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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一

列在美国芝加哥城

郊通勤的列车沿高

架轨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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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的
背后逻辑
文／钟飞腾

今年4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春季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今年

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6%，比1月份该机构的

预测提高了0.5个百分点。在IMF看来，全球

经济今年之所以能有较大幅度改善，除了受

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之外，也源于美国经

济的强劲复苏。自去年10月以来，IMF已连

续两次提高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计今

年美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6.4%，为美国数十

年来最为强劲的增长。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加快，除了受益于

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迅速推进外，还与拜登政

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有关。拜登政

府在3月推出了史无前例的两项经济刺激计

划：一是3月11日签署了价值1.9万亿美元的

《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其直接目标是应

对疫情冲击；二是3月31日又提出超过2万亿

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美国就业计

划”，计划通过八年时间，以每年占GDP1%

的资金，进一步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

结构。紧接着，在4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在

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公布

了一项价值1.8万亿美元，针对儿童、学生和

家庭的“美国家庭计划”，实施时间长达10

年，该计划旨在扩大美国家庭教育和儿童保

育机会。

如果今后数月“美国就业计划”和“美

国家庭计划”得到国会的批准，那么拜登在

执政初期的经济刺激力度将超过6万亿美元，

这个力度是空前的。因而，各界都预期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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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将快速复苏，这对今年的

全球经济而言无疑也是利好消息。

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内容

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的1.9万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和快速提高美

国人口的疫苗接种率。2020年新

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新冠确诊病

例数超过3000万，死亡病例超过

50万，2020年经济增速也下跌

至-3.5%。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

以及减小其对经济的冲击，美国

不仅在疫苗的研发、生产以及接

种上进行大幅度投资，同时还对

受到疫情影响的人群进行直接的

救助。因此，拜登政府上台后，

需要继续实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就开展的发放现金、补贴儿童的

医疗保险等经济刺激措施。可以

说，拜登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方

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朗普时期

经济刺激政策的延续和放大。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和英国《金融时

报》合作披露的数据显示，疫苗

接种率较高的国家，有较强的经

济复苏能力。

拜登政府提出的第二轮2.3

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

最突出的特点是投资大量集中于

基础设施领域，既有传统意义

上的硬件基础设施，如道路、桥

梁等，也有软性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对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劳动

力的培训投入等。按照美国媒体

《巴伦周刊》的统计，该计划将

对2万英里的道路进行现代化改

造，修复1万座桥梁，建设50万个

电动汽车充电站，更换5万辆柴油

运输车，更换所有的铅制水管，

建造200多万个家庭、学校可以使

用的公共设施。

具体资金和领域的分配主

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约6200

亿美元、家庭护理服务和劳动力

改善计划约4000亿美元、制造业

约3000亿美元、住房建造和维修

约2100亿美元、研发约1800亿

美元、水利基础设施约1100亿

美元、学校和教育类基础设施约

1000亿美元、数字基础设施约

1000亿美元、劳动力和职业培训

等约1000亿美元，以及用于退伍

军人医院建设等约200亿美元。

将使美国经济更具竞争力？

4月1日，美国新任财长耶伦

针对拜登的财政刺激计划发表声

明，认为联邦政府加大开支、改

变公司税的计划，不仅可以有效

缓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

国公司大规模投资国外而导致的

美国国内工人就业受损的局面，

也将通过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

使美国经济更具国际竞争力。

在拜登政府上台时，美国

仍然有约1000万人失业。从经济

层面看，在20世纪30年代，为

了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当时

的罗斯福政府也是通过政府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帮助经济走上复苏道

路。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应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同样

采用过类似方法。因而，拜登政

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仍然可以归结为传统的应对危机

的办法。

但是，如今的美国财政状

况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政府的

债务规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

100%，拜登签署的第一轮1.9万亿

美元的救助计划将大大增加美国

政府的预算赤字。为了筹集可用

于新一轮财政刺激的资金，拜登

政府不得不诉诸于增加税收。根

据拜登的设想，美国企业所得税

税率将从现在的21%提高至28%。

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

施了减税政策，结果使美国公司

在海外的利润大量回流到美国，

造就了美国股市的繁荣。但是，

美国股市繁荣并没有让普通民众

得到多大的好处，回流的资金以

分红的方式进入了股东的腰包，

而没有按照预期的目标进入实体

经济，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拜登政府的理念是希望通过

适度增加税收，发展壮大中产阶

级，更加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的

收益。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

的公司税率并不算高，然而，因

为一些离岸金融中心或者说“避税

天堂”的存在为美国跨国公司提

供了更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美

国不少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价格转

移，在低税收国家截留利润，而

在税收较高地区和国家造成“亏

损”，以此减轻纳税负担，甚至



15

WORLD AFFAIRS
2021.10

达到不交税的目的。耶伦在4月

1日的声明中表示，预计未来15

年，通过修正公司税可以为拜登

的计划提供充足资金。

为了进一步发挥拜登经济政

策的有效性，耶伦呼吁全球主要

经济体，支持一项共同的最低公

司税政策。4月5日，耶伦在芝加

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首次经济政

策演讲中提出，二十国集团应该

共同制定全球最低税率，确保全

球经济蓬勃发展，为跨国公司创

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考虑到几

年前二十国集团就达成了共同管

制公司税基侵蚀问题的计划，也

可以说，拜登政府这样做不仅仅

是为了增加国内的财政收入，一

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拉拢盟友、加

强国际合作，尽可能避免重蹈特

朗普单干的弊端。

拜登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刺激

计划，给美国人造成的印象是大

政府正在回归。曾在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推动形成《多德-弗

兰克法案》的参议员巴尼·弗兰

克，如此评价拜登政府强势介入经

济复苏进程：“人们不再是反政府

的，甚至不再是中立的，而是需

要政府。”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一

任期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甚

至将拜登的经济刺激计划称之为

产业政策，并认为这是拜登经济

政策核心所在。赖克认为，拜登

之所以要出台这么大规模的刺激

政策，除了应对新冠疫情之外，

应对气候变化和中国作为技术强

国的崛起也是重要原因。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曾是奥

巴马时期的一个主要政策基调，

但此后被特朗普政府抛弃。拜登

上台后，声称将继续坚持奥巴马

政府的做法，并承诺到2030年实

现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

50%，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拜登这样做的经济动因很明显，

如今，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

问题，也成为了经济和政治问

题。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有很大改变，企业越来越认识到

能源转型不可避免，因而普遍支

持美国发展清洁能源。白宫顾问

委员会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和

企业如果能够在环境友好型产业

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新的大规模

投资，将有效提升美国的经济竞

争力。4月21日，美国财长耶伦表

示，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

在绿色经济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

投资，同时取消对化石燃料的税

收补贴，因为后者使美国纳税人

每年损失约40亿美元。

此外，令拜登政府分外担

心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

投资已经三倍于美国，而且在人

工智能、高速计算和通信等方面

的研究也开始超过美国。正因为

如此，拜登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并不仅仅针对传统的基础设施投

资，而是基于对基础设施相当宽

泛的一种理解，其主要目标是为

了赢得对中国的胜利。在这份基

础设施投资计划中，大约有6000

亿美元涉及制造业、数字基础设

施和研发的投入。其中，半导体

制造和医疗产品制造的投资分别

达到500亿和300亿美元，1800

亿美元是针对关键技术领域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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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3日，美国总统

拜登在白宫会见民主党参

议员，讨论1.9万亿美元的

“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

经济刺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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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包括气候科学、创新和研发

领域，1000亿美元的数字基础

设施投资则主要聚焦高速宽带建

设，增加宽带互联网在农村和城

市地区的普及率。拜登认为，该

计划将有助于美国“在未来几年

赢得与中国的全球竞争”，而且

拜登反复强调，“中国和其他国

家都在吃美国的午餐”。从地缘

政治看，拜登大规模刺激计划背

后蕴含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和

中国展开长期、全领域竞争。

试图以此确保对中国的优势

虽然拜登政府的基础设施和

就业一揽子计划遭到共和党的反

对，但预计拜登和民主党仍可以

在参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美国

就业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的民调也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

支持和赞同拜登提出的全面基础设

施计划。因而，拜登通过该计划不

仅可以扩大美国中产阶级，也呼应

了他所提倡的“中产阶级外交”。

3月上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提交的《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

报告显示，拜登政府将应对中国

“强制性和不公平的经济贸易行

为”作为其国际经济政策和重建计

划的核心内容。拜登上台后，不仅

没有降低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商

品施加的关税，而且从多个领域

加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在4月下

旬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

参议员迈克·克拉波表示，“没

有必要对中国采取共和党或民主

党的政策，只有美国的政策。”

4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更是明

确了面向2050年的对华长期竞争战

略，特别强调要重塑全球供应链、

在高科技领域维持美国的优势地

位。鉴于两党一致认为，中国是

美国未来最重大的竞争对手，该

法案将严重约束拜登政府及之后

历届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

拜登曾多次表示，在他的任

期内，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美

国将通过对广义上的基础设施的

投资确保对中国的优势。美国商

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则认为，半

导体是未来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基

石，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将提升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

为了与中国争夺基础设施领

域的优势地位，拜登不仅在国内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还重视通过

联盟推动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基础

设施领域的规则建设，以此抗衡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发展中

世界的影响力。无疑，拜登为美

国重新赢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规

划了一个宏伟的蓝图。然而，要

将这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将会

面临不小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

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拜登的基建计划会成功吗
文／李明波

在签署了第一份1.9万亿美元

的经济刺激计划《2021年美国新

冠救助计划》仅20天后，美国总

统拜登3月31日在匹兹堡公布了第

二份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就业计

划”，该计划投资2.3万亿美元，

实施时间长达八年，因其侧重于

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也

被外界称为美国基建计划。

目前，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占GDP的比例还不到2%。拜登政

府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将直

接影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增

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基础

设施状况的评分，美国的基础设施

状况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13。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美国当前基

建状况的评级为C-。美国的基建

状况不仅落后于东亚的中国、日

本和韩国，也赶不上欧洲的西班

牙、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发达

国家，与其经济地位很不相称。

面临许多障碍

高盛公司的分析师亚历克·菲

利普斯乐观预计：“国会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