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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３ 年的 “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 的引言中我们曾提到， 当下中

国经济政策和结构的全面深刻转型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ａ）。 那一册的题目为 “中国：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模式”。

这个新模式同时涉及传统的经济学和制度学层面。 蔡昉、 宋立刚和我在

２０１３ 年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ｂ） 以及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的 Ｄｅｂ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分析讨论， Ｄｗｉｇｈｔ Ｐｅｒｋｉｎｓ 等

（２０１３） 则对制度学层面的变化进行了探究。
我们在 ２０１３ 年就注意到中国的这些转型和变迁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国际

影响。 这些变化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显得尤其重要。 作为世

界人口总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旧的增长模式下的发展形成的是最强的举世

罕见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 这导致了 ２１ 世纪初全球范围内资源需求量的

激增， 对于澳大利亚和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凡。
那么，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未来的走向如何， 它的发展又将如何影响

全球资源经济？ 本文将简要探究到目前为止相对直接的经济层面的影响， 以

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对于澳大利亚国际资源贸易至关重要的冲击。

一　 由旧到新： 增长的特征变化

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大量且迅速的投资增长， 尤其是工业活动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铸就了这样的增长， 使得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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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变化较为稳定的前提下的大规模城镇就业得以实现。 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

产出价值的增速， 收入中利润所占份额持续增长， 反过来导致了居民储蓄的

持续增加。 其中大部分的储蓄增长都又反作用于投资， 强化了投资导向型经

济增长模式。
与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是较高的总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增

长， 中国深入并且仍在深化的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也是其驱动力之一。 全球化

导向的增长模式下， 中国在 ２１ 世纪初贡献了大部分的世界贸易增长， 以及

大部分可用于国际投资的国内储蓄对投资顺差的增长。
中国在 ２１ 世纪初的增长是二百多年前英国现代化经济发展之后最为迅

速且持久的增长， 同时也是最大的投资密集型、 金属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

增长。
改革期间， 这种总支出中的高投资比被中国政府应对国外大规模的经济

衰退的相关政策强化。 第一波在 １９９７ 年到 １９９９ 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

（ＭｃＬｅｏｄ ａｎｄ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１９９８）， 面对西太平洋贸易伙伴货币的普遍贬值， 中

国政府选择了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 为了在出口增长率和净出口下行

趋势下维持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产出增长率、 就业率以及收入水平， 当局采

取了规模更大的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 第二波起于 ２００８ 年的全

球经济危机。 此次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要比亚洲经济危机更为广

泛， 并且潜在的波动性更强。 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仍旧是稳定汇率， 采

取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来稳定产出和就业。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的财政和

货币扩张力度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要大得多。
１９９８ ～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的凯恩斯主义扩张在维持强劲的经济增

长的连续性上是非常有效的。 这些扩张主要通过行政体系中联系紧密的机构

来执行， 包括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供者，
以及在重工业领域异常活跃的国有企业等， 都从国有银行汲取了大量资金。

而结果就是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并且变得比消费更

加金属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 因此， 在 ２１ 世纪早期的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在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的发展对国际能源和金属市场的压力极大地增加了。
人口总量最为庞大的国家高速的投资密集型、 能源密集型和金属密集型

增长促成了全球经济领域经历的最大、 最持久也最广泛的贸易需求的增长。
图 １ 和图 ２ 显示了 ２１ 世纪以来到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如何推动了全球能源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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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属 （钢材） 需求量的强劲增长， 这两种类型的商品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

发展极为重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 能源和金属需求量增长在其余国家的

放缓和在中国的持续加速， 可以看出中国在该贸易领域的核心地位愈发突出。

图 １　 中国与其他国家煤炭消耗对比

资料来源： ＢＰ （２０１５）； 作者自制。

图 ２　 中国与其他国家钢材消耗对比

资料来源： 国际钢铁协会 （２０１５）； 作者自制。

中国需求量的持续增长令金属和能源供应商都颇为震惊， 目前提高采矿

能力的投资相比于对金属和主要能源资源的需求来说要落后很多。 能源和金

属价格已经提高到或者接近所有实际生产时期的最高水平， 图 ３ 至图 ５ 分别

显示了动力煤、 石油和铜的价格指数变化。
驱动经济发展朝新模式变化的力量有两个： 一个是成功的经济本身所造

成的直接压力， 另一个是国家目标和政策开始朝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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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动力煤价格指数变化

注： ２００７ 年价格为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Ｍｕｎｄｉ 指数 （２０１４）， 转引自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５）。

图 ４　 原油价格指数变化

注： ２００７ 年价格为 １００。
资料来源： 价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美国能源资料协会； 美国商品平减指数来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数据 （２００７ 年美元数据）， 转引自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５）。

内、 国际自然环境更少的破坏的转变。 目标和政策领域的变化本身就部分源

于对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 降低追求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优先性， 提高

其他层面的生活质量。
成功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压力主要源于在人们从农村地区到城镇地区工作

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 Ｃａｉ ２０１０；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０；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ｉ ２０１３；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０）。 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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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铜价格指数变化

注： ２００７ 年价格为 １００。
资料来源： 伦敦金属交易所价格数据， 美国商品平减指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数据 （２００７ 年美元）。 转引自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５）。

到城镇的人口流动降低了对于农业资源的压力， 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物质生活

水平。 中国早期快速经济发展之后仍留在农村的人们相对来说能在当地找到

更好的机会， 因此要让他们如前人一样迁移至城镇就需要更大的经济激励。
因此， 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政府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再分配到了农村居民和农村

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健康、 教育、 通信和交通等， 以及足以吸引人口流动的城

镇工资。 长期以来生育率低于劳动力替代率造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数

量逐年降低。 而城镇劳动力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了对于稳定工资水平的

需求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５ 年以来， 非熟练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和工资上涨速度快于产出价值

的趋势在主要的沿海城市都非常明显， 而这种情况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逐年蔓延。 经济危机的爆发短暂地打破了这种趋势， 但是 ２００９ 年之后， 随

着强有力的货币和金融扩张政策的生效， 这种情况又继续扩散。 自此之后，
尽管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但这一趋势始终没有改变。

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开始推动经济结构上和增速上的深入改革， 而这

终将推动国民收入领域消费比重的上升和储蓄、 投资比重的下降。 总支出中

投资比例的下降反过来也可以降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以及累计增长率。 从

２０１２ 年起， 随着劳动人口总量增长停滞乃至下降， 劳动人口的劳动力贡献增

长率也出现下滑甚至接近零。 资本和劳动力贡献率增长率的下跌在长期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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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整体经济增长下降几个百分点， 从每年 １０％下降至 ７％， 并维持在低位。
政策和目标的变化则是渐进式的， 但在 ２０１２ 年基本成型。 政策的实施

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目前也有相当强的施行动力。
自 ２１ 世纪早期以来， 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直就是经济学家和部分民

众、 领导人批评和担忧的一个原因。 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 扩大消

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的政策在上一届政府时期被制定并且不断强化。 在全球

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放缓期间， 这些政策的重要性下降， 但在 ２０１０ 年又回到

了政府议程中， 并且在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的 “十二五” 规划中成为中心工作。
２１ 世纪初的能源密集型发展模式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给全球环境带来了

很大压力，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空气质量和水质恶化的重要原因， 同时会严

重损害人类的健康和预期寿命。 由于煤炭在电力生产和工业领域都是最为主

要能源来源， 全球和各地区的环境成本都非常高。
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 １０ 年中， 中国贡献了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量， 这引起了中国科学界越来越大的不安。 而这些人恰好有渠道向国务院总

理和其他主要政策制定者反映相关情况。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减缓人为引起的

气候变化达成了越来越强的行动共识，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

召开前后，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遭到了来自发达国家政府的批评。 在

２０１０ 年的卡廷， 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降低经济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

承诺， 这需要在经济发展结构上有根本性调整。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对区域性环境影响的担忧已经唤起了很多的改变

措施。 在中国东部和北方地区， 空气中过量微小碳排放颗粒的危险性已经推

动了关于这些颗粒对健康影响的科学研究， 并且受到越来越多大众媒体的关

注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早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这就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要点

（Ｃｈａｉ ２０１５）， 也成为推动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能源密集程度和居民用煤量的

政策制定的独立而强大的驱动力。
官方的政策导向仍是继续强化削减能源依赖度和煤炭的替代性低排放能

源的重要性。

二　 平稳或艰难的转型

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的结构调整在幅度和节奏上都非常重要且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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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 如果在主要的增长指数中观测到快速但渐进的抵消变化， 而

工业产出、 就业和大部分人的收入仍然保持合理的强劲增长， 就可以视为是

一个平稳的模式调整过程。 但也可以将投资份额下降、 消费比重上升、 生产

率不再能够弥补出口和收入领域的低贡献率视为平稳的调整过程。 在后一个

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出口和收入增长的危机， 而这可能会导致财政和政治的错

位， 从而严重阻碍生产增长。
在一个平稳的模式调整中， 尽管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贡献增长率下

滑， 但 ＴＦＰ 仍会维持在一定水平或有一定的加速趋势。 实际工资水平的提

高对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压力。 在新的发展模式下， 用生产率的提高来减

缓产出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是有可能的。 市场监管和交易机制的升级可以提

高生产率。 新的增长模式下， 对于教育领域投资增长的关注以及学龄人口

的大幅缩减可以带来劳动力质量的显著提高， 而这恰好可以表现为 ＴＦＰ 的

增长。 提高生产率增长幅度的成功取决于 Ｐｅｒｋｉｎｓ （２０１３） 两年前在相关论

文集中提到的制度改革： 需要维持国际经济领域各方面开放度， 需要深远

的财政系统改革， 以允许资本更加迅速、 更大规模地流动， 从而达到最高

的利用率。 ＴＦＰ 的强劲增长需要接受经济活动各构成单位的快速变革， 以

及相对优势的快速转换， 也需要市场机构的改善， 如可以通过提高国家机

关在处理国家和私人机构及其他私有业务关系时的透明度和可靠度来实

现。 而这些改善都需要首先强化个体和实业的合法权利。 教育和培训领域

的大力投资对于成功维持和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过程

中， 中国国内以及与国外商业个体和企业间便捷且成本低廉的经济信息交

换极为重要。
增长新模式的调整需要总投资绝对值的缩减， 而不只是投资在国民支出

中所占份额的降低。 所需的投资水平的变化以及由此对进口的需求变化依赖

的并非经济增长率本身的高低， 而是增长率的变化程度。 如果用经典的凯恩

斯加速理论来看， 在新的增长模式下， 出口的增长率应该降低将近 １ ／ ３， 从

每年 １０％降至 ７％ （最终将降至更低）。 若不考虑那些能够决定资本产出率

的生产力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 投资水平预期会以同样的比率下跌。 消费水

平则需要迅速提高， 以较大总量维持内需， 以此来持续这样一个新的可能相

对较低的增速。
平稳的调整过程包括消费的增长和投资的下降。 其中， 消费在国民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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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入水平的低速增长中的比重逐渐上升， 与此前多年的旧增长模式中的情

况相反， 可以看到消费的增长呈现越来越强的势头。 但是由于缺乏及时且大

规模的消费增长， 仍然存在收入水平、 总支出以及出口出现令人不安的骤降

的风险。
投资水平和份额的降低已经对跨行业需求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

是投资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消耗量比消费要大得多， 因此， 投资水平的突然走

低就意味着在旧增长模式中占核心地位的重工业产品需求量的大幅缩减。 煤

炭和钢铁首当其冲出现了需求水平的下降， 同时在国家目标层面逐渐重视的

环境公共福利压力下， 煤炭还受到能源生产领域低碳排能源的比例不断增加

带来的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而逐渐放缓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人

口规模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增长， 包括住房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 与投资商品的需求变化一样， 这引发了许多在旧增长模式中占据重

要地位的商品的需求量绝对值的下跌。 这也是当前中国许多城市中房地产供

大于需引发的焦虑的主要构成部分， 如此情况可能会加速原材料工业领域的

供给过剩。
新的增长模式中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加速旧模式后期已经出

现的部分经济领域的失调。 ＧＤＰ 中投资份额不成比例的过高， 是部分重工

业和基础建设领域中国家代理渠道出现的过度投资造成的。 尤其是在过去

这些年的旧增长模式下， 省级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支持与税收

的增长密切相关。 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领域发展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

在面对这些旧模式的支柱倒塌时是相当脆弱的， 而在投资主导的高速增长时

期依靠城市建设发展获得税收暴利的省份和地方政府也不能幸免于难。 在新

的经济增长模式下， 投资在城市发展和重工业领域的部分撤出导致地方财政

严重不平衡， 也造成了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５；
Ｙｕ， ２００９）。 对于新的增长模式来说， 成功的转型需要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
但是源于传统投资主导增长的借贷模式的脆弱金融机构使得这个进程困难

重重。
宏观经济或金融领域严重失衡的实质化会影响国家适时实施相关政策以

保障新经济模式转型的能力。 平稳转型面对重重阻力。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房

地产行业经济活动的大幅减少和随之而来的钢铁和水泥需求量下跌暗示了暂

时性崩溃转向持续性下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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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为止的增长转型

这个部分介绍当今国际上购买力最强的经济体的发展转轨和政策转型

的初期发展阶段。 随着新增长模式而来的经济压力在 ２０１０ 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的复苏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２０１１ 年后， 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政策调

整。 经济结构上的预期变化数据已经很明显了， 但大多数变化都还较为

微弱。
在这里笔者将重点关注传统经济领域的变化。 ２０１３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

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了新的增长模式所必需的质变和制度层面上的变化。 尽

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持续而有效的应用， 但这些内容都被强调需要认真对

待。 即便在最佳的环境下， 制度层面的变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对这些

领域的改革成果的评价也要在数年之后才能做出。
与新模式的要求一致， 经济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已经放缓， 如图 ６ 所示。

意识到国民产出可能会更加疲软， 近来政府领导人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已经

降至 ７％左右。 ２０１５ 年以来宽松化的货币政策也只能够支撑在这个水平上下

的增长， 按照改革时期的标准来说这个表现算是中规中矩。

图 ６　 ＧＤＰ 和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率走势

注： 低技术行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建筑行业的平均工资为估算标准。
资料来源： ＩＭＦ⁃ＩＦＳ， 国家统计局。

实际工资增长在 ２００９ 年首次超过产出增长。 之后工资的增长相较于近

年来逐渐放缓的实际产出增速来说， 一直都保持着更强的势头。
用于测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峰值， 随后便出现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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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稳步的下降 （见图 ７）。 基尼系数的变化轨迹显示了工资相对于实际产出

不断提升的增长率， 也体现了用于降低不平等的政策的引入。

图 ７　 中国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为了回应全球金融危机而提出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

导致在总产出中投资贡献的比例持续上升， 在 ２０１１ 年接近 ５０％的峰值 （见

图 ８）。 这个数字与中国之前的情况相比， 乃至与其他任何时期的经济体相

比都异常高。 而消费所占比例则在前两年跌到了最低值 （２００９ 年政府消费

跌到最低， ２０１０ 年家庭消费跌至最低）， 之后缓慢走出谷底。 新的经济模式

在大方向上表现为投资比例的下降和消费比例的上升， 但是目前为止这样的

变化还是太过微弱， 几乎难以察觉。

图 ８　 ＧＤＰ 中的消费与投资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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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后呈现复苏态势的国内支出的迅速增长主要来自投资而非消费

领域。 这是中国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盈余因 ２００８ 年之后的扩张政策而迅速

缩减所产生的主要影响 （见图 ９）。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结构上的微弱痕迹。 在

图 １０ 中， 从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对于中国 ２１ 世纪以来劳动力存量、 资本存

量以及 ＴＦＰ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估计可以看出这种痕迹变得更加清晰。

图 ９　 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图 １０　 各要素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注： 所有经济增长率均以各变量水平的对数值差异计算。 ＧＤＰ 以 ２０１２ 年的美元价格

为计算标准。 数据结果是基于 ２００５ 年 ＥＫＳ 法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指数 （ ＰＰＰ）， 加入了对

ＧＤＰ 平减指数变化的考量。 原 ＥＫＳ － ＰＰＰ 值采用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以世界银行 ２００５ 年国际比较计

划 （ＩＣＰ） 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为基准所做的计算。
资料来源： 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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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对于增长的贡献虽然较小， 但在 ２１ 世纪早期还是正向的，
之后就缩小到了可以忽略的水平。 面对当下各年龄层劳动人口不断下降的现

实， 这样持续微弱但正向的供给反映了劳动力参与率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除了 ２００３ 年外， 资本存量的增长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就一直作为总产出的主

要增长点。 在 ２００６ 年其贡献率达到 ７％ 的高水平， 并且一直保持这样的

态势。

ＴＦＰ 对于总产出的贡献率虽然一直以来在数字上都不如资本的贡献率

高， 但是以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 这个领域也对整体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 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 到最近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２００８ 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ＴＦＰ 的贡献率就大幅下降， 直至 ２０１２ 年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 ２０１３ 年完全消失，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升的迹象。

因此， 从 ２０１１ 年起， 中国经济增长对于资本存量增长的依赖程度可以

说达到了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水平。

这条信息的震撼度和重要度都使得对其的使用需要十分谨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

ＴＦＰ 出现的走向历史新低的趋势做了分析 （见图 １１）。 其中计算了许多国家

和国家联合体的 “增长潜力”， 并且分析了劳动力存量、 资本存量和 ＴＦＰ 相

应的贡献率。 这份观察对于中国的分析与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存在不

同但很相似。

图 １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发达国家总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率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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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中国总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率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５）。

图 １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其他新兴国家总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率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中国的计算如图 １２ 所示。 这个数据和美国经济

咨询委员会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资本存量均被认为是一个稳定且贡献率较

高的要素。 在 ２１ 世纪初， ＴＦＰ 的贡献还较高，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逐渐

下滑。 不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ＴＦＰ 在未来还将持续推动要素生产的

增长， 而资本存量虽然将一直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主力， 但并不会成为压倒

性的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测算结果的分歧部分源于一个

着重于经济增长潜力， 而另一个关注实际的经济增长。 如果实际增长低于可

能的增长率， 那么测算结果的不同就会显现， 因为一些贡献率较小的要素在

前者中存在， 而不可能在后者中被计算进去。 此外， 对于资本存量和 ＴＦ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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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测量困难。 对于资本存量中折旧率的假设差之毫厘，
那么结果的计算就会谬以千里， 最终反映在生产率上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这些计算的细节问题， 关注主要的结论更有意

义。 资本存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成比例的贡献率在新的增长模式下会逐渐

下降。 但目前还没有很多迹象显示出现了这样的转变。
倘若中国新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较为平稳， 那么稳定或上升的生产率增

长贡献能够补偿资本贡献率的下降。 但是当前存在的证据刚好相反，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生产率的增长显著下滑， 经济的增长现在愈发依赖资

本存量的增长。
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中国当前在宏观结构调整所必需的步骤上进展甚微

的结论。 新的增长模式所需的大部分的结构调整还需要在未来付诸实践。
最新的这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也为理解中国总体生产率增长放缓提

供了国际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生产率提高放缓在发达国家仍然很明显

（见图 １２， 当然在更早些时候这种衰退要更加明显）， 即便在其他的新兴市

场经济体中 （见图 １３）， 也比中国的衰退情况更为严重。 这提醒我们在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２１ 世纪以来， 尤其是在金

融危机之后， 全球范围内生产率提高都面临更为艰难的境况， 此前依赖生产

率提高的经济增长策略已经不再适应现实。 中国可能不得不为了新的发展模

式做出结构性的调整， 尽管总体上增长会不出所料地出现放缓， 但这也有助

于完成一个平稳的经济转型。

四　 目前为止对于全球资源领域的影响

中国的增长主导全球的能源和金属需求并且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推至前

所未有高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对于生产或者使用会对本地或者全球范围的

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商品来说， 其影响是决定性的。
从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看到这个终结过程。 在 ２１ 世纪早期， 中国对于煤炭

和钢铁的需求主导了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增量，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直到

２０１１ 年， 其增速甚至超过了所有经济体整体的增速。 到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对于

这些商品的消耗量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一半。 但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对

于这两种商品的消耗量增速急速下降， 在 ２０１４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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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范围内对于这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增速在 ２０１４ 年呈负增长。
新增长模式引发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当地和全球范围

内环境的影响得到了降低。 然而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新模式下对于环境问题

的重视程度和优先级别， 来自对旧增长模式下遗留问题的过渡性调整。 投资

在支出中所占份额的缩减仍在加速， 新模式自身能够带来的主要贡献还未真

正显露。
许多旨在直接改变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之间关系的政策自 ２０１１ 年起陆

续发布。 相关政策干预意图同时实现多个目标： 降低对于可能存在风险的外

部能源供给的依赖； 减轻自 ２００３ 年持续到 ２０１１ 年的贸易领域境况的恶化；
缓解乃至逆转国内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恶化， 降低对于人口健康和寿命的有害

影响；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全球范围内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贡献； 此

外， 在 “绿色” 环境友好型生产变得愈发重要的未来， 为中国树立一个能

够成为全球经济领域资本商品以及服务的有竞争力的提供者的形象。
这些举措在煤炭和钢铁领域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经济的减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煤炭需求的降低始自中国做出的一个承

诺， 即减弱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经济活动的能源密集度。 这个政策目标在 “十二

五” 规划中被强化为每年经济活动的能源密集度平均降低 ４ 个百分点的正

式标准。 从 ２０１１ 年起， 经济产出的能源密集度的降速就开始逐年加快， 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５％ 。 中国旧有的增长模式对能源的利用相当挥霍。 经济危机之

后， 能源利用率的提升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之一， 但实际上不只是能

源领域， 各方都在调整之前过度的消耗。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能耗的降低速

度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
电力领域的发展尤其重要， 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 电力需求量要比

经济产出的增速快得多。 但此后， 经济活动的增长速度就逐渐超过了电力

需求的增长速度。 ２０１４ 年， 当经济产出增速保持在 ７ ４％ 的时候， 电力需

求量的增速只有 ３ ８％ 。 实际增加的需求以及总电量供给中的部分来自那

些零排放的清洁能源， 按照比重大小排序主要有水能发电、 风能发电、 核

能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 （见表 １）。 太阳能发电从四年前几乎为零开始增

长， 增速最快。 其贡献的发电量的绝对值达到了风能和核能在 ２０１４ 年全

年的供电量总和， 并且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将超过风能和核能的供电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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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不同能源的发电量

单位： 万兆瓦时， ％

发电量

年份 合计 Ｔｈｅｒｍａｌ 水能 核能 风能 太阳能

２０１０ ４２２８ ３４１６ ６８７ ７５ ４９ ０

２０１１ ４７３１ ３９００ ６６８ ８７ ７４ １

２０１２ ４９８６ ３９２５ ８５６ ９８ １０３ ４

２０１３ ５３７２ ４２２２ ８９２ １１２ １３８ ９

２０１４ ５５５０ ４２０５ １０７０ １２６ １５６ ２３

比上年增长比例

年份 合计 Ｔｈｅｒｍａｌ 水能 核能 风能 太阳能

２０１０ １４ ９ １３ ４ ２０ １ ６ ７ ７８ ９ ７４

２０１１ １１ ９ １４ ２ － ２ ７ １６ ７ ４９ ９ ４５９

２０１２ ５ ４ ０ ６ ２８ １ １２ ７ ３９ １ ４１２

２０１３ ７ ７ ７ ６ ４ ２ １４ ３ ３４ １２５

２０１４ ３ ３ － ０ ４ ２０ １２ ５ １３ １５６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国家能源局。

火力发电产量在 ２０１４ 年下跌， 其中零排放能源 （生物能） 和低排放能

源 （天然气） 的比重从低位迅速攀升。 总体来看， 动力煤的消耗下降了约

２ ９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动力煤消耗的比重持续下降。 ３ 月动力煤消耗量与 ２０１４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１０ 个百分点。 中国的煤炭进口曾在能源密集型增长时期

达到全球最大规模， 但与上一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进口煤炭总量下降

了约 ４２％ 。

为了缓和电力需求并转移对煤炭资源的消耗， 不少政策干预已经付诸实

施。 初期政策中力度最大的是规定性政策： 强制关停或整改未达到排放标准

的设施。 宣传工作在整改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相应采用低碳排

技术生产补贴、 针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税收并减少补贴等措施也行之有效。

下一步政府的主要方向将转向市场机制主导的改革路径， 目前已经提出

了从 ２０１６ 年起， 将在两省五市开展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整合进入全国范围的

碳排放交易政策计划。 监管干预、 税收以及补贴等也将在未来的中国能源领

域对国内外环境影响的转型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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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的需求量也从 ２０１２ 年起开始显著减少， ２０１４ 年全面下降， ２０１５ 年

第一季度仍然继续这一趋势。 由于中国的部分钢铁制造企业由亏损转向出

口， 钢铁产量的绝对值也出现了下跌但幅度很小。
对于钢铁领域来说，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构影响无疑将

非常巨大， 但是这些长远的担忧在当前面临的挑战下都黯然失色。 受到因过

度供给而出现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削减以及脆弱的金融机构的影响， 钢铁需

求已经遭遇重创。 对于环境友好型设施的强调使得靠近沿海的城市圈如京津

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等地区， 已经开始关停许多钢铁

厂。 未来一段时间， 投资占总产出比重下降带来的影响也将逐渐凸显。
２０１１ 年之后， 中国钢铁需求量增速的下滑， 以及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上

半年出现的绝对产量的下降， 已经成为 ２０１２ 年以来国际钢铁需求下跌的主

要影响因素 （见图 ２）。 可以预期在未来新的增长模式下， 中国的钢铁需求

量将同投资占比一样持续下滑。 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逐渐成熟， 废铁再利

用进入再生产环节的比重将提升至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 新钢的产量和主要

的钢铁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将出现更为急速的下跌。
在 ２１ 世纪初， 国际能源和金属供给领域意识到并回应中国不断加速的

需求增长是十分缓慢的。 这也造成了几乎所有金属和能源国际价格的大幅增

长。 国际范围内的供给最终面临的是高价和需求增长的预期， 但是 ２０１１ 年

之后， 这样高速扩张的供给随着中国需求的下降而同时放缓。
图 ３ 至图 ５ 所显示的煤炭、 石油和铜的国际价格与镍、 铁矿石、 天然气

以及其他主要商品的价格变化是一致的：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大幅增长， 到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达到峰值，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显著下滑， 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又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上涨， 之后随着中国需求增长率的下跌以

及国际范围内供给的增长价格出现持续下降。 全球能源工业因此出现了供给

过剩的问题， 并且面临历史性的调整危机。
中国与其他的资源进口类国家一样， 通过大幅提高贸易额， 从金属和能

源的过度供给中获益颇丰。 这种收益模式的持续也将部分减轻新增长模式调

整带来的成本。 在削弱足够的旧的或者新的供给能力来平衡中国需求持续低

位下的供需关系之前， 不断走低的能源价格将在短时期内继续这种趋势。
２０１１ 年之后， 中国贸易结构的改善逐步显现成效且将继续这样的势头。

反过来讲， 这对于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来说意味着贸易额的大幅下降、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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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挑战乃至出现经济增长的倒退等问题。 自 ２０１１ 年起， 金属和能源领

域中国需求量和国际价格同步下降， 澳大利亚已经遭遇了收入和就业的低速

增长过程， 并且还需在未来的较长时段内应对资源需求量爆炸性增长阶段的

结束所造成的后果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３）。 印度尼西亚对于煤炭之外的金属和能

源价格的走高已经采取了抑制供给的紧缩政策， 但是单单在煤炭领域的供给

回应也足以使得该国此后亦面临巨大的自身调整问题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５）。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在本书中的文章指出了西非国家在金属和能源出口价格下跌之后将

面临的严峻经济减速问题。
２１ 世纪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日益显著， 其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

调整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五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资源领域的前景

２０１１ 年以降中国经济的低速增长已经显露旧增长模式下结构性问题所

造成的影响， 向新模式转型过程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虽然国民产出中投资比

重的下降和消费领域比重的长期性调整看来已经开始收官， 但对于旧模式的

扭转过程才刚刚开始。 尽管不断调整的支出收入比已经足以确保处理大量金

融危机前的贸易顺差和实现当期账户盈余增长必要的放缓， 但这个过程多是

通过投资而非消费完成。 旧模式所偏好的工业生产领域的投资增速已经出现

了相当程度的放缓， 但总体的投资比率还未出现明显降低。 此外， 生产率增

速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减损着对最终资本贡献率下降进而由生产率提高来推

动经济增长的预期， 至少在转型的早期仍是如此。
中国已经开始了转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过程， 并且已经有了减少经济

发展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良好开端， 但是新模式所需的所有要素的转型都还需

要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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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ｅｏ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ＩＭＦ—ＩＦ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ｎ ＩＭＦ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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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Ｌｅｏｄ， Ｒ Ｈ ａｎｄ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Ｒ （ ｅｄｓ ） （１９９８），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ｏ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ｆｏｒ １８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ｒ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０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Ｄ Ｈ （２０１３），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Ｒ ， Ｃａｉ， Ｆ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Ｌ Ｇ （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ａ：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ＮＵ Ｅ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１７ － ３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 （ ２０１４ ）， Ｔｏ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ａｒｄ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Ｗｏｎｇ， Ｃ （２０１５）， Ｃａｎ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Ｌｅｔｓ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Ｃｒｕｄｅ Ｓｔｅ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ｓｔｅｅｌ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ｒｕｄｅ⁃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Ｙｕ， Ｙ （ ２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Ｓｎａｐ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ｐｃ．
ｇｏｖ ａｕ ／ ｎｅｗｓ⁃ｍｅｄｉａ ／ ｓｎａｐ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 ｙｏｎｇｄｉｎ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１５

（王妍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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