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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

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政府的许多救援措

施并没能遏制危机的蔓延，从而于 2008 年逐渐转变

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且影响到世界各国的

实体经济。危机爆发后，为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在

货币政策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

储）于 2008 年 12 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0~0.25％
的历史低位，这样它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已

经空间狭小。从 2009 年 3 月起，美联储转而倚重数

量型货币政策手段，也称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主

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

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货币的干预方式。与利率杠

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

工具。从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美联储通过

购买 1.7 万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

券等将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力图用这种注入流动

性货币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金融危机后美

联储推出的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1）。
自 2010 年 4 月美国的经济数据开始令人失

望、进入步履蹒跚的复苏期以来，美联储一直受压

于需要推出另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主

席伯南克 2010 年 8 月在杰克逊霍尔的联储官员聚

会中为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打开了大门。但

他同时也谨慎地指出，量化宽松不是一个成熟的补

救办法。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量化宽松政

策。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

宽松货币政策 （QE2），到 2011 年 6 月底以前购买

6000 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

济复苏。美联储当天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

持在 0~0.25％的水平不变。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货

币政策是在其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召开的货币政策

决策例会之后推出的。会议发表的声明表示，美联

储将在此后的各月中逐步实施这一计划，预计每月

将购买 750 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此外，美联储

将延续把资产负债表中到期的债券本金进行再投

资、购买国债的现行政策。声明指出，美国当前生产

和就业状况改善的步伐依旧缓慢；受制于高企的失

业率和微弱的收入增幅，美国民众的消费意愿虽然

有所提升，但也受到抑制；企业增加设备和软件投

入的增幅比 2010 年初放缓；新房开工量依旧低迷。

二、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和

非洲各国经济的影响

应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主基

调为量化宽松。虽然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

政策（QE1）是为应对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

措施，但是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QE2）却使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和非洲各国的经

济产生了巨大隐患。
第一，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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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采取相应的量化宽松的货

币政策，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新一轮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已经或正在给包括中国和非洲各国在内的

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带来新的

风险。事实上，美元发行不受控制以及美联储第二

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宣布之后的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正在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输入性通

胀冲击，全世界的债权人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实际上

已被推到承担潜在恶性通胀和货币无序贬值的边缘。
对中国等债权国来说，美国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中

国输入性通胀压力，还令中国庞大的外储蒙受巨大

损失。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央行可以通过推迟加息来

避免更多热钱流入，但这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

膨胀，同时这些经济体一方面面临要求其允许本国

货币升值的压力，同时又担心资金流入激增会破坏

本国经济的稳定，这使得中国和非洲各国（尤其是南

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面对的两难局面进一步恶化。
第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加快美元

贬值速度，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金融

市场动荡，触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贬值竞赛”，由

此导致的货币争端或将愈演愈烈，并有可能造成全

世界范围新的“货币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对全

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汇率战的实质是贸易战，如

果爆发贸易战，带给全球经济的不仅仅是危机，而

有可能是崩溃，因为这势必引发一轮全球性的贸易

保护主义狂潮，最终令各方利益都受损。美国的“弱

势美元”策略已在全球形成连锁反应，一些新兴经

济体国家货币出现集体性大幅升值，引起这些国家

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极大担忧，因为这已影响到了这

些国家的出口甚至是整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美

元贬值、贸易摩擦加剧、热钱流入等问题给全球经

济复苏带来巨大隐患。美国把新印刷的 6000 亿美

元注入美国经济，实际上是让美元贬值约 20%，从

而稀释了各国特别是把美元作为重要外汇储备国

家的资产。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

松政策数次提出尖锐批评，指出美联储的行动不仅

不会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还会带来更多的问

题。包括中国和非洲各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国际

金融危机的直接受害者，而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最

不发达国家则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三、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非经

济合作的启示

美联储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理应承担起全球经

济调控的责任，但其完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

致了全球的政策协调陷入混乱状态：全球货币失去

“名义锚”，美元大幅贬值，日元、欧元因此快速升

值，入市干预、对等投放本币的压力大增，逼迫新兴

市场国家跟随，也投放本币，全球货币体系将陷入

前所未有的动荡期。全球化的经济生态正在遭到严

重的破坏，各国之间的政策和利益博弈将给脆弱的

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

策对中国以及非洲各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中非

经济合作有着非常深刻和重要的启示。
第一，对于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发展中国家出口

竞争力降低的问题，中国与非洲各国作为新型的战

略伙伴，中非双方应该积极扩大贸易往来，尽可能

减少贸易壁垒，保护好双方的共同市场，把美国的

货币政策对中非贸易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进入新世纪，中非经贸合作全面快速发展，双边

贸易快速增长。2000 年，中非贸易突破 100 亿美元，

此 后 连 续 7 年 保 持 30%以 上 的 增 长 ，2007 年 达

733.1 亿美元。2008 年 1~8 月，中非贸易达到 73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其中中国向非洲出口 32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进口 41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①2009 年，中非贸易额为 910.7 亿美元，中国成

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

危机对非洲经济构成较大冲击，特别是对南非、埃及、
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国

家冲击极大，导致非洲经济 2009 年增速降至 2%以

下。②中国和非洲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面临的经济形

势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和非洲经济增长近年来

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进口市

场普遍萎缩，中国与非洲各国都面临出口不振、失
业率攀升等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尤为严重的是，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在金融危机后有

日趋抬头之势，中非外部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因

①商务部《中非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www.gov.cn/ gzdt/ 2008- 10
/ 09/ content_1116450.htm。

②转引自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网站，李智彪《后危机时代中非经贸合作》，《瞭望》，http:/ / jjckb.xinhuanet.com/ opinion/ 2010-
11/ 29/ content_2728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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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这给以出口为增长动力的国家走上复苏之路增

添了困难。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所造成

的美元贬值，中国与非洲各国货币升值使中国与非

洲的出口面临非常严重的压力。因此，当条件成熟

时，中国与非洲各国可以探索建立中非自由贸易

区，促进中非贸易的发展。
第二，开展本币互换试点，同时在时机成熟时

开展对成立中非合作论坛开发银行的研究。对非储

备货币发行国而言，本币互换具有重要的意义，用

本币进行双边互换不仅可以节省外汇储备，提高货

币当局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还可以巩固和加强双

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缓解外部需求萎缩的压力。本

币互换协议能够表明相关各方通过协调与合作共

同应对危机的坚定信念。本币互换协议作为多边资

金救助机制的重要补充，旨在为遭受流动性冲击的

国家提高短期资金便利，提高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

自主性和灵活性。通过本币互换，中非双方可以为

本国商业机构在对方境内的分支机构提供流动性

支持，缓解其潜在的财务困境，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协议有助于巩固和加强经贸联系，缓解由于商业信

用紧缩而导致的贸易和投资互动下降的问题。有助

于降低对储备货币的依赖，弥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

的缺陷。①2010 年 11 月 2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第九次总理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针

对中亚国家面临很多经济上的困难、融资渠道狭窄

等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诸多问题，中国国家总理温

家宝提出了研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建

议。这一建议对于深化中非经济合作，解决非洲很

多国家外汇储备不足等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

义。中非经贸合作要是有一个开发银行的话就会完

全按照商业规则来运作，这样就能选择一些比较好

的项目优先推动，可以使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计

划当中确定的一些比较好的合作项目率先启动。这

对中非经济合作取得成果必定会大有裨益。
第三，为应对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非

投资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与非洲各国应加强直

接投资领域的合作。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有

所不同，中国现在被视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和第一

大出口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制成品或者严格地说是

加工制成品，更易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非洲国家

经济结构普遍比较单一，出口产品主要是农矿初级

产品，并构成大多数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

源。非洲的出口产品虽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

较低，但易受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影响。中国目

前外汇储备丰富，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非洲国家

大多外汇短缺，面临投资不足问题。中国与非洲各

国应该加快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为中非经济合

作创造更为完善的平台，积极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

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冲击等问题。
2006 年 11 月，非洲 48 国政府元首和首脑参加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

在非洲设立 3~5 个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此背

景下，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中非

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成立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的具体体现，是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水平的一

个标志。截至 2010 年 10 月，中国已经在非洲 5 个

国家建立了 6 个经贸合作区，它们是赞比亚中国经

贸合作区、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莱

基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毛里求斯

晋非经贸合作区、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

非经贸合作区能让非洲国家眼前得利和长久获益。
对合作区所在国来说，具体实在的好处是可以增加

当地税收和就业，引进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非洲

经贸合作区”与“中国经济开发区”实际上有异曲同

工之妙，非洲国家将经贸合作区视为非中合作新的

有效途径，甚至期望以此为鉴，探索非洲自己的发

展道路。中非经贸合作区还能将“中国制造”转变为

“非洲制造”，使中国企业分享驻在国享受到的各种

国际优惠，使产品突破国界和洲界限制，进入欧美，

行销全球。②

第四，针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量化宽松的货

币政策对中国与非洲各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造

成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中国与非洲各国

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增大金融监管领域的合

作力度。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了中国与非

洲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货

币秩序。如何应对本币升值压力，是当前众多发展

中国家的政策难题，特别是在美联储启动第二轮量

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峻。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投机资本涌入加大本币升值压力

①赵进军、江瑞平、刘曙光《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0），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211 页。
②《为何要建中非经贸合作区》，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http:/ / www.focac.org/ chn/ zxxx/ t7618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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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中国新闻网，张茉楠《美联储在制造另一场危机》，《瞭望》，http:/ / www.chinanews.com.cn/ cj/ 2010/ 11- 15/ 2656290.
shtml。

②转引自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网站，李智彪《后危机时代中非经贸合作》，《瞭望》，http:/ / jjckb.xinhuanet.com/ opinion/ 2010-
11/ 29/ content_272803.htm。

只是硬币的一面，一旦投机资本短期内大规模集中

流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货币的升值压力随时可能

逆转为强大的贬值压力，并对包括中国和非洲各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鉴于

此，中国与非洲各国应该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和金融

监管合作的力度。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后，一些新兴经济体誓言对抗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

松，一些不堪资金流入压力的国家已经开始行动。
泰国政府于 2010 年 10 月初宣布，将对外资投资当

地债券的收益征收 15%的利得税，旨在遏制热钱过

快涌入引发的剧烈市场波动；而在中国香港，当局

推出了一揽子监管措施，防止楼市出现泡沫化倾

向；新加坡近期则通过扩大本币汇价波动区间来应

对通胀威胁。在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干预中最为领先的巴西为了抑制热钱流入过快，将

对外资课征的所谓外国投资税的税率由 4%上调至

6%，政府同时调升外资在期货市场交易保证金的税

率，由 0.38%升至 6%。①中国与非洲国家可以在适当

的时机推出类似的政策，以协调和加强双方在应对

输入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泡沫等领域

的立场。
第五，基于中非双方面临的后金融危机形势及

现行政策取向考虑，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和非洲可以

通过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来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国

际金融危机凸显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亟待

调整和改造。中国政府和非洲国家政府以及非盟等

泛非机构应在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和改造进程中协

调彼此立场，大力提升整个发展中世界在国际金融

规则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向更加公正合

理、高效稳定的方向发展。中非经贸合作还有一个

尚未开拓但非常重要的合作领域是证券投资领域

的合作。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正不断

走向成熟，并开始向国际化道路迈进，上海证卷交

易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国际板，允许外国公

司上市。非洲现有 20 多个国家有证券交易所，其中

不乏部分上市公司在伦敦、纽约等证交所同步上市

或在非洲大陆交叉上市。欧美国家还有众多专门以

非洲股市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且其收益率远远

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股市的投资收益率。
作为帮助非洲国家解决资金短缺的措施之一，中国

政府可考虑设立专项基金，或鼓励民间资本筹组类

似基金，进入非洲证券市场投资，也可与非洲有关

国家磋商，在适当的时候让非洲的一些优质上市公

司在中国市场挂牌。②

第六，针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所

反映出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问题，特别是量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投机风险，如货币利差交

易（Currency Carry Trade）风险，中国与非洲国家的

政界以及学术界可以加强学术交流，借鉴欧元区国

家抵御国际投机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经验，探

讨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各自所在地区促进货币统一

这一伟大实践方面的可行性，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

与非洲各国经济合作的水平。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国

际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惟一核

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

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

背景下，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

第二轮）使包括中国与非洲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

济遭受美元霸权的欺凌与蹂躏。欧元的出现为中国

与非洲各国应对美元霸权问题提供了较为可行的

理论依据。2010 年 11 月 27 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声

称欧元是稳定的货币，呼吁摆脱美元垄断储备货币

的局面。经济学家蒙代尔在 1999 年荣获诺贝尔经

济学奖之后预言，在未来 10 年中将出现三大货币

区：欧元、美元和亚元。他把这三个货币区视为国际

金融体系稳定的三足鼎立。①2002 年，欧元正式流

通，令全世界耳目一新。欧元尽管还不能与美元相

抗衡，但是对美元构成了强劲的挑战。欧元的出现

对于中国与非洲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量化宽

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美元霸权具有非常重要的借

鉴意义。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货币统一以及

亚洲货币的统一是货币整合的大势所趋，非洲国家

货币的统一也是非洲国家抵御美国货币政策不利

影响的有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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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o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power. It thus whittles down the state’s control over society and breeds criminal sub- cultu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values. The aim of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negative hazards of terrorism is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regulating terrorism in law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oppressing it by political control and
military crackdown. And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errorism by law mechanism is ought to be an important,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strategy.

Key words: terrorism crime; negative hazards; law regulation

Study on the Price Control of Small- volume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Cobweb Model.
BAI Yan-feng YE F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ice of large- volume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risen substantially, which drew attention
from all social circle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could lead to this abnormal price volatility, among which the hot money
speculation, the lack of macro- control efforts,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caused by cobweb model and natural
disasters are the leading on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large- volume product market, government should
on one hand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as well as the policy guidance to maintain the market supp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establish the market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large- volum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 regulation; cobweb model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 ies
LAI Ya-hong

Abstract: Develop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s the common choice for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deal with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should be prominent for its
significance of “strategic” and “emerg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must possess seven characteristics: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integrated innovation, high- speed growth, multiple risk and space- time dynamic, international openness and
low- carbon typ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should includ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and other basic condi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system, policy, law and other
security support conditions.

Key word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basic conditions.

Post- Crisis Monetary Policies of the US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Sino- Afr 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CUI Shao-zhong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is the major monetary policy of the U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S actually carried out two round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those are QE1 and QE2. They have led to abrupt
rise of merchandize prices, dollar depreciation and hot money flooding into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have caused serious
impacts upon China and the African countries. The monetary policies of the US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Sino- Af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bilateral trade, initiating money swap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zones and enhancing the basic study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Key words: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Sino- Af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nlightenment

The Theory of Damaging Evidence：Optional Theory in Masked Toxic Tort Litigation
TU Yong-qian HAN Mei-jie

Abstract: In masked toxic tort litigation, the long time, the short of evid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aces concerning
damage, all these factors will cause great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accuracy in judgment. The uncertainties and that the court
is unable to judge the facts may be caused by the concerning parties’misconduct, thus the misconduct person shall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certainty and judging error in court decisions. Whether the concerning parties shall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amaging the evidence or not, how to establish its standards and how to relieve the parties who suffered from
evidence damage in law are all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optional theory———the theory of evidence damage in such tort
litigation.

Key words: toxicant with latent harm; tort law; the theory of damaging the evidence

Expansive Explanation o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rinciple
WANG Ji-heng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stablished by China’s environmental law is a basic principle with
comprehensive guide significance to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this princip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o realize the objectives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Because of the practical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bjectiv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ill be explained from four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situations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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