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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经历了四次重要转折：全球首个南北型自由贸易区

成功建立所开启的“南北”合作型模式；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启所导致的南北对峙局面；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后展现的去“美国化”趋势；第四个是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及其对其他次区域

组织的影响。当前，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还处于进行时，将随着区域内外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新的

趋势。

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南北合作模式的诞生

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这标志着世界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诞生，而以往出现的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的或

停留在构想上，或只具有形式而无实质性的内容①。它的建立反映出美国开始放弃反对地区主

义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过，NAFTA

从美洲权力格局演变看当代国际分工体系
——基于美洲区域合作进程中四次重大转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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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处西半球的美洲地区，不仅有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全球最为发达的“北方”国家，还

有数量众多的、处于发展中的“南方”国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美洲地区的区域合作

形势（包括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谓跌宕起伏。期间，经历

了四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全球首个南北型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后形成的“南北”合作型

新模式；第二次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启所导致的南北对峙局面；第三次是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共同体成立后出现的去“美国化”趋势；第四次是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及其对其他次区域组

织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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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的南北区域合作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② 

首先，全球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美国

利用二战后本国的霸权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建

立起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并承担起维护这

个体系的责任。尽管全球化与美国的霸权有联

系，但并非是“美国化”：无论是世界市场和全

球性的生产体系，还是非殖民化运动等一系列

构成全球化的要素，都并非完全按美国霸权

的思路发展。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

溃、欧洲在日后对美国表现出的独立倾向等都

背离了美国的初衷。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在全世

界产出中的份额从50%下降到30%；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美国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

失去了货币领袖的地位；美国竭力促使欧洲

走一体化道路，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

欧洲企图摆脱美国控制的离心倾向逐渐加

强。此时，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展开了一场大

讨论。③随着欧洲和亚洲的崛起，美国模式开

始丧失“独大”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当国

际经济向其他国家传递财富和影响的时候，立

即拉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之间的不平等，

削弱美国的优势地位及其维持全球化发展的能

力。为此，金德尔伯格提出了“美国和欧洲经

济共同体为世界领导地位而竞争”的担忧。④  

其次，美国建立NAFTA的战略动机。面

对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为加强自身在全

球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欧洲、亚太地区日

益崛起的竞争形式相抗衡，美国对自身的对

外经济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美国把贸易

视为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并将“公平贸易”视

为基本原则。要求其他国家的市场具有与美国

市场一样的开放性，使美国商品以同等的条件

进入贸易伙伴市场，利用现有的所有多边的、

区域性的和双边的手段来促进贸易。在区域领

域，开始放弃反对地区主义的立场，转向参与

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政治

和经济利益；二是以《美洲倡议》为框架、以

NAFTA为核心，最终实现美洲区域经济一体

化。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演变为以贸易为主要手

段的经济领域替代以往的国家安全领域。通过

改善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为美国投资寻找

市场；减轻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为其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实现西半球经济一

体化的目的。同时，以美洲经济圈为依托，谋

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⑤

再次，墨西哥逆转对自贸协定的看法。

其实，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决定是否与美国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都因各自与美国的一段

历史纠葛而犹豫不决。对加拿大而言，1812

年，美国曾试图吞并加拿大而使其存有顾

虑。1911年，加拿大时任总理由于与美国缔结

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大选中败北。1948

年，由于担心历史重演，加拿大时任总理威

廉·里昂·麦克尼金最终拒绝批准与美国的自由

贸易协定。而对于墨西哥来说，自19世纪以

来，美国多次对其出现领土吞并和入侵等事

件，对此有观点认为避免墨西哥变得“非墨西

哥化”最好的外交政策是与华盛顿保持距离⑥。

同时，美国提出的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任何

建议也是经常遭到断然拒绝。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20世纪

80年代初，遵循国内要求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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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要求，加拿大与美国最终还是于1988年

签署了“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进入

80年代，墨西哥经历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

对以往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了以

出口导向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8年墨西

哥政府意识到，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能否吸收到足够的私人投资，而在在过去的5

年里，墨西哥一直被美国随意性保护主义所困

扰，而加拿大则因与美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而有效地规避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萨

利纳斯总统转向华盛顿，试图与其缔结自由贸

易协定，寻求打开外国投资的钥匙。⑦ 

应该说，在当时欧洲保护主义盛行、亚太

地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墨西哥在开拓国

际市场方面没有太多的余地，只有把加强与美

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谋求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作

为墨西哥唯一的选择⑧。还要看到全球化中美

国因素的巨大引力作用，国际经济之所以能以

如此大的活力迅速扩张，也是与美国化分不开

的。世界许多国家趋于接受一套共同的商业习

惯和意识形态，不是因为这些习惯和意识形态

本身的内在吸引力，而是在于它们得到了世界

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认同⑨。

事实上，NAFTA对美国在美洲和全球的

战略构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墨西哥、美国和加

拿大组建NAFTA是美国为实现美洲一体化的

目标而设立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有的

学者在分析世界经济谈判问题时指出，双边

谈判与多边谈判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

谈判联盟的组成。任何多边谈判的战略都需要

一定的战术计划，组成一个共赢的联盟，并打

破对手的联盟。如果在联盟国家数量庞大的情

况下，将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一些野心勃勃

的谈判方在建立联盟之时，往往会选择较少的

国家，或通过一定的途径，一次纳入一个潜在

的合作伙伴。⑩美国“采取‘最容易者优先’的途

径，力图在大多数参与者对任何协议的可能性

都存在怀疑的情况下，从最薄弱的地方打破坚

冰，从而击破怀疑主义”的做法⑪。

与此同时，NAFTA建立重要意义还在

于，可以使其成为较难处理的贸易问题的实验

室；允许用较高效率的方式，促进各邻国间贸

易一体化的发展；另外，可以提醒贸易强国应

积极推进全球贸易谈判。⑫迄今为止，人们对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特惠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

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存在争论。一

些学者甚至认为，随着全球RTA不断增加，难

免将导致重叠、不连续的规则和制度发生，尤

其是伴随着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将加大各国

的交易成本⑬。

美洲自由贸易区与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欧盟的建立导致美国推动建立NAFTA，

而随着欧盟的东扩计划的实施又加速了美国向

南扩展NAFTA的计划，以建立一个囊括西半

球所有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最

终实现西半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美国一个重

要战略构想。根据1994年34个美洲国家共同

签署的《维兹卡雅协议》规定，有关FTAA谈

判的最后期限不迟于2005年1月，协议执行不

迟于2005年12月。然而，不仅FTAA没有如期

建成且至今停滞不前，反而在其拟建过程中开

启了美洲区域合作南北对峙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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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FTAA的谈判分化了美洲不同国

家。2003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FTAA第8

次部长级会议上，34个国家的贸易代表一致通

过了“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允许各国根

据自己的意愿退出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此后

FTAA谈判陷入僵局，尽管美国力图在2005

年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重新激活这个进

程，但事与愿违，FTAA作为本次首脑会议的

核心议题，不仅没有推进FTAA的进程，反倒

激活了示威者抗议的热情，起到了分裂美洲大

陆并分化拉美国家内部阵营的作用。

美洲国家因其对FTAA的立场被划分为两

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阵营。它

们支持建立FTAA并主张尽快恢复谈判进程；

另一个是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阵营

和委内瑞拉等国。但二者立场也稍有差异，前

者与美国更多在谈判的时间表和具体领域存在

严重分歧，而后者则坚决反对美国主导这一个

一体化组织。同时，分属支持和反对阵营的不

同拉美国家也因此出现激烈交锋。其中，时任

委内瑞拉总统与墨西哥总统大打“口水仗”，各

方分歧之严重，使2005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未能在闭幕会议上通过最

后文件而结束的首脑会议⑭，而会议举办地阿

根廷的马德普拉塔成为FTAA的坟墓。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金融、世

界贸易等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受到挑战，其长

期单独决定全球经济规则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

弱，尤其是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迅速扩张所

带来的威胁。因此，美国力图通过FTAA加快

将“拉美后院”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希望凭借雄

厚的经济实力在西半球发挥经济领袖作用，加

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换言之，美国

正是因为在制订世界贸易规则等问题上的主导

能力下降，才希望通过建立FTAA来加强自身

的分量，但恰恰在FTAA谈判的进程中又凸显

了其主导能力的下降。

其次，FTAA为拉美区域一体化的深化提

供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半球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趋势：拉

美地区的“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南北美洲

之间的“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而随着

FTAA——“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谈判进程

的启动、深入和陷入僵局，在某种程度上又推

动了“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的复兴。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影响拉美地区的区域

一体化制度变迁的原因，既有内部压力也有外

部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执行的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了地区经济一体

化的快速发展。因为进口替代战略的施行，必

须为其自身的工业品寻找市场，再加上过度保

护所导致的产品缺乏竞争力，这些“压力”迫使

拉美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建立相应的经济

一体化组织来扩大和延伸市场。20世纪60年

代，拉美国家迎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

1960年，拉美11个国家通过签署《蒙得维的亚

条约》，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同年，

中美洲4国开始筹建“中美洲共同市场”的进

程；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和“拉普拉塔

河流域组织”等机构开始组建⑯。

在FTAA谈判中，以巴西为主要谈判对手

的一方，通过在南美洲整合不同次区域经济集

团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力量。2004年，以巴

西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不仅与安第斯共同体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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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南美洲12国于年底

成立了“南美国家共同体”⑰，将拉美地区的一

体化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人们

对南美国家共同体的诞生、运行机制以及日后

的发展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从当初玻利

瓦尔的梦想到今天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正式成

立，应该说这是南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

个标志性事件，而其中巴西的推动作用功不

可没。有学者认为，巴西积极推动建立南美

国家共同体主要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

略性构想，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更注重政治利

益，而非经济利益⑱。

再次，FTAA促使反美的美洲玻利瓦尔联

盟的建立。如果说以巴西为首的“南共市”等国

与美国是在FTAA的谈判上存在分歧，那么

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国家则是坚决反对和抵

制FTAA。而且，在西半球，还有一个特殊的

国家——古巴，它是唯一一个被美国排除在

FTAA之外的国家，并且其政权可谓美国的眼

中钉。然而，1999年至2006年期间，先后有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乌

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巴斯克斯、玻

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以及

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等左派政党上台执

政。这些左派政权或者同情或者支持古巴的社

会主义政权。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不仅

支持卡斯特罗，并且与其一道与美国唱反调，

古巴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或者

“反美轴心”。

事实上，正是出于对抗FTAA的形势需

要，一个全新的一体化组织诞生了。2001年，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倡议首次由委内瑞拉

提出，并于2004年该国和古巴共同发表关于

创立该组织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实施协定。该组

织旨在加强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发挥

各国优势，来解决本地区人民最迫切的社会问

题，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推动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民的一体化和拉美国家大联合，抵制和

最终取代美国倡导的FTAA。2009年该组织更

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该组织先后吸收了

玻利维亚等左翼政府国家的加入。目前，共有

11个成员和3个观察员国。⑲

自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立以来，不仅在政

治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在经济上也力图“去美

元化”。一方面，积极维护内部成员的权益，

如，支持古巴参加美洲峰会、要求美国停止对

委内瑞拉的敌对行动；另一方面，对区域外国

家进行声援，如，反对有关国家试图颠覆叙利

亚政权等。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该联盟曾

展开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

经济秩序的较量。认为美国是该地区的威胁，

而“没有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

界会更美好”⑳，与此同时，还启用联盟的共

同货币“苏克雷”，以便利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

算，促进贸易交流，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成

员国在外贸中对美元的依赖，打破美元的垄断

地位。不过，由于该组织区域内贸易量较小，

“苏克雷”投入使用后对于成员国减少对美元的

依赖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

成员国，其绝大部分贸易依然是与美国和欧盟

之间进行。目前，美国依然是委内瑞拉最大的

贸易伙伴，而且是其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据统

计，2014年委内瑞拉对美原油出口量为每天

70万桶。同时，欧盟则是委内瑞拉第二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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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和投资来源地。因此，此举是政治意义居

多的象征性举动。 此外，该组织还积极拓展

与拉美其他其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与南方

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共同体之间建立的“互补经

济区”来整合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交通

通讯、生产培训、旅游、贸易和一体化及社会

和文化资源。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与去美国化趋势

NAFTA的建立一度显示出美国力图主导

西半球区域经济合作的雄心。如前文所述，

NAFTA和FTAA对美国的战略布局和国家利

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不仅FTAA已经

“死亡”，运行了20余年的NAFTA也争议不

断，随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美

洲地区出现了去美国化的合作趋势。

首先，NAFTA、FTAA符合美国的国家

利益。有的学者指出，国家大战略制订的前提

是确定国家的利益是什么。而国家利益的确定

将推动该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国家利益决定

了国家的基本方向，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基

本类型和数量，也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必须遵

守的资源运作方式。为此，我们先考察一下美

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又是如何排序的。

（具体见表1）

从表1可见，“波斯湾石油安全，石油价格

合理”这项美国“高度重要利益”，以及在“国际

经济开放”、“巩固与发展民主，尊重人权”这

项美国“重要利益”中，墨西哥和NAFTA以及

FTAA都与之高度相关。其中，在石油方面，

据统计，在1947～2000年期间，美国石油进

口的78％～100%来自三个地区：西半球、中

东和非洲，而西半球几乎一直是其最大的一个

地区来源。如果按照国家计算，沙特阿拉伯、

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5个

国家占2000年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69% 。

可见，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地区

对美国石油进口的重要地位。在国际经济开放

领域，有的学者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增加

美国进口品的价格，减少美国的出口量，从而

导致美国生活水平的下降。经济封闭到什么程

度，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在推进

民主和人权方面，美国已经指出FTAA所代表

的就是民主和富强的道路，而反对FTAA（委

内瑞拉等国所代表的）是历史倒退之路。因此

NAFTA和FTAA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影

响，而国家利益也决定了国家战略走向。

资料来源：［美］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

表1  美国的国家利益排序

美国国家利益 排序

1 本土防御 生死攸关利益

2 欧亚大陆国家间的深度和平 高度重要利益

3 波斯湾石油通道安全，石油价格合理。 高度重要利益

4 国际经济开放 重要利益

5 巩固与发展民主，尊重人权。 重要利益

6 保持没有严重的气候变化 重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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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恰恰又是NAFTA和

FTAA使美国的重大战略构想受到重大打击，

其中，本文曾多次提到NAFTA具有“实验室”

意义，但并非都是正面的，其中也不乏负面作

用。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执行中的失

误或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签

署过程中引起的巨大争议，成为FTAA的反对

者借以攻击它的把柄。

其次，NAFTA区域合作样板备受攻击。

NAFTA运行20余年来，不论是谈判中还是

建成后，也不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在墨

西哥，引发的争议可谓旷日持久。2008年

和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以及

在当选后，提出的关于重新谈判NAFTA的

竞选承诺，再次将NAFTA议题推向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

奥巴马在竞选时明确指出“NAFTA在当初

签署时存在明显的缺陷，今天需要对此进行修

改并加以完善。他强调NAFTA的条文中应当

具有可执行的劳工和环境标准，还应当终止企

业所具有的起诉政府的权力”，并且在当选后

他依然承诺要重新谈判NAFTA。尽管有分析

人士认为奥巴马有关重启NAFTA谈判的承诺

难以兑现，但NAFTA议题被总统候选人作为

重要的竞选承诺可见这个问题对美国选民的重

要性。NAFTA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是就业和贸

易赤字问题。

实际上，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存在重新谈判

该协定的强烈呼声。其中，加拿大存在强大的

“草根运动”以保护自然资源免受NAFTA的掠

夺性条款的破坏。一些具有广泛基础的团体，

反对NAFTA中的能源条款，因为该条款规定

了加拿大即使是在自身短缺的情况下也需向美

国出口石油；也反对NAFTA第11章中有关投

资者的条款，该条款赋予投资者具有起诉政府

的权利；对于允许散装水的出口条款也表示

反对。与此同时，关于墨西哥加入NAFTA签

署20余年以来的利弊得失的争论可谓经久不

衰，而在农业、就业和环境等方面造成的负面

影响往往成为反对者攻击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力

论据。一度出现了大批民众要求修改NAFTA

农业条款中对玉米和豆类作物的规定的示威游

行活动。早在2003年，墨西哥时任总统福克斯

曾要求开放该条款，但遭到美政府的拒绝。

NFATA在争议中诞生、在实施中争议。而

对于它的前途既有以往的能否“走向北美共

同体”的疑问，也有类似“再谈判论”的观点。

的确，NAFTA条款规定，任何单方面就该协

定提出再谈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各方还可以

在提前六个月通知的情况下宣布退出该协定，

这些似乎也为“前途未卜”提供了法律依据。不

过，美加墨三国政府一直为NAFTA成立以来

在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就业方面取得的

成就背书。

再次，拉共体建立与“去美国化”趋势的显

现。2011年，一个涵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

33个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

“拉共体”）正式成立，这是在美洲首次出现

的排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参与的

区域性组织。尽管，有观点认为拉美加勒比共

同体与美洲国家组织一起在区域性和国际重大

问题中发挥作用， 但仍有舆论认为前者可能

最终取而代之。此举意味拉美地区力图摆脱美

国和加拿大处理地区事务，这也是美国在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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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影响力下降、拉美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

响力增长的信号。

在“拉共体”的成立提上议事日程之际，巴

西和墨西哥两国决定开启关于双边“经济一体

化战略协议”的谈判。实际上，作为拉美地区

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墨西哥两国虽然有过

合作伙伴关系，却一直处于疏远的状态。其

中，既有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的关系，更有美国

对墨西哥施加的巨大影响力的因素。长期以

来，墨西哥与巴西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墨

西哥一直向美国靠拢；巴西则在冷战结束后发

展独立于美国的多元化的对外关系。巴墨多年

来的冷淡关系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1993

年，当墨西哥与美国签署NAFTA协定后，巴

西曾有舆论认为，墨西哥加入NAFTA后将不

再是拉美地区的一员，因为它攀上了美国这个

“高枝儿”。近年来，巴西通过成立“南美国家

共同体”似乎进一步将墨西哥孤立在拉美国家

圈子之外。 而在围绕拉共体的建立，墨西哥

不仅采取了支持成立一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参

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作法，还在积

极与巴西寻求建立双边的经济战略协定，其意

义可谓深远。虽然墨西哥有意向拉美其他国家

靠拢，并试图与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构筑较为

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巴西与墨西哥建立经

济合作关系的意图还在于利用NAFTA这个平

台，以此打通北美市场。所以，在某种意义

上，NAFTA反而成为了吸引巴西与墨西哥进

行经济合作的一个因素。虽然围绕NAFTA的

争议不断，但它依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墨

西哥与美国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尽管拉美地区一度出现所谓的“去美国化”

现象，但美国在拉美地区不仅有坚定的盟友，

还通过与该地区众多国家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

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近年来，美国开始

新一轮对拉调整政策，显示“重返”拉美之势。

太平洋联盟建立及对其他次区域组织的

影响

2012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

4国签署《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太平洋联

盟”（以下简称“太盟”）正式成立。该组织

旨在加强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贸易政策协调，

促进联盟内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

通，致力于将联盟打造成为对亚洲最具吸引力

的拉美次区域组织和亚洲进入拉美市场最便利

的入口。

首先，太盟来势迅猛与南共市并驾齐驱。

目前，太盟有4个正式成员国、2个候选成员

国以及42个分别来自美洲、欧洲、大洋洲、

非洲和亚洲的观察员国。成立4年来，成员国

间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实现了零关税，并

且剩余的8%将在2030年前完成；实现了整合

证券市场、互免公民短期签证、共享海外使领

馆资源等领域合作举措。据统计，当前“太盟”

4国覆盖2.12亿人口，地区产值占拉美地区的

36%，而贸易额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分别占

整个地区的50%和41%。

而由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

于1995年创建的“南方共同市场”现有6个正式

成员国，分别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

圭、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以及智利、秘鲁、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等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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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国（厄瓜多尔于2013年正式申请入市）。

据统计，上述两个次区域集团不仅涵盖了

拉美地区最大的7个经济体，而且两者对外贸

易额占拉美地区外贸总额的80%，两者产值占

整个地区产值的90%。同时，2014年，两个集

团之间的贸易额也达到474亿美元，其中太盟

对南共市的出口额为237亿美元。

其次，“太盟”和“南共市”似乎是拉美分化

的集中表现。有观点认为，“太盟”的崛起和“南

共市”的衰落是拉美分化的集中表现。我们看

到，“太盟”的成立和发展恰恰是以“南共市”主

要成员的发展陷入低迷为背景的。自2011年

以来，南共市中的巴西的政治经济陷入持续混

乱；阿根廷左翼基什内尔政府则在经济低迷中

下台，并被右翼政党取代；委内瑞拉执政左翼

政党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且总统处境堪忧。而

“太盟”的出现使“南共市”不再是该地区唯一能

团结和鼓舞地区发展的集团。

由于“南共市”主要代表的是“中左翼”和“左

翼”南美国家，被认为是在集团内部发展中国

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世界的主要的金融

中心和传统强国持保护主义的政策等典型例

子，而且反资本主义色彩浓厚。但是，太盟却

主要由美国的在拉美的盟友创建，他们与美国

和西方主要国家均保持密切的关系，其执行的

政策与南共市差异明显。

实际上，“太盟”的应运而生的确与拉美近

年发展的大背景紧密相连，即本世纪初拉美向

左转后，“左翼”政党执政以来政策受到一定考

验，并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

再次，加强两个重要集团间的合作是共

赢之举。尽管人们对两个集团的差异给予更

多关注，但现实中，两个集团以及有关机构

却在做着让两个集团之间减少差异、携手

发展的努力。历史上，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ECLAC），从理论到实践对拉美地区一体

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面对拉美一体

化出现的碎片化发展态势，该组织积极搭台并

力促它们之间的合作，因为该组织认为，只有

这样才能最终加强整个拉美地区在全球治理体

系上的话语权。同时，两个次区域集团自身也

表现出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其中，作为南共

市的领头羊，巴西也积极希望加强两个次区域

集团之间合作，并曾呼吁双方尽早完成自由贸

易协定的签署。 而作为“太盟”创始成员国的

智利，同时也是“南共市”的联系国。正是这一

便利的身份，让其可以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

智利认为，两个集团只有汇聚共同点、加强合

作、相向而行，才能都“做强做大”，而双方的

合作不应只局限于关税的削减方面。

其实，尽管“南共市”的发展因主要国家的

经济表现不佳而遭遇瓶颈，但它以覆盖2.75亿

人口、产值占南美地区的82%、全球最大食品

生产来源地和全球最大已探知出来的矿藏和能

源储备，而依然是一个地区的巨无霸。其发展

具有巨大的实力和潜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 本 文 系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之“中拉整体

合作研究”子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5ZDA067）

注释

宋晓平等：《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研

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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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Power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Four Major Trans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me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Yang Zhimin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 American region not only has the most developed "North"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ut also has a large number of  developing "South" countries.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mericas (including the Nor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that 
period, there have been four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the first one is the new mode of  the North-South cooperation after the first 
global North-South free trade zone i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second one is the North-South confrontation situation due to the 
initia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the third one is the "de-American" tre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the fourth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on Pacific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other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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