一方認爲，全球化將導致以美國爲首的多國集團和市場經濟的控制，有損各

獨立民族的價值觀、主權和環境保護，全球化實際上是美國化。  

這兩種觀念的衝突不僅在國際會議上，在大街上也可以發現。在國際會議期間，尤其是世貿

組織和世界銀行大會期間的示威活動格外引人注目。 

但我認爲，人類在選擇未來時，不應該僅僅局限在這兩種看法之間，而應該在儘量保留多元

性的基礎上達成理解，避免激烈的衝突。亞洲，尤其是中國在這方面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只要認清形勢，充分利用手上的皇牌，那麽 21 世紀就可能是亞洲人的，如同 19 世紀是歐洲

人的、20 世紀是美國人的一樣。  

二、全球化可以預見的一系列後果 

伴隨著世界人口巨大的增長、老齡化和城市發展減緩，全球婦女在社會生活的各個領域將發



揮越來越大的作用；科技的進步速遞補白促使因特網在各個國家普及，新的通訊技術將迅速

應用於工作、消費和娛樂諸領域；資訊産業等領域的企業活動有可能分散，部分生産轉移到

生産成本最低的地方。這不但將對 21 世紀上半葉的經濟增長産生重大的影響，極有可能從根

本上改變人類社會的生活方式。  

在不遠的將來，我們可以從全球化中預見一系列可能的結果：首先，市場全球化進程會加快，

任何一個國家想要閉關自守會越來越難；財富的增加會達到讓人吃驚的程度：世界的産值每

年將增加１.4 萬億美元；巨型跨國企業將不斷産生，企業所有者的國籍已不再重要，一切取

決於世界市場的需求。不出意外，到了 2010 年，世界有可能進入全面繁榮時期，經濟增長使

得各國人民可望掌握自己得命運。  

其次，不平等現象會更加嚴重，目前有 20 億人在每天不足 1 美元水凖線下生活，這一數位有

可能超過 40 億。  

再者垃圾廢料會大量增加，尤其是進入到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量（現已到達到每年 70 億噸），

溫室效應會更加嚴重。  

而且，經濟全球化也會使犯罪全球化，新的暴力犯罪形式、網路犯罪、化學品犯罪等也會變

本加曆，使全球處於更加不安。 

 最後，世界地緣政治結構將會改變，上個世紀是東西方兩種意識形態之間的對立，往後會變

成複雜的地區衝突，以及不穩定國家的不斷分裂，尤其是非洲、亞洲衆多國家不穩定的邊界

爭端會引發分裂，就像在前蘇聯和南斯拉夫。全球主要的對立將是南北國家中窮人和富人的

對立以及南北國家之間的對立。  

在西歐，全球化帶來的最大問題有二： 一是農業；二是就業。如今，西歐農產品生產過剩，

農民靠政府補貼保持生活水平。全球化導致價廉物美的農產品大量進口，衝擊本國市場。因

此，農民是全球化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最強烈的反對者。就業是全球化帶來另一大問題，西

歐産品的價格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出品産品。西歐國家的中産階層和上層社會的消費者希

求高質量的産品，而占社會相當大比例的低收入階層消費者則滿足于發展中國家生産的大衆

化産品。  

儘管如此，未來的世界也不會變得缺乏生機，相反，人們會加強全球化機構的建設，推廣良

好的操行凖則。逐漸完善的國際法網路將各個國家聯繫在一起。從建立全球自由貿易、自由

的資金流通開始，我們甚至可以設想有朝一日全球使用統一的貨幣。 

 三、全球化中的亞洲 

亞洲應當在全球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爲亞洲人口在世界總人口的比例已從 1950 年的 50
％，發展到 1990 年的 60%,再過場年將會達到 70％，這一比例與 1650 年時，亞洲在世界人口

中所占的比例相同。當時的亞洲稱雄世界，而歐洲何北美洲的發展才剛剛開始起步。  



當然，亞洲會面臨其持有的問題：老年化、官僚主義、浪費、污染、公共機構和一些企業缺

乏效率。有的專家預亞洲會因資源問題（水、土地）發生戰爭，類似的戰爭在 20 世紀的歐洲

已經發生過了。 

 經濟發展對亞洲解決這些問題至關重要：肚子飽的時候講和平容易得多。但是經濟力量不是

解決療治這些問題的萬能良藥。每個國家都應在建立民主機制和黋擴大透明、開放的財政制

度方面繼續努力。  

我們可以設想一種理想的方式，即當貧窮減少之時，在主要貨幣之間建立一種穩定的兌換機

制，以外交手段解決爭端，甚至以一種類似歐盟的政治協商機制，如歐安組織的角色，在動

用武力之前解決爭端。  

爲了做到這一點，爲了得到在世界上所應佔有的位置，亞洲還應加強同世界其他國家的交流，

接受一些並不是自有的道德價值凖則，如人權和民主的概念，反之，亞洲也應將自己一些優

秀的價值觀，如相互團結、注重家庭等傳統貢獻給世界。  

果真如此，亞洲就會在新世紀當中實現經濟和社會強有力的發展。到訪者 2025 年，亞洲有望

達到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 60％，到 21 世紀末便有可能重新恢復它在 17 世紀時在世界上的領

先地位；亞洲會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最大的金融中心，少有三種貨幣加入國際強勢貨幣行

列，那將會是人民幣、日元和盧比；亞洲還將成爲世界重要的技術發明、創新、高科技産品

衆多的地區；亞洲的文化會在西方爲流行，與西方文化交融（旅居海外的亞裔人士將在這方

面做出許多貢獻）；亞洲的醫學、藝術、烹飪、音樂、生活方式、哲學、審美品味等等，都會

對全球産生影響。 

 四、面對全球化：中國的對策 

在西方一些著名學者看來，只要社會穩定發展，中國將是 21 世紀第一經濟大國。如果中國的

經濟增長保持在每年 10％左右，而美國的經濟增長不超過 2.5％的話，到了 2015 年，中國的

國民生產總值將于美國持平；如果中國經濟的發展保持每年平均 7％的速度，３０年後中國

可以趕上美國。  

然而，我們應該清礎地認識到這只是整個國家生産的財富，而不是中國每個民的財富。到 2020
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還超不過現在的阿根廷或葡萄牙。即使是以現在的經濟增長速度，最

早也要到 22 世紀中葉，中國才能達到美國的平均收入水平。換句話說，中國要想真正成爲世

界一流強國，還需要我們長期而不懈的努力。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産生了重要的社會進步，但畢竟還存在很多問題，如有效控制人口增長、

農村的現代化、糧食問題、國企改革、交通、下崗、教育、環保等，對於這些嚴峻的現實，

國內同胞似乎缺乏應有的和足夠的認識。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這些問題已經不再是簡單的國

內問題，它制約中國在國際範疇的發展。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略葉不再僅僅是爲了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之



間經濟發展，還決定中國在全球化中的競爭實力。  

中國需要一個迅速而持久的經濟發展。沒有人能減緩這一發展，但是爲了保護環境，控制社

會和地區的不平衡，中國新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賴體制創新和新技術的應用來保證。  

全球化進程完全可能對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帶來一系列的猛烈衝擊，甚至會帶來一些很痛苦的

經歷，猶如分娩時的陣痛。但是，懼怕全球化毫無益處，抵制全球化又將逆曆潮流而動。因

而，無論從政治上考量，還是從國家與民族的前途計，中國都應該支援全球化，並且應該利

用全球化來發展自己。 

 五、全球化不能沒有中國 

當今世界，加入國際組織，尤其是加入那些制定全球化規章的組織，已經成爲一個國家成功

的鑰匙。  

世貿組織會越來越強大，幾乎所有的國家也會加入這個組織，一些新的國際組織也會出現，

如國際刑事法庭或強大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將在全球範圍內進行工作。  

聯合國的作用也會更大，以控制那些過於強大的由西方國家掌權的國際金融機構。爲了各大

洲之間的平衡，G8 也會發展，目前它只接受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有一天必將會對中國和所有

安理會所有成員國開放。 

 在言及全球化的時候，國內的輿論似乎有一種擔心，生怕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落伍，生怕中

國被排斥在國際競爭的遊戲之外。  

其實，這種擔尤的理由並不充分，西歐有識之士大都同意這樣一個觀念：沒有 13 億人的中國

加入，世貿組織沒有發展前途。 

 令人欣慰的是，中國已十分清礎的認識到，爲了加快改革的步伐，必需進一步開放。加入世

貿是一個良好的契機，中國完全可以利用這一良機，參與全球化，吸引外資，調整並利用與

鄰國的關係，使用高新科技來改善行政效率。  

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還有一張獨特的皇牌，即生活在海外的數千萬華人，這是可以依靠何

值得開發的資源。海外華人對國內現代化事業的建議和支援，可以視作國際環境中對中國有

利的條件之一。 

 現代中國的發展一直朝著世界強國的方向，新世紀的到來又給它提供了不可估量的有利時

機。作爲生活在海外的炎黃子孫，我堅信，隨著全球化的進程不斷推進，中國將爲人類做出

更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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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農民是全球化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最強烈的反對者。就業是全球化帶來另一大問題，西

歐産品的價格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出品産品。西歐國家的中産階層和上層社會的消費者希

求高質量的産品，而占社會相當大比例的低收入階層消費者則滿足于發展中國家生産的大衆

化産品。  

儘管如此，未來的世界也不會變得缺乏生機，相反，人們會加強全球化機構的建設，推廣良

好的操行凖則。逐漸完善的國際法網路將各個國家聯繫在一起。從建立全球自由貿易、自由

的資金流通開始，我們甚至可以設想有朝一日全球使用統一的貨幣。 

 三、全球化中的亞洲 

亞洲應當在全球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爲亞洲人口在世界總人口的比例已從 1950 年的 50
％，發展到 1990 年的 60%,再過場年將會達到 70％，這一比例與 1650 年時，亞洲在世界人口

中所占的比例相同。當時的亞洲稱雄世界，而歐洲何北美洲的發展才剛剛開始起步。  

當然，亞洲會面臨其持有的問題：老年化、官僚主義、浪費、污染、公共機構和一些企業缺

乏效率。有的專家預亞洲會因資源問題（水、土地）發生戰爭，類似的戰爭在 20 世紀的歐洲



已經發生過了。 

 經濟發展對亞洲解決這些問題至關重要：肚子飽的時候講和平容易得多。但是經濟力量不是

解決療治這些問題的萬能良藥。每個國家都應在建立民主機制和黋擴大透明、開放的財政制

度方面繼續努力。  

我們可以設想一種理想的方式，即當貧窮減少之時，在主要貨幣之間建立一種穩定的兌換機

制，以外交手段解決爭端，甚至以一種類似歐盟的政治協商機制，如歐安組織的角色，在動

用武力之前解決爭端。  

爲了做到這一點，爲了得到在世界上所應佔有的位置，亞洲還應加強同世界其他國家的交流，

接受一些並不是自有的道德價值凖則，如人權和民主的概念，反之，亞洲也應將自己一些優

秀的價值觀，如相互團結、注重家庭等傳統貢獻給世界。  

果真如此，亞洲就會在新世紀當中實現經濟和社會強有力的發展。到訪者 2025 年，亞洲有望

達到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 60％，到 21 世紀末便有可能重新恢復它在 17 世紀時在世界上的領

先地位；亞洲會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最大的金融中心，少有三種貨幣加入國際強勢貨幣行

列，那將會是人民幣、日元和盧比；亞洲還將成爲世界重要的技術發明、創新、高科技産品

衆多的地區；亞洲的文化會在西方爲流行，與西方文化交融（旅居海外的亞裔人士將在這方

面做出許多貢獻）；亞洲的醫學、藝術、烹飪、音樂、生活方式、哲學、審美品味等等，都會

對全球産生影響。 

 四、面對全球化：中國的對策 

在西方一些著名學者看來，只要社會穩定發展，中國將是 21 世紀第一經濟大國。如果中國的

經濟增長保持在每年 10％左右，而美國的經濟增長不超過 2.5％的話，到了 2015 年，中國的

國民生產總值將于美國持平；如果中國經濟的發展保持每年平均 7％的速度，３０年後中國

可以趕上美國。  

然而，我們應該清礎地認識到這只是整個國家生産的財富，而不是中國每個民的財富。到 2020
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還超不過現在的阿根廷或葡萄牙。即使是以現在的經濟增長速度，最

早也要到 22 世紀中葉，中國才能達到美國的平均收入水平。換句話說，中國要想真正成爲世

界一流強國，還需要我們長期而不懈的努力。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産生了重要的社會進步，但畢竟還存在很多問題，如有效控制人口增長、

農村的現代化、糧食問題、國企改革、交通、下崗、教育、環保等，對於這些嚴峻的現實，

國內同胞似乎缺乏應有的和足夠的認識。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這些問題已經不再是簡單的國

內問題，它制約中國在國際範疇的發展。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略葉不再僅僅是爲了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之

間經濟發展，還決定中國在全球化中的競爭實力。  



中國需要一個迅速而持久的經濟發展。沒有人能減緩這一發展，但是爲了保護環境，控制社

會和地區的不平衡，中國新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賴體制創新和新技術的應用來保證。  

全球化進程完全可能對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帶來一系列的猛烈衝擊，甚至會帶來一些很痛苦的

經歷，猶如分娩時的陣痛。但是，懼怕全球化毫無益處，抵制全球化又將逆曆潮流而動。因

而，無論從政治上考量，還是從國家與民族的前途計，中國都應該支援全球化，並且應該利

用全球化來發展自己。 

 五、全球化不能沒有中國 

當今世界，加入國際組織，尤其是加入那些制定全球化規章的組織，已經成爲一個國家成功

的鑰匙。  

世貿組織會越來越強大，幾乎所有的國家也會加入這個組織，一些新的國際組織也會出現，

如國際刑事法庭或強大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將在全球範圍內進行工作。  

聯合國的作用也會更大，以控制那些過於強大的由西方國家掌權的國際金融機構。爲了各大

洲之間的平衡，G8 也會發展，目前它只接受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有一天必將會對中國和所有

安理會所有成員國開放。 

 在言及全球化的時候，國內的輿論似乎有一種擔心，生怕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落伍，生怕中

國被排斥在國際競爭的遊戲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