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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澳〕 郜若素 （Ｒｏｓｓ Ｇａｒｎａｕｔ） 　 蔡 昉

宋立刚　 〔澳〕 江诗伦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引　 言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一书出版后， 中国

经济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

点》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６） 预测， 劳动力日益缺乏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

上升， 对中国原有的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相关的优势形成持续制约。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过度投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以及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

而产生的债务造成了投资过剩的严重后果， 这就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变

革， 这一变革与长期经济发展压力无关。 改革期间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人口

日益老龄化， 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殊挑战 （参见本书中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等的相关文

章）。 国际国内的环境诉求推动中国调整经济发展的重点， 并施加压力促使

中国摒弃原有的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与此同时， 中国还需要面对过

渡时期的特殊挑战， 即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 过渡指的是中国

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向新经济增长模式迈进。 这体现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的

“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
在全球经济波动不定之时， 中国的变革已经开始。 ２００７ 年年末全球

陷入经济危机后，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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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经济则呈现各不相同的发展历程。 许多国家在发达国家面临种

种问题的情况下， 继续保持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 许多主要依靠商

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 如巴西、 俄罗斯、 南非、
尼日利亚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经济体， 从 ２１ 世纪初到 ２０１１ 年一直受益于

中国强劲的资源需求， 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下进入了困难

时期。 近几年， 世界贸易扩张速度与产出相比较慢， 使中国和其他地区

失去了一个经济扩张的源泉。
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储蓄都远远高于投资， 因而形成了由市场配置的最低

的长期利率。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已经试探性地停止使用历史上最具扩张性的

货币政策。 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促进收入和产出的增长， 继续推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 投资仍然处于疲软状态， 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可以

达到的目标， 这一发展趋势遍布各国。 低迷的商业投资既是当代生产率增长

最低的后果， 也是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原因。 发达国家以及中国近期都出现了

类似的状况。
２００８ 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 世界经济增速下降到 １ ５％ ， 随后在

２００９ 年进一步下跌到 － ２ １％ 。 若非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 ２００９ 年

年底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到较高水平， 中国的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跌至

更低的水平。 ２０１０ 年， 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短暂恢复到之前正常的 ４ １％ ，
但是一直低于 ２０ 世纪中叶后任何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期的水平： ２０１１ 年为

２ ８％ ， ２０１２ 年为 ２ ３％ ， ２０１３ 年为 ２ ４％ ， ２０１４ 年为 ２ ５％ ， ２０１５ 年

为 ２ ４％ 。
为应对严峻的国际环境， 中国开始了结构性变革。 在中国投资导向型

经济增长的随后几年， 发达国家采取了 ２１ 世纪最为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 高投资供应产业的需求出现暴跌， 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中钢铁及其他

产品的过剩。 美国和欧洲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 其政治后果可能会进一步

恶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自 ２０１１ 年起，

经济增长就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降至

７ ７％ ， 随后进一步地， ２０１４ 年降至 ７ ３％ ， 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６ ９％ 。
中国领导人将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称为 “新常态”， 并将其体现于国

家规划中， 这意味着会出现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 也自然而然地伴随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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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出中更低的投资份额。
中国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世界上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减速， 但也存在

自身的原因和特点。 本书研究了中国经济变革中重要的结构性特点。 这些特

点将决定中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平稳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抑或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关注的是近期中国

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存量增长推动的态势。 改革以来的低生育率已经消除了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的增长。 这与人口老龄化的诸多后

果一起， 很久以前就已被预料到了。 未预料到的是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增

速的下滑。 这与平稳实施新经济增长模式所要求的恰恰相反。 新经济增长模

式所要求的投资率下降会使产出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除非生产率同时出现大

幅提升。 目前并没有出现生产率提升的迹象。
过去一年广义的宏观经济形势并未出现大幅改变。 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长存在较大的实际困难。 但是从 ２０１４ 年十分低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

度来看， 本书的估计是，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问题。 资本存量增长

速度的预期下滑与生产率和劳动力并未出现适应性调整， 消除了任一持续时

期内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提升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
就标准的增长核算而言， 按照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 中国的调整涉及

总增长速度的适度减缓。 劳动力停止增长、 资本存量增长大幅下跌以及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减速共同推动了这一增长速度的下滑。 同时， 中国必须实施一

系列政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消极关系， 以适度减缓总

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一

书密切审视了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每一个要素。 本书描述了人口

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劳动力的增长、 资本存量增长的推动因素和影响全要素生

产率的因素， 继而概述本书每一章的论述方法及主要内容， 从而有助于进一

步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从刘易斯到索洛： 中国的人口转型

正如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 所分析的，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十年， 中国的强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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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使其成为世界上由剩余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榜样， Ｆｅｉ 和 Ｒａｎｉｓ
（１９６４） 将这一分析应用到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 Ｍｉｎａｍｉ （１９７３） 将其应

用到对日本经济的研究。 在刘易斯式的劳动力盈余的经济体中， 生产率很高

并且初始规模很小的现代经济部门 （通常为城市或工业产业）， 其经济增长

为从农村地区涌入的劳动力所支撑 （从农村涌入的流动人口保证其经济的

快速增长）。 农村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比动态发展的现代工业部门低得多， 并

且其边际生产力也更低。
以中国为例，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６ 年， 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没有提高劳动力的供给价格。 这是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以现行的工资增长

率在现代工业部门工作， 从而使工资固定不变。
现代经济部门中， 工资增长比生产率增长更为缓慢。 收入中的利润份额

增加， 保证了高储蓄率。 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增长的趋势保证了投资的高

回报， 鼓励了现代经济部门中储蓄增长所带来的投资。
人口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地区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现代经济活动中， 大大推

动了国家层面的生产率增长。 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 技术积累促进

了生产率的提高， 现代经济部门的这种增长速度是农业部门达不到的。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数十年， 以每个人的产出来衡量， 中国的人口结构越

来越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改革开放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得到了一条普遍的经验， 即随着经

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上升， 生育率一定会下降。 儿童人数与劳动力的比率下

降， 使人口红利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 其他因素包括资

本存量和生产率的高速增长。 然而， 人口红利仅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短暂繁

荣， 最终低生育率会带来劳动力的低增长率乃至负增长率， 加剧人口老

龄化。
一国在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的时期， 也伴随着抚养比率 （年龄 １４ 岁及以

下的人口与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的总和与年龄在 １５ ～ ５９ 岁人口的比率） 的下

降。 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会比正常情况高。 人口红利通过几个不同的途径对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无论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

高， 会直接推动人均收入的增加。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的后半段， 刘易斯式的剩余劳动力人口时期走到了尽

头。 在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中， 过剩劳动力的尽头不是一个 “转折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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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 “转折期”。 整个国家出现工资增长速度普遍加快， 但增速并不均

衡。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 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增长率是 １０ ７％ 。 面对劳动力短缺

和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压力，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用资本替代劳动力。 劳动

力密集型产业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而降低， 而越来越多技

术先进、 资本密集的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增加。 广泛的经济影响体现为更高的

资本 ／劳动力比率和下降的资本回报。 中国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４ １％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４ ７％ （Ｂａ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型已经让位于新古典或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传统适龄

劳动人口群体数量下降使总产出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泉； 从农村地区到

现代经济区域的人口流动增长的减速也令生产率失去了主要的增长源泉。 生

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减缓削弱了其对投资的激励。 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力

资本的投资———教育水平与劳动力技能的提高， 而对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要求

越来越高， 这一点体现在对创新性和灵活复杂的资本、 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依

赖方面。
索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体中， 供给方面的改革目的在于改善市场品

质， 允许向更加多产高效的经济活动调整， 这是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

（Ｃａｉ， ２０１６）。
从供给层面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破除充分利用劳动力供给的障碍

相关。 这一点可以降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损失。
从 ２０１２ 年起， 适龄劳动人口 （１５ ～ ５９ 岁） 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据估

计， １５ ～ ５９ 岁的人口中， 经济活跃人口的数量从 ２０１８ 年起将呈负增长。 因

此， 尽可能地找到充分利用可用劳动力供给的方法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高生

产率的领域。 ２０１５ 年， １％的劳动参与率与 ９００ 万额外的经济活跃人口相对

应。 户籍 （户籍登记） 制度的改革促使城市更加充分地吸收农民工， 为提

高劳动力参与率创造了机会。
近期，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宽， 目前允许每个家庭可以养育两个孩

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将有助于提高生育率， 进而优化人口的年龄结

构。 目前， 每位妇女拥有孩子的平均数量约为 １ ５ 个， 远低于 ２ １ 个的人

口更替水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 人口出生率会逐步上升， 这将有

助于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为确保更高的生育率不会导致女性

劳动力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有必要提升儿童护理水平以及增加面向公众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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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 推广经济适用房可以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 中国的

人口政策正在向父母可以决定养育孩子数量的方向转变。 如果中国遵循其

他东亚国家的经验， 在一段时间内生育率很可能会出现上升， 但上升幅度

不会太大。
Ａｏｋｉ （２０１２） 通过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历程的研究发现， 在当前中国

发展所处的索洛阶段， 人力资本的积累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

的形成和国家经济潜在增长率至少在某段发展时期内存在紧密的关系。
Ｍａｎｕｅｌｌｉ 和 Ｓｅｓｈａｄｒｉ （２０１４） 认为，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甚至高于

生产率的增长。 近几年， 中国在教育培训方面的开支大幅增加， 这将有助于

抵消劳动力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生产率变革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很多来源。 在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中， 劳动

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尤其重要。 近几年， 中国的这一进程已经迅

速减缓。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 由农村地区进入城市的

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长 ４％ ， ２０１４ 年这一数据下降到 １ ３％ ， ２０１５ 年仅

为 ０ ３％ 。
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障碍导致城乡人口迁移增长缓慢。 户籍制度阻碍了

大量农民工成为城市永久居民， 完全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利益。 随着农

民工比之前拥有更多的市场支配力， 其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更为

重要的源泉， 户籍制度的制度性阻碍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 代价越来越大。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减小农民工向城市迁移数量增速的下滑幅度。 在劳动力

市场改革有助于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 随着城乡迁移放缓， 只有制度

的不断完善才能保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久增长。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于科学技

术的发展①。 改革通过包括完善市场在内的制度变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②， 可

将其称为改革红利。

６

①

②

我们将在 ２０１７ 年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中论述人

力资本、 技术变革和创新驱动等问题。
在近期的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中， 我们着重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和调整。 例如， ２０１０ 年讨

论了中国未来 ２０ 年的改革与发展； ２０１２ 年涉及经济增长和发展新模式的问题； ２０１４ 年着

眼于深化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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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改革红利的措施包括培育商品、 资本、 劳动力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

自然资源市场， 还包括对国有企业结构、 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改革， 以及

对创新、 金融和银行体制与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 尤其是地方公共财政针对

创业活动的鼓励政策的改革。 当前政策的一个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几个产业中

与产能过剩相关的 “僵尸企业” 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与投资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政府已经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的 “十三五” 规划中承诺， 保持经济年

均增长率不低于 ６ ５％ ， 并且在不依赖或极少依赖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存量增

长的情况下实现这一增长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只能依靠改革和加快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来实现。 但是当下的问题是， 无论是改革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加

速增长， 目前的效果都不明显。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 只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 将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高于经济供给能力增长率的水平。 但这

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这会使政府人为地增加投资， 因为这是扩张性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 人为增加投

资会阻碍市场和制度的改革， 产生反作用， 降低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这是一

种适得其反的措施。
那么， 政府将如何解决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低于预期增长率的问题？ 至少

在一段时期内， 只能通过加快改革和承认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所宣称的

目标。

公平与环境舒适度

在人口变迁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中国经济增长再平衡的任务变得非

常复杂， 需要在同时满足更加公平和更低环境破坏程度的增长模式的条件

下， 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重新平衡并保持经济的增长非常复杂， 但其并不与公平和环保的目标冲

突。 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满足劳动力增长、 生产率提高以及实现公平的要

求。 高质量的教育覆盖农村与全部城市居民， 可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促进

公平。
宏观经济调整与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有关， 这也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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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后果。 这就要求依照政府的政策倾向进行经济再平衡， 有力促进

收入分配的公平化。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集中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地区进行投资， 带动全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考虑区域政策， 沿海省份拥有最佳区位优势， 可以利用

早期的机遇更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沿海省份在改革开放的前 ２５ 年中经历

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平均收入方面领先于内陆省份。 如今， 中国中西部省

份的经济增长迅速， 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和区域之间的收入

分配公平。
长期存在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转型早期开始就得到缓解。 东

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 早于其他地区， 并且这一趋

势仍在继续。 自 ２０００ 年起，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贡献度持续增加， 缩小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增长约从 ２０１２ 年起开始减速， 拉低了整体的经济增长水平。 然而，
作为起步的地区， 较之于沿海省份， 中西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持续

增长的潜力更大。
然而， 中国在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中， 没有考虑全球与中国国内的环

境压力， 一味追求经济增长， 这在一段时间内与经济福利的不断增长是一

致的， 但超过某个临界点就会削弱生活水平提高的生态基础。 ２０１１ 年， 国

家领导人表示中国经济向 “新常态” 模式发展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越过了

那个临界点， 这是一种根本认识。 打破经济产量增长与自然环境恶化之间

的联系， 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可以用人类福利的术语进行恰当

定义。
中国政府在削弱经济增长与全球及地方环境恶化之间的联系方面做出了

大量努力， 取得巨大进步的领域包括提升能源效率、 减少并限制煤炭的使用

以及在生产中减少资源密集度、 抑制环境恶化严重地区的大气质量与水质的

恶化、 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排放的新能源， 并且在一些地区试点实验

“绿色增长” 模式。 要取得持续进展， 就需要明智审慎地利用市场 ［例如，
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减少温室气体 （ＧＨＧｓ） 的排放］ 和政府调节 （例
如， 更严格地贯彻实施国家在资源勘探开发， 空气、 土壤和污染， 土地和水

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方面的管理规定） 的双重机制。 市场和政府调节的双重

机制被广泛用于改变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但是中国仍然面临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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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环境挑战。
今年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一主题，

涵盖了引言所讨论的诸多问题。 在此， 我们给出本书后续各章的内容指南。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有 １１ 章， 主要论述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

的相关问题， 可以将这部分内容概括为三个主题： “新常态” 下的经济增

长、 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型、 金融市场绩效与改革。 第二部分包括 ８ 章， 内容

涵盖资源、 能源、 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第一部分： 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

“新常态” 下的经济增长

　 　 该主题下的四章内容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发展整体现状及未来的发

展趋势， 审视了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在内的广义总量的变化。 郜若素 （第二章）
更新了其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对近期经济发展的研究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５）， 着眼

于中国政府最重视的发展目标。 王小鲁和周伊晓 （第四章） 研究指出中国经

济未来的几种前景取决于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构建方式。 伍晓鹰 （第五章） 分

析了各经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总结了对预估增长绩效的意义。
胡永泰 （第七章） 研究了公共财政与增长风险之间的联系， 在消除改革开放

早期的 “软预算约束” 的重要性方面得出有力结论。
郜若素 （第二章） 注意到， 早期的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将经济战略的根本性变革界定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即如今

所说的 “新常态”。 他观察到， 在政府众多重要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目标中，
仅有一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经济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变革是调整经济发

展与国际、 国内环境宜居度和稳定性压力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温室气

体减排方面已经提前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 将会尽己所能将全球变暖趋势

控制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２１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的限制条件内。 在全

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下， 中国在扩大内需、 减少出口增长以及转变贸易

顺差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贸易盈余在去年几乎回归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

盈余水平。 虽然在由投资拉动需求转向消费拉动需求过程中取得了些许进

步， 但是至今中国在结构性改革、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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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极为有限。 在扭转此前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的趋势方面仅取得了小幅

进展。
王小鲁和周伊晓 （第四章） 采用增长核算方法， 分析了中国经济截至

２０１１ 年实现强劲增长的源泉和此后的增速放缓以及在不同政策情形下的发

展前景。 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是 ２１ 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放缓的几个

原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其对总增长的影响被宽松的货币政策所掩盖。 因为

这一政策推动更多的投资涌入， 弥补了其他源头的低增长。 这一举措最终适

得其反， 导致由投资驱动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钢铁和水泥产业产能过剩以及经

济发展不景气。 近期政策的持续推行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导致金融危机， 经济

发展出现萧条， 难以实现所宣称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这些情形下，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可能会骤降至 ２ ９％ ，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可能达到

４ ４％ 。 中国可能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而非成功转变为高收入国家。
中国应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并构建体制机制， 实现由依靠资源的发展向基于生

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快速发展的转变， 同时停止实施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

策， 因为这一政策只会人为地保持高水平投资， 并会阻碍消费。 这样的改革

会推动中国向发达国家过渡。 如果能使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改革政策不受

限制地进行，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有望保持在 ６ ２％左右，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会更高。

在衡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面， 伍晓鹰是一位研究功底扎实的

学者。 在本书第五章中他的研究更加深入。 他采用新的技术因素分析法，
估算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按照政府决策发挥作用

的大小， 将中国所有行业分为 ８ 组。 根据各行业的名义产出权重， 伍晓鹰

对历史上 ＧＤＰ 的增速重新进行估计， 结果表明， 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整个

改革时期， ＧＤＰ 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８ ９４％ ， 这一数据低于官方所公布

的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所做的贡献小于 １ 个百分点，
并且在主要由政府调控的行业中所做的贡献更小， 如能源行业。 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速度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达到最高水平 （在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中贡献 １ ６３ 个百分点）。 从世纪之交起， 为对抗东亚金融危机， 实施了扩

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相关国有行业投资迅速扩张，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开始放缓。 ２００８ 年之后， 为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压

力， 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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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蹶不振。
在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悲观论调抬头的情况下， 胡永泰 （第七章） 指出

了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特征， 正是这些特征造成了目前面临的挑战。 与王

小鲁和周伊晓 （第四章）、 伍晓鹰 （第五章） 的研究类似， 他强调， 在应

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相关国有企业的作用变大， 将投资增加到抵消

经济发展的程度， 并切断了经济持续强势增长所必需的结构性改革， 扩张

性的政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概述有助于加强中国经济动态发展

的结构性改革时， 胡永泰重点关注了在软预算约束下， 中国从根本上掌控

并确保财政稳定的必要性。 校正管理者激励体系， 扩大劳动力市场改革和

土地改革， 强有力地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 这些政策都有助于推动中国成

为发达国家。 但是除非政府可以限制相关国有企业的增长， 否则这些政策

得不到贯彻落实。 相关国有企业对低生产率、 过度债务以及金融不稳定性

和脆弱性难辞其咎。

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型

本书有三章讨论了中国人口转型的方式， 它们从两个层面影响中国的经

济发展前景。 蔡昉等 （第三章） 关注了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阻

力， 并将户籍制度改革视为一项重要的补偿因素， 可以弥补造成经济增长减

速的供给层面的不利影响。 孟昕等 （第八章） 讨论了对农民工获得城镇永

久居留权的限制是如何降低消费需求， 进而阻碍政府扩大消费推动需求增长

的目标的实现。 江诗伦等 （第十章） 研究了中国早期转型中就存在的一种

忧虑———未富先老， 并为本书提供了对原有预期进行重新思考的依据。
蔡昉等 （第三章） 讨论了极为重要的人口和劳动力市场对中国经济增

长供给层面的约束。 为应对 ２０ 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 中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导致行业的过度投资， 与此相

随， 中国的人口转型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近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重

要原因。 这一章详细探讨了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从农村 （甚至现在

主要的农业部门） 到城市就业的人口转型放缓是生产率增长下降的主要原

因。 人口转型放缓加大了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增长受到的阻力。 随着人口红

利走到尽头， 这一阻力在所难免。 未来 １０ 年， 户籍制度改革将促使农民工

从农村向城市进行持续迁移， 进而帮助中国平衡城市增长相对较快的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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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水平。 改革也会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必然增长。 将农民工及其家庭纳入

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类型过渡。 同

时， 这也将对中国由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转向高收入水平国家发挥重要的支撑

作用。 作者支持中国的决策者消除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制

度障碍， 制定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目标。
孟昕等 （第八章） 从农民工家庭自身需求与相应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需

求角度更为灵活地研究了城乡人口流动的约束条件。 目前的体制使得处于城

乡之间的城镇农民工没有教育补贴和医疗服务， 迫使农民工家庭分离， 并且

需要从收入中划拨出一部分， 以增加预防性储蓄。 孟昕及其合作者研究发

现， 随着在城市居住年限的增加， 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出现上升。 但是由于受

禁止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制度约束， 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很难达到峰值。 因此，
国内的户籍制度改革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 而经济的转型

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消费需求的上升来拉动的。
江诗伦等 （第十章） 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了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中国

能否成功地转变为发达国家提出了一些隐忧： 不同寻常的强烈而又处于早期

的人口转型使中国人口在中国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开始衰老。 人口老龄

化与从 ２０１１ 年左右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滑息息相

关。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开始， 就出现了这样的担忧： 中国特有的计划生

育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成熟的人口老龄化会抑制中国向人均收入高的经济

体转型。 本章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来阐释未富先老。 本章对中国向高收

入国家行列转型的研究表明， 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力图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并非个例。 中国是 ３０ 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近期， 有

４ 个国家， 尽管处于人口老龄化时期， 但仍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而人口

结构更为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 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成功率更低。 发达国

家的老龄化可能有一种政治性的经济好处： 相较于富裕之后出现老龄化的发

达国家， 未富先老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和税收体系。 “率先出

现老龄” 的国家如中国， 开始参照高龄抚养率、 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低

比率、 更长的寿命以及最基本的生活标准预期， 拟定新的退休方案。

金融市场绩效与改革

本书有 ４ 章内容探讨了以新经济增长模式所要求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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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革时， 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关问题。 杜大伟 （第九章） 研究了中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 罗伯茨和苏罗斯基 （第十二章） 论述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的

复杂问题和继续改革的必要性。 黄益平等 （第六章） 针对中国转向全球效率

前沿的可能性， 叙述了中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历程。 刘振亚等 （第十一章）
展示了金融领域的弱点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其他方式是如何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触发股票交易崩溃的。
对外直接投资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大重要特征。 杜大伟 （第九章） 描

述了中国作为国际性的投资来源之一， 近几年对外投资非比寻常地快速增

加。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债权国， 并且很快会成为最大债权国。 就在几

年前， 中国的对外投资还迥异于业已形成的对外投资发达的债权国家。 中

国现在采用以美国官方证券为主、 以其他发达国家官方证券为辅的形式来

进行货币储备投资。 如今，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日益重要， 中国的境外投资

模式正快速向正规化转变。 杜大伟注意到有研究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

东道国的管理标准无关。 他认为， 同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与外来直接投资

的关系更为密切， 并且， 在扭转这种不平衡局势方面， 中国与其投资伙伴

国均会受益。
罗伯茨和苏罗斯基 （第十二章） 对近年来中国商业和经济方面出现的

负债模式密切关注。 他们观察到从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末开始， 公司杠杆的快

速增加对中国境内外的金融稳定性及其增长的影响正日益加剧。 有关中国

较高杠杆率的讨论偏重于强调近年来政府的刺激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通过

国有企业的投资和融资。 对在内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公司的分析表

明， 国有企业在总杠杆中占有最大的份额， 然而， 这掩盖了日益广泛的异

质性。 去杠杆化的迹象正在浮现。 从 ２０１２ 年起， 私营企业， 特别是房地

产行业和建筑业领域的企业， 对杠杆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采

矿业、 公用事业和服务业推动杠杆的作用已经下降， 为复杂现实的精细分

析提供了有趣的线索。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 杠杆和企业收益性

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与公司规模、 可抵押资产和产业杠杆模式存在正相关

关系。 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变弱， 产业布局向杠杆化更高的领域如房地产

和建筑行业的集中或可解释近些年杠杆出现上行趋势的绝大部分原因。 公

司行为的缓慢调整会使中国公司领域快速实现去杠杆化目标的实现变得更

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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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亚等 （第十一章） 密切关注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市场的两次崩盘。 本章采用全新的且更为有效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

上海股票市场变化的大背景下， 这两次股市崩盘的剧烈变化。 本书对不同的

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 并采用了最有效的方法。 两次股市崩盘的分析时段涵

盖了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在泡沫的形

成、 发展和破裂方面， 这两次崩盘存在共同之处。 在两次股市崩盘中， 包括

“噪声交易” 和 “羊群效应” 在内的非理性交易行为在股市的繁荣和崩溃的

动态交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 大量投资机遇的缺失

和政府政策的某些特征都助长了这种非理性交易行为。
黄益平等 （第六章） 描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发展方向：

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历史超过了 １０ 年， 这 １０ 年既

包括信息技术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也包括金融机构将信息技术运用到传统的

服务领域当中。 金融行业市场的失败促进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投机者的增加，
同时也限制了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 黄益平与其合作者

预计互联网金融将日益成为推动普惠金融的一种有效工具， 并且这将有助于

刺激消费、 推动创新与创造就业机会。 良好的结果需要依托于包括大数据、
有资质的金融专家以及有效平衡风险控制与良性创新的管理方法在内的良好

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部分： 资源、 能源、 环境与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是新经济增长模式的一大重要主题。 本书有 ８ 章着眼于不同

区域的发展和挑战， 对可持续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最受瞩目的议题当属气候

变化与碳排放量的降低。 刘海民和宋立刚 （第十四章） 叙述了钢铁行

业———两个行业中的一个 （另一个行业应为煤炭行业） ———在向新经济增

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至今所取得的成果。 这两个行业由于增

加了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并且在出现下滑的投资产品行业中属于投入

方面的行业， 因而在新经济模式下面临巨大的压力。 胡必亮等 （第十三章）
讨论了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的推动作用， 这只是减

排新方法之一。 张中祥 （第十七章） 讨论了 “生态文明” 的概念， 这一概

念已经随着新经济增长模式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 格林和斯特恩 （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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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描述和评估了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以及在最近向国际社会

做出承诺的背景下中国实现这一减排目标所采取的政策。 赵晓丽 （第十九

章） 则重点关注了电力领域的管理和相互竞争的环境目标与更为常规的经

济目标的达成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吴建新等 （第二十章） 研究了城

市密度和缓解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之间的联系。 白金汉 （第十六章） 研究了

黄土高原地区广泛采用的一种环保措施———植树造林及其对碳封存产生的重

要影响。 最后， 王灿和郑馨竺 （第十五章） 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特殊问题，
这一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现。 他们同时也研究了水资源和能源之

间的某些重要联系。
刘海民和宋立刚 （第十四章） 分析了在经济新常态的不同情景中， 对

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个支柱产业———钢铁行业———进行调整所取得的

进展。 从 ２１ 世纪初到 ２０１１ 年以投资为导向的增长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这就要求对钢铁行业进行巨大扩张以满足增长的需要。 而后， 经济增长速

度与经济中投资比重的下降极大地削减了钢铁的需求量。 新经济增长模式

要求对钢铁、 煤炭和水泥行业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 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任

何行业进行调整的幅度。 １９９６ 年，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在中国旧经济增长模式中， 钢铁增产 ５ 倍多。 从 ２００６ 年

起， 中国成为钢铁净出口国。 在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框架内， 国内钢铁消费

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峰值。 然而， 直至 ２０１５ 年， 钢铁产量仍在持续增加， 导致

钢铁产能过剩， 并已波及世界市场， 产生了一系列贸易纠纷， 导致发达国

家大规模采用贸易保护措施。 中国钢铁生产企业的过量生产反映了其产业

结构存在严重问题， 特别是在企业规模、 所有权 （国有和私人所有制企业

所持比重大致相当） 和地理位置 （尤指企业处于沿海还是内陆地区） 方面

存在问题。 改革举步维艰， 金融行业持续的扭曲发展使改革一拖再拖， 一

再延迟。 在优先考虑环保目标的情况下， 钢铁制造行业同样承受着巨大压

力。 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且淘汰不具有竞争实力的钢铁工厂是恢复钢铁产

业收益的先决条件。
创建高效节能和低碳排放的城市中心是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据预计， 与 １９７８ 年 １８％的城市人口比例相比， 到 ２０２０ 年， 中国会有 ６０％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胡必亮等 （第十三章） 从五个层次对中国政府的低碳

试点城市进行评估： 经济增长、 能源消耗、 城市建设、 政府支持力度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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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 在低碳减排方面， 南方城市要领先于北方城市， 但是城市整体的

低碳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要实现政府目标和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

诺， 需要重新进行定位， 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政策调整， 推动能源节约、
城市转型研究发展、 战略性行业发展， 并建立能效技术广泛应用的市场支

持体系。
张中祥 （第十七章） 研究了协调气候变化新因素的出现与持续增长以

及备受认可的国际、 国内的环境成效的能源政策。 中国政府在减少环境破

坏方面， 面临巨大的国际、 国内压力。 从 ２０１２ 年年末开始， 这一议题便

得到建设 “生态文明” 这一全国目标的推动。 本章介绍了中国的能源及环

境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 １０ 项缓和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 后者包括强制

关闭规模小而且能源效率低的发电厂和硫含量不达标的热电厂。 其他倡议

包括低碳城市试点发展方案以及对可再生能源投资采取大规模的激励措

施。 这些倡议虽然在当前的较量中取得了成效， 然而发展低碳经济仍然任

重道远。
格林和斯特恩 （第十八章） 描述了中国针对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

二者之间的关系制定的政策、 取得的成果以及为此做出巨大变革， 这些变

革在阻止全球变暖的积极展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诸多变革的重中之重是

中国的煤炭消费量继 ２０１４ 年下降之后于 ２０１５ 年再次出现显著下降。 从世

纪之交到 ２０１１ 年， 中国的煤炭消费在推动全球煤炭使用增长方面发挥了

主要作用， ２０１３ 年可能达到了峰值。 这种脱离煤炭的转型是由中国经济结

构的变化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促成的。 这两方面的原因推动了能源效

率、 能源供给结构与能源需求的动态发展。 中国主要能源消费的增长走势

已经大幅下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的年综合增长速度超过 ８％ ， ２０１５ 年的同比

增长不到 １％ 。 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已经改变， 在过去数年中， 这种

变化的幅度更大。 对于世界气候系统而言， 低于 ２°Ｃ 的气候升幅的缓和路

径是可行的， 为实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份 １９５ 个国家在巴黎签署的全球气候协

定创造了机遇。
赵晓丽 （第十九章） 研究了贯彻落实中国气候变化目标中的至关重要

的问题： 环境标准、 低碳能源和电力改革的激励措施。 自 ２０１１ 年起， 中

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发电部门。 燃煤发电容量装置占到热能发电的 ７０％ 和

发电总容量装置的 ７５％ ， 是美国相应装置占总装置比重的 ２ 倍以上， 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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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生产一起， 给国内、 国际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外部性成本。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政府已经开始改革企业和消费层面的市场机制，
提高能效， 降低中国电力行业的外部性。 本章以消费者每月使用清洁能源

的电费账单为依据， 建立了中国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模型， 并且分析了对发

电厂在不同政策影响下以其能效运营的调查结果， 以此呈现研究结果。 虽

然市场的管理非常有用， 但是因其不能与指挥控制机制形成良好的协调，
所以不是特别有效。 尽管大规模的变革仍在继续， 但中国的电力部门仍处

于转型阶段。
吴建新等 （第二十章） 研究了中国的城市密度是如何影响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像对贫困宣

战一样， 坚决向污染宣战。 可以确信的是中国建立高能效的低碳城市是这场

战争中的一项重大战役。 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最重要的倡议包括实施节能低

碳行动计划的千强企业、 节能低碳行动计划万强企业以及强制关闭小型低效

的发电厂。 本章探讨了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目标以及政策措施， 关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开展的五省八市低碳城市发展试点。 这项重大议题的核心在于绿色运

输、 绿色产业和居民家庭能源利用高效化和空间利用最优化， 随着时间的推

移， 确保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口所居住的城市绿色宜居， 在未来能够推动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
在第十六章中， 白金汉审视了中国许多植树造林项目中的一个： 黄

土高原的植树造林项目。 一方面， 历史上重要的森林砍伐已经使中国成

为世界上最缺乏森林的国家之一和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及木材产品的进口

国。 快速的环境变化也导致土壤和水资源的质量恶化。 另一方面， 中国

目前是世界上植树造林比率最高的国家， 并且近年来造林目标也开始体

现在五年计划当中。 中国 ２０２０ 年后的气候承诺包括森林覆盖面积增加

０ ５ 亿 ～ １ 亿公顷， 累计产生 １０ 亿吨的碳汇。 黄土高原上一项 ２０ 多年的

植树造林计划， 为中国提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植树造林研究经验和更

广泛的政策参照点。 其他的倡议并未取得如此成效，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

于在更为贫瘠的地区， 森林覆盖面积往往也更高。 当地居民的当务之急

是解决温饱问题。
王灿和郑馨竺 （第十五章） 研究了中国面对水资源短缺的挑战应采取

的战略措施。 取水量和能源消耗的动态变化对一些共同的驱动因素异常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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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但几乎没有同时探讨这些变化态势的相关研究。王灿和郑馨竺对2002～

2012年 36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发现了推动水资源和能源消耗

的两大主导因素—— 经济规模和资源强度，这两大主导因素相互作用。经济

上日益发展壮大的部门需要更加努力地提高水和能源的资源利用率。一些工

业部门包括冶炼业和发电业的发展会导致能源和水资源的消耗量不断上升。

减少水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最佳决策应将这两者之间的诸多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因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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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进程缓慢

新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进程缓慢

〔澳〕 郜若素 （Ｒｏｓｓ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３ 年的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引言提到， 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

济结构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新

模式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ａ）。 这种新模式既涉及传统经济层面， 又与更为

细致的制度层面相关。 我们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ｂ） 和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对前者进行了研究， 而 Ｐｅｒｋｉｎｓ 则探究了经济制度层面的变化 （ Ｐｅｒｋｉｎｓ，
２０１３）。

这种新经济增长模式表现为： 相对较低的产出增长率 （仅为 ７％ 左右，
与 ２１ 世纪前 １１ 年约 １０％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较低）； 资源配置实现由投资领

域向消费领域的转型， 并且在消费领域内部， 相对重要的服务业有所增长；
旧增长模式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趋势出现逆转； 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减少， 从全球范围来看， 这与气候变化有关， 从局部来看， 与空气质量和水

质有关； 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 只有更为市场化并且与国际经济深度融合的

经济体才会有这些表现。
２０１５ 年的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第二章指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就主

要宏观经济指标而言， 中国正朝着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向迈进， 但是这一

进程缓慢， 且尚处于初级阶段。 相对于整体缓慢的进展， 经济增长对环境

的影响却是个例外， 已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轨道。 从变化的性质和制度的层

面判定其是否取得积极进展仍为时过早， 而且那时的确也没有出现决定性

的进展。
本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当下的经济发展， 就过去一年中有关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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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要的官方声明和民间争论进行探讨， 分析经济中有悖于官方政策目标

的一些主要的变化。

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官方声明和政策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十三五”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规划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批准 “十三五” 规划， 并于本年度 （２０１６ 年） 正式生效。 规划的全部

文件将由国务院各部委、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其他事业单位发布。 关于新

的五年规划的官方声明和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均

向公众展示了 “十三五” 规划的主要内容。
新的五年规划是一个发展性的文件， 既以先前官方对新经济增长模式

的表述为基础， 又有所扩展， 并就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容和实施情况为我

们提供了目前最为详尽的表述。 其初步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到 ２０２０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 在国际背

景下实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 “中国梦” （Ｘｉ， ２０１２）。 这

将见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Ｘｉ， ２０１２）。 “十三五” 规划重申

了这些议题。
伴随着出口向内需平衡的转变， 将会出现投资转向消费的局面。 在未来

五年中， 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从 ２０１５ 年的约 ５０％攀升至 ６０％ 。 在

逻辑上， 低投资会与低的经济增长目标相随而生， 但是政府仍旧承诺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实现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这十年间， 早期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后期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增长率保

持在 ６ ５％ ～ ７％ 的区间内即可， 最低增长目标为 ６ ５％ 就可以实现政府

的承诺。
此次五年规划的声明将这十年开始之时的官方声明以及 “十二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规划中的有关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经济增长将保

持更高的质量， 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包容性增长）， 降低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 （以绿色增长构建生态文明）， 依托国内和国际市场， 深化中国在国际

经济中的参与度。

４２



新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进程缓慢

高质量增长源于对创新的重视、 对科学技术的高度依赖和对互联网的充

分利用。 到 ２０２０ 年， 科技应用与推广带来的经济产出会达到 ６０％ ， 并会伴

有诸如钢铁和煤炭等重工业产能的大量退出。 政府已投入 １００ 多亿元帮助受

到钢铁、 煤炭行业经济结构性调整冲击的职工， 帮助其准备和寻找新工作。
某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的目标着重强调重要行业中龙头企业的发展，
这似乎带有一丝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

通过改善乡村和其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 将社会保障覆

盖面从部分城市居民扩展到全国人民等途径， 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收入

分配公平。 随着 ７０００ 万人脱离贫困， 中国将完全消除贫困。 中等收入人

口比例将会增长， 收入分配底层人民的收入将有所提高。 随着城市居民人

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 ５５％上升到 ６０％ ， 城市化会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工

具之一。 对居住许可证的户籍制度实施改革， 以保证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以

享受城市服务， 同时消除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 取消独生子女的限制，
每个家庭可以抚养两个孩子， 这一举措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严

峻的挑战。
最重要的政策大概与 “绿色增长” 和 “生态文明” 发展息息相关。 中

国将构建低碳经济体系， 重新调整官员的政绩指标， 摆脱原有的强调产出增

长的单一指标， 将环境影响纳入考核范围。 全国各地都重点强调了改善水

质、 提高空气质量和保护自然环境。 首要目标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回收原

材料和增加可再生资源的产能比例， 并依托低碳技术重建交通运输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 对

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做出了郑重承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在巴黎举办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中国在其声明中也重申了这一点。 习奥联合声明的创

新之处在于共同承诺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度。 然而， 按照所达成的减排限度

目标， 温室气体会在 ２０３０ 年或较早的时间达到峰值水平。 从中国在缓和气

候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来看， 完成所承诺的减排限度目标并不困难。 未来

会出台全国性的限制排放量的许可制度以及水资源管理制度， 并禁止对森林

进行商业砍伐。
这一五年规划重申并扩展了先前政策声明中所强调的要更好地利用市场

进行国内和国际交易这一议题。 这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制定一套法律法规和信

用规则， 以适当削弱国家机构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５２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关于深化国际一体化的声明数量相当可观， 主要鼓励两种方式的外商直

接投资 （ＦＤＩ） 活动， 即通过 “负面清单”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领域进行

限制和承诺外资企业也可以享受国民待遇。 中国通过使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中

可自由兑换货币、 清除人民币被用作国际通用货币的过程中中出现的障碍，
参与国际金融自由化。 促进边界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 制定多边贸易协定以

及双边投资协定， 都可以减少国际贸易壁垒。 通过 “一带一路” 项目、 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新的发展银行， 中国首倡

推进与贸易和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这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与全

球经济实现深度融合的重要工具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中国将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制定国际汇兑规则。
过去一年的声明， 特别是 “十三五” 规划， 巩固和扩展了 ２０１１ 年以来

确立的发展方向。 这同 “十二五” 规划所提出的业已形成的发展方向存在

较大的差异。 在这一发展方向首次出现变化时， 中国经济前沿研究组就称之

为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如今， 它有一个官方的名字———新常态。 在新常

态的形成过程中， 经济该如何运作？

经济发展的成果及前景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 ６ ９％ ， 是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最低

的增长率， 但仍属新常态的增长区间 （见图 １）。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众多迹

象中， 工资的上涨比前几年更为缓慢。 ２０１６ 年初， 经济微弱的增长态势更

为明显。 这一年 ３ 月的 ＧＤＰ 增长幅度降至 ６ ７％ 。 对于 ＧＤＰ 增幅是否会持

续下滑甚至最终低于官方制定的目标增长区间， 许多市场参与者和分析家们

都表露了他们的担忧之情。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发表的声明似

乎是要着手消除这种顾虑， 该声明着重强调了达到预期增长目标的重要性。
在一个经济体中， 市场的动态发展对于所有的投资和消费都是至关重要

的。 政府何以如此自信， 可以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在 ６ ５％甚至更高的

水平？ 一个简短的回答就是， 新经济增长模式中， 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中， 增长率可否达到这一水平并不确定。
从短期来看， 存在这样的风险， 即作为经济产出的一部分， 商业投资的

预期下滑将会比消费领域的预期增长更为迅速。 到那时， 是重新以扩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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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实际增长率和非熟练工实际工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ＢＳ ）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 ＡｎｎｕａｌＤａｔｅ。

财政货币政策来满足需求性增长， 还是保持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政府将在这

二者之间面临艰难抉择。 采用前几年广受欢迎的形式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

政策将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作用， 增加政府公共机构的负债

率， 降低对市场交易的依赖程度以及放缓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重要机构的

改革速度。 毫无疑问， 凯恩斯式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使中国免受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ＧＦＣ） 的严重冲击，

但其也推广了一种陈旧过时而且从多个重要的方面损害了经济增长模式的生

活方式。

新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结构性变化。 我们可以界定一条平

稳调整的路径。 这一路径可以快速而渐进地抵消出现在主要的增长参数中的

变化， 而这些参数则共同保证了在经济产出、 就业和大多数人的收入方面合

理而强势的增长连续性。 但是， 预期的投资下滑很可能会超过预期的消费增

长。 在供应方面， 生产率的攀升可能不足以弥补其他增长来源在产出和收入

方面较低的贡献率。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可能会更快地损害需求不足的一

方， 中断经济产出和收入的增长。 而这种中断再加上增长势头的最初损失，

将会带来金融或政治错位的风险。

过去的一年已经隐隐出现进行大致调整的可能性。 人们开始担心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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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特别是与城市房地产行业相关联的投资下滑速度已经超过其在消费领

域的增长速度， 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缩性的经济影响。 ２０１５ 年末至 ２０１６ 年

初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城市房地产行业以及与其相关的重工业的衰退

活动正经历比官方声明的预期更低的增长。 人们普遍担心， 在经济的增长

轨迹中， 投资的过多削减导致实质的补偿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扩张， 并催

生了关于是否会以制度改革为代价重新强调经济增长的公开讨论。 毋庸置

疑， 中国共产党想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上的一篇重要文章

结束这场讨论。 该文章论述了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改革相关的结构性变化的

重要性。
２０１５ 年， 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市值下滑及随之而来的恐慌为平稳调

整带来了新挑战。 政府通过暂停股市交易和最先认购股票这样的干预方式阻

止股市下滑， 增加了股市的不确定性， 并加剧了股民的恐慌。 这次干预是构

建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的改革的一次挫败。 由此可以总结出： 任意干

预市场运行的行为弊大于利。
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需要一段时间， 此时总投资会出现绝对下降， 而

不仅仅是投资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下降。 所需投资水平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

投资需求的变化并不取决于经济体的增长率， 而取决于增长率的变化。 在新

经济增长模式下， 经济产出增长率预计会下降 １ ／ ３———由每年的 １０％ 降为

６ ５％ ～６ ７％ （最终甚至会降至更低的水平）。 由于决定资本产出比的与生

产率相关的影响因子较少发生变化， 预计投资水平会同比下滑。 由于潜在增

长率持续降低， 因此必须迅速拉动大量消费以保证内需。
净出口增长率显示， 新经济增长模式应更加依赖于扩大内需， 而相应地

减少对国际需求的依赖。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增加了国内投资， 导致在削减净出口量 （贸易顺差） 以及经常账户盈余方

面取得了相当大而迅速的进展。 在过去的两年中， 这一趋势有所逆转。 贸易

顺差的增长已经部分弥补了国内需求疲软造成的缺口。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贸易顺差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低谷中开始再次增长，

２０１５ 年的增长趋势进一步加强 （见图 ２）。 贸易顺差的增长催生了对新经济

增长模式中一个核心的宏观经济目标的质疑， 这个目标就是经济的增长有赖

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际需求。 政府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大量超额的贸易顺差

及时进行了修正， 但是过去两年中贸易顺差的攀升使之前的修正成果大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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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经常性账户盈余并未与贸易顺差同步增长， 部分原因是当下低迷的全球

利率环境导致海外投资的收益锐减。

图 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经常性账户盈余和贸易顺差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ｓａｆｅ ｇｏｖ ｃｎ ／ ｗｐｓ ／ ｐｏｒｔａｌ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Ｈｏｍ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ＢＳ ）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 ＡｎｎｕａｌＤａｔｅ。

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的某些方面旨在巩固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减少国内

结构变化的压力。 这有助于在可控范围内控制结构性调整的幅度。 近期， 发

达国家和中国都出现了总储蓄值大于投资额度的态势。 这些国家的资本又不

成比例地在它们之间流转， 而非流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更大规模的资本流

向低收入经济体， 不仅有助于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而且将带动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迈向更高的水平。 如果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

本对创收基础设施项目进行长期投资， 这一资本流动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价值

最大化的。 反过来，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可以

支撑资本性商品和建筑中间品的需求， 因此就可以减少结构性变化， 这一点

对于保持较低经济增长率和低投资水平的中国及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必

要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发达国家和中国的较高水平的投资的一大障碍就是

缺乏增强市场交易信心和降低交易风险的机构。 对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

进行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投资， 单靠私营市场并不能给予必要的信心。 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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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视机构建设， 以引导我国及高收入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在

“一带一路” 的倡议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新的发展银行、 丝路基金

及一些金融机构先后建立， 打破了投资障碍。 中国的努力已经推动发达国家

积极提供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 增进日本的支

持， 促使其为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

由新的公共借贷机构支持的国际投资规模可能最终会发展得很大， 凭借

高比例的资本性商品和材料， 将创造出更大的贸易顺差， 这也是中国宏观经

济平衡的持久性特点。 此举可以减缓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国内供应资本性商

品行业的收缩程度。 如果中国的个例具有全球影响性， 那么将有助于发达国

家在宏观经济紧张时期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 同时也会强有力地扶持低收入

国家的发展。

图 ３ 表明， 支出中投资比重削减与消费比重增加得并不显著。 这种变化

虽然遵循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方向， 但是进展缓慢。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

果支出中的投资比重仍接近其先前在旧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最高点， 为何经济

产出的增长会下降 １ ／ ３？ 答案就是： 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全要素生产率比之前

更低。 目前的大量投资都属于无效配置。 这就违背了新常态经济的目标： 将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红利用来拉动消费， 更宽泛地来讲， 用来提升中国人民的

生活水平。

图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消费和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Ｂ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 ＡｎｎｕａｌＤ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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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５ 年三次产业的 ＧＤＰ 占比

资料来源：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Ｂ （２０１６），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Ｓｙｄｎｅ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ｒｂａ ｇｏｖ ａ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ｎｆｓ ／ ２０１６ ／ ｐｄｆ ／ ｒｂａ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２０１６ －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ｐｄｆ。

图 ４ 表明， 用当前价格对所有商品和服务进行估价， 经济产出中服务业

所占的比重迅速增长。 这一趋势在改革早期就已出现， 并自 ２０１１ 年起在新

经济增长模式下呈加速状态。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２０１６） 已经注意到， 当使用产品固

定价格来估算时， 服务业比重的增长幅度更小。 这种情况在实际工资快速增

长的经济体中非常普遍， 并且不会对正在进行的主要结构性变革造成不

良影响。

制度变革和生产率增长

从中长期来看， 在新模式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极大的不确

定性。
正如经济新常态所展望的， 将经济增长率平稳下调到较低但仍相当强劲

的水平， 就要保持甚至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使之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

之前的水平， 以抵消股本和劳动力增长在经济贡献率中下降的部分。 实际工

资的上涨带来了提高生产率的压力。 市场调节和交易制度的改善可以提升生

产率。 伴随着学龄人口的大量下滑， 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致力于增加教育投

资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力素质， 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成功地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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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还取决于制度改革。 Ｐｅｒｋｉｎｓ （２０１３） 在其相关研究中探讨了这一问

题。 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取决于在各个维度均对国际经济保持开放。 这就需

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 允许资本大规模地快速流动以最大限度

地支持生产。 全要素生产率的强劲增长势必要求经济活动构成要素的快速变

化与比较优势的快速变化保持一致。 这就要求改善市场制度， 包括通过增加

国家体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调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之间的

法律关系。 这些改进都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所有权。 成功保持和促进

生产率增长均需要中国个人和企业之间进行便捷且成本低廉的经济信息

交换。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模式下， 以上大部分提议都得到认可， 但仅仅

是认可， 很难得到贯彻和落实。

一些领域的制度和市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进展不大， 也未涉及

多个领域。 在某些领域， 允许通过互联网相对自由地获取信息， 结果却不尽

如人意。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后， 迄今仍未出现任

何生产率低速提升的迹象。 这一问题在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的第

二章进行过探讨。 的确，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再现了 ２０１３ 年的黯淡景况： 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毫无起色， 同时产出性增长几乎全部源自资本存量的增长。 虽然

数据难以衡量， 但足以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远低于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的

普遍增长速度 （见图 ５）。

图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ＧＤＰ 增长各要素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总经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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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常态理念的贯彻实施， 经济增长对资本存量越来越深的依赖实际

上会对需求的产业结构产生广泛影响。 与消费相比， 金属和能源的投资属于

密集型投资， 因此投资迅速缩减就意味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会大幅下跌。 在对工业品的低增长需求下， 煤炭、 钢铁和

水泥行业首当其冲。 发电要达到国家环保水平的新目标， 向低排放转型， 煤

炭行业也因此深受影响。 缩减钢铁和煤炭行业产能的需求在 ２０１６ 年的规划

文件和官方声明中被重点指出。 目前， 减少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的缓慢进展表

明， 未来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会出现更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之后， 城市化进程放缓， 导致对各种基础设施建

设的需求增长减速。 而城市人口增长需要完善包括住房和交通设施在内的各

种基础设施建设。 与投资品的需求一样， 城市化进程放缓导致许多在旧经济

增长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商品需求也出现了绝对下滑。 钢铁和水泥等行业

迅猛发展， 其产出又投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从而造成了房地产市

场的过度供应。 这也是目前人们对中国许多城市住房市场供过于求存在担忧

的重要原因。
新经济增长模式下， 需要进行大规模地结构性调整。 这种调整加剧了破

坏性风险， 而这些风险出现在旧经济增长模式的成熟阶段。 投资占 ＧＤＰ 的

比重创下新高， 并且由于国有企业的不均衡使用， 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一些

领域出现过度投资现象。 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大力支持同旧经济

增长模式后期财政收入的强势增长紧密相关。 为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资金的金融机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投资导向型时期过分依赖新城市的建设

和发展获得收入的地方政府， 均非常容易受到这些在旧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支

柱性产业财务恶化的影响。 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中， 城市发展和重工业的投资

双双回落，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严重失衡、 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相当脆

弱 （Ｙｕ， ２００９；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５）。 要保证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成功， 金融改

革势在必行， 但是投资导向增长时期所形成的借贷模式造成了金融机构的脆

弱性， 而这种脆弱性严重制约了金融改革。
处理政府债务积压， 尤其是处理地方政府债务积压问题， 似乎进展不大

或可以说没有取得进展。
劳动力供应对增长的贡献虽小但在 ２１ 世纪早期显示出积极的作用， 而

现在却缩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 人口年龄层通常可以看作工作年限。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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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年龄层的下降， 劳动力供应仍保持微弱的上升趋势， 这反映出劳动参

与率有所增长。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除 ２００３ 年以外， 资本存量的增长一直是经济产出增

长的主要来源。 尽管与新经济增长模式所预计的情况相反， 但资本存量对经

济增长的绝对贡献值在 ２００６ 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曾提及， 从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对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至 ２０１３ 年的这段时间，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低增长水

平。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全要素生产率仍维持低增长 （见图 ５）。 没有迹象表

明这一情形会在 ２０１５ 年发生变化。 自 ２０１１ 年起， 经济发展更依赖资本存量

增长。
在中国向新经济增长模式平稳调整的情况下， 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值应保

持稳定或上升， 可以抵消资本贡献值的下降。 然而发展迹象却与此恰恰相

反：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生产率增长显著下滑， 如今经济增长比以往

任何时期都要更依赖于资本存量的增长。 在新经济增长模式框架内， 成功实

现向低速而强劲的增长模式转型势必要求更正这一发展方向。 然而， 到目前

为止， 没有出现任何更正的迹象。

包容性增长的发展

为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规划的诸多举措已逐步在

经济增长有利的方向上发挥适度的调整作用。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劳动需求增长较弱减缓了实际工资的增长， 相较于其他

收入， 通过工资上涨缓解收入分配不均这一强大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已经减弱

了 （见图 １）。 然而，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实质上有助于减少以基尼系数来衡

量的整体不平等 （见图 ６）。 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或者说当下的经济境

况可以扭转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二十几年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强势

走向。
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并逐渐扩展到农村居民，

但是迄今为止， 仅仅有了一个开端。
消除对流动人口权利的限制的地方阻力非常大， 这延缓了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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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ＢＳ）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
ＡｎｎｕａｌＤａｔａ。

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

旧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破坏

性的影响。 在 ２１ 世纪前 １１ 年，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量占全球增长量

的绝大部分。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

动的迫切性。 然而， 在 ２００９ 年之前并没有出现改变中国加剧全球气候问

题的倾向。
燃煤是中国加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主要因素。 在 ２１ 世纪的前 １１

年， 中国煤炭消费增加量实际是全球煤炭消费增加量的全部 （见图 ８）。 中

国不断增长的煤炭使用量凸显了全球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 地方

空气质量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这带来了大量的公共健康问题和改革的压力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５）。
中国在减轻经济增长对全球及国内环境影响方面不断取得极大的进展。

这是迄今可以证明新经济增长模式成功最明确的范例。
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已经降低了能源需求的增长率。 由国内及全球环境

问题推动的政策已经从根本上降低了煤炭作为能源的重要性。 由于重工业和

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大量使用金属 （尤其是钢铁） 和水泥， 而钢铁和水泥的

制造又要消耗大量的煤炭。 因此， 减轻对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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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可以强化能源部门的影响。
表 １ 表明降低经济活动中的用电单耗以及化石燃料在发电中的重要性取

得的进展。 中国旨在大幅提高经济活动中的能源利用率， 表 １ 表明这一目标

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电量需求增长率已经远远低于 ＧＤＰ 的

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煤炭发电的减少量要高于热量发

电的减少量。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 虽然热力发电大多数使用的是煤

炭， 但零排放源 （生物量） 和低排放源 （燃气） 的热力发电已经出现增长；
其次， 环境效益低的发电厂不断被规模更大且环境效益更高的煤炭发电厂取

代， 因而生产单位电量的煤炭消耗量稳步下降 （并且单位煤耗量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表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不同发电源的发电量

年份
数量（百万兆瓦时） 同比增长（％ ）

总计 热能 水能 核能 风能 太阳能 总计 热能 水能 核能 风能 太阳能

２０１０ ４２２８ ３４１６ ６８７ ７５ ４９ ０ １４ ９ １３ ４ ２０ １ ６ ７ ７８ ９ ７３ ７

２０１１ ４７３１ ３９００ ６６８ ８７ ７４ １ １１ ９ １４ ２ － ２ ７ １６ ７ ４９ ９ ４５９

２０１２ ４９８６ ３９２５ ８５６ ９８ １０３ ４ ５ ４ ０ ６ ２８ １ １２ ７ ３９ １ ４１２

２０１３ ５３７２ ４２２２ ８９２ １１２ １３８ ９ ７ ７ ７ ６ ４ ２ １４ ３ ３４ １２５

２０１４ ５５７３ ４２０５ １０７０ １２６ １５６ ２３ ３ ３ － ０ ４ ２０ １２ ５ １３ １５５ ６

２０１５ ５６０５ ４０９７ １１１４ １６６ １５７ ３８ ０ ６ － ２ ６ ４ １ ３１ ７ １８ ６ ６５ ２

　 　 资料来源：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ｃｅｃ ｏｒｇ ｃｎ ／ ｇｕｉｈｕａｙｕｔｏｎｇｊｉ ／
ｔｏｎｇｊｘｉｎｘｉ ／ 。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零排放的非热力发电源发电总量多于发电量的增长总量。
水电仍是零排放发电的重要方式。 ２０１５ 年， 尽管水力产能投资以较快速度继

续增长， 但天气条件限制了水力发电量的增长。 在未来几年中， 水力发电量

预期会恢复强劲的增长势头。 在 ２０１５ 年， 尽管风力发电量增幅有限， 但电量

供应的增长率不断上升， 因而风力发电成为第二大零排放发电源。 在日本福

岛核灾难推动的安全政策进行初步审查后， 随着新产能投资重新恢复， 核电

产出量也恢复了强势增长态势。 尽管太阳能发电量增长率随着电量产出水平

的上升持续放缓， 但较之其他发电源， 太阳能成为增长最快的发电源。
在表 １ 中， 热能发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煤炭发电的代理变量， 该表

低估了发电减排量的下滑。 虽然在热能发电中大部分原料是煤炭， 但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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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和排放量非常低的燃气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 并取代了一小部分的煤

炭发电。 发电的煤炭使用量比热能发电的产出量下降得更快。
根据全球标准， 中国的工业排放量仍非常大。 旧经济增长模式的高投入

水平使中国成为密集使用煤炭生产钢铁和水泥的产地 （产量约占全球产量

的一半）。
图 ７ 展示了 ２１ 世纪初至 ２０１２ 年新经济增长模式改变需求模式这一段时

期， 中国是如何推动全球几乎所有钢铁使用量的增长的。 ２０１３ 年钢铁消费

量达到峰值， 并自此出现了明显下滑。 图 ７ 显示，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其他国

家的钢铁消费量出现适度的增长但中国钢铁消费量下滑这一情形是如何导致

全球钢铁消费在这两年停滞不前的。

图 ７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钢铁消费量比较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Ｃｒｕｄｅ ｓｔｅ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ｓｔｅｅｌ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ｒｕｄｅ⁃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作

者估算。

近年来， 中国的钢铁产量出现下滑， 但是下滑速度远小于钢铁消费量。
这不仅压低了世界市场中的钢铁价格， 而且使钢铁价格低于中国和其他国家

的钢铁生产成本价。 这就造成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

施。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初， 发达国家反对进口中国钢铁这一贸易保护措施

程度的增加使 ２１ 世纪全球经济严重陷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
钢铁制造业煤炭用量的环境压力和许多钢铁企业遭受的损失促使中国政

府力图大幅削减钢铁产量和制造业产能。 产能的削减可以从高炉的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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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在向新经济增长模式过渡期间， 五年规划支持钢铁回收利用和使用废料

进行电弧生产的环保目标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五年规划和其他政策声明都

表明要削减 １ 亿 ～ １ ５ 亿吨的钢铁制造产能， 这对实现全球供需平衡做出了

实质性的贡献。 笔者估计， 中国的高炉钢铁产量可能在 ２０１３ 年已达到其历

史最高水平。
煤炭资源发电以及钢铁和水泥产量的下滑是中国煤炭使用轨迹发生变化

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推动了从 ２１ 世纪初到 ２０１２ 年近乎全球全部煤炭消费量

的增长之后， 从 ２０１２ 年起， 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全额下滑 （见图 ８）。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及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 这也是温室气体在主要排放国首次

出现排放量下降的情形。 中国煤炭消耗量的减少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

最重要的原因。

图 ８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同其他国家煤炭消耗对比

资料来源： ＢＰ （２０１５８），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ｂｐ ｃｏｍ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ａｂｏｕｔ⁃ｂｐ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ｏｌ ｈｔｔｌ； 作者估算。

这些变化对中国国内环境质量和避免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极端气候变化是

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已将煤炭使用量和排放量的增长控制在其之前在北京

和巴黎对国际社会承诺的范围内。 尽管中国煤炭使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情

况好转对中国和国际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可是排放水平仍然要高于经合理评估

的环境容量水平， 即自然环境可以完全吸收而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水平。

五年规划的目标是， 通过系统地努力， 推进科学技术的应用， 减少经济

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交通运输领域， 致力于将液态和气态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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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燃料转变为零排放的发电能源。当下的规划是，到 2020年中国的道路上

有 500万辆电动汽车，并且此后这一数量会快速增长。这会在中国形成大规

模生产的格局，减少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成本。正如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的使

用及生产不断增加，降低了各国太阳能的生产成本。

虽然最近中国在减少煤炭使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

步，但这仅仅是持续努力的开始。《巴黎协定》的贯彻实施要求强化减少二

氧化碳近期的排放量，直至2 0世纪后半叶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

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之路已经起步。就环境影响而言，中国造就

了比几年前密切关注者所能预想到的更大规模的开端。但是贯彻落实经济转

型的所有要素仍然前路漫漫、任重道远。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 3 月所说的，经济转型之路确实困难，但若

路上没有些磕磕碰碰，反倒会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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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成为
经济增长源泉
———一个供给侧视角

蔡 昉　 郭震威　 王美艳

一　 引言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减速过程， 综合考虑减

速的节奏、 深度以及持续时间， 这种减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

的。 虽然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产生了一定的非趋势性或扰动性的影响， 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仍然从 ２００７ 年

（１４ ２％ ） 或 “十一五” （平均 １１ ３％ ） 的峰值， 大幅度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９％或 “十二五” 的 ７ ８％ 。 更重要的特点是， 这个减速趋势迄今为止尚

未到达人们预期的 （止跌回升的） 谷底。
因此， 如同世界经济减速， 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经济

学课题。 鉴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中国能否正

确应对这个减速挑战， 关乎其是否能够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经济发

展的大命题。 实施正确的政策以成功应对挑战， 必须以准确判断形势为前

提。 诸多研究者出于惯常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 把这次中国经济减速解释

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因需求侧冲击而不时出现的周期现象， 并且开出了

通过扩大投资进行刺激的药方。
例如， 林毅夫 （Ｌｉｎ， ２０１１） 的分析就包含了两个方面。 第一， 通过把

中国出口减少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低迷，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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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口下降的事实关联在一起， 尝试论证中国经济减速是由 （外部） 需求

侧因素所致。 第二， 通过把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以人均 ＧＤＰ 相当于美国

的百分比衡量） 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同等阶段， 即与日本的 １９５１ 年、 新加

坡的 １９６７ 年、 中国台湾地区的 １９７５ 年和韩国的 １９７７ 年相比较， 用后发优

势论证中国尚有很大的高速增长潜力。 例如， 数据表明， 这些经济体在到达

这一节点之后的 ２０ 年里， 分别实现了 ９ ２％ 、 ８ ６％ 、 ８ ３％和 ７ ６％的经济

增长率。 由此看来， 中国似乎仍有 ８％的增长率潜力。
但是， 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 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 考虑或者忽略人口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

论， 即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做判断， 得出的结论会与按照

人均 ＧＤＰ 标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本章将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 （随后就进入负增长） 的时

间作为比较的基准①， 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 韩国的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以及新加坡的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如果把

人口抚养比 （１４ 岁及以下和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与 １５ ～ ５９ 岁人口的比率）
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抚养比显著上

升的时间点， 也远远晚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 例如， 日本的

人口抚养比虽然于 １９７０ 年左右降到最低点， 但是， 真正开始显著上升则

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而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间大体与中

国相同。
也就是说， 相对于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增长来说， 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尤

其快， 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 考虑到过去 ３０ 多年高速经济

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 以及人口红利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 蔡昉

和陆旸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３） 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 估计了 １９７９ ～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的潜在增长率。 从各时期的平

均数来看，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４ 年为 ９ ６６％ ，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０ ３４％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下降到 ７ ５５％ ， 预计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将进一步下降到 ６ ２０％ 。 由此来

看， 中国经济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进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 而不是

需求侧的宏观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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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减速。
例如， 巴罗 （Ｂａｒｒｏ， ２０１６） 认为任何国家不可能长期偏离 ２％ 这个趋同

“铁律”， 因此， 他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下降到 ３％ ～ ４％ ， 并断言中

国不可能实现 “十三五” 时期 ６％ ～ ７％的增长率目标。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和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 也预测中国经济将迅速 “回归到均值”， 即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将下降为

５ ０１％ ， ２０２３ ～ ２０３３ 年将下降为 ３ ２８％ 。 虽然在这类使用国家长期历史数

据的研究中， 有揭示 “放之四海而皆准” 减速规律的研究， 也不乏探索减

速的国别因素的研究 （如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但是， 总体而言， 这

类研究忽略了为什么减速以及如何保持长期适度增长的中国特色因素， 因而

必然得出比实际情景更 “悲观” 的预言， 无意中助长了 “唱衰” 中国的论

调和 “做空” 中国的打算。
因此， 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不应该按照周期性框架去寻求见底

反弹 （Ｖ 字形）， 而应该着眼于消除体制性障碍， 挖掘生产要素 （劳动力）
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 保持中国经济在与发展阶段相符合的减速区间

增长， 即尽可能平滑而缓慢地减速 （Ｌ 字形）， 直至完成从中等偏上收入阶

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新型城镇化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 就是符合这一思

路的结构性改革举措。 新型城镇化具有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固然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角色， 已经得到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例

如，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６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 “深
挖国内需求潜力” 的一项举措， 称其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

在。 蔡昉和王美艳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ｉ， ２０１５） 也具体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可能

扩大消费内需的程度。 为了把新型城镇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联系起

来， 本章着眼于城镇化对提高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提高潜在增

长率的重要作用。

二　 中国增长奇迹及其城镇化引擎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 提供了一个典

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案例。 从经济增长的构成源泉可以揭示出， 正是二元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 保证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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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 而且劳动力转移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部分）。 由于这些因素均源自有利的人口转变阶

段， 因此被称为人口红利 （Ｃａ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２）。 人口红利支撑的高速经济

增长伴随着同样高速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提高

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４ ８％ ，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２％ ， 是世界经济史上另一个由中

国创造的发展奇迹。
更具有奇迹般意义的是，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乡—城迁移， 不仅是

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而且是高速城镇化的主要源泉。 因

此， 研究中国的城镇化， 不得不对这个人口群体给予格外的关注。 本章将从

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 考察中国的城镇化以及其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首先， 农民工主导的城镇化满足了城市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元

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 而这个特征具体体现在以农

业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高速城镇化方面。 在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农

村， 以及城镇非农产业扩张快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条件下， 农村劳动力

向城镇产业转移不可避免。 事实上， 与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一样， 城

镇户籍人口就业总量已于 ２０１０ 年达到峰值， 城镇就业继续增加的主要原

因在于农民工的持续增长。 依据一些统计信息， 并在做出合理假设的情

况下， 本章把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历年城镇就业总量的构成部分进行了分解

（见表 １）。

表 １　 城镇就业总量构成

单位： 万人

年份

城镇统计就业 未计入城镇统计就业

城市户籍

（１）
农民工

（２）
合计

（３）
新增量

（４）
农民工

（５）

２００１ ２３２３３ ７０７ ２３９４０ — ７６９２

２００２ ２３９０４ ８７６ ２４７８０ ８４０ ９５９４

２００３ ２４５５３ １０８６ ２５６３９ ８５９ １０３０４

２００４ ２５１３３ １３４３ ２６４７６ ８３７ １０４８０

２００５ ２５６７１ １６６０ ２７３３１ ８５５ １０９１８

２００６ ２７４７４ ２１５６ ２９６３０ ２２９９ １１０５６

２００７ ２８２５６ ２６９７ ３０９５３ １３２３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８７５３ ３３５０ ３２１０３ １１５０ １０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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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城镇统计就业 未计入城镇统计就业

城市户籍

（１）
农民工

（２）
合计

（３）
新增量

（４）
农民工

（５）

２００９ ２９１５７ ４１６５ ３３３２２ １２１９ １０３６８

２０１０ ２９４９４ ５１９３ ３４６８７ １３６５ １０１０７

２０１１ ２９４７４ ６４４０ ３５９１４ １２２７ ９４２３

２０１２ ２９１３４ ７９６８ ３７１０２ １１８８ ８３６８

２０１３ ２８４０４ ９８３６ ３８２４０ １１３８ ６７７４

２０１４ ２７１９９ １２１１１ ３９３１０ １０７０ ４７１０

　 　 资料来源： Ｃａｉ， Ｆ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观察表 １ 各列数字， 可以发现许多有意义的信息。 第 （１） 列是按照

城镇户籍人口进行的就业统计， 总量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出现负增长。 第 （２）
列是被逐渐统计到城镇就业总量中的农民工数量， 不仅总量在增长， 而且

被计入的比例也在增长， 其对城镇就业总量在统计意义上的贡献 ［占城镇

统计就业的比重， 即第 （２） 列占第 （３） 列的百分比］，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 ０％提高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０ ８％ 。 正是农民工在这一统计意义上的贡献， 使

城镇就业总量在数字上仍然保持增长 ［第 （３） 列］， 每年增长甚至超过千

万人 ［第 （４） 列］ 。
这里有一个统计上的微妙变化。 实际上， ２０１４ 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增

量仅为 ３８０ 万， 如果不考虑转移劳动力的话， 城镇就业不可能产生新增量。 客

观地说， 这并不表明官方的城镇就业统计数据不实。 实际上， 随着农民工在

城镇企业就业稳定性的提高，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参

加了各项基本社会保险项目， 他们越来越多地被企业视为正式的职工， 自然

更可能被统计到官方就业数量里面。 此外， 正如第 （５） 列显示， 虽然数值在

递减， 但仍有很大比重的农民工， 尚未被统计到官方的城镇就业之中。 如果

把这些农民工统计到城镇就业中， 其对城镇就业增加的贡献则更显著。
其次， 城镇化帮助维持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 保证资本积累对经济

增长的高贡献率。 由于两个原因， 相对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和城镇本地劳动

力而言， 农村转移劳动力具有年龄明显较小的特点。 第一， 人口流动的一般

经验显示， 具有人力资本及其他人口学特征优势的群体更倾向于流动，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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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群体在年龄上比留守劳动力占优势； 第二， 城镇人口转变领先于农村， 因而

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比农村快， 因此， 农民工在年龄上也明显比城镇劳动力占

优势。 这一情况意味着， 农民工进城改变 （降低） 了城镇的人口抚养比， 维持

了 “食之者寡、 生之者众” 的人口结构， 进而产生了较高的储蓄率。
例如， 本章利用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把城镇常住人口中有城

镇户籍的人口与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口进行比较 （见图 １）， 可以看到， 前者

的抚养比为 ０ ４３， 后者为 ０ １８， 即在没有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成为常住居

民的情况下， 城镇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可以显著地降低 ０ ３５。

图 １　 城镇中户籍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２０１１），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Ｄ － ＲＯＭ ｅｄ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不仅如此， 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 可以使资本

积累和投资获得相同比例的劳动力供给， 从而资本报酬不会出现递减现象，
而且资源在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可以使投资回报

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 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

确保持了较高的资本报酬率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条件，
许多研究者得出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最大份额的贡献的结果， 如在蔡

昉和赵文 （Ｃａ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２） 的模型中，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９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

中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高达 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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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农民工作为城镇就业增量主体， 有助于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

本。 一般认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属于低技能或非熟练劳动

力， 因此， 通常不会认为农民工可以对城镇劳动者群体的人力资本做出什么

积极贡献。 的确， 平均来看， 农民工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
例如，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镇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①， 农民工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 ９ ５ 年， 城镇本地劳动者为 １２ １ 年， 两者之间有 ２ ６ 年的差距。
然而， 如果考虑两个劳动者群体的年龄分布特点， 农民工对城镇劳动力

的人力资本的贡献就是正面的了。 例如， 在本章的样本中， 农民工和城镇本

地劳动者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３３ 岁和 ４０ 岁。 图 ２ 展示了两个群体的年龄分

布和受教育年限分布。 以 ０ 为基点， 图的上半部分反映农民工分年龄构成及

受教育年限， 图的下半部分反映城镇本地劳动者的分年龄构成及受教育年

限。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由于农民工年龄较小， 而且特定的年龄组具有较高的

受教育年限， 他们对逐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城镇职工形成替代， 可以增加总

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例如， ２１ ～ ２５ 岁组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为 １３ ３ 年，
这个群体对 ５５ ～ ５９ 岁组城镇本地劳动力 （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 １ 年） 形成替

代， 增加城镇劳动力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效果是显著的。

图 ２　 农民工和城镇本地劳动者： 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ＣＵＬＳ 数据估算。

７４

① 该调查系 ２００９ 年年底到 ２０１０ 年年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 武

汉、 沈阳、 福州、 西安和广州 ６ 个城市进行的劳动力调查数据。 该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

样原则， 在每个城市分别抽取了 ７００ 户城市居民家庭和 ６００ 户外来人口 （农民工）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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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塑造了一个库兹涅茨过程，

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 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变化的关键是， 资源从生产率

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 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

提高。 本章将此视作 “库兹涅茨式” 产业结构演进 （Ａｏｋｉ， ２０１２）。 研究表

明， 劳动力转移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是亚洲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

典型特征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１１）， 也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生

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８）， 并

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 （Ｄｕ， ２０１４）。

通过合理修正国家统计局关于农业劳动力的定义， Ｄｕ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重新估算了 ２００９ 年的实际农业劳动力， 结果表明， 官方数字将农业劳动力

高估了约 １３ ４ 个百分点。 本章利用这种方法， 重新构造了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４ 年的

实际农业劳动力数据， 得出的结论是， 到 ２０１４ 年， 实际务农劳动力的比重，

至少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低了 １０ 个百分点 （见图 ３）。 这一估计数值， 与

Ｂｒａｎｄｔ 和 Ｚｈｕ （２０１０） 使用其他数据所做的估计高度一致。 在估算中， 本章

把官方数据与重估数据之间的差额作为残差处理， 在正常劳动力市场状况

下， 劳动力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非农产业在遭遇冲击时， 也常

常回到农业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中。 不过，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农业越来越少地发挥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了。

图 ３　 重新估算的三次产业劳动力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历年） 和相关数据估算； 估算方法参见 Ｃａｉ， Ｆ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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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有城镇化模式的人口学分解

从人口学的角度， 城镇化即城市人口增长及比重增加有两个来源， 分

别为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迁移）。 在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城市

生育率率先下降的情况下， 城镇化率的提高更倚重于人口迁移。 而中国人

口迁移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农村劳动力 （称为外出农民工） 向城镇的大规

模转移。 按照统计定义， 城镇常住人口是指在城镇居住 ６ 个月及以上的人

口， 外出农民工是指离开本乡镇 ６ 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由于农民工

中 ９６％的人进入各级城镇， 故这个人口群体实际上被统计为城镇常住

人口。
因此， 本章对国家统计局城镇化数据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进行比

较， 从农民工数量增长情况粗略地观察其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贡献。 按

照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口径， ２０１４ 年城镇常住人口为 ７ ４９ 亿人， 城镇化率

为 ５４ ８％ 。 其中， 城镇户籍人口有 ５ ８１ 亿人， 对城镇化的贡献率为

４２ ５％ ； 农民工有 １ ６８ 亿人， 对城镇化的贡献率为 １２ ３％ 。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 城镇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３％ ， 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６％ ， 农民工对这期间城镇化率的提高做出了 ２４ ２％ 的贡献。
从人口学分析， 可以得到更精确的关于农民工对常住人口城镇化贡献的

估计。 根据人户是否分离， 可以将中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进一步区分为非

户籍迁移 （户口仍在农村， 即农民工） 和户籍迁移 （户口随本人转移到城

镇） 两种情况， 后者可进一步区分为就地转移 （居住地不变， 户籍性质由

农业人口改变为非农业人口） 和异地迁入两种情况。
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 本章仅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量进行分

解。 首先计算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这个增长量等于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 ６６９７８ 万人与 ２００９ 年城镇常住人口

６４５１２ 万人之差， 为 ２４６６ 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

数据 （在普查数据基础上做了调整）， 在城镇新增常住人口中， 城镇常住人

口自然增长量为出生人口 （７２２ 万人） 减去死亡人口 （３３２ 万人）， 即 ３９０
万人。 城镇常住人口机械增长量为城镇常住人口增长量与自然增长量之差，
即 ２０７６ 万人 （２４６６ 万人 － ３９０ 万人）。 因此， 人口机械变动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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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８４ ２％ （２０７６ 万人 ／ ２４６６ 万人 × １００％ ）。 也就是

说， 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主要是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
接下来， 我们把城镇常住人口的机械增长量分解为非户籍迁移与户籍迁

移。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全国非户籍迁移人口总量分别为

２ ２１ 亿人和 ２ １１ 亿人。 根据非户籍迁移人口中乡—城迁移、 城—城迁移、
乡—乡迁移、 城—乡迁移的分布 （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推算， ２０１０ 年乡—城

非户籍迁移人口、 城—乡非户籍迁移人口数量分别为 １４０１６ 万人和 ６３１ 万

人， 两者之差 （１ ３４ 亿人） 即为乡—城净迁入人口。 同样的道理， ２００９ 年

乡—城净迁入人口数量约为 １ ２８ 亿人 （１３３５６ 万人 － ６０１ 万人）。 因此，
２０１０ 年乡—城净迁入人口与 ２００９ 年乡—城净迁入人口之差 （６３０ 万） 即为

２０１０ 年乡—城净迁入人口的增量。 由此计算， 乡—城非户籍迁移人口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２５ ５％ （６３０ 万人 ／ ２４６６ 万人 ×
１００％ ）。 这部分人口的主体就是进城务工农民工 （及其随迁家属）。

下面， 本章估算 ２０１０ 年乡—城户籍净迁入人口 （城镇常住人口机械增

量减去乡—城非户籍迁移人口增量） 为 １４４６ 万人 （２０７６ 万人 － ６３０ 万人）。
因此， 户籍迁移人口对 ２０１０ 年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５８ ６％ （１４４６
万人 ／ ２４６６ 万人 × １００％ ）。 乡—城户籍迁移人口又分为异地迁入 （户籍迁出

原乡镇） 和就地转移 （户籍所在地不变， 但户籍性质实现了农转非） 两种

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人口抽样数据推算， ２０１０ 年乡—城异地户籍迁入人

口为 １２３ 万人， 相应地， 乡—城就地转移人口为 １３２３ 万人。 这部分人口的

主体是城镇化过程中， 因城乡区划调整被整体划入城镇， 从而改变户口性质

的那部分人口。
除此之外， 本章还以 “异地迁移” 特征进行分类， 即乡—城异地净迁

移人口 （共为 ７５３ 万人） 可以区分为两部分。 第一， 以人户分离为特征的

乡—城异地非户籍净迁移人口， 总数为 ６３０ 万人， 约占 ８３ ７％ ； 第二，
乡—城异地户籍迁入人口， 总数为 １２３ 万人， 约占 １６ ３％ 。

把以上的估算结果列入表 ２， 并简洁地归纳出四个主要结论。 第一， 人

口机械增长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因。 第二， 非户籍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率约为

２５ ５％ ， 主体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第三， 因行政区划变动实现的人口就地

转移 （户籍实现农转非）， 对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贡献， 但

这种变化只是一种统计口径调整， 本身在内涵上并不具有实质性改变。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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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迁移行为和迁移过程， 在乡—城迁移人口中， 人口

与户籍同迁的比例很低， 且绝大多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 这形成

了中国如今的非典型城镇化特点。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城镇人口增量的分解

城镇新增人口

２４６６ 万人

自然增长 ３９０ 万人（１５ ８％ ）

机械增长

２０７６ 万人

（８４ ２％ ）

非户籍迁移 ６３０ 万人（２５ ５％ ）

户籍迁移

１４４６ 万人

（５８ ６％ ）

异地迁移

１２３ 万人（５ ０％ ）

就地转移 １３２３ 万人（５３ ６％ ）

全部异地迁移

７５３ 万人（３０ ５％ ）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 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 从中国城

镇化的特点看， 户籍制度远非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仅仅是区分不同居住

和就业所在地， 甚至提供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种简单的制度形式， 而是

有着更为深刻的发展内涵的一种制度。 如表 ２ 所示， 在含义不一的城镇新增

人口中， 非户籍迁移人口或外出农民工是真正意义上的库兹涅茨过程的支撑

者， 对资源重新配置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决定着城镇化的前景甚

至经济增长的前景。

四　 新型城镇化创造改革红利

根据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以及独特的城镇化性质进行判断， 现有的城镇

化速度将显著减慢。 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划 （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６０％ ， 按照这一规划， 结合

对今后中国总人口的预测， 笔者在表 ３ 中列出了对截至 ２０３０ 年的城镇化的

预测。 其中有两个信息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 即使按照国家规划设定的目标

进行预测， 也可以发现城镇化速度是递减的，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提高 １ ６ 个

百分点 （已经大大慢于以往的速度）， 而 ２０３０ 年城镇化率仅提高 ０ ６ 个百

分点。 第二， 城镇化若按照这个速度发展， 需要一定的乡—城迁移规模支

撑， ２０１５ 年大约需要 １１９７ 万人， ２０３０ 年大约需要 ７６４ 万人。 显然， 如果每

年乡—城迁移人口达不到所要求的规模， 按照这个口径统计的城镇化率， 届

时将无法达到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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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预测

单位： 万人， ％

年份 总人口 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 乡—城迁移

２０１５ １３７４６２ ７６５６６ ５５ ７ １１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３８２４１ ７８２４４ ５６ ６ １１２５

２０１７ １３９１６２ ７９９９０ ５７ ５ １０８６

２０１８ １４００１３ ８１６８３ ５８ ３ １０７８

２０１９ １４０７０５ ８３２６９ ５９ ２ １０６０

２０２０ １４１２５５ ８４７５３ ６０ ０ １０２９

２０２１ １４１７２４ ８６１６８ ６０ ８ １０１１

２０２２ １４２１１３ ８７４９９ ６１ ６ ９８０

２０２３ １４２４４２ ８８７８４ ６２ ３ ９９３

２０２４ １４２７０９ ８９９９２ ６３ １ ９４３

２０２５ １４２９１９ ９１１３９ ６３ ８ ９２３

２０２６ １４３０７１ ９２２２４ ６４ ５ ８９４

２０２７ １４３１６９ ９３２４６ ６５ １ ８８５

２０２８ １４３２１２ ９４１９１ ６５ ８ ８３３

２０２９ １４３２０５ ９５０８８ ６６ ４ ８０３

２０３０ １４３１４９ ９５９１０ ６７ ０ ７６４

　 　

从目前外出农民工增长的趋势看， 保持数百万至上千万乡—城迁移人口

增量的假设过于脆弱， 将其作为目标则很有可能无法实现。 在中国官方文件

中， 虽然经常把农民工称为农业转移劳动力， 但这部分人口并不是从农业中

转移出来的。 从许多研究揭示的外出农民工以及务农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来

看， 正在务农的劳动者不便于外出， 所以基本上不会成为迁移主体。 事实

上， 每年新增的外出农民工群体主要由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构成， 换句话

说， 主要是 １６ ～ １９ 岁的人群。

根据人口数据， 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
这个人群都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 ２０１５ 年显著减少， 并从此进入负增

长 （图 ４ 中画出的是农村常住人口中年龄为 １６ ～ １９ 岁的人数）。 这种人

口变化趋势必然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 事实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 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４％ ， ２０１４ 年这个增长率下

降为 １ ３％ ， ２０１５ 年则进一步下降到 ０ ３％ 。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 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并非一种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而是一种在农村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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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间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 一旦每年新增外出劳动力人数少于返乡人数，
就会导致以下结果： ①劳动力短缺进一步加剧， 使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

动成本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靠近； ②降低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 ③劳动力

无限供给特征进一步弱化， 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④产生 “逆库兹涅

茨现象”，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受阻。 而这些因素都会降低潜在增

长率， 增加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难度。

图 ４　 １６ ～ １９ 岁农村人口和外出农民工增长情况

注： 左轴表示 １６ ～ １９ 岁农村人口数量， 右轴表示农民工数量。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相关数据和人口数据计算。

一旦以这种口径定义的城镇化真的减速了， 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贡

献也就难以持续。 例如， Ｄｕ （２０１４） 估计， 表现为城镇化和跨部门转移的

劳动力重新配置，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经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的平均

２７ ２％下降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平均 ９ １％ ， 其间共降低了 ６６ ５％ 。 那么，
中国城镇化是否对经济保持适度增长目标的实现无能为力了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需要哪些条

件， 然后探讨如何满足这些条件。 第一， 既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在于供

给侧， 人口红利消失后潜在增长率下降， 保持适度增长的出路便在于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阻碍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体制性因素。 第

二，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 并且经济活动人口即将 （预计于

２０１７ 年） 进入负增长时代， 因此， 劳动力存量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重

新配置， 譬如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参与率， 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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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行方式。 第三， 既然现行非典型的城镇化难以持续下去， 制约农民工

在城镇稳定居住和就业的体制性障碍是现行的户籍制度， 那么， 通过户籍

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对中国经济的模拟表明 （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３ ） ， 如果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 １ 个百分点， 这一期间的年平均

ＧＤＰ 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０ ８８ 个百分点。 如果在同一期间， 把全要素生

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 １ 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的年平均 ＧＤＰ 潜在增长

率可以提高 ０ ９９ 个百分点。 可见， 通过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而不再

仅仅将其看作过客般的劳动者， 可以保持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供给和资源

重新配置主要贡献者的地位， 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同时提高劳动

参与率 （延长人口红利） 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获得新的可持续增长

动力） 。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仍没有解决乡—城迁移者

（农民工） 的户籍问题， 户籍制度的约束导致无法向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

公共服务， 使农民工群体处于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另外， 农民工就业的

不稳定性降低了劳动力供给。 所以， 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之前的常住人口

城镇化， 是个半截子的城镇化， 不能发挥城镇化的全部应有功能。 更值得担

忧的是， 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 依靠常住人口推动的城镇化必然显著减

速， 甚至难以为继，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因此， 本章的结论是通

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让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户籍制度改革很久以前就是学术界的讨论话题， 也一直被置于改革日程

的重要位置， 可以说是共识度最高的改革领域。 但是， 这项改革迄今为止未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因而改革红利也没有显示出来。 为什么这项改革会推而

不动？ 与几乎所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相似， 本章归纳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
首先， 没有真切地看到该项改革可能产生的改革红利。 对一个高度关注

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来说， 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实施手段上是有形

的， 实施效果可以是迅速、 及时的， 并且具有与政策手段的对应性。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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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 政策手段似乎看不见摸不着， 而且政策手段与

效果之间没有清晰和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由此， 政府看待城镇化对经济增

长的积极影响的次序分别为： ①拉动投资的效果容易被看到， 这几乎成为当

前推动城镇化的最主要动力， 这种努力容易走向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政策刺

激； ②培养新的中等收入群体， 拉动消费需求的效果也可以看到。 但是， 这

方面的努力容易受到既得利益的阻挠； ③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

效果尚未得到评价。
其次， 没有按照恰当的标准界定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改革责任， 因而尚

未形成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红利分享机制。 中央政府很早就提出

成本分担的问题， 但是， 迄今为止， 尚未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支出要求以及

之后发生的支出责任变化， 把改革成本和收益在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和市级

政府之间做出分担和分享的安排。 例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中专设一章讲成本分担问题， 但是， 也仅仅规定 “各级政府根据

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 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 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较多地区政府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没有给出确切的预期， 使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地方政府缺乏实际推进的积

极性。
最后， 上述两种情况产生了错误的激励， 使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

或多或少被改变。 在中国， 城市规模越大，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 户籍

制度改革的成本也就越高。 在没有解决好成本分担和红利分享问题的情况

下， 大城市政府没有接纳新市民的动力。 因此， 地方政府往往利用中央政

府的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防止 “大城

市病”、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 等要求， 在实施中避重就轻， 悄无声息地改

变了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反而在农民工完全没有迁移和落户意向的小城镇

大做文章。 按照这个倾向， 中央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的要求，
也很可能通过改变统计口径， 或者主要依靠郊区人口改变户籍身份来满

足。 这与本章预期的新型城镇化及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期望大相

径庭。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 高城镇化水平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现代

化的标志； 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 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

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而对中国来说， 新型城镇化还具有通过结构性改革、 矫

５５



正体制性扭曲、延长传统增长动能和挖掘新增长源泉的特殊重要性，关系到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央政府要求的中高速增长。因此，只有明确认识上述三

个方面的原因，才能真正推进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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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

王小鲁　 周伊晓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 ２０１５ 年增

长率已跌破 ７％ 。 下行原因是什么？ 未来趋势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 笔者建立了一个增长模型， 从供给侧对各时期生产要素的贡献和体

制、 结构等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并结合需求侧的分析， 对未来

（到 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３０ 年） 的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
从供给角度看，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从需求角度看， 外需驱动与内

需驱动转换不顺利， 过度储蓄、 过度投资、 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失衡导

致疲软： 这些是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与体制因素密切相关。
未来增长面临不确定性， 如能加快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

能够在调整期后恢复增长动能， 在 ２０３０ 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否

则增长可能面临失速。 如不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 还有发生金融危机的

风险， 可能导致长期萧条。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　 投资　 消费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 ３０ 多年间， 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 ９ ９％ 的高增长率。
但近年来增长呈持续下行趋势， ２０１５ 年已跌破 ７％ 。 本章分析下行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 （到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 的经济增长前景。

基于学术界的大量研究， 中国过去 ３０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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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 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轨改善了资源配置状况

和微观经济效率。 第二， 基于高储蓄的资本投入高增长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

代的劳动力高增长， 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第三， 对外开放促进了效

率提高， 也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发挥。 第四， 中国处在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 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有很

大的提高空间， 需求对增长有较强的引领作用。 本章将研究这些要素变动及

制度性、 结构性因素对增长的贡献。
但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经济也显露出相当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 成为导

致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因素。 特别值得重视的因素如下。
第一， 长期以来储蓄率和投资率越来越高， 产能过剩也越来越严重。

２０１４ 年投资率 （资本形成率） 高达 ４６％ ， 居民消费只占 ３８％ 。 产能过剩导

致资本生产率显著下降。 按 ＧＤＰ 与固定资本存量之比计算， 目前资本的平

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相比都有大幅度的下降， 这种情况

是不正常的。
第二， 过去较长时期， 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干预过多， 行政机关自我约

束弱化， 导致腐败和政府规模膨胀， 行政成本上升， 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受到

抑制。 这是不利于经济增长、 导致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第三， 经济增长需要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以来， 债务杠杆率持续攀升。
以债务性社会融资存量与 ＧＤＰ 之比计算杠杆率， ２００８ 年为 １１６％ ， ２０１５ 年

已升至约 ２００％ 。 过高的杠杆率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使金融风险越来

越大， 对未来长期增长构成威胁。
本章建立一个增长模型， 使用新中国成立以来 ６０ 多年的数据， 定量分

析生产要素和各种体制、 结构因素对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贡献及

影响。 第二部分报告模型和增长核算的结果； 第三部分讨论需求侧面临的问

题； 第四部分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 第五部分概述主

要结论。

二　 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影响因素： 模型分析

增长经济学通常使用的模型是新古典增长模型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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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长模型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两者都建立生产要素和产出

（ＧＤＰ） 间的函数关系， 都可以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但中国经济增长

的经验显示， 仅仅对生产要素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在过去 ３０ 多年中， 体制

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都对经济增长和 ＴＦＰ 有重大影响。 国际上对转轨经济

增长的分析， 通常也会引入少数体制与结构变量。 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有些

侧重对外开放的影响， 有些则侧重市场化改革的作用。
在下面的分析中， 笔者以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为基础， 建立一个经过改造的增长模型。 该模型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同时把若干重要的体制和结构变量引入模型， 全面分析科技进步、 市场化改

革、 城市化、 外贸依存度、 外资投入、 政府管理成本、 消费率、 债务杠杆率

对增长的影响， 从而对 ＴＦＰ 的来源进行分解。 数据说明和关于增长模型的

说明见文末的附录。
表 １ 列出了模型估计结果。 各统计量显示模型有很强的解释力。

表 １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系数 ｔ 值

资本存量（对数） ｌｎＫ（ ｔ） ０ ３８８２ ２ ６５∗

人力资本存量（对数） ｌｎＨ（ ｔ） ０ ４７１７ ３ ８７∗∗

科技资本增量（对数） ＤｌｎＫｒ （ ｔ） ０ ７２０５ ８ ９７∗∗

城市化率 ｕ（ ｔ） ３ ５３２１ ３ ０８∗∗

非国有经济比重 ｍ（ ｔ） ０ ４４２２ ４ ８９∗∗

外资比重 ｋｆ （ ｔ） ３ ２２９９ ４ ０１∗∗

外贸依存度 ｄ（ ｔ） ０ ２７３４ １ ７１’

政策管理成本 ｇ（ ｔ） － １３ ４８５８ － ４ ６７∗∗

债务杠杆率 ｌ（ ｔ） － ０ ２９７８ － ２ ９１∗∗

消费率 ｆｃ（ ｔ － １ ） ３ ８３８３ １ ９７’

消费率平方项 ｆｃ２（ ｔ － １ ） － ２ ８９８２ － ２ ０７∗

常数项 Ｃ － ２ ８２７９ － ３ ８５∗∗

调整 Ｒ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９７

　 　 注： ｔ 值上标∗∗表示在 １％或更高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

根据表 １ 所列模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 笔者做了增长核算， 计算不同时

期各生产要素和其他影响因素的贡献或影响程度。 该结果由表 ２ 列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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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贡献合计是资本和人力资本贡献之和， ＴＦＰ 合计是其他各影响因素贡献

的总和。 因此表 ２ 也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分解。

表 ２　 各时期增长核算

单位： ％

指标
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ＧＤＰ 增长率 ６ １ ９ ０ １０ ４ １０ ５ ８ １

按增长来源分解

　 资本 ２ ９ ３ ４ ４ ０ ５ １ ５ ４

　 人力资本 ３ １ ２ ５ １ ５ １ ２ １ １

要素贡献合计 ６ ０ ５ ８ ５ ５ ６ ３ ６ ５

　 科技进步 ０ ０ － ０ ４ ０ ９ ０ １ － ０ ７

　 城市化 ０ ７ ２ ５ ３ ５ ４ ９ ４ ３

　 非国有企业比重提高 － ０ ６ ０ ８ ０ ５ ０ ９ ０ ５

　 外资效应 ０ ０ １ ０ １ ２ － １ １ － １ ３

　 外贸效应 ０ ０ ０ ５ ０ ３ ０ ３ － ０ ６

　 政府管理成本 ０ ４ － ０ ９ － ０ ８ － ０ ４ ０ ５

　 最终消费率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 ０ ９ ０ ５

　 杠杆率 － ０ ４ － １ ０ － ０ ２ － １ ５ － ２ ４

ＴＦＰ 合计 ０ ３ ２ ４ ５ ３ ２ ３ ０ ７

残差项 － ０ １ ０ ８ － ０ ４ １ ９ ０ ８

　 　 注： 表中外资效应的负贡献是因外资比例下降， 政府管理成本的正贡献是因其相对规模下降。
余类推。 有些时期各分项之和与合计数略有差异， 是尾数四舍五入所致。 数据依据表 １ 的模型估计

参数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增长核算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 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其贡献呈上升趋

势， 近年来对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 ５％ 。 参照其他研究者较早期的研究结果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０；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可以看到资本的生产率已经显著下降

（资本的产出弹性已从 ０ ５０ 左右降至 ０ ３９）。 分阶段的模型回归结果也反映

了同样情况。 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合计已显著小于 １， 说明中国经济

已经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转向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是

由产能过剩导致， 说明由于过度投资，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逐渐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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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人力资本对增长率的贡献出现明显下降， 原因在于劳动力数量增

长放慢 （本研究中的人力资本定义为按教育年限加权的有效劳动力， 劳动

力增长减速会导致人力资本增长减速）。 近些年来人力资本质量 （教育水

平） 虽有较快提高， 但仍未能充分补偿劳动力数量增长的减速。
第三， 从回归结果看， 科技资本只在加速增长时才对经济增长显现出

推动作用 （主要反映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这也说明科技进步目前还没有

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改革时期确有显著的

ＴＦＰ 提高， 但这主要是下述体制改革和结构变动带来的资源配置改善的

贡献。
第四， 城市化对 ＴＦＰ 提高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贡献在 ４ 个百

分点以上。 城市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贡献， 是因为生产要素 （主要是劳动

力和土地） 在城市化过程中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相对高效率的城

市非农产业部门， 改善了总体资源配置效率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 这也是市场化

贡献的一部分， 因为改革期间市场机制为城乡间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途

径， 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第五， 改革以来， 非国有经济部门 （企业） 的效率始终高于国有经济

部门， 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比重每年提高 １ 个百分点， 能提高 ＴＦＰ 约 ０ ４４ 个

百分点， 非国有经济部门加快发展对 ＴＦＰ 和增长的年贡献为 ０ ５ 个百分点或

更高。 这是市场化改革对增长贡献的一部分， 主要是要素配置改善和激励机

制改善带来的效率提高。
第六， 外资和外贸效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对 ＴＦＰ 的贡献合计 １ ５ 个

百分点， 说明对外开放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 外资的生产率总体高于内资，
外贸的发展也导致了资源配置改善。 但近些年来它们对增长的贡献由正转

负， 是因为外资占比回落和外贸依存度回落。 随着国内企业对国际水平的追

赶和差距缩小， 未来外资和外贸效应也会相对减弱。
第七， 从 １９７９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政府管理成本 （由政府财政中的行政管理

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代表） 呈持续上升趋势， 导致每年降低经济增长 ０ ４ ～
０ ９ 个百分点。 这说明行政效率低和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影响了资源配

置效率。 ２０１２ 年以后大力度反腐使行政管理相对成本有所下降， 近期对

ＴＦＰ 有 ０ ５ 个百分点的贡献。 未来能否有效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将对该因素

的贡献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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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根据回归结果的模拟计算得出， 最终消费率 （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

重） 对 ＴＦＰ 和增长的影响是一条倒 Ｕ 形曲线 （见图 １）。 图 １ 的横坐标为最

终消费率， 纵坐标为最终消费率的增长效应， 其最大临界值在 ６６％ 左右

（对应的总储蓄率为 ３４％ ）。 这说明消费率高于或低于这一点都会使要素配

置效率下降， 不利于长期增长。 中国的实证数据验证了增长经济学关于

“资本积累黄金率” 或 “黄金储蓄率” 的理论推断 （Ｂ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５）。

图 １　 最终消费率的增长效应模拟曲线

数据来源： 据模型估计结果得出。

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下降和上升了十几个百分

点， 这使 ＴＦＰ 年均损失 ０ ９ 个百分点 （见表 ２）。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最终消费

率有小幅度回升， 对 ＴＦＰ 形成了年均 ０ ５ 个百分点的贡献。 但 ２０１４ 年消

费率仅为 ５１％ ， 还远低于 ６６％ 的临界值 （见图 １）， 说明未来通过改革和

结构调整继续促进消费率合理回升、 投资率合理回落， 将继续推动经济

增长。
第九， 杠杆率的提高在各时期都对效率和增长有不良影响。 近年来杠杆

率急剧上升， 对 ＴＦＰ 的负影响增大到 ２ 个百分点以上， 高杠杆率已成为最

大的负面影响因素。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投放导致过度

借贷和过度投资， 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今后无论是从提高效率、 维护增长

的角度， 还是从防范金融危机的角度， 都有必要保持中性的货币政策， 降低

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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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概括上述发现， ＴＦＰ 在改革期间比改革前显著上升， 但从 ２００１
年以后连续下降， 近年来降到仅 ０ ７ 个百分点。 其中除了外资和外贸效应回

落的原因外， 主要有另外三方面原因： 政府管理成本上升及行政干预增加、
最终消费率过度下降 （储蓄率和投资率过度提高）、 杠杆率大幅度提高。 这

带来了严重的效率损失，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城市化、 市场化等因素对 ＴＦＰ
的贡献。 最近几年政府管理成本有所下降， 消费率有所回升， 起了积极作

用， 但大部分被杠杆率上升的负面影响抵消。

三　 经济增长的需求侧讨论

上一部分关于最终消费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是从供给角度衡量其

对 ＴＦＰ 的影响。 但这一问题同样也会表现在需求侧， 而且只有从需求角度，
才能将其影响 ＴＦＰ 的作用机制分析清楚。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证明， 当一个经济体的总投资小于总储蓄、 贸易平

衡时， 总需求低于总供给， 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 此时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

或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 能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 恢复经济增长动

力。 但该理论并未考虑初始的投资率高低对需求管理政策有何影响， 实际上

假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存在完全的替代关系这一假设条件只在短期近似成

立， 而在中长期会发生改变。
假定货币当局采用刺激性货币政策扩大社会的投资规模， 短期内新的投

资项目增加， 会扩大对投资品及对人力投入的需求。 这些需求会沿产业链传

导至相关产业， 在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些新的投资项

目一旦完成， 就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总供给就会扩大。 如果最终消费率、
净出口等条件不变， 就会出现新的供求失衡， 需要增加新的需求来与之平

衡。 这可能迫使政府不断实行刺激政策来扩大投资， 一旦停下来就会出现总

需求不足、 增长乏力。
持续采取刺激政策还会提高储蓄率。 政府扩大投资， 就相应地提高了政

府储蓄。 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还可能带来虚拟经济部门短期的虚假繁荣， 吸

引民众提高储蓄以进行投资。
持续采取刺激政策， 可能使储蓄率和投资率越来越高， 产能规模越来越

大， 而消费受到抑制， 扩大的生产能力难以找到出路， 导致日益严重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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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 进而加剧了总供给和总需求间的失衡。
可见，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应用是有限制条件的， 它只能作为短期政

策使用； 如果在中长期持续应用， 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货币刺激政策的另一个限制条件是， 在初始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特别高的

情况下， 其效果会更差。 因为这会使巨大的生产能力与居民消费能力越来越

不匹配， 供求失衡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用于生产性投资， 如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 扩

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 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 减免企业税费负担，
则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 其中后面的几项有助于促进消费率回升， 改善消费

与投资的平衡关系。
中国历来是一个高储蓄、 高投资的国家， 但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期间， 储

蓄率和投资率又各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 分别达到和接近 ５０％ 。 而最终消

费率降为 ５０％以下 （见图 ２）。

图 ２　 储蓄率、 投资率和最终消费率的近期变化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支出法 ＧＤＰ 核算数”。

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 ３０％ ， 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

低约 ３０％ 。 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如此低的消费率， 使得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

越来越不匹配， 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国内外有关研究尽管互有差异， 但多

数都发现， 中国过去十几年间工业产能利用率在显著降低 （见图 ３）。
以上解释了资本生产率急剧下降的原因： 这主要是近些年来消费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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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 ２０１３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ｎｐｕ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０。

投资需求之间结构失衡、 产能大量过剩的结果。

消费—储蓄—投资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和资源配置失

当。 其中很关键的因素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房地产价格过高、 资本市场大

起大落， 限制了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各级政府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政府过

度投资， 公共服务支出不足、 分配不均， 社会保障覆盖不全， 都导致了储蓄

率和投资率上升、 消费率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 很容易加剧结

构失衡， 而无助于经济增长。 中国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期间采取的大规模扩大

政府投资和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 仅在短期拉高了增长率， 随后

再次出现经济疲软， 增长率逐步走低， 说明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作用逐渐

失效。

２０１５ 年， 广义货币供应 Ｍ２ 增长率仍然保持在 １３ ３％ 。 这与往年相比

不算高， 但与 ＧＤＰ 增速相比显著过高。 因为过去名义 ＧＤＰ 增长率一直保持

在 １０％以上， 而 ２０１５ 年已下滑到 ６ ４％ ， 与 Ｍ２ 增长率相差约 ７ 个百分点，

货币供应显然过度宽松。 流动性过大， 必然使杠杆率和不良债务率进一步提

高， 威胁宏观经济稳定。

针对当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的情况， 需求侧政策不应继续以刺激投

资为主， 而应转向重点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调整收入分配， 减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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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负和社保缴费负担， 促进最终消费率合理上升， 以及储蓄率和投资率

合理下降。

四　 经济增长预测：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年

基于上两部分增长核算和需求侧分析， 我们能够在全面考虑影响生产率

的诸多重要因素的前提下， 对未来的经济增长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进行预测。 影响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尤其是政策选择。 这里

考虑三种不同情景。

（一） 常规情景

在这一情景中我们假设多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包括生产要素和

体制、 政策因素） 未来会继续沿过去一个时期的变动趋势自然延伸， 没

有重大改变。 一个例外情况是： 为防范金融危机， 货币管理局将对货币

政策进行调整并清理不良贷款， 减缓流动性扩张速度， 把杠杆率的提高

限制在相对缓和的程度。 由于政策调整力度较小， 仍不能排除未来发生

金融危机的可能， 但这里假定所考察的时期不发生金融危机， 此外还根

据最可能的情况， 对其他一些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进行适当调整。 提出

假设如下。
第一， 储蓄率和投资率将继续缓慢回落。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产能过剩

而继续减速； 政府将继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但受到有效投资空间有限和政

府财力的制约。 资本存量增长率变动将滞后于投资增长率变动， 前者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平均为 １４ ０％ ， 正在减速； 预计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长 １０ ０％ ；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年均增长 ７ ３％ 。

第二， 假定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提高速度不变， 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未

来 ５ 年中由正转负， 使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由过去几年的 ２ ４％ 降到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平均 ２ ０％ 、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平均 １ ５％ 。
第三， 随着经济增长减速， 城市化率已从过去年均增长 １ ４ 个百分点降

至 １ ２ 个百分点。 预计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长 ０ 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年均增长 ０ ６ 个百分点。

第四， 未来市场化程度将继续提高， 但推进速度将逐渐放慢； 假定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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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占工业的比重到 ２０２０ 年升至 ８３％ ， 比 ２０１４ 年提高 ４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３０ 再提高到 ８８％ 。 整体经济中的国有比例高于工业中的国有比例， 但变

动趋势应基本一致。
第五， 统计和模型分析显示， 近年来研发投资的净增长有所放缓，

对增长具有负贡献， 但这可能是短期现象。 假定未来几年不继续减速，
但也没有显著贡献； ２０２０ 年以后可能显著加速， 对 ＴＦＰ 产生 ０ ５ 个百分

点的贡献。
第六， 外贸依存度预计将保持过去几年的下降速度，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４

年降低 １３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降幅减慢， 再降 １０ 个百分点， 降至

１９％ 。 未来 ５ 年外资占资本存量的比重再降 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 年之后不

再下降。
第七， 政府管理成本与 ＧＤＰ 之比在过去两年因反腐效应而下降， 对

ＴＦＰ 有积极影响， 预计今后两三年内将保持这一趋势。 但更长期是否继续下

降取决于能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假定 ２０１８ 年之后政府管理成本与

ＧＤＰ 之比将保持稳定。
第八， 最终消费率近年来缓慢回升， 对提升有效需求、 支持经济增长做

出了贡献。 但由于经济走缓， 未来 ５ 年可能仅年均增长 ０ 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
年之后增速有所加快， 年均增长 ０ ３ 个百分点。

第九， 过去 ３ 年间， 杠杆率 （按债务性社会融资与 ＧＤＰ 之比计算） 以

每年 １０ 个百分点的幅度快速上升， 金融风险在加大。 假设 ２０１５ 年以后货币

政策有一定的调整， 将杠杆率的升幅限制在每年 ６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２０ 年杠

杆率为 ２３０％左右。 ２０２０ 年以后增速再减缓到每年 ３ 个百分点， 至 ２０３０ 年

达到 ２６０％ 。 暂且假定这一期间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只考虑高杠杆率对经济

效率的影响。
模拟分析得出， 在上述情景下， 未来经济增长将相对疲软，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年均增长 ５ ３％ ， 不能实现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０ 年 ＧＤＰ 翻番的目标。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将使增长率略有回升， 年均增长 ５ ５％ 。

（二） 危机情景

在这一情景中， 假设各影响因素在 ２０１５ 年以后变动趋势与常规情景相

同， 但假定货币当局不调整货币政策， 因此杠杆率会继续快速上升， 年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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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 １０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２０ 年将超过 ２６０％ ， 这期间爆发金融危机将是高

概率事件。
在杠杆率快速攀升的情况下， 不良债务会大量积累， 很可能最终超出银

行和政府的处理能力， 导致金融危机。 假设 ２０１８ 年发生金融危机， 可能出

现如下情况。
第一， 银行资金被不良债务占压， 当不良债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 会导

致银行信贷周转的全面失灵， 出现债务危机。
第二， 银行无法继续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使企业融资条件恶化， 转而过

度依赖表外资金， 导致市场利率攀升， 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更多企业发生亏

损， 并因债务违约把经营正常的企业拖下水。 经济进入萧条状态， 投资减

速， 外资撤离， 制造业负增长， 就业萎缩， 城市化减速， 居民收入增长停

滞， 消费减少。
第三， 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出现巨额赤字， 迫使财政政策从积

极转向紧缩， 从而进一步降低有效需求； 同时， 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引发各种

社会问题。
第四， 政府可能被迫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但由于产能严

重过剩， 缺乏有效投资空间， 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创造有效需求和促进增

长， 反而会加速金融泡沫膨胀和破灭的过程。
第五， 由于之前的过度投资已经全面压缩了有效投资空间， 在危机中

即便实行大规模赤字预算支持政府投资， 作用也会很有限。 因此萧条期难

以很快渡过， 像 ２００９ 年增长迅速回升的情况不会重演， 低谷期可能维持

三四年。
第六， 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对

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反过来会使进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 进一步打击实

体经济。
第七， 危机后期由于实体经济受到打击、 供给不足， 可能出现滞、 胀并

存的状态， 并引发社会不安定和冲突。
上述情况可能使经济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出现全面停滞。 危机期间， 投资

减速会以滞后的方式在较长时期减缓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增长， 城市化速度

将放慢， 居民消费会受到显著影响， 还会有一些其他附带影响。
后危机时期经济将趋于好转， 但危机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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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改变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的增长轨迹。 设想如下情况：
资本存量增长可能比常规情景低 １ ５ 个百分点；
人力资本增长低于常规情景 ０ ３ 个百分点；
科技研发受阻， 对 ＴＦＰ 无显著贡献；
城市化进程放慢， 年均增幅降至 ０ ５ 个百分点；
消费率回升更慢， 年均增幅仅为 ０ ２ 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 不良债务攀升影响整体经济形势的情况以前也曾发生

过， 但并未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 这里判断危机可能发生， 是基于两点考

虑： 首先， 以往杠杆率从未达到今天这样高的水平； 其次， 以往处理债务危

机的回旋余地比现在大得多。 １９９８ 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前， 杠杆率已有连

续几年下降， 而且当时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投资空间广阔， 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显著。 ２００８ 年实行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时， 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 今天这

些条件已经不存在。
模拟分析显示， 在危机情景下，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２ ９％ ，

其中可能有两三年停滞或负增长。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平均增长率将回升至

４ ４％ ， 但这包含了短期复苏的因素， 之后还会减慢， 预计 ２０３０ 年增长率将

降至 ３％左右。

（三） 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

在这一情景中， 笔者假设今后几年政府将针对当前的结构失衡问题， 在

三个关键领域实施大力度改革和调整， 使经济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其

他条件与常规情景一致。
１ 去杠杆化

假设通过艰苦的努力， 在未来 ２ ～ ３ 年使杠杆率上升势头停止， ２０２０ 年

不超过 ２１０％ （按 ２０１５ 年末为 ２００％ 计算），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杠杆率下降到

１８０％或更低， 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 为此至少需要进行如下四方面的

工作： 第一， 货币政策切实回归中性， 使流动性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

配； 第二， 剥离和清理不良债务； 第三， 解决 “僵尸企业” 即低效亏损企

业长期不倒的问题， 解决地方债软预算约束问题， 让企业回到公平竞争的同

一起跑线， 同时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第四， 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和

资本市场， 拓宽中小微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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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以改革促进消费—储蓄结构调整

通过财税改革、 公共政策调整和市场化改革调整收入分配， 在未来 １５
年使消费率回升 １０ 个百分点以上， 在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６１％ 或略高的水平、 储

蓄率降为 ３６％ ～３９％ 。
这需要以下三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调整相配合。 第一， 改革财政体制， 改

善政府支出结构， 政府职能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主， 减少政府的无效投资和过

多的行政管理支出；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实现社保全覆盖， 增加对城乡转移

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 医疗、 保障房等公共服务支出， 改革教育体制，
提高教育质量。 第二， 以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欠账， 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

费率负担。 第三， 通过资源税、 房产税、 个人所得税、 垄断利润调节税、 国

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 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 缩小收入差距， 缩小竞争性行

业与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差距，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３ 改革行政体制， 降低行政成本

过去行政机关臃肿庞大， 行政管理成本过高， 助长了腐败， 对经济增长

产生了负面影响。 近两三年的反腐对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有积极作用， 但这种

影响要保持下去， 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提高透明度和促进法治化， 精简

机构和人员， 规范行政管理， 从制度上解决腐败和低效率问题。
假定未来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使行政管理成本 （以其占 ＧＤＰ 之

比衡量） 以接近过去几年的下降速度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 此后以减慢一半的速

度继续下降。
模拟计算显示， 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将对中长期经济增长产

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但去杠杆和处置 “僵尸企业” 也将在中短期对增长有

一定的负面影响。 假定该影响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使增长率降低 ０ ５ 个百分

点， 并延续到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的最初几年， 从而使该时期的增长率降低 ０ ２
个百分点。

综合正、 负两方面因素得出，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的增长率将从常规情景的

５ ３％提高到 ６ ２％ ；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将在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后， 出现增长再

加速， 达到年均 ７ ５％的增长率。 这将是一个高于普遍预期的增长率。 不能

靠大量投资和货币刺激， 而应靠推进改革和结构再平衡、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来实现。
上述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如表 ３ 和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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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未来增长预测： 三种情景

单位： ％

指标

常规情景 危机情景 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资本 ３ ８ ２ ８ ３ ２ ２ ２ ３ ８ ２ ８

　 人力资本 ０ ９ ０ ７ ０ ９ ０ ６ ０ ９ ０ ７

要素贡献合计 ４ ７ ３ ５ ４ １ ２ ８ ４ ７ ３ ５

　 科技资本 ０ ０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城市化 ２ ８ ２ １ １ ８ １ ８ ２ ８ ２ １

　 非国有企业比重 ０ ３ ０ ２ ０ ３ ０ ２ ０ ３ ０ ２

　 外资效应 － ０ ５ ０ ０ － ０ ７ ０ ０ － ０ ５ ０ ０

　 外贸效应 － ０ ６ － ０ ３ － ０ ６ － ０ ３ － ０ ６ － ０ ３

　 最终消费率 ０ ２ ０ ３ ０ １ ０ ２ ０ ５ ０ ５

　 政府管理成本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４ ０ ２

　 杠杆率 － １ ８ － ０ ９ － ２ ４ － ０ ３ － ０ ９ ０ ９

　 调整因素 — — — — －０ ５ － ０ ２

ＴＦＰ 贡献合计 ０ ６ ２ ０ － １ ３ １ ６ １ ５ ４ ０

预测 ＧＤＰ 增长率 ５ ３ ５ ５ ２ ９ ４ ４ ６ ２ ７ ５

　 　 注： 某些时期要素和 ＴＦＰ 贡献合计与预测增长率略有出入， 是尾数四舍五入所致。

图 ４　 未来经济增长： 三种情景

数据来源： 据表 ３ 数据模拟。

这三种情景的预测结果差别很大。 其中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在 ２０３０
年达到的 ＧＤＰ 总量比常规情景高 ２６％ ， 比危机情景高 ５８％ 。 改革和结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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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情景中 ２０３０ 年的 ＧＤＰ 总量可达 １８９ 万亿元 （以 ２０１４ 年价格计， 下

同）。 按汇率 ６ ５ 计算， 人均 ＧＤＰ 为 ２ 万美元 （如考虑汇率变动因素还有可

能更高）。 中国将在此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而按照危机情景， 中国 ２０３０ 年的 ＧＤＰ 只能达到 １２０ 万亿元， 人均约为

１ ２７ 万美元。 按那时的标准， 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

未来 １５ 年将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常规情景介于两者之间， ２０３０ 年的 ＧＤＰ 能达到 １５０ 万亿元， 人均约为

１ ５９ 万美元， 很可能达不到那时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以上改革和结构再平衡情景与其他情景的差别可以简要概括为： 第一，

去杠杆， 化解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效率； 第二， 以改革调整收入分配， 提高

消费率， 降低投资率， 实现结构再平衡； 第三，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降低行

政管理成本， 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平。

五　 结论

本章通过模型分析确定了中国过去 ６０ 多年各时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 也定量分析了体制和结构因素对增长和 ＴＦＰ 的正负影响。
增长核算发现各时期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 但过去十几年资

本生产率发生了显著的下降， 使整体经济从规模收益不变转向规模收益递

减。
增长核算发现，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后 ＴＦＰ 有了显著提高， 但主要原因

并非科技进步， 而是改革带来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以及城

市化等体制和结构因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ＴＦＰ 近十几年来显著下降， 主

要由三个因素导致： 其一是行政管理成本上升， 其二是消费率下降和过度投

资， 其三是债务杠杆率快速上升影响了金融效率。 这三个因素已成为制约经

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需求侧的分析说明， ＴＦＰ 下降与内需不足密切相关。 消费需求与投资需

求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替代关系， 特别是在中长期和在初始投资率特别高的

情况下， 持续用宽松政策刺激投资会导致投资和消费之间比例失调， 造成内

需不足、 产能过剩和资本生产率下降。 当前货币政策应回归中性， 政府政策

的重点应转向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增加公共服务供应， 完善社会保障，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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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同时减少行政干预，确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

性作用。

基于模型分析结果和对各影响因素变动趋势的分析，笔者预测了未来的

经济增长趋势。考虑到有不同的政策选择等不确定因素，预测分为三种不同

情景。

在常规情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下降，不能实现2020年比2010年

G D P翻一番的目标。2030年可能达不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不调整货币政策，不去杠杆，未来还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使经济面

临几年停滞，T F P出现负增长，其后还会有长期的负影响，到 2030年无法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陷 入 “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能够加快改革，实现结构再平衡，去杠杆、改善收入分配以促

使消费率回升，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预测 2 0 1 6～

2020年能够保持年均6.2% 左右的增长率，在 2021～2030年还会出现增

长的再加速，达到7.5 % 的年均增长率。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进入高收

入国家行列。这将是一条更可持续、更有利于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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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据及模型说明

本章的资本存量是用永续盘存法根据国家统计局 １９５２ 年以来的固定资

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的统计数据计算的。 通过数据分析， 笔者认为两套数

据近些年来出现了方向相反的偏差； 使用两者合成的办法计算资本存量， 能

够减少误差。 计算过程从略。 对 １９５２ 年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参考了 Ｃｈｏｗ

（１９９３）， 但有所调整。 考虑到改革期间加速折旧的情况， 对 １９７８ 年以后资

本存量的计算使用了渐升的综合折旧率， 从最低的 ３ ３％ 上升到近年

的 １０％ 。

人力资本定义为按教育水平加权的有效劳动力。 笔者根据 １９４９ 年以来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历年招生和毕业生统计数及学生在校时间计算了人力资本

存量， 并推算了肄业生和非学历教育的情况。

科技资本存量用历年研发经费支出以永续盘存法计算。 由于研发支出的

主要部分已包括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该变量的贡献并不作为要素投入的贡

献， 而是作为测度科技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指标。

非国有经济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无数据， 用工业中非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代表。 因统计口径有过多次变

化， 笔者对数据进行了调整， 使之具有可比性。
城市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外贸依存度指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 之比。 外资比重是指外资存量占全部资本存量的比例， 据固定资产投

资实际到位资金统计的 “利用外资” 部分以永续盘存法计算。

政府管理成本指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 因财政科目

的改变， 从 ２００７ 年起改用公共财政中的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数据通过计

算得出。

债务杠杆率是指总债务与 ＧＤＰ 之比， 由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债务性融资

计算。 存量数由增量累加得到。 ２００２ 年以前缺数据， 据银行贷款数据计算。

最终消费率指最终消费与 ＧＤＰ 之比， 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支出法 ＧＤＰ
核算。

本项研究的增长模型界定如下：

Ｙ ＝ ＡＫα１Ｈα２Ｈα３а Ｒα４ ｅｆ（ｘ） （１）

６７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

其中， Ｙ 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Ａ 是代表生产率水平的常数项； Ｋ
是资本存量； Ｈ 是人力资本， Ｈａ是劳动者的平均教育水平， 用以检验人力资

本的溢出效应； Ｒ 是由历年的研发投入积累形成的科技资本存量； ｆ（ｘ） 是

一个由若干体制和结构变量组成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子函数。 将 ｆ（ｘ） 定

义为：

ｆ（ｘ） ＝ α５ｍ ＋ α６ｕ ＋ α７ ｉ ＋ α８ｄ ＋ α９ｇ ＋ α１０ ｌ ＋ α１１ ｃ ＋ α１２ ｃ２ ＋ α１３Ｔ （２）

在函数 （２） 中， ｍ 是非国有经济比例； ｕ 是城市化率； ｉ 是外资比重；
ｄ 是外贸依存度； ｇ 是政府管理成本； ｌ 是债务杠杆率； ｃ 是最终消费率， 是

一个包括自身二次项的非线性子函数； Ｔ 是时间序列变量。
计量模型是由函数 （２） 代入函数 （１） 并取对数得到的， 剔除了初步

检验不具有显著性的变量 Ｈａ和 Ｔ。 科技资本 ｌｎＲ 缺乏统计显著性， 由其一阶

差分 ＤｌｎＲ 代替， 这意味着只有在科技资本加速增长时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 最终消费率 ｃ 及其二次项取滞后一期变量， 是为了消除其当期变化对

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 （这并非增长模型所要考察的内容） 及其与被解释变

量 Ｙ 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 为校正自相关带来的偏差， 本章使用

了 Ｐｒａｉｓ⁃Ｗｉｎｓｔｅｎ ＡＲ （１） 回归方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计量模型估计的残差项因其方向及大小在不同时期

无规律地变动， 具有随机变动性质， 提示并非系统性遗漏， 来自原始数据误

差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官方 ＧＤＰ 核算和其他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 国

内外学术文献中有一些研究资料， 这里不赘述）。 出于这一考虑， 笔者在增

长核算中不将残差项包括在 ＴＦＰ 计算中。 但不排除其中可能含有部分 ＴＦＰ
贡献的估计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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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率表现的
行业因素：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

伍晓鹰

引　 言

尽管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以减少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出现了大幅度的减速。 虽然官方统计经常被认为

夸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 尤其是夸大了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

（Ｗｕ， ２０１４ａ）， 但它显示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从全球金融危机前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３ ５％降到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的 ７％， 几乎减少了一半 （ＮＢＳ， ２０１５：
６４ －６５）。 这进一步助长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争论。 虽

然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本质， 以及政府应当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有着

８７

本章的研究是在 ２０１４ 年发表在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系列 （Ｃｈｉｎａ Ｕｐｄａｔｅ） 的论文 《中国工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的基础上的一个扩展， 包括了所有非工业部门。 这个研究的部分结

果也曾经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 ＲＢＡ） ２０１６ 年中国经济研讨会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ＡＤＢＩ）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报告和讨论过。 感谢深尾京司、 韩雪慧、 何文胜、 黄益

平、 Ｊａｍｅｓ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ｏｎ、 Ｐｅｔ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Ｊｏｈｎ Ｓｉｍｏｎ、 宋立刚、 Ｍａｒｃｅｌ Ｔｉｍｍｅｒ、 Ｒｏｄ Ｔｙｅｒｓ、 王

勇、 胡永泰、 吴延瑞对本章或其更早版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本章所报告的是日本经济、 贸

易和工业研究所 （ＲＩＥＴＩ） 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共同资助支持的中国行业生产率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数据库项目的中期成果。 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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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

不同的意见， 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 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

经济需要实现从投入驱动型向生产率引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 本章在考虑政府

角色的基础上， 提供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生产率表现的新实证分析和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尽管到目前为止政府自改革以来已

经解决了增长问题———特别是在减缓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增长滑坡方

面， 但尚不清楚它是否真正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 为了得到确定的答案， 本

章探索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或行业根源。 本章的

行业分析与其他文献中经常使用的、 聚焦于整个经济的方法完全不同。 更重

要的是， 通过对国家所垄断或影响的产业进行分析， 考察它们对总量经济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可以间接分析政府的作用。 毕竟，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

是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贯彻和进行的。
本章是对作者曾于 ２０１４ 年发表在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系列 （Ｃｈｉｎａ

Ｕｐｄａｔｅ） 的论文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的一个更新， 但更是一

个扩展。 由于使用了最新版本的包括横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７ 个行业的生产

率账户的中国行业生产率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数据库， 现在可以将所有非工业

部门系统地纳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
本章的结构如下。 第二节是对有关政府所扮演的特定行业角色的概念性

讨论， 目的是将这个因素引进行业分组。 第三节介绍乔根森 （ Ｄａｌｅ Ｗ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模型， 该模型是一种考虑了行业因素和行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

的、 对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核算分析的方法。 第四节简要介绍

本章使用的数据、 历史分期以及行业分组。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种按照市场

或非市场定义的行业分组方法， 后者被用来反映政府干预的程度。 第五节报

告并讨论这个增长核算分析的结果。 最后的结论在第六节给出。

关于政府的角色

与计划时期完全放弃市场经济的做法不同，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

重要的变化， 就是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控制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但是，
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并没有停止。 通过采用不同的补贴或行政手段， 或两者相

结合， 这种干预变得更加有行业针对性。 补贴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形式。 直

接补贴往往伴随着行政干预， 旨在弥补产出损失。 相比之下， 间接补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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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是降低生产者的成本， 包括能源、 土地、 环境、 劳动或资本的成本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ｏ， ２０１０）。 行政干预通过控制或影响产出价格， 以及从任命管

理人员到选择生产技术等的企业经营决策过程， 服务于政府的利益或政策目

标。 为了探索政府的角色， 需要区分受到不同类型政府干预的行业， 以及它

们是直接受到了影响还是通过其他受到行政干预的行业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本章假设政府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行业进行干预， 或采用何种

性质的补贴， 取决于该行业和最终需求之间的距离， 特别是和国际市场之间

的距离。 间接补贴一直被地方政府用来鼓励出口导向的成品和半成品制造

商。 它们所属的行业大部分是下游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支持这些行业对及时

获得人口红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之下， 政府往往干预甚至直接参与上

游行业， 主要是从事资本密集型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的行业， 通常认为这些上

游行业对支持下游行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图 １ 中， 作者采用了

一个简化的只包括主要工业部门的概念流程图来说明政府如何通过 “交叉

补贴” 来影响不同的行业。 本章并没有引入非工业部门， 因为那样做除了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外， 并不会改变它的性质。
在图 １ 中， 从政府开始的深色箭头代表这个 “交叉补贴” 的 “初始点”，

即政府以补贴保持对能源部门的支持。 沿着深色箭头前行， 能源部门进一步

为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部门和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能源。 同样，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部门也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中间材料。
结果是， 如浅色箭头所示， 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因竞争力提高而产生更多的作

为公共资源的收入， 后者遂成为政府维持和进一步提高补贴的来源。 图１ 用箭

头的大小说明不同部门在提供税收 （公共资源） 方面的地位。 它表明收入主

要来自下游最接近市场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 图１ 还采用一个虚线椭圆代表影

响要素成本的制度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 所有的部门都受惠于政府干预产生

的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 包括劳动、 资本、 土地和环境等。 这些未被充

分支付的成本实际上是对未来的透支。
为了理解这样的政策环境下的企业行为及其对改善效率和提高生产率的

影响， 本章的研究假说是， 主要接受间接补贴的行业比那些接受直接补贴的

行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 在前一种情况下， 即使企业的竞争力因补贴

而被人为地提高了， 它们的行为可能仍然与市场竞争者的行为一样。 相比之

下， 多数上游行业， 如煤炭、 石油、 电力以及一些基础材料工业行业，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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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交叉补贴” 中的中国工业： 一个探索性的流程

上一直由国有企业主导， 而且技术上没有比较优势。 但是这些部门所承担的

重要的 “战略意义” 在与政府谈判中赋予它们强有力的讨价还价能力。 然

而， 获得政府的补贴意味着必须接受政府的各种控制。 这就扭曲了这些企业

的行为， 妨碍了它们在提高效率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进步。

政府对上下游部门不同的干预和补贴实际上是一种 “交叉补贴”。 维持

这一体系的关键是下游部门必须比上游产业成长得更快、 更有效率。 同时，

从下游部门获得的公共收入必须可以弥补直接补贴的成本。 如果下游部门效

率下降， 就需要下游部门实现更高的产出增长以维持公共收入。 但是要达到

这个目的就需要以更高的补贴来维持下游生产者的市场竞争力。 本质上， 不

管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都会造成负外部性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即

将一部分当事企业的生产成本转嫁给其他企业或公众， 或者转变为对未来的

透支。 这种负外部性产生的成本信号会误导投资者和生产者， 其结果容易造

成严重的资源错配， 滋养低效率的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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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ＴＦＰ 行业来源的核算

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对研究方法和数据都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 从方

法上， 需要一个不但可以分析行业各自生产率表现， 以及行业间因生产率差

异而产生的要素重新配置效果， 而且可以在行业分量和经济总量之间建立起

逻辑联系的数量模型。 这个分析模型应该尽可能减少过强的限制性假定， 尽

可能考虑在实际经济中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行业或部门， 完全可能因政府

干预或市场缺陷而面对不同的要素价格。
反映整体经济的总生产函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是一种被

广泛采用的增长因素及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受制于严格的假

设， 即所有 （潜在的） 行业 “都存在一个相同的、 可以单纯相加的增加值

生产函数”， 这意味着 “构成总量的各种异质资本和劳动类型在每一个行业

中都必须接受相同的价格”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ｂ： ３６４ － ３６５）。 鉴于中

国经济中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缺陷和制度缺陷， 用这种方法对中

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 本章的研究采用了乔根森的总量

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的分析框架，
再通过多玛权重 （Ｄｏｍ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对所有 （异质） 行业进行加总， 以便更

准确地解释个别行业对总投入和总产出增长所做的贡献。
早在 １９６６ 年， 乔根森就建议采用总量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方法进行增长

核算分析， 该方法抛弃了总生产函数方法中所有 （潜在的） 行业都具有相同

的增加值生产函数的强假设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１９６６）。 后来他在和格洛普、 福劳迈

尼等人分析美国经济各个行业对总投入影响的研究中， 采用了多玛权重对各

个行业进行加总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Ｇｏｌｌｏｐ ａｎｄ Ｆｒａｕｍｅｎｉ， １９８７）。 现在这种方法已经

是国际上增长核算分析领域的标准方法， 不但被用来量化信息技术的生产和

使用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０；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１；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Ｈｏ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 而且被曹静等 （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和伍晓鹰 （Ｗｕ， ２０１６） 应用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中。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 本章从一个行业的总产值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个生

产函数中， 该行业总产值是其资本、 劳动力、 中间投入和技术变化 （令其

与时间趋势相关） 的函数。 这里使用单个行业作为构建模块， 从而能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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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跟踪总量经济生产率增长及其要素投入增长的行业根源。 方程 （１） 给出

的是行业水平生产函数， 用 ｊ 来表示每个行业使用不同的中间投入品、 资本

和劳动服务生产出一组产品。

Ｙｊ ＝ ｆ ｊ（Ｋｊ，Ｌｊ，Ｍ ｊ，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Ｙ 代表产出， Ｋ 是资本服务流 （给定时间内有效资本

存量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 的指数， Ｌ 是劳动服务流的指数， 而 Ｍ 是从国

内产业购买 ／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指数。 为了简便略去了时间符号。
在竞争性要素市场、 产能充分利用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 产出的增

长可以用对数方程的形式表示为以成本加权的投入增长和技术变化：

ΔｌｎＹｊ ＝ ｖ－Ｋｊ ΔｌｎＫｊ ＋ ｖ－Ｌｊ ΔｌｎＬｊ ＋ ｖ－Ｍｊ ΔｌｎＭ ｊ ＋ ｖＴｊ （２）

在方程 （２） 中， ｖ－Ｋｊ 、 ｖ－Ｌｊ 和 ｖ－Ｍｊ 分别是 ｖＫｊ ＝
ＰＫ

ｊ Ｋ ｊ

ＰＹ
ｊ Ｙ ｊ

、 ｖＬｊ ＝
ＰＬ

ｊ Ｌ ｊ

ＰＹ
ｊ Ｙ ｊ

和 ｖＭｊ ＝
ＰＭ

ｊ Ｍ ｊ

ＰＹ
ｊ Ｙ ｊ

名义权重的两年期平均水平。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 ｖＫｊ ＋ ｖＬｊ ＋ ｖＭｊ ＝ １ ，
由该行业生产账户名义成本总量控制。 方程 （２） 右边的每个元素分别意味

着资本服务增长 （ ｖ－Ｋｊ ΔｌｎＫ ｊ ）、 劳动力服务增长 （ ｖ－Ｌｊ ΔｌｎＬ ｊ ）、 中间投入增长

（ ｖ－Ｍｊ ΔｌｎＭ ｊ ） 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 ｖＴｊ ）。
方程 （２） 的优点之一是， 它可以更好地对每种不同类型的投入所做的

贡献进行估计。 例如， 它可以核算不同类型的与特定人口、 教育和职业属性

相关的劳动投入的贡献 （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６０； Ｄｅｎｉｓｏｎ， １９６２；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６７）。 它不再接受把雇员人数或工作时间作为同质劳动投入指

标的强假设。 总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因此被定义为每种劳动类型的 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
数量指数：

ΔｌｎＬｊ ＝ ∑ｈ
ｖ－ｈ，ｊΔｌｎＨｈ，ｊ （３ａ）

在方程 （３ａ） 中， ΔｌｎＨｈ，ｊ 代表每个劳动类型 ｈ 工作时间的增长 （ｈ 定义

了不同性别、 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 其成本权重 ｖ－ｈ，ｊ 等于该类型劳动

名义报酬在该行业总劳动收入中的两期平均份额。
相同的方法也适用于 Ｋ 和 Ｍ， 用以估计不同类型的资产 （ Ｚｋ ） 和中间

投入 （ Ｍｍ ） 对生产的贡献， 其两期平均成本权重可分别定义为 ｖ－ｋ，ｊ 和 ｖ－ｍ，ｊ ，
见方程 （３ｂ） 和方程 （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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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ｌｎＫｊ ＝ ∑ｋ
ｖ－ ｋ，ｊΔｌｎＺｋ，ｊ （３ｂ）

ΔｌｎＭ ｊ ＝ ∑ｍ
ｖ－ｍ，ｊΔｌｎＭｍ，ｊ （３ｃ）

应该注意的是， 方程 （２） 与 （３） 就是由国民经济生产和收入账户总

量控制的 ＣＩＰ 行业生产率数据库的方法论框架。 这一点在下面与数据问题相

关的部分会再次被讨论。
如果使用增加值概念， 方程 （２） 可以被重写为：

ΔｌｎＹｊ ＝ ｖ－Ｖｊ ΔｌｎＶｊ ＋ ｖ－Ｍｊ ΔｌｎＭ ｊ （４）

在方程 （４） 中， Ｖ ｊ 表示 ｊ 行业实际的增加值， ｖ－Ｖｊ 是该行业增加值在总产

值中的名义份额。 通过重新整理方程 （２） 和方程 （４）， 可以获得关于行业

增加值增长源泉 （各种投入贡献） 的表达式：

ΔｌｎＶｊ ＝
ｖ－Ｋｊ
ｖ－Ｖｊ

ΔｌｎＫｊ ＋
ｖ－Ｌｊ
ｖ－Ｖｊ

ΔｌｎＬｊ ＋
１
ｖ－Ｖｊ

ｖＴｊ （５）

使用 ＡＰＰＦ 方法得来的总增加值增长被 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 指数方程表示为加权的

行业增加值增长率：

ΔｌｎＶ ＝ ∑
ｊ
ｗ－ ｊΔｌｎＶｊ （６）

在方程 （６） 中， ｗ－ ｊ 是行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 通过结合方程

（５） 和方程 （６）， 可以生成一个行业资本投入增长、 劳动投入增长和全要

素生产率 （ＴＦＰ） 增长对总增加值增长新的加权贡献表达式：

ΔｌｎＶ ≡∑
ｊ
ｗ－ ｊΔｌｎＶｊ ＝ ∑

ｊ
ｗ－ ｊ

ｖ－Ｋｊ
ｖ－Ｖｊ

ΔｌｎＫｊ ＋ ｗ－ ｊ
ｖ－Ｌｊ
ｖ－Ｖｊ

ΔｌｎＬｊ ＋ ｗ－ ｊ
１
ｖ－Ｖｊ

ｖＴｊ( ) （７）

通过这个新的表达式， 引进了著名的多玛权重加总方法 （ Ｄｏｍａｒ，
１９６１）， 即每个行业在总增加值 （ ｗ－ ｊ ） 中的份额与该行业的增加值率 （ ｖ－Ｖｊ
＝增加值 ／总产值） 之比。

如果假设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所有行业中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 就可

以采用下面的方程表达总量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ｖＴ ≡∑
ｊ
ｗ－ ｊΔｌｎＶｊ － ｖ－ＫΔｌｎＫ － ｖ－ＬΔｌｎ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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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如上所论述的， 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这种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本章尝试考察接受和放弃这种假设之间的差异。 将方程 （８） 减去方程

（７）， 得到方程 （９）。 这样就可以将总量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各

个行业加权的 ＴＦＰ 增长以及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或要素重新配置对 ＴＦＰ 的影

响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Ｈｏ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５ｂ）：

ｖＴ ＝ ∑
ｊ

ｗ－ ｊ

ｖ－Ｖｊ
ｖＴｊ( )

＋ ∑
ｊ
ｗ－ ｊ

ｖ－Ｋｊ
ｖ－Ｖｊ

ΔｌｎＫｊ － ｖ－ＫΔｌｎＫ( )

＋ ∑
ｊ
ｗ－ ｊ

ｖ－Ｌｊ
ｖ－Ｖｊ

ΔｌｎＬｊ － ｖ－ＬΔｌｎＬ( )

（９）

对方程 （９） 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括号表达的要素重新配置效果进行简

化得到：

ｖＴ ＝ ∑
ｊ

ｗ－ ｊ

ｖ－Ｖｊ
ｖＴｊ ＋ ρＫ ＋ ρＬ （１０）

方程 （１０） 的三个可加量表达了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三个来

源： 多玛权重加权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资本要素重新配置的 ＴＦＰ 效

果和劳动要素重新配置的 ＴＦＰ 效果。 首先注意这个多玛权重的测算方法

（ ｗ－ ｊ ／ ｖ－Ｖｊ ）。 它最初由伊乌西·多玛 （Ｅｖｓｅｙ Ｄｏｍａｒ） 在 １９６１ 年建立。 乔根森

在其增长核算分析框架中采用了这个方法对跨行业进行直接加总。 多玛权重

加总结果并不等于 １。 如果大于 （小于） １， 它意味着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高于 （低于） 各行业加权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这反映了一个

事实， 即生产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变化不仅存在一个 “自我” 效应，
而且会导致下游行业的价格变化， 并且这种效应可以通过行业间的垂直链条

不断积累。 正如哈尔顿 （Ｈｕｌｔｅｎ， １９７８） 所指出的， 多玛权重加总在行业生

产率增长和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建立了逻辑一致的联系。 总量经

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所以可能超过行业平均生产率增长， 是因为行业之

间可以通过中间投入品的关联增强彼此的生产率。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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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出现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
接下来的两项反映了行业间资本要素 （ρＫ） 和劳动要素 （ ρＬ） 的重新

配置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对要素重新配置效果的测算是各行业通过

资本或劳动投入的多玛权重加总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减去以成本权

重加权的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 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应该特

别强调的是， 当要素重新配置效果足够大或不可以忽略不计时， 说明各个行

业并没有面对同样的要素成本， 这就推翻了被广泛使用的针对整体经济的总

生产函数核算方法的基本假设。 理论上， 不应预期一个显著的要素重新配置

效果发生在一个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中。 但是， 对中国经济来说， “总量经济

生产可能性边界 － 多玛权重加总” 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增长

分析工具。 因为，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可能使不同行业及企业面对不同的

要素成本， 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和低效率。

数据、 行业分组和历史分期

中国分行业生产率数据库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这项研究受益于一个新的根据 ＫＬＥＭＳ 原则建立起来的、 覆盖整个中国经

济的分行业生产率数据库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这个数据库是 ＣＩＰ 项目建立的， 目

前仍然在修改和扩展之中。 提供有关 ＣＩＰ 数据的研究历史超出了本章的范

围①。 对数据库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末文献索引中有关这个工作的三

篇论文 （Ｗｕ， ２０１５ｂ；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Ｗｕ， Ｙｕ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在 ＣＩＰ 项目中， 行业数据建立的原则遵循方程 （２） 和方程 （３ａ）、

（３ｂ）、 （３ｃ） 所表达的基础理论和数据约束。 这意味着行业数据的建立与中

国国民经济生产和收入账户保持了逻辑一致的关系。

６８

① 目前的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项目基于作者的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数据库项目， 始于 １９９５ 年并在很

大程度上参与了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对自 １９１２ 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和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制造业、 矿

业和公用事业表现的数据研究工作， 参见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Ａ ａｎｄ Ｗｕ， Ｈ Ｘ （２００８）， Ｍｃ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ｃ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 （２）： １３ －４４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Ａ （２００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９６０ － ２０３０，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Ａ （１９９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ＩＰ 项目始于 ２０１０ 年，
旨在将作者早期的数据工作在 ＫＬＥＭＳ 框架下扩展至所有非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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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Ｐ 数据的一些特性应该引起注意。 对于产业的分类， 原则上采用中国

标准产业分类的 ２００２ 年版 （ＣＳＩＣ ／ ２００２）， 把整个经济重新分类为 ３７ 个行

业 （见附表 １）。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建基于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不同版本， 它在 １９９２ 年之前遵循物质产品体系 （ＭＰＳ）， 之后遵循联合国

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ＳＮＡ）。 为了构建中国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０ 年的投入—产出账

户时间序列， 本章使用了中国的 ＳＮＡ 投入—产出账户， 该账户自 １９８７ 年以

来每 ５ 年更新一次； 同时本章将 １９８１ 年的 ＭＰＳ 投入—产出表转化为 ＳＮＡ 类

型投入—产出表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为了对投入—产出账户中的名义值进行平减， 在官方农业和工业部门生

产价格指数 （ＰＰＩ）， 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中有关服务行业价格成

分的基础上， 本章建立了与投入—产出账户相对应的生产价格指数矩阵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严格地说， 本章可以对投入—产出表时间序列采用标

准的价格双平减方法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 然而， 因为价格矩阵仍在修改之

中， 本章的工作仍然使用单平减方法， 即假设投入价格的变化与产出价格的

变化是一样的， 这与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的价格平减方法是一

致的①。
对于所需的劳动力数据， 早期的研究只分析了工业部门 （Ｗｕ ａｎｄ Ｙｕｅ，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ＣＩＰ 项目将整个经济分为 ３７ 个行业并建立了就业的数量

（雇员人数、 工作时间） 矩阵和报酬矩阵。 “就业者” 既包括雇员也包括自由

职业者 （主要是农户和个体零售及运输经营户）。 对就业人员按照性别、 ７ 个年

龄组和 ５ 种教育水平进行了交叉分类 （Ｗｕ， Ｙｕ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构建行业层面的净资本存量被认为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ＣＩＰ 项目使用官

方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分行业年末固定资产存量数据， 重建了工业部门分行业

的年度投资流。 在此基础上根据永续盘存法建立了资本存量。 非工业部门的

投资借鉴了官方的新增固定资产统计。 这一结果， 因官方统计中不存在投资

７８

① Ｗｕ 和 Ｉｔｏ 使用价格双平减方法在行业层面初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率重新估计， 参见 Ｗｕ，
Ｈ Ｘ ａｎｄ Ｉｔｏ， Ｋ （２０１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ＩＥＴ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５ － Ｅ － ００４， Ｔｏｋｙ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ｒｉ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１５０１０００５ ｈｔｍｌ。 应该注意的是， 即使进行价格单平减， 即使完全接受了官方名义

国民经济产出统计， 通过行业增长率加权得到的整个经济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年平均 ＧＤＰ
（增加值） 增长率为 ８ ９４％ （见表 １）， 也比官方估计的 １０％少 １ ０６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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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未能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总固定资本数据相吻合。 特定行业的投资平减

指数通过使用投资品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和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指数来构建

（Ｗｕ，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ａ）。 特定行业的折旧率是基于该行业不同的资产使用寿

命， 以及美国国民经济核算所使用的相应资产的经验残值估计的 （Ｈｕｌｔｅｎ
ａｎｄ Ｗｙｋｏｆｆ， １９８１）。

行业分组

为了考察政府干预环境下不同行业的 ＴＦＰ 表现， 本章将 ＣＩＰ 的 ３７ 个行

业按照可能受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程度分为为八个组 （见表 １）。 这个过

程的第一步是把工业部门的 ２４ 个行业分成三组： 能源组， 包括煤矿、 石油

开采和炼油， 以及电力、 煤气、 自来水等公用事业；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

（Ｃ＆Ｐ）， 包括基础金属、 基础化学品、 建材等； 成品及半成品组 （ＳＦ＆Ｆ），
如服装、 电器设备、 电子产品、 机械产品等。 Ｃ＆Ｐ 组和 ＳＦ＆Ｆ 组是中国改革

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根据它们与最终消费市场的 “距离”， 能源

组位于最上游， 紧随其后的是 Ｃ＆Ｐ 组， ＳＦ＆Ｆ 组最接近最终消费市场。 相比

其他组而言， ＳＦ＆Ｆ 组也将因此较少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 虽然它仍然可能

享有各种间接补贴 （见图 １）。
非工业部门被分为五组， 然而它们的位置在简单构建的生产链条上无法

被轻易辨认或定义。 其中， 农业部门既面向最终消费市场， 也为食品加工业

和制造业等提供中间品。 就其性质而言， 这个部门完全可能成为间接政策的

重要对象。 同样， 建筑业既提供投资品， 也提供消费品。 如今该部门对 “稳
增长” 至关重要。 整个服务业可以被分为三组： 服务Ⅰ组由提供作为中间投入

的国有垄断服务部门构成， 包括金融中介、 交通和仓储、 电信邮政服务； 服

务Ⅱ组覆盖了剩余的通过市场提供的服务， 是最终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服务Ⅲ
组可以被定义为 “非市场服务业”， 它包括了国家行政部门、 教育和卫生保

健部门的服务 （虽然这个部门的有些服务已经进入了市场交易）。
接下来， 进一步探索前面图 １ 中的三个工业部门分组与政府的关系。 能

源组由于其 “战略重要性”， 即使不是完全由国家所有， 也仍然被大型中央

政府企业所垄断。 这个组别中的企业很容易获得公共资源， 但同时也会受到

很大的行政干预。 处于中游的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 （Ｃ＆Ｐ） 也被认为是

重要的生产部门， 因此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 虽然不一定采取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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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有制的形式。 第三个工业部门组成品及半成品组 （ＳＦ＆Ｆ）， 它不仅包

括私营和外资企业， 而且包括部分国有企业， 尤其是重型机械行业领域的国

有企业。 这些行业的竞争性质决定了政府很难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决策。 平

均而言， 成品及半成品组比其他组更具有劳动力密集性质， 因此更具有中国

经济的比较优势。 基于此， 本章推测该组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能会快于能

源组和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

历史分期

为了更好地研究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生产率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本章

把当前版本的 ＣＩＰ 数据所涵盖的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分成了四个时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第一个分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 的特点是农业集体所有制的瓦解和工业部门开始的以 “计

划 －市场价格双轨制” 为特征的旨在提高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

第二个分期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始于邓小平 １９９２ 年呼吁更加大胆和更深

入的改革， 同时 １９９３ 年官方也正式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 这一

时期中国对引进西方技术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新一轮的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投资。 与此同时， 由于放松了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管制，

新型私营企业开始吸收大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企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国有企

业职工。 然而， 这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过度投资。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的东亚金

融危机重创了中国经济，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四年的通

货紧缩时期①。

第三个分期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始于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ＷＴＯ） 这一重要事件。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 一方面，

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进一步提升了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开放度， 使中国经济

进一步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接轨。 另一方面， 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受到了一定

影响。 以在加速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护国家利益为名义， 政府支持整顿和扩大

后的国有企业再次崛起； 同时， 在政府间增长竞争加大的压力下， 追求高增

９８

① 中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从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７８ ＝ １００） 的 ３８０ ８ 下降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４６ ７； 与此同时，
生产价格指数从 ３１５ ０ 下降到 ２９９ ３， 参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ＢＳ）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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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地方政府通过干预资源配置快速推行地方城市化和重工业化。
最后一个分期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始于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时期。 在应对全球

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 大幅度增强了国

有企业的作用。 此外， 将这段时期与其他时期独立开来也是为了检验金融危

机时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生产率的表现。

估计结果和讨论

ＡＰＰＦ 框架下的增长因素分解

　 　 接下来， 本章在 ＡＰＰＦ 框架下考察中国总量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表

现， 结果列于表 １。 本章依据行业加总的估计结果显示， 中国经济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实际产出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９４％ （注意： 尽管完全采用了

官方数据， 但是由于引入了行业权重， 最终结果低于官方对整体经济给出的

１０％以上的年均增长率）。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成品及半成品组一直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部门， 紧随其后的是服务Ⅱ组 （非垄断市场服务

业）。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成品及半成品组略超过服务Ⅱ组。 平均而言，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成品及半成品组贡献了超过 ２５％的实际产出增长， 而服务Ⅱ
贡献了大约 ２０％ 。 农业、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和服务Ⅰ组 （国家垄断）
一起贡献了将近 ４０％ 。 本章估计的整个时期总量 ＴＦ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０ ８３％ 。
然而， ＴＦＰ 的增长在不同时期存在高度不稳定性。 最好的 ＴＦＰ 增长出现在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为 １ ６３％ ， 而最差的 ＴＦＰ 增长表现出现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实际上出现了每年 － ２ ０６％的负增长①。

对于本章考察的整个期间而言， 在 ８ ９４％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中， 资本投

入的贡献率为 ６ ７１％， 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 １ ４０％， 整体经济 ＴＦＰ 的贡献

率为 ０ ８３％。 这意味着实际附加值增长率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为 ６４％， 对

劳动力投入的依赖程度为２７％， 而对 ＴＦＰ 增长率的依赖程度仅为９％。 资本投

入的贡献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４６％增加到加入 ＷＴＯ 后的 ７１％， 并且在全球

金融危机之后接近 １００％。 另外， 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０９

① 可以联系作者索取有关单个行业 ＴＦＰ 增长率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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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下降至加入 ＷＴＯ 后的 １９％。 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某种逆

转， 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上升到 ２６％，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质量改进

而不是工作时间增长。 但是， 以目前 ＣＩＰ 数据库所建立的指标， 可以测算出

的资本质量 （资本类型组合） 改进的贡献率还是微不足道的①。

表 １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增长因素分解

单位： ％

年份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分解各部门对总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

ＡＰＰＦ 模型总增加值 ７ ６１ ９ ０４ １１ ００ ９ ２３ ８ ９４

　 农业 １ ７５ １ １８ ０ ５０ ０ ６５ １ １７

　 建筑业 ０ ３８ ０ ６４ ０ ６８ ０ ７３ ０ ５８

　 能源（广义） － ０ ０６ ０ ３３ ０ ７４ ０ ３０ ０ ２７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 ０ ９０ １ ４９ １ ５７ １ ３１ １ ２８

　 成品及半成品 １ ８７ ２ ６５ ２ ７２ ２ ０１ ２ ２９

　 服务Ⅰ ０ ９２ ０ ６４ １ ４７ １ ２０ ０ ９８

　 服务Ⅱ １ ４５ １ ７４ ２ ３９ ２ ３５ １ ８６

　 服务Ⅲ ０ ３９ ０ ３７ ０ ９４ ０ ６７ ０ ５３

分解要素对总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

ＡＰＰＦ 模型总增加值 ７ ６１ ９ ０４ １１ ００ ９ ２３ ８ ９４

　 资本投入： ５ ００ ６ １５ ８ ６３ ９ ３０ ６ ７１

　 　 净存量 ５ ００ ６ ２２ ８ ７１ ９ ３０ ６ ７５

　 　 资本质量（资本类型组合） － ０ ０１ － ０ ０７ － ０ ０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４

　 劳动投入： １ ３９ １ ２６ １ １９ １ ９８ １ ４０

　 　 劳动小时 １ ３４ ０ ８８ ０ ７１ ０ ３４ ０ ９２

　 　 劳动质量（组合） ０ ０５ ０ ３８ ０ ４８ １ ６５ ０ ４８

　 整体经济 ＴＦＰ １ ２２ １ ６３ １ １９ － ２ ０６ ０ ８３

　 　 注： 贡献率是权重调整后的平均增长率。

１９

① 这可能是因为受限于当前 ＣＩＰ 数据库极为有限的资产类型数据 （ “结构” 和 “设备”）。 如

果可以进一步区分信息和通信技术 （ ＩＣＴ） 设备， 预计将会测量出资产类型变化引起的更

高的贡献率。 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 这里的 “资本质量” 并不涉及含有新技术的设备。 这

是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是通过购买获得的， 按照本章的分析方法， 新技术所带来的 “质量提

高” 已经通过成本折算转变成 “数量增加”， 并进入了同质的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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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证估计结果绘制的图 ２ 显示，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没有

持续性。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每年 ＴＦＰ 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通

过观察可知， ＴＦＰ 的第一个加速增长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早期开始的， 延

续到了中期， 显然是因为农业改革和全国工业改革的成功启动， 但它是短暂

的。 此后， ＴＦＰ 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并在 １９８９ 年跌至谷底。 后危机时代，
ＴＦＰ 出现短暂复苏。 可以看到唯一稳定和持续的 ＴＦＰ 增长时期出现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 随后又出现下降。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ＴＦＰ 又出现了短暂的复

苏。 后来 ＴＦＰ 复苏就被全球金融危机中断了， 并且进入了负增长， 几乎没

有迹象表明金融危机后 ＴＦＰ 的负增长将很快得到改变。

图 ２　 基于 ＡＰＰＦ 方法估计的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

注： 本年对上年的增长 （％ ）。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１ 的结果绘制。

表 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解

单位： ％

年份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分解总增加值增长率

总增加值（ＡＰＰＦ） ７ ６１ ９ ０４ １１ ００ ９ ２３ ８ ９４
　 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 ４ ７８ ７ ２９ ９ ４４ ８ ５０ ７ ０２
　 劳动小时 ２ ８３ １ ７５ １ ５７ ０ ７３ １ ９３

分解要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劳动生产率 ４ ７８ ７ ２９ ９ ４４ ８ ５０ ７ ０２
　 资本深化 ３ ５１ ５ ２８ ７ ７７ ８ ９１ ５ ７１
　 劳动质量（组合） ０ ０５ ０ ３８ ０ ４８ １ ６５ ０ ４８
　 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２２ １ ６３ １ １９ － ２ ０６ ０ ８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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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 ２ 里， 首先将中国经济总增加值的年复合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小时增

长和以每小时产出测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然后， 将劳动生产率增长进一步

分解为资本深化 （资本 －劳动小时比）、 劳动质量以及 ＴＦＰ 增长的贡献。 这

样就可以将工作时间的贡献率与真实劳动生产率改进及其来源区分开来。 很

明显， 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总工作小时量的增加， 这就是常说的人口红利。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口红利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２ ８３％下降至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０ ７３％ 。 虽然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４ ７８％上升至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５０％ ， 但这种劳动生产率

上升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 后者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３ ５１％上升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９１％ 。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和前面几个时期相

比较， 就会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资本深化的增长速度。 这

表明过度投资所引起的严重不均衡和资源错配已经开始影响效率表现。

总量经济 ＴＦＰ 增长的行业因素

为了准确估计行业间的要素成本差异， 以及其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 像乔根森等人对美国经济的研究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Ｈｏ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 一样， 本章也在增长核算分析的行业加总步骤中引入了多玛

权重。 表 ３ 第一行的结果是在所有行业的资本和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同这一严

格假设下进行估计得到的， 这与表 １ 和表 ２ 所报告的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结

果相同。 正如前面方程 （９） 所示， 引进多玛权重之后， 总量经济 ＴＦＰ 增长

率可以被分解成三个可加部分： ①多玛权重加总估计的 ＴＦＰ 效应； ②资本

重新分配 ＴＦＰ 效应； ③劳动重新分配 ＴＦＰ 效应。 先来关注第一部分的结果，
这是本章最重要的发现。

平均而言，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运用多玛权重估计的中国 ＴＦＰ
增长率仅为 ０ ５２％， 远低于 ０ ８３％的整体 ＴＦＰ 增长率。 这意味着劳动要素再

分配效果为 ０ ４４％， 下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表 ３ 还报告了每个行业

组对多玛权重估计的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 贡献最大的是农业部门， 贡献率

为 ０ ８３％。 成品及半成品行业组贡献率为 ０ ５７％ ， 其次是建筑部门为

０ ０８％ 。 表现最差的是能源组 （ － ０ ４７％ ）， 其次是服务Ⅱ组 （ － ０ ３３％ ）
和服务Ⅲ组 （ － ０ １８％ ）。 行业间 ＴＦＰ 增长的差距说明， 如果在增长核算分

析中假定行业是同质的， 就会极大地扭曲对中国经济生产率真实表现的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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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正如前面阐述的， 观察不同政策转变时期的生产率变化可能有助于理解

政府的角色。 农业部门受益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改革措施， 特别是废除农业

集体化和放松对农村乡镇企业的行政管制。 即使是在最后一个时期， 即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农业部门仍然是 ＴＦＰ 增

长率的最重要的贡献者。 与此同时， 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的

贡献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 （见表 １）。 这表明， 农业部门仍在释放剩余

的资本 （包括土地） 和劳动， 因为它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该部门的平均生

产率水平。 把这些 “剩余要素” 剥离之后， 该部门的要素平均生产率仍然

在增长。 但是， 显然这不是长期增长的源泉， 因为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只是暂

时的①。
研究发现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的 ＴＦＰ 增长最快， 尽管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受到

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 以及后来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的通货紧缩

影响， 多玛权重估计的 ＴＦＰ 增长达到了每年 １ ７２％ 。 其间受国有企业改革

和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来越

大， 成品及半成品行业成为最重要的贡献者 （１ ３５％ ）， 其次是大宗商品和

基础材料组 （０ ７７％ ）。 建筑行业的生产率也首次转为正值 （０ １２％ ）， 甚

至能源组生产率的下降也大幅度放缓了， 从较早时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
０ ７６％降至 － ０ ２４％ 。

尽管不同行业组的表现不同， 但是可以看到， ２００１ 年年底加入 ＷＴＯ 之

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在放缓而不是在提高。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多玛权重加总的 ＴＦＰ 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５４％ ， 尚不到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实

现的 １ ７２％增长率的 １ ／ ３。 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２０００
年后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日益增多的干预印证。 这些干预的目的是促进本地

城市化和重工业化， 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Ｗｕ Ｊ ， ２００８）。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成品及半成品组和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对 ＴＦＰ 增长的贡

４９

① 感谢 Ｍａｒｃｅｌ Ｔｉｍｍｅｒ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农业生产率表现的讨论。 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 官方

投入产出账户中有关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可能被严重高估了。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
农业部门的资本报酬在总收入账户中逐渐消失， 在 ２０１２ 年表中已经转为负值。 由于 ＴＦＰ 对

劳动报酬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很敏感， 加上农业部门在整个就业中的份额仍然较大， 本章的

ＴＦＰ 增长率仍然可能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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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与前期相比大幅度下降了， 分别从 １ ３５％降至 ０ ５０％和从 ０ ７７％降至

０ ２０％ 。 但是， 建筑业和国有垄断服务业 （即服务Ⅰ， 包括交通业、 电信

业和金融服务业） 对 ＴＦＰ 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增加， 分别从 ０ １２％ 上升到

０ ２９％和从 － ０ ５９％ 上升到 ０ ２８％ 。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垄断收入、 基

本建设补贴， 还有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收入有关， 其中的机理尚待进一

步探讨。

表 ３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单位： ％

年份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整体经济 ＴＦＰ 增长率： １ ２２ １ ６３ １ １９ － ２ ０６ ０ ８３

１ 多玛权重加总的 ＴＦＰ 效应 ０ ６０ １ ７２ ０ ５４ － ２ １０ ０ ５２

　 农业 ０ ９９ ０ ７５ ０ ８２ ０ ６８ ０ ８３

　 建筑业 － ０ ０５ ０ １２ ０ ２９ ０ ０４ ０ ０８

　 能源（广义） － ０ ７６ － ０ ２４ － ０ ３２ － ０ ４９ － ０ ４７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 － ０ ５０ ０ ７７ ０ ２０ － ０ ２７ ０ ０７

　 成品及半成品 ０ ３０ １ ３５ ０ ５０ － ０ ３５ ０ ５７

　 服务Ⅰ ０ ２５ － ０ ５９ ０ ２８ － ０ ０２ － ０ ０５

　 服务Ⅱ ０ ３１ － ０ ４２ － ０ ７９ － ０ ９７ － ０ ３３

　 服务Ⅲ ０ ０６ － ０ ０３ － ０ ４３ － ０ ７１ － ０ １８

２ 资本重新配置 ＴＦＰ 效应（rＫ） ０ ２８ － ０ ０９ － １ ０３ － ０ ０１ － ０ １２

３ 劳动重新配置 ＴＦＰ 效应（rＬ） ０ ３５ ０ ０１ １ ６８ ０ ０６ ０ ４４

　 　 资料来源： 遵循方程 （９） 所做的估计。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中央政府实施了 ４ 万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同

时带动了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动的价值可能高达 １８ 万亿元人民币的建设

项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的 ＴＦＰ 增长率每年下降 － ２ ０６％ 。 因为大多数

刺激经济的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建筑业 ＴＦＰ 近乎零增长。 同其

他经历 ＴＦＰ 下降的行业组相比， 垄断性服务业 （服务Ⅰ） 下降的幅度最小

（ － ０ ０２％ ）。 虽然政府大量注资产生的影响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迅速减弱， 但越

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还在恶化， 可能需要许多年才能

调整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均衡水平。 在这个新的均衡实现之前， ＴＦＰ 的表现

不会明显好转。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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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效应

表 ３ 显示， 在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 ０ ８３％ 中， 多玛权

重估计贡献了 ０ ５２％ ， 意味着有 ６０％以上的 ＴＦＰ 增长来自各个行业本身的

生产率贡献， 约 ４０％的份额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果带来的。 根

据方程 （９） 得到的结果是， ０ ４４％ 来自劳动重新配置效应 （ ρＬ ） 而 －
０ １２％来自资本重新配置效应 （ρＫ）。

应该注意的是， 这种显著的要素重新配置效应通常不易在较完善的市场

经济中观察到。 乔根森等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ｂ） 对 １９７７ ～ ２０００ 年的美

国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两点： 第一， 重新配置效应通常可以被忽略不计； 第

二， 即使它在某些时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效应一

般朝相反的方向变化。 乔根森等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７） 也曾发现对于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９ 年的美国经济来说， 资本的重新配置效应通常是正向的， 而劳

动的重新配置效应一般是负向的。 这是因为资本在资本服务价格高的行业中

增长得更快， 可以引起资本回报率上升， 而劳动在边际报酬高的行业中的增

长相对比较缓慢， 因为它意味着劳动成本的上升。
在中国经济中， 如此显著的资本和劳动要素重新配置效应， 以及它们同预

期效应明显相反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 它说明生产要素在不同的行业中确

实存在显著不同的边际生产率； 第二， 它说明不同行业间存在明显阻碍要素流

动的障碍。 如果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看， 对这种扭曲的修正可能会带来生产率的

提高。 这对被广泛讨论的、 期待已久的结构性改革而言是件好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效应一般是正向的， 这可能

说明改革促进了劳动力流动， 使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 或者其扭曲程度远小于

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 加入 ＷＴＯ 以后， 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应

最为显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达到了 １ ６８％。 而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恰

恰是出口导向型、 劳动密集型这些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迅速扩张的时期。
资本要素重新配置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它对 ＴＦＰ 增长的正效应仅仅

出现在改革开放早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贡献了 ０ ２８％ 。 纠正中央计划经济时

期的资源错配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举措。 然而， 此后的 ＴＦＰ 增长变

成负数， 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达到 － １ ０３％ ）。 这可

能是由于这个时期政府的作用重新得到了加强， 重新强化了低效率的国有企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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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上游产业中的地位。
应该给予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这个后金融危机时期更多的关注。 如表 ３ 所示，

若将此时期与较早时期相比， 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效应都趋于 ０。 劳动的

重新配置效应与危机之前的 １ ６８％ 相比， 现在仅为 ０ ０６％ ； 资本的重新配

置效应与危机之前的 － １ ０３％ 相比， 现在为 ０ ０１％ 。 这个不寻常的结果表

明， 行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可能趋于停滞。 它反映了政府干预在这一时期有

所加强， 目的是使经济尽量避免受到外部冲击。 如果这一发现符合实际情

况， 就可以说从资源配置 （或不当配置） 的角度来看， 政府应对危机的刺

激方案， 实际上在强化或固化现有的经济结构。

结　 论

本章采用了乔根森的一个 “总量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 －多玛权重加总” 增

长核算分析框架， 对最新建立的覆盖整个经济改革后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２ 年的 ＣＩＰ （中
国行业生产率数据库） 数据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中国总量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

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 这种方法为考察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根源以及

行业间的资源再分配对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本章的初步结果表明， 中国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期间实现了每年

０ ８３％的 ＴＦＰ 增长。 这意味着， 与通过行业加权得到的每年 ８ ９４％ 的增加

值 （ＧＤＰ） 增长率相比， 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对 ＧＤＰ 增长率的贡献

为 ９ ３％ 。 这是一个远小于以前基于整体经济方法估计的所有结果。 例如，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８） 以及 Ｐｅｒｋｉｎｓ 和 Ｒａｗｓｋｉ （２００８） 所估计的 ＴＦＰ 增

长的贡献大约为 ４０％ 。 本章的估计结果也大大低于其他文献中唯一采用了

同样方法的研究结果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只是其他研究结果的 １ ／ ３。 但是

后者的研究期间不同， 只涵盖了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０ 年这段时间。 这种差异可能来

自数据建立、 指标测算、 行业分类以及覆盖程度等任何差异 （例如， 本章

划分了 １１ 个服务业部门， 而 Ｃａｏ 等人把所有不同服务业归于一个部门）， 其

中很多方面还有赖于进一步的数据和计量工作①。

７９

① 除了前面提到的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可能被高估的问题 （如此， ＴＦＰ 增长就会被高估）， 采

取价格单平减方法也会增加 ＴＦＰ 估计的不确定性。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从行业组的角度观察，正如本章所预期的，一般来说不容易受到政府干

预的行业，如农业、成品及半成品组（S F& F组），相比那些容易受到政府

直接干预的行业如能源组有着更高的T F P增长率。从 S F & F组保持正向的

TFP增长率，而能源组则经历了持续的TFP下降这一实证结果来看，上游和

下游行业之间的确存在“交叉补贴”的现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不同

行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以实现自己的政策意图或目标。

笔者也发现了行业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T F P产生显著影响。这有助于

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政策辩论中有关资源错配这一关键问题。一方面，这种

重新配置资源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中的确存在阻碍要素流动

的制度壁垒；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重置可能带来收益（

政策红利）。各级政府之所以需要按照他们的判断和意向干预资源配置，

是因为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后者应该对资源错配引致的低效率（反映在TFP

增长下降上）承担责任。因此，理顺工商业经营活动和政府管理之间的关

系，并真正允许市场纠正各行业的成本结构，对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旨在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改革（

Restructuring）恰 是 “克强经济学”中最重要且最富挑战性的核心内容。

但是，并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结构”。至少，如果不允许更多的、以市场为

导向的行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这样的结构肯定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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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１　 中国行业生产率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数据库行业分类与编码

ＣＩＰ 编码 ＥＵ － ＫＬＥＭＳ 编码 分组 行业

１ ＡｔＢ 农业 农业（农、林、牧、渔） ＡＧＲ

２ １０ 能源 煤炭采掘业 ＣＬＭ

３ １１ 能源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ＰＴＭ

１３ ２３ 能源 炼油及煤制品业 ＰＥＴ

２５ Ｅ 能源 公用业（电力、煤气、自来水、蒸汽） ＵＴＬ

４ １３ Ｃ＆Ｐ 金属矿采掘业 ＭＥＭ

５ １４ Ｃ＆Ｐ 非金属矿采掘业 ＮＭＭ

８ １７ Ｃ＆Ｐ 纺织业 ＴＥＸ

１２ ２１ｔ２２ Ｃ＆Ｐ 造纸、印刷、出版业 Ｐ＆Ｐ

１４ ２４ Ｃ＆Ｐ 基础化学品制造业 ＣＨＥ

１６ ２６ Ｃ＆Ｐ 建筑材料业 ＢＵＩ

１７ ２７ｔ２８ Ｃ＆Ｐ 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延业 ＭＥＴ

６ １５ Ｆ 食品加工制造业 Ｆ＆Ｂ

７ １６ Ｆ 烟草加工制造业 ＴＢＣ

９ １８ Ｆ 服装及其他纺织品加工制造业 ＷＥＡ

１０ １９ Ｆ 皮革及皮革制品加工制造业 ＬＥＡ

２３ ３４ｔ３５ Ｆ 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制造业 ＴＲＳ

２４ ３６ｔ３７ Ｆ 其他制造业 ＯＴＨ

１９ ２９ ＳＦ 通用及专业设备制造业 ＭＣＨ

１１ ２０ ＳＦ＆Ｆ 木材加工、家具、木结构制造业 Ｗ＆Ｆ

１５ ２５ ＳＦ＆Ｆ 橡胶及塑料制品制造业 Ｒ＆Ｐ

１８ ２７ｔ２８ ＳＦ＆Ｆ 金属制品业（排除压延） ＭＥＰ

２０ ３１ ＳＦ＆Ｆ 电气设备制造业 ＥＬＥ

２１ ３２ ＳＦ＆Ｆ 电子及通信技术设备制造业 ＩＣＴ

２２ ３０ｔ３３ ＳＦ＆Ｆ 仪器、仪表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ＩＮＳ

２６ Ｆ 建筑业 建筑业 ＣＯＮ

２９ Ⅰ 服务Ⅰ 交通、仓储服务业 Ｔ＆Ｓ

３０ ７１ｔ７４ 服务Ⅰ 邮政服务业 Ｐ＆Ｔ

３１ Ｊ 服务Ⅰ 金融服务业 ＦＩＮ

２７ Ｇ 服务Ⅱ 批发零售服务业 ＳＡＬ

２８ Ｈ 服务Ⅱ 旅店、餐饮服务业 ＨＯＴ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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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ＩＰ 编码 ＥＵ － ＫＬＥＭＳ 编码 分组 行业

３２ Ｋ 服务Ⅱ 房地产服务业 ＲＥＡ

３３ ７１ｔ７４ 服务Ⅱ 工商服务、租赁服务、技术服务、科研服务业 ＢＵＳ

３７ Ｏ＆Ｐ 服务Ⅱ 其他服务业 ＳＥＲ

３４ Ｌ 服务Ⅲ 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及国防 ＡＤＭ

３５ Ｍ 服务Ⅲ 教育服务业 ＥＤＵ

３６ Ｎ 服务Ⅲ 卫生服务业及社会福利业 ＨＥＡ

　 　 资料来源： 伍晓鹰对 ＣＳＩＣ ／ １９７２、 ＣＳＩＣ ／ １９８５ 和 ＣＳＩＣ ／ １９９４ 等 ＣＳＩＣ 体系下官方数据进行重新分

类的系列研究报告 （见 Ｗｕ ａｎｄ Ｙｕｅ， ２０１２；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目前中国的 ＣＳＩＣ ／ ２０１１ 分类体系很

大程度上符合 ＩＳＩＣ （第 ４ 版） 的二位元行业标准分类系统， 并且与 ＥＵ － ＫＬＥＭＳ 分类体系一致 （见
Ｔｉ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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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互联网能够彻底
改变金融业吗？

黄益平　 沈 艳　 王婧一　 郭 峰

引　 言

在中国， “互联网金融” 这一术语是谢平和邹传伟 （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ｏｕ，
２０１２） 在 ２０１２ 年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年度会议上提出的。 它与诸如

“数字金融” 和 “金融科技” 这类术语一样在公共话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并经常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被使用。 然而， 互联网金融的使用语境在某种程度

上更为丰富， 因为互联网金融既涉及信息技术 （ＩＴ） 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
如微信支付， 也涉及金融机构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自身的传统服务中， 如中国

工商银行 （ＩＣＢＣ） 的电子银行服务。 狭义的互联网金融仍然包含广泛的活

动， 包括第三方支付、 网上贷款、 基金直接销售、 众筹、 网上保险、 网上银

行和电子货币等。 本章的讨论更侧重于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潜力。
互联网金融已经在中国发展了超过 １０ 年。 支付宝是在 ２００４ 年被推出

的， 而宜信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然而， 大多数人认为余额宝 （一个由阿里巴巴

的蚂蚁金服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建立的货币市场基金的网上销售平台） 的推出，
是互联网金融最近在中国爆炸性发展的起点。 公众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感受

已经从狂热变为恐惧。 从乐观到悲观， 这种极端的感受在公众和市场中是普

遍存在的。 通常这种感受并不代表真实的情况。 作为学者， 作者有责任去研

究这种创新， 揭露它的关键风险， 并且无论市场情绪怎样都应提出明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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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议。
本章试图阐明中国新的互联网金融经济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创新或者是否

仅是表面的泡沫这一核心问题。 本章首先使用北京大学新建的互联网金融发

展指数 （ＩＦＤＩ） 中的一些发现来描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最新发展。 然后通

过吸取中国过去金融改革的教训来识别导致互联网金融激增的关键因素。 本

章也试图评估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潜在风险， 并通过对一个点对点 （Ｐ２Ｐ）
贷款平台的案例研究来讨论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对指导监管框架的影响。

本章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兴起至少源于三个

因素。 第一， 金融抑制政策造成了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 尤其是对小型和中

型的企业 （中小企业） 和低收入家庭。 这在金融市场上留下了一个空白。 第

二， 监管容忍为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空间。 第三， 信息技术工具，
特别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 为互联网金融提升效率和控制金融风险提供了

越来越有效的方法。 简而言之，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有许多合理的解释。
一些批评者对此表示担心， 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是重写金融法律的一种

尝试， 并非一种仅仅利用新技术促进现有金融交易的工具。 例如， 李明

顺———中国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宣布他的企业将开始一场

革命， 因为他的企业可以安全地把钱借给升温市场中的每个部分①。 实际

上， 信息技术可能被广泛应用于所有类型的金融交易， 但只有某些类型的互

联网金融将生存下来。 这些生存下来的企业是那些能有效解决金融交易中实

际问题的企业， 如芝麻信用， 一个由蚂蚁金服成立的信用征信公司， 建立了

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作者相信， 互联网金融非但不是传统金融行业的威胁， 而且将日益成为

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规模和范围的有效工具。 也就是说， 互联

网金融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提升传统的金融交易， 并把金融服务延伸至传统

金融还没有涉足的领域。 例如， 互联网金融可以通过为缺乏财务服务的中小

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市场服务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迄今为止成功的案

例包括利用大量移动终端的模式， 如支付宝， 或者利用可获得数据进行分析

的模式， 如微众银行的微粒贷。 互联网金融本身也面临挑战和风险， 包括严

重的投资泡沫和大量的庞氏骗局。 如果不加以控制， 这些风险可能会摧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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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 作为回应，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禁止注册新的 Ｐ２Ｐ 平台。
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至少需要三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良好的

基础设施， 包括大数据、 综合信用信息和有效的市场准则。 第二个条件是拥

有一批合格的金融专业人士。 第三个条件是建立一个监管框架， 在控制风险

和鼓励创新之间保持平衡。

最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发展事物， 其影响已经在许多领域有所

体现， 并且已经出现了一些知名机构。 使用最广泛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可能是

第三方支付。 中国市场已经被两名 “成员” ———支付宝和微信统治了， 它

们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分别拥有超过 ２ ７ 亿和 ２ 亿的活跃用户。 另一个活跃的领

域是互联网贷款， 包括 Ｐ２Ｐ 平台和在线微型信贷。 宜信是世界上最大的 Ｐ２Ｐ
公司， 它喜欢称自己是一个全市场公司， 因为它的借款人包括中小企业以及

个人。 它的平台宜人贷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就在同年，
Ｐ２Ｐ 平台贷款量达到 １ 万亿元人民币。 蚂蚁金服的蚂蚁微贷和微众银行的微

粒贷也都在迅速扩大网上借贷业务。
本章下面介绍一些优秀的互联网金融类型。 第一， 网上支付作为最发达

的商业模式， 具有 １０ 年以上的历史。 由阿里巴巴集团创立的支付宝是一个

在线支付服务提供商， 可以保证个人和企业进行安全的在线支付。 支付宝主

要被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买家和卖家使用， 是其姐妹网站淘宝网的主要支付

方式。 第二， 货币市场基金或线上直投基金直接通过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进行

销售。 这些公司只不过起中介的作用， 钱实际上由传统的、 严格的监管资金

操控。 在中国最有名的在线直投基金是阿里巴巴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推出的余额

宝。 第三， Ｐ２Ｐ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成为互联网金融中最具爆炸性的领域之一。
在中国， Ｐ２Ｐ 有超过 ４０００ 个平台， 吸引了近 ３００ 万人借出他们的钱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还有一些国外的著名的 Ｐ２Ｐ 平台， 比如，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ｌｕｂ、
Ｐｒｏｓｐｅｒ 和 ＯｎＤｅｃｋ。

在线直投基金销售也相当活跃， 如著名的余额宝这类产品。 天弘投资基

金， 为余额宝管理着一支货币市场基金， 在余额宝推出一年内拥有了价值

５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基金。 早期排名第一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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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国投资基金， 花了 １７ 年才达到相同的资产规模。 随着银行间市场

利率在 ２０１４ 年出现大幅下滑， 蚂蚁金服成立了另一个平台———招财宝， 目

标是销售理财产品和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年底， 这类投资产品的市场规模达

到 １ 万亿元人民币①。 也有大量的集体融资平台， 其中最著名的是天使汇和

点名时间。 两个网上银行———微众银行和我的银行也在 ２０１５ 年获得了营业

执照， 但它们在中国的增长受到有关远程开设银行账户监管的限制。
为了推进对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系统性的测度， 北京大学的互联网金融

学院在蚂蚁金服的协助下发展了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 （ ＩＦＤＩ）。 互

联网金融发展指数 （ＩＦＤＩ） 发布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是一个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开

始测量的月度指数， 被分解到 ３１ 个省份和 ３３５ 个地级市。 它包含了针对互

联网金融主要业务类别的六个指数的权重： 投资 （１０％ ）、 货币市场基金

（２５％ ）、 保险 （１５％ ）、 付款 （３０％ ）、 贷款 （１５％ ） 和信用评级 （５％ ）
（Ｇｕ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这六个指数符合一般指数计算的原则， 即代表性、 可行性、 可分性和可

扩展性。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被标准化为 １００， 而其他时

间或地区的指数都基于这个指数。 该指数的增加意味着地区或业务类别的发

展 （Ｇｕ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结果表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全国 ＩＦＤＩ
从 １００ 增加到 ３８６ （见图 １）。 ２０１４ 年的月平均增长率为 ５ ８％ ， 并且在 ２０１５
年增加到 ６ ７％ 。 在这六大业务类别中， 分别由支付宝和余额宝所代表的付

款和货币市场基金业务， 经历了相对缓慢的增长， 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比其他

公司更成熟。 ２０１４ 年出现的 Ｐ２Ｐ 借贷热潮主要由投资这部分指数所驱动

（见图 １）。 保险指数的波动意味着它的驱动作用更加有限， 而且深受电子商

务销售的影响。
就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水平和它们的增长速度而言， 省份与省份之间也有

非常大的差异 （见图 ２）。 具体来说， 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衡量，
７ 个相对较发达省份的活动水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 互联网金融活

动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 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均显示出相对更高的增长率，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可能收敛的趋势。

将指数分解到地级市水平， 结果显示， 大多数具有较高 ＩＦＤＩ 的城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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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ＩＦＤＩ：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总指数曲线和各业务类别指数曲线

资料来源： Ｇｕｏ， Ｆ ， Ｋｏｎｇ， Ｓ ， Ｗａｎｇ， Ｊ ， Ｃｈｅｎｇ， Ａ ， Ｙｕａｎ， Ｆ ， Ｓｈａｏ， Ｇ ，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 ２　 ＩＦＤＩ：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各省份指数情况和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Ｇｕｏ， Ｆ ， Ｋｏｎｇ， Ｓ ， Ｗａｎｇ， Ｊ ， Ｃｈｅｎｇ， Ａ ， Ｙｕａｎ， Ｆ ， Ｓｈａｏ， Ｇ ，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见图 ３）。 这表明

了互联网金融的水平和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但地市级

ＩＦＤＩ 增长的模式是不明确的。 一般来说， 沿海城市也经历了相对缓慢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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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见图 ４）， 这一趋势与显示沿海城市经济往往更加发达的省级数据是一

致的。 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的趋势。

图 ３　 ＩＦＤＩ：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各地级市的指数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Ｇｕｏ， Ｆ ， Ｋｏｎｇ， Ｓ ， Ｗａｎｇ， Ｊ ， Ｃｈｅｎｇ， Ａ ， Ｙｕａｎ， Ｆ ， Ｓｈａｏ，
Ｇ ，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 ４　 ＩＦＤＩ：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各地级市的增长率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Ｇｕｏ， Ｆ ， Ｋｏｎｇ， Ｓ ， Ｗａｎｇ， Ｊ ， Ｃｈｅｎｇ， Ａ ， Ｙｕａｎ， Ｆ ， Ｓｈａｏ，
Ｇ ，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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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涉及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关系， 以及前

者在多大程度上补充或替代了后者。 本章将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

例作为传统金融发展的指标。 利用地市级数据， 发现传统金融和 ＩＦＤＩ 既定

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０ ５９ （见图 ５）。 还发现， 较高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增

加了地市级水平的 ＩＦＤＩ， 而且相关系数变为了 ０ ７４ （见图 ６）。

图 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地级市水平上传统金融和 ＩＦＤＩ 的关系

注： 横轴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 纵轴表示 ＩＦＤＩ。
资料来源： Ｇｕｏ， Ｆ ， Ｋｏｎｇ， Ｓ ， Ｗａｎｇ， Ｊ ， Ｃｈｅｎｇ， Ａ ， Ｙｕａｎ， Ｆ ， Ｓｈａｏ， Ｇ ，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 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地级市水平上移动电话普及率与 ＩＦＤＩ 的关系

注： 横轴表示每 １００ 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 纵轴表示 ＩＦＤＩ。
资料来源： Ｇｕｏ， Ｆ ， Ｋｏｎｇ， Ｓ ， Ｗａｎｇ， Ｊ ， Ｃｈｅｎｇ， Ａ ， Ｙｕａｎ， Ｆ ， Ｓｈａｏ， Ｇ ， Ｗａｎｇ，

Ｆ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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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指数分解到不同的年龄段， 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主要由年轻人推动，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见图 ７）。 一般

来说， 那些出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使用互联网金融的人比那些出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人稍微超前一些。 然而， 一个例外是后者在使用互联网金融

投资方面超过了前者。

图 ７　 ＩＦＤＩ：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年龄段的分布情况

创新还是泡沫？

尽管互联网金融在过去的几年中发展迅速， 但对其未来发展的讨论从

来没有停止。 乐观主义者如谢平认为， 互联网金融代表了直接和间接融资

之外的金融中介第三种类型， 它可以完全改变传统金融行业。 其他人指

出， 互联网金融主要是一种中国式的现象， 实际上是一种监管套利的产

品， 一旦金融监管收紧至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这种现象可能就会消失。 从

２０１５ 年中期开始， 互联网金融的增长和相关的风险升级被越来越多有问题

的 Ｐ２Ｐ 借贷平台证实， 这些悲观的评估在金融行业从业人员、 学者甚至政

府官员中产生了影响。 吴其伦， 一位在中国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上著

名的金融评论员， 写了一篇文章说 Ｐ２Ｐ 贷款是一个庞氏骗局。 很多人分享

了吴其伦的观点， 但他们可能很少主动发声①。 互联网金融真的只是一个泡

１１１

① 信息来源于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ｔ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 ／ ｓｈｏｗ？ ｉｄ ＝ ２３０９４０３９６６３５１５１６５３０３５９。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沫？ 在下结论之前， 应该首先理解这种趋势和该行业在中国繁荣发展的逻辑

基础。

三个重要因素： 宽松的监管、 服务的缺乏和交易的便利

本章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监管机构采用了一种

宽松的方法。 评论家指出， 国际范围内， 贸易和制造企业在许多国家被授予

金融相关的营业执照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括美国在内。 然而在中国， 选择性

的网上购物的公司如阿里巴巴、 京东以及社会媒体平台如腾讯， 都获得了提

供金融服务的许可。 如果没有这个宽松的监管，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达到目前

的活跃水平将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因素是金融性服务的缺乏， 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在改革

开放前， 中国只有一个垄断性的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它既是

中央银行， 也是商业银行。 资金的运转和分配主要受中央计划的指导。 金融

机构只起补充的作用。 然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们已经见证了金融业

的重大发展和金融部门的转换。 现代中国拥有一个重要的、 相对健全的金融

行业， 并有一系列完整的金融机构和大量的金融资产 （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然而， 政府仍继续干预金融体系的功能， 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 采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抑制指数衡量关于限制利率市场化、 汇率和资金的政

策的扭曲程度， 发现中国金融政策的扭曲程度在全球范围内是最严重的

（Ａｂｉａ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金融业偏向某些 （潜在的） 客户群

体。 例如， 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 由于所有权的偏见， 仍然能够获得相对更高的

银行信用和更多的其他资金。 融资约束对全球中小企业而言是普遍的， 但这

个问题在中国被放大了。 大约 ７０％ 的中小企业和相似比例的个人不能获得

适当的金融服务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一般来说， 为了获得融资， 中小企业必

须去非正规市场， 而非正规市场的融资成本通常至少是诸如商业银行这种正

规部门的 ４ 倍。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宽容可能涉及诸如对中国某些群体的金融服务供给不

足等问题。 它可能是测试提供金融服务新模式的一种途径。 普惠金融的发展

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 旨在增加市场化的、 商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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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面向缺乏服务的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服务供应。 然而， 发展普惠金融是非

常困难的。 决策者可能看到了将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

希望。 当然， 许多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个人乐于接受诸如微信支付、 余额宝和

宜人贷等互联网金融的新形式。 举例来说， 因为大学生很少使用商业银行

（因为他们存款水平相对较低）， 而且他们对移动技术比较熟悉， 因而他们

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服务非常忠诚和有能力的用户。
第三个因素是互联网技术促进金融交易的巨大潜能。 从本质上讲， 任何

金融交易面临的核心挑战都可以被概括为信息不对称。 因此， 金融中介最重

要的功能是风险定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 金融行业歧视某些客户群体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普惠金融的发展如此困难， 都可以在一个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下得

到解释。 例如，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很常见的， 因为它们通常较少有硬性数

据和用作抵押的资产， 并且经营失败的概率也更高， 这些尽职调查的成本可

能过高。 许多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现服务这些企业的成本是无效的。
如果它们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融资成本会高到令人望而却步， 这可能违背

某些规定或者可能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借贷。
互联网可能会改变这些信息不对称情况， 因为它有两个传统金融机构通

常不具备的重要特性： 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 中国有 ７ ８５ 亿的智能手机

活跃用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统计）。 这为互联网公司或

金融机构识别潜在客户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第三方支付服务和基金业务

的直接销售主要建立在智能手机的网络连接基础上。
大数据分析如果能被有效地应用， 可以帮助减少信息不对称， 并且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密集型的尽职调查。 例如， 蚂蚁金服的在线贷款基

于对大约 １００ 万个的在线商店和其母公司的购物平台———阿里巴巴的 ３ 亿个

人账户的数据分析。 商店的业务和现金流， 个人的消费行为和其他习惯提供

了可靠的信用风险信息， 特别是已经使用阿里巴巴的平台好几年的个人。 通

过这些数据的分析， 蚂蚁金服能够快速高效地提前批准合格商店和个人的贷

款配额。 得到预先批准贷款配额的商店或个人如果激活应用程序， 蚂蚁金服

只要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借来的资金转到申请人的支付宝账户。 面对

面的会谈是不需要的 （见图 ８）。
除了主要依赖微信社交媒体的数据， 微众银行本质上为它的服务平

台———微粒贷做了同样的事情。 通过分析微信用户的地址、 活跃聊天组、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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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蚂蚁金服在线贷款的流程

资料来源： Ｘｉｅ， Ｐ （ ２０１５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ｔ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信支付的消费行为和节日期间发红包的习惯 （春节期间， 微信支付允许用

户使用相同的社交媒体服务立即发送电子现金礼物）， 微众银行也提前批准

个人贷款配额。 如果个人决定激活应用程序， 微众银行将与商业银行合作进

行贷款， 因为在这个阶段， 微众银行还没有自己的银行客户。 为了增加商业

银行对这种类型风险评价的信心， 微众银行通常贡献这种贷款资金的 ２０％ 。
蚂蚁金服和微众银行通过分析潜在客户的内部数据评估信用风险。 位于

浙江的佐力科创小额信贷， 是一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也提供在

线贷款， 但没有相同的客户数据库。 相反， 它依靠三个外部数据集： 潜在客

户的主要银行账户交易； 具有详细通话记录的电话账单； 申请人打印的中国

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信息。
换句话说， 互联网金融相对传统金融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它大大降低了

尽职调查成本。 因此， 互联网金融可以使原本在传统的金融行业中不可能的

金融交易商业化变得可能。 更重要的是， 互联网技术的长尾效应意味着， 一

旦系统被建立， 服务额外顾客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因此， 在中国， 互联网

与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发展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 互联网

金融确实是一种真正的创新， 而不是像一些人担心的只是一个正在消失的

泡沫。

４１１



在中国互联网能够彻底改变金融业吗？

这表明， 互联网金融有增加金融交易真正价值的潜力， 特别是使从之前

无法被商业化的信贷需求实现交易商业化并盈利。 然而， 这种潜力是否会成

为真正的业务依赖于几个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继续减少金融交易信

息不对称的能力。 为使互联网金融发挥作用， 市场参与者需要对金融有足够

的了解， 能接触互联网渠道， 具备一个有质量的数据库和数据分析的能力。
相对这些简单的标准， 本章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今很多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从

业者可能不是理想的合格者。 除此之外， 这一事实并非行业本身的核心， 是

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正遭受泡沫和丑闻的原因。

Ｐ２Ｐ 的案例研究

Ｐ２Ｐ 信贷过去几年在中国发展迅速。 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Ｐ２Ｐ
平台的数量增长了 １８ 倍， 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００ 家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８５８ 家。 同

一时期， Ｐ２Ｐ 交易量从 ２１２ 亿元飙升至 ９８２３ 亿元， 对外贷款从 ５６ 亿元上升

到 ４３９５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年底， 美国的 Ｐ２Ｐ 贷款机构创造了 ６６ 亿美元的贷款，
而在欧洲这个数字是 ３９ 亿美元 （ＢＩ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Ｗａｒｄｒｏｐ， ２０１５）。
相比之下， 中国 Ｐ２Ｐ 贷款机构创造了 ４１３ 亿美元的贷款。 换句话说， 中国已

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Ｐ２Ｐ 行业交易量。
尽管 Ｐ２Ｐ 行业交易量与正规银行余额 （２０１５ 年年底为 ９３ ９５ 万亿元）

相比仍然是很小的， 但它影响了大量的投资者和借贷者。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中

国的 Ｐ２Ｐ 平台有 ２９８ 万个活跃的投资者和 ８０ 万个借款人 （见表 １）。 因此，
Ｐ２Ｐ 平台金融崩溃数量的大幅增加已经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巨大的担忧。 具体

地说， 有问题的 Ｐ２Ｐ 平台的数量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６ 家飙升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的

１５９８ 家 （见表 １）。 换句话说， 约 ４０％的 Ｐ２Ｐ 平台是有问题的。 一个平台如

果记录了至少一个如下的困难， 那么它将被界定为有问题的： 终止操作、 取

现失败、 舞弊、 失去联系、 警方干涉或平台关闭。
另外， Ｐ２Ｐ 贷款在中国确实为投资者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借款人获得更

低的资金成本提供了空间。 在图 ９ 中， 作者比较了中国的几种利率， “Ｐ２Ｐ
贷款” 表示所有 Ｐ２Ｐ 平台的组合投资者的利率。 在经历前期的振荡后， Ｐ２Ｐ
贷款利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０％以上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年底的 １０％ 左右。 与所有波

动均在 ５％左右的在线投资基金如余额宝、 一周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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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 Ｐ２Ｐ 平台一览

年份
平台（个）

全部 有问题

交易量

（亿元）
对外贷款

（亿元）
投资者

（个）
借款人

（个）

２０１２ ２００ １６ ２１２ ５６ ５１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８００ ９２ １０５８ ２６８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５７５ ３６７ ２５２８ １０３６ １１６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８５８ １２６３ ９８２３ ４３９５ ２９８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４０２９ １５９８ ５２２８ ５４７８ ２９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注： ∗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仅包括 １ 月至 ４ 月。
资料来源： ｗｄｚｊ ｃｏｍ ／ 。

（Ｓｈｉｂｏｒ） 和中国人民银行 ３ 个月期限的票据贴现率的回报相比， Ｐ２Ｐ 平台

似乎能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更高的回报率。 对借款人来说， 这与非正规金融机

构收取的 ２０％ 的贷款利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图 ９ 所示的温州民间贷款

利率）。

图 ９　 Ｐ２Ｐ 平台复合利率与其他平台的比较

注： Ｐ２Ｐ 贷款 ＝ 所有 Ｐ２Ｐ 平台的组合投资者的利率； 余额宝 ＝ 阿里巴巴管理的在线投资基

金利率； 温州民间贷款利率为中国非正规金融贷款利率的代表； 央行 ３ 个月期限的票据贴现 ＝
中国人民银行的 ３ 个月期限的票据贴现利率； Ｓｈｉｂｏｒ ＝ 一周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Ｙ ， Ｓ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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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互联网能够彻底改变金融业吗？

鉴于 Ｐ２Ｐ 贷款的发展已经加快了金融创新、 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和鼓

励了竞争， 这几年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对该行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实际

上， 迄今为止仍不清楚哪个监管机构应负责 Ｐ２Ｐ 平台的管理。 第一个有关

该行业的官方文件是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它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发布。 这个文件指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银监会”） 作为主要的监管机构。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监管机构公布

了对 Ｐ２Ｐ 行业进行监管的试行规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中明确了银行是信

息中介机构而不是信用中介机构， 禁止利用外部资金。 但没有规定 Ｐ２Ｐ 平

台的最低注册资本。 地方金融部门将成为主要的监管机构， 并将对 Ｐ２Ｐ 贷

款实行登记和监督制度。 在这种监管方案下， Ｐ２Ｐ 平台不需要特殊的执照，
也不需要考虑对存款或资金管理的具体要求， 对 Ｐ２Ｐ 平台的监督将依靠微

型贷款协会等组织。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在这种没有许可要求、 没有最低准入要求和行业协会

作为主要监督管理机构的宽松的监管方案之下， Ｐ２Ｐ 行业将走向繁荣还是误

入歧途。 为了阐明这种不确定性， 本章使用所有公开可用的 Ｐ２Ｐ 平台的数

据来研究问题平台的特征、 识别这个行业的风险因素。
运用大数据的方法， 本章提取和整合了来自四大 Ｐ２Ｐ 信息平台 ２０１５ 年

年底的所有公开可用的 Ｐ２Ｐ 平台数据集。 清理掉异常值和重复值后， 我们

获得了一个包含了有注册资本的 ３４３９ 家 Ｐ２Ｐ 平台的数据集， 其中 １０４８ 家是

有问题的平台。 采集的数据点包括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成为问题平台的日

期、 问题的性质或类型， 是否有担保投资者， 贷款期限结构， 投资者的利

率， 平台投资的项目、 地址， 平台是否提供客户服务、 ＶＩＰ （非常重要的

人） 服务、 免费电话服务等。 因为所有的数据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采集

的， 因此一些平台的寿命可能被缩减。 换句话说， 当我们观测到寿命仅为

３０ 天的平台时，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按照该平台首次上线到成为问题

平台的期限计算， 该平台只保持了 ３０ 天的活跃度； 另一个是该平台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线的， 一直活跃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我们并不知道它将生

存多久。 本章采用的评估方法需要小心地处理这些问题。 本章使用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 非参数估计来研究具有不同生存概率的各种平台， 然后使用持续时间

估计来综合考虑所有的风险因素。
本章的分析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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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第一， 问题平台的生存时间越来越短。 在图 １０ 中， 我们比较了正常的

平台和有问题的平台的生存时间。 总体来看， １８％ 即 １９２ 家问题平台存活

了不到 ３０ 天； ５５％的问题平台持续了不超过半年时间； ８０％ 以上的问题

平台在这个行业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相比之下， ３８％ ［ （９７９ ＋ ２１５ ＋
１１８） ／ ３４３９］ 以上的正常平台存活了超过一年， 而 ６０％以上的正常平台持

续了半年多。 特别是， 本章的时间分析表明， 与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以前的平

台相比， 平均而言， 最近成立的平台具有更短的寿命， 成为问题平台的概

率也更高。

图 １０　 不同存活天数下正常平台和问题平台的平均数量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Ｙ ， Ｓ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１６）。

第二， 有问题的平台并不集中在特定的地区。 如果只研究图 １１ 中具有

更多问题平台的深色区域， 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问题的平台主要集中在

沿海地区， 特别是山东、 广东和福建。 考虑到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有更多的

问题平台这一事实， 从图 １１ （ｂ） 中， 我们可以推断， 问题平台的分布不存

在特定的区域模式。 这是符合互联网金融特点的， 因为交易通过互联网进行

操作， 地区差异对那些将业务聚焦在当地的企业来说比较小。 因此， 应将问

题平台的分布与其占所有平台的比例结合起来研究。

第三， 低注册资本或注册资本的信息缺失意味着高的平台风险。 图 １２

比较了 ３ 种平台类型的存活概率， 即注册资本信息缺失的平台、 注册资本

小于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平台和注册资本等于或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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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互联网能够彻底改变金融业吗？

（ａ） 所有 Ｐ２Ｐ 问题平台的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Ｙ ， Ｓ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 （ ２０１６ ），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１６）。

（ｂ） 问题平台区域分布的比例

图 １１　 Ｐ２Ｐ 问题平台的地区分布示意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Ｙ ， Ｓ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 （ ２０１６ ），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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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图 １２ 的横轴表示的是生存天数， 纵轴表示的是概率。 注册信息缺失

的平台风险非常高， 如已经生存 ２００ 天的平台的存活概率会急剧下降至

２５％左右。 换句话说， 如果平台缺失有关注册资本的信息， 那么给定 ４ 个

新成立的平台， 其中 ３ 个存活不会超过 ２００ 天。 具有更少注册资本的平台

也倾向于一个更低的存活率。 １ ／ ５ 的注册资本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平台是有问

题的平台， 但这个比例对注册资本小于 ３０００ 万元的平台而言就恶化为

３７ ２％ 。 同样的， 缺失实际资本信息或相较于注册资本实际资本较低的平

台的生存概率较低。

图 １２　 生存概率和注册资本

资料 来 源： Ｈｕａｎｇ， Ｙ ， Ｓ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 （ ２０１６ ），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１６）。

第四， 高风险的平台通常缺少利率信息、 有一个狭窄的交易利率范围或

提供异常高或异常低的利率。 ７７ ５％ 的问题平台缺少关于投资者利率的信

息。 如果一个平台只提供一个利率， 它极有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平台。 问题

平台承诺向投资者提供高于 ２０％ 的利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图 １３ 中，
我们发现平台提供的利率不足 ８％也非常危险。 大约 ６０％的问题平台提供低

于 ８％的利率。 例如， 在 ２０１５ 年， Ｅ 租宝平台被指控非法筹集约 ７６ 亿美元

资金。 数据显示， Ｅ 租宝在受到调查前的确为它的金融租赁项目提供了 ６％
的利率。 由于投资者可以很容易购买年收益率不到 ８％的财富管理产品， 当

Ｐ２Ｐ 平台承诺提供 ６％的利率时， 很可能其提供的保证是假的， 而且平台将

承担高风险。 同样的， 只提供一个利率的平台也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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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低于或高于 ８％的利率的平台的生存概率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Ｙ ， Ｓ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６），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１６）。

第五， 没有可靠的第三方保证的平台是有极大风险的。 一个平台的可靠

性不在于它有多少类型的保证， 而是它能否被一家可靠的保险公司或银行所

保证。 对于那些有 （没有） 这样的保证的平台， ３％ （１４％ ） 是出现问题的

临界值。
第六， 既保证本金又保证回报率的平台都是有高度风险的。 如果一个平

台向它的投资者承诺本金和利息都是 １００％安全的， 那么它成为问题平台的

概率为 ２０ ７％———一个比没有提供这种保证的公司高出 １２％的比率。 当然，
这样的保证将增加 Ｐ２Ｐ 平台的成本。 这也有可能是一个逆向选择问题， 也

就是说， 有财务困难和对资金极度渴望的平台倾向于向投资者提供这种承

诺， 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上述的研究结果对理解与 Ｐ２Ｐ 平台相关的风险是重要的。 例如， 投资者

应该远离高风险的平台， 并且应当意识到当平台有较长的生存时间、 采用完

善的信息披露策略、 提供适当的利率、 维持利率期限结构多元化并从银行或

保险公司获得保证时， 它是低风险的。 一个投资者应该规避缺失关键信息的平

台， 如缺失注册资本、 利率和期限结构， 并且提供对本金和利息的全保证。

对监管的影响

本章的回顾和分析揭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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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金融服务对象延伸到那些传统金融行业服务不足的客户， 填补了重要的

市场空隙。 第二， 它通过更好地分析利用客户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 降低

了成本并且减少了风险， 促进了金融交易。 我们看到， 在这两个方面， 互联网

金融提供了真正的创新。 如果这些特征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互联网金融作

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形式将能够生存， 而无论监管是否严格。 实际上中国

很可能会在全球的这个开拓性领域领跑新产品周期。
与任何年轻但有前途的新行业相比，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是比较

高的。 例如， 许多投资者通过盲目的乐观主义或庞氏骗局追逐热钱。 在 ２０
世纪末， 美国也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崩溃， 但是其中有真正且持久的创新：
大量的全球领导者， 如谷歌和亚马逊从废墟中成长起来。 在这个阶段， 没有

人保证互联网金融将最终生存下来， 正如 １５ 年前基于互联网的 ＩＴ 平台所面

临的情形。
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重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需要有一系列的 “基础设施” 建设。 至少需要具有移动终端网

络或分析可用数据的能力， 或两者兼而有之。 严格地说， 大数据在中国仍然

是不存在的。 政府可能需要引入一个政策框架， 使公众既能获得有用的数

据， 又能保护个人的隐私。 可靠的和综合的个人及中小企业信用报告制度对

互联网金融信贷分配决策也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条件加强对金融行业合格参与者的监管。 目前， 在这个领域有三

组专业的从业人员： 金融专业人士、 ＩＴ 专家和其他人。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是与金融相关的事务。 因此， 互联网金融专业人士对金融， 尤其是相关的风

险有很好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我们有限的观察，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许

多问题是由不了解或不尊重基本金融规则和原则的专业人士造成的。
第三个条件与一个监管框架有关， 即在鼓励创新和控制风险之间保持平

衡。 互联网金融也是金融， 而金融交易需要被适当地监管。 过少或者过多的

监管都可能阻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在这里， 本章对中国银监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提出的 Ｐ２Ｐ 行业监管的试行规

则征求意见稿做一个初步评估， 这个意见稿本身主要对前文中描述的关于有

问题的 Ｐ２Ｐ 平台的研究。 第一个涉及管理基于互联网形式的新的民间借贷

机构这一动态实务的宏观方面。 第二个涉及管理这些机构的微观方面， 并确

保它们拥有必要的资格和体系， 能够采取适当的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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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互联网能够彻底改变金融业吗？

第一， 以基准衡量， 信用报告体系在中国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而且社

会信任仍然较低。 在这种环境下， 将中国的 Ｐ２Ｐ 平台看作纯粹的信息中介，
这种对 Ｐ２Ｐ 平台价值的认定尚未被确认。 作为信息中介， Ｐ２Ｐ 平台不应该参

与信用中介机构的活动。 然而， Ｐ２Ｐ 平台上大多数的借款人是个人和中小企

业， 并且多数投资者是个人投资者。 事实上， 大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无法提

供足够和准确的信息来帮助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 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信用中

介机构。 只要信贷报告系统没有显著的提升， 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任何变化，
即使所有平台在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下把他们的名字改成 “信息中介”。 此

外， 监管机构如果坚持将 Ｐ２Ｐ 平台看作信息中介， 将不得不实施两种可选

策略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打击所有不是信息中介的平台， 实际上也就是要终

止整个产业； 第二种是允许大多数从事非法交易平台的继续运行， 直到出现

大量的金融崩溃， 之后对这个行业实施相对简单和必要的法律约束。
第二， 因为大多数 Ｐ２Ｐ 贷款平台是不合格的信息中介， 而且这样的平

台有很多， 所以在一个没有最低资本要求的框架下， 只要求平台在当地监管

部门登记、 被类似行业协会这样的组织监管， 这可能是不适当的。 另外， 如

果监管机构不检查那些 Ｐ２Ｐ 业务从业者的资格， 大多数平台将会继续运行

下去， 直到他们成为有问题的平台。
２０１６ 年前 ４ 个月的数据显示，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似乎出现上升，

尽管监管草案计划的公告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台。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发现最近

出现的平台具有更高的失败概率。 除了糟糕的平台管理， 平台的增多和明显

的回报率承诺都可能引诱他人参与庞氏骗局。 虽然有些诈骗会被揭露并被法

律制裁， 但投资者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 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损失， 把这种情

况视为教育投资者的机会是不合适的， 因为 Ｐ２Ｐ 行业不像资本市场。 也就

是说， 关于合作治理、 交易条件和信息披露，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和完整

的监管框架。 从这个角度看， 对可感知的和可能的损失不采取预防性监管措

施和策略是很难被公众认同的。
第三， 如果当地金融部门成为主要的监管机构， 投资者将承担什么样的

后果？ 这样的安排可以用来管理微型贷款公司， 然而， Ｐ２Ｐ 平台在以下几个

方面是不同于微型贷款公司的。 其一， 微型贷款公司通常不跨区域运营， 但

是 Ｐ２Ｐ 平台通过互联网操作， 通常在多个地区进行交易。 图 １１ （ｂ） 表明，
有问题的平台没有显示出地域差异。 此外， 当平台与投资者之间产生纠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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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投资者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时，如果原告是跨省分散的，那么互联网平台

需要面对一系列不同省份的法院。其二，正式的微型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是

公司股东的资本和捐赠，并且资金来源通常不会超过两家银行。相比之下，

对于P 2P平台而言，多数投资者是那些金融教育不足的个人，他们无法应

对面临的风险，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系统性的风险。互联网和个人投资者的交

互影响可能会使风险的规模变大。进一步讲，地方金融部门可能没有合适的

设备、知识或足够的资源来有效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平台。

如果这个分析能够被认同，本章建议相关部门在以下方面修改互联网金

融法规。第一，建议银监会负责制定、协调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第二，

P 2P平台最低准入要求应该被确定下来—— 例如，应该对新的P 2P进入者规

定一个注册资本的临界值。这样的要求与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并不矛盾，但

将为保护脆弱的投资者提供必要的审查。限制不合格的平台进入市场，将帮

助该行业向健康的方向成长。如果互联网金融平台被认为是信用中介，相关

部门应该对其设定更高的资本标准，并且平台应该被监督是否有实际资本注

入。监管机构还应该禁止某些交易，并为规范借款资格、项目类型、贷款期

限结构、利率范围等设置准则。第三，应该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对于

那些无法提供关键信息或未能及时更新信息的平台，政府应该限制它们的业

务或撤销其运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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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预算约束的终结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需求侧的必要补充

〔美〕 胡永泰 （Ｗｉｎｇ Ｔｈｙｅ Ｗｏｏ）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的中国新闻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一反常态地降到了 ６ ９％ ， 低于 ７％的

官方目标。 ２０１６ 年一开始， 低迷的中国经济就吸引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关注。
例如， 在一次采访中， 乔治·索罗斯宣称 “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是不可避

免的”， 并认为这是全球金融市场混乱的根源 （Ｂｉｅｌｓｋｉ， ２０１６）。 而 《纽约

时报》 连续三天在头版刊登对中国经济负面评论的文章， 包括 《达沃斯对

中国经济低迷的担忧》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６）、 《中国经济低迷削弱非洲经济发

展希望》 （Ｏｎｉｓｈｉ， ２０１６） 以及 《相关调查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质疑》
（Ｂｒａｄｓｈｅｒ， ２０１６）。

《华尔街日报》 （２０１６ａ） 和 《金融时报》 （Ｗｉｌｄａｕ， ２０１６） 也分别以

《中国面临人民币困境》 和 《中国发言人警告索罗斯不要做空人民币》 为头

版文章标题， 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内部经济低迷和外部冲突的担忧。 《华尔

街日报》 同期第二版文章也选取了耸人听闻的标题——— 《中国劳动年龄人

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 （Ｂｕｒｋｉｔｔ， ２０１６）。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以来的数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世界银行降低了对中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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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预算约束的终结

他国家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 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中国经济前

景的悲观情绪。 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意外下滑同样也减少了中国执政者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空间 （例如， ２０１６ 年美国预期经济增

长率从 ３％下降到 ２ ７％ ）。
早先有言论称， 中国的经济数据被官方操纵， 被掩盖的实际情况可能更

糟糕， 这一论断伴随着对中国经济悲观情绪的加深再度引发关注。 资本投资

公司和伦巴第街都对中国官方公布的 ２０１５ 年各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表

示质疑， 它们分别估计中国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 ４ ３％和 ３ １％ ， 而官

方公布的数据却是 ６ ９％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ａｉ，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 中国开始通过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来回击所谓的 “低

迷前景”。 作为回应， 《华尔街日报》 （２０１６ｂ） 就中国债券泡沫的危险性发表

了社论，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一次采访中宣称：

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调整问题， 这令我十分担忧。 中国经济的基

础是不可持续的投资， 现在需要从投资彻底转到消费中去， 但是中国目

前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有巨大的债务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政

府似乎也没有考虑好应该怎么做 （Ｍａｒｔｅｎｓ， ２０１６）。

外媒对中国经济的走向和经济管理模式感到担忧， 这一点从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的头版文章中可见一斑。 该文章援引未署名权威人士

的话， “通过增加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就好像在空中种树， 高杠杆必然带来

高风险” （Ｘｉｎ， ２０１６ａ）。 《南方周末》 认为这篇文章预示着 “一次大的经济

政策变革” 即将到来。
这一预测很快就被证实了， 《人民日报》 第二天就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习

近平的文章， 该文章详细说明了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习近平说， “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
“我国不是需求不足， 或没有需求， 而是需求变了， 供给的产品却没有

变， 质量、 服务跟不上”。 他举出中国消费者从海外购买电饭煲、 马桶

盖、 奶粉甚至婴儿奶瓶等日常用品等例子， 来说明国内供给没有匹配国

内需求。 习近平说， 中国面临着 “大而不强、 臃肿虚胖体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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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 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 ‘阿喀琉斯之

踵’” （Ｘｉｎ， ２０１６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本章将阐

述一些可以增加中国经济活力的主要结构性改革， 并且强调稳固经济活力也

需要更好地进行需求侧改革。 确切地说， 从需求侧来看， 要想令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产生预期效果， 中国需要放弃经济体系中的软预算约束或者大幅减少

其频率和规模。

对供给侧问题的观察

通过表 １， 我们可以看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

子。 表 １ 展示了中国七个主要重工业的产能和利用率， 包括粗钢、 水泥、 平

板玻璃、 炼油、 电解铝、 造纸和纸板以及造船。 这些重工业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产能的增加值从 ３５ ８％ （造船） 到 １１０ ５％ （电解铝） 不等。 其中五个

产业的产能提高率都超过了 ６０％ 。 但是最让人担忧的是， 六个产业的产能

利用率都下降了。 例如， 粗钢的生产能力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６ ４４ 亿吨上升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４ 亿吨， 上升了 ７７％ ； 但是， 该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
从 ８０％下降到了 ７１％ 。

表 １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利用率

产能 利用率（％ ）

２００８ 年（百万吨） ２０１４ 年（百万吨） 增长（％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

粗钢 ６４４ ０ １１４０ ０ ７７ ０ ８０ ７１
电解铝 １８ １ ３８ １ １１０ ５ ７８ ７６
水泥 １８７０ ０ ３１００ ０ ６５ ８ ７６ ７３
炼油 ３９１ ０ ６８６ ０ ７５ ４ ８０ ６６
平板玻璃 ６５０ ０ １０４６ ０ ６０ ９ ８８ ７９
造纸和纸板 ８９ ０ １２９ ０ ４４ ９ ９０ ８４
造船 ２８ ８ ３９ １ ３５ ８ — —

　 　 资料来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 Ｏｖ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ｖ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ｉｎ －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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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预算约束的终结

　 　 有分析人员计算出， 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４ 年， 全球钢铁产量增长 ５７％ ， 其

中中国的贡献比例竟达到 ９１％ 。 结果是， 现在中国钢铁行业的产量占全球

产量的一半以上， 超过紧随其后的四大钢铁生产国日本、 印度、 美国和俄罗

斯钢铁产量总和的 ２ 倍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类似的是， 中国水泥行业产能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攀升了 ６５ ８％ ， 从

１８ ７ 亿吨增加到 ３１ 亿吨， 而产能利用率却从 ７６％ 下降到 ７３％ 。 中国水

泥行业产能规模的扩大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直

观地看到， “中国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两年的水泥产量和美国在整个 ２０ 世

纪的产量总和一样多”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产能过剩的现象之所以存在于中国的这些

行业， 仅仅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大经济体。 如果中国

仍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那样， 只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接受者 （如完全竞争的

情形一样）， 那么现在仍然会有 １００％ 的利用率。 这样这些产业只会出口

国内消费后的剩余产能， 中国也不会受到其贸易伙伴的抱怨。 但是现在，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了， 吸收中国出口的剩余产能会导致其他国家失业

率上升。 同时， 为了出口剩余产能， 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出口产品价格下

跌的问题， 但下跌后的价格只能弥补短期边际成本， 而不能弥补长期总

成本。
简而言之， 中国贸易伙伴采用反倾销措施以及出口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的

潜在风险是中国无法通过出口化解过剩产能的原因。 中国现在是全球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 出口已经不能再被当作稳定宏观经济的 “安全阀”。 只要中国

的需求增加， 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 只要中国增加供给， 那么出口商品

的价格就会下降。 这些行为也会引发国外对中国的重商主义做法和负面空间

溢出效应的批判。
因为许多相关企业是通过融资来扩大产能的， 中国众多产业产能过

剩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 这些企业无法偿还融资所产生的银行贷

款。 投资公司里昂证券 （ ＣＬＳＡ） 认为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为

１５％ ～ １９％ ， 而官方的估计只有 １ ６％ （Ｙｕ， ２０１６） 。 据里昂证券估算，
不良贷款占 ＧＤＰ 的 １０％ ～ １５％ 。 同时， 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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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不良贷款应该接近该范围的上限， 达到 ＧＤＰ 的 １４％ （ ＯＢｒｉｅｎ，

２０１６） 。

不良贷款再回经济舞台中心

中国的高不良贷款率由来已久， 但是近十年来一直没有被重视。

１９９８ 年， 尼古拉斯·拉蒂 （１９９８） 警示中国银行可能会有挤兑风险， 引

发了全世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表 ２ 显示， １９９８ 年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 ４８％ ， 资本充足率约为 ５％ 。 朱镕基总理发起了银

行资产重组的改革， 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以原面值购买大额不良贷款

的方式， 将银行资本充足率逐步提高至 ２００４ 年的 ８％ ， 同时， 将 ２００６ 年

的不良贷款率降至较低水平。 银行资产重组持续八年多的主要原因是其

重新确定了银行的盈利模式———通过制定金融规则来维持高存贷款利差

的方式产生利润。

表 ２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５ 年国内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

单位： ％

年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不良贷款率

四大行 ４０ ０ ４８ ３１ １ ２６ ５ ２０ ４ １５ ６ １０ １

银行业 ３０ ２ ３７ ４

金融业 ３０ ２ ２８ ２

平均资产充足率

四大行 ４ ４ ＞ ８ ０ ５ ０ 约 ８ ０ ＞ ８ ０

　 　

实际上，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初， 银行挤兑或者银行系统崩

溃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因为银行的所有者是财政部， 而财政部是具有偿债能

力的。 国有资产可以保证银行存款的安全， 因此， 中国人没有理由将存款放

在家中而不存到银行。

由于不良贷款并没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实际风险， 那么朱镕基总理为什么

要费力气清理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 原因就是 １９９８ 年中国与美国关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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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加入世贸组织 （ＷＴＯ） 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协议达成。 政策制定

者注意到， ＷＴＯ 成员需要在过渡期之后， 使外国银行与国内银行享受同等

待遇， 也就是说， 中国将不得不终止那些降低国外银行在国内的竞争力的歧

视性规则。 最终， 不良贷款率的高企将导致国有银行很容易被推到破产的

边缘。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 ＷＴＯ 成员是如何影响中国国有银行的， 我们考虑一

家国内银行所需要的最低现金流 （假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 ０）， 具体影响

如公式 （１） 所示：

ｒＤＤ ＝ ｒＬ（Ｄ － ＮＰＬ） （１）

在公式 （１） 中， ｒＤ 是存款利率， ｒＬ 是贷款利率， Ｄ 是存款总额。

现在， 如果不良贷款 ＮＰＬ ＝ （１ ／ ３） Ｄ， ｒＤ ＝ ４％ ， 国内银行所要求的贷

款利率最低是 ６％ ， 即 ｒＬ ＝ ６％ 。
如果新进入市场的外国银行没有不良贷款， 那么外国银行就可以通过设

定略微高于国内银行的存款利率， 同时使贷款利率略低于国内银行， 例如

ｒＤ ＝ ４ ２％ ， ｒＬ ＝ ５ ８％ ， 从而吸引国内银行的客户更换存贷款银行。
为了激励国有银行不增加新的不良贷款， 四大国有银行行长被告知，

如果不良贷款率连续三年增加， 他们将被免职。 据传闻， 各个国有银行

行长接下来会通知省级银行行长， 若本省不良贷款率连续两年增加， 他

们将被解雇。 不良贷款率可以上升的时间间隔随着组织级别的下降而逐

步缩短， 因此在发放新贷款时的审查和谨慎程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

可能是不良贷款率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迅速下降， 并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胡

锦涛和温家宝任期） 保持较低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信贷可得性进行仔细研究后， 赫

拉和贾彦东 （２０１５） 发现， “银行信贷倾向于国有企业的情况变得越来

越明显， 并且这一趋势至少持续到 ２０１１ 年。 换句话说， 这一模式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第一阶段实施了适应性的政策之后

仍然在继续” 。 银行贷款总额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的增长率略高于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时的增长率， 但是 ２００７ 年流向重点国有企业的贷款比例比 ２００３
年高得多。

２００８ 年末， 温家宝总理参加了首届 Ｇ２０ 峰会， 会议旨在针对当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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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经济危机 （即全球金融危机） 制定集体应对措施。 在温家宝总理回

国后， 银行贷款额增长速度明显提高。 根据 Ｇ２０ 峰会的决议， 每个国家都

要承担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 因为任何单独实施宏观调控的国家都会面临巨

大的贸易赤字， 从而被迫提前终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温家宝宣布宏观调控方案， 计划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向

中国经济注入相当于每年 ＧＤＰ 总量 ７％的投资， 以达到 ＧＤＰ 年增长 ８％的目

标。 之前进行宏观调控会产生明显浪费，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该计划致

力于鼓励投资项目， 包括： 第一， 对道路、 桥梁、 港口、 高铁和通信等重要

硬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第二， 大力发展朝阳产业， 如太阳能等可替代性能

源产业； 第三， 增加房屋开工量， 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 （乡村向城市

转移）。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出台的扩张政策扭转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始实施的半紧缩政

策。 在 ２００７ 年的中共十七大以后， 中国政府开始减缓推动经济增长的步伐，
从而保证物价持续稳定。 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中国 ＧＤＰ 的年平均增长率

超过 １０％ 。
当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预测中国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ＧＤＰ 的增

长速度大约为 ６ ７％ ， 低于温家宝制定的 ８％的增长目标。 鉴于此次金融危

机的严重性， ＩＭＦ 还预测， 即使各国协同实行宏观经济政策， 也只能减缓产

出下降， 要想完全抵消产出下降根本不可能。
我们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对中国当年的经济预测为：

相对于 ＩＭＦ 预测的 ６ ７％ ， 中国 ２００９ 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接近

温家宝提出的 ８％ 的目标。 ……国有银行会很乐于遵从增加贷款的指

令， 因为它们现在不会因未来的不良贷款而被追责。 同时， 在软预算约

束下， 利润被私有化、 损失被社会化， 所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非常渴

求得到投资， 而在增加贷款的指令下， 这种需求也将得到满足。 因此，
这系列刺激政策十分有效， 但代价是日后国有银行的资产重组以及自然

环境的破坏 （Ｗｏｏ， ２００９）。

结果， 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温家宝制定的目标以及我们自己的

预测。 与 Ｇ２０ 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阻止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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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下滑， 这也使得一些激进的中国经济研究学者对娴熟运用凯恩斯式反周

期措施的中国执政者大加赞赏。
上文为了展示对 ２００９ 年中国经济的预测， 我们提到了软预算约束的

概念， 并将其解释为利润被私有化、 损失被社会化的投资条件。 从结果

的角度来看， 软预算约束也可以看作国家实施的一种制度化援助， 只是

这种援助主要针对国有控股企业的。 实施这样的援助会带来道德风险问

题， 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盲目投资， 以及国有企业对相关投资项目过于乐

观。
２００８ 年末， 中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企业面临着阻止经济下滑的任

务， 软预算约束现象在此时重新出现。 微观激励政策是让国有企业董事长对

不良贷款负责， 完全放弃这项激励政策使得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９ ２％ ， 基本与 ２００８ 年的增长率相差无几， 到 ２０１０ 年， ＧＤＰ 增长率更飙升

到 １０ ６％ 。

软预算约束的再次出现是今天中国重工业部门产生大量超额产能的原

因， 也是国有企业严重不良贷款问题的根源。
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 对金融可持续性的关注相对缺乏主要体现在铁路投资

方面。 对于一个包含许多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陆国家， 虽然扩张包括高铁在内

的铁路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但对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可能出现问

题。 关键的问题是， 在短期内， 水泥和钢铁企业不会扩大产能， 从而无法为

铁路的修建提供足够的水泥和钢铁。

表 ３ 展示了中国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铁路和公路运营总里程。
铁路网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３２１００ 公里， 相对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８００

公里， 增长了 ３ 倍 （见表 ３）。 最引人瞩目的是， 中国的高铁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开始营运， 当时高速铁路不足 ７００ 公里。 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就拥

有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络。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

已经超过了 １９０００ 公里 （１２０００ 英里）， 这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高速铁路

里程的总和还要长， 并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总里程达到 ３００００ 公里 （１９０００ 英里）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增加的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公路总里程也大大超过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增加的， 前一时期几乎是后一时期的 １ ５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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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交通线路长度

单位： １０００ 公里

年份
铁路运营

总里程

电气

化铁路
高速铁路 公路 高速公路

２００２ ７１ ９ １７ ４ ＮＡ １７６５ ２ ２５ １

２００８ ７９ ７ ２５ ０ ０ ７ ３７３０ ２ ６０ ３

２０１４ １１１ ８ ３６ ９ １６ ５ ４４６３ ９ １１１ ９

　 　 注： 高速铁路是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引入中国的。
数据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年， 高质量铁路和高质量公路的增长规模印证了我们的想

法。 一个谨慎的水泥 （钢铁） 企业在接受产品订单之前就必须要仔细考虑，

在项目结束之后如何使用其过剩的生产能力， 也就是为水泥或钢铁寻找潜在

的长期需求。 因此， 这些水泥 （钢铁） 企业所有者将与铁路公司进行协商，

从而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共识①： 第一， 水泥 （钢铁） 企业只接受铁路公司原

有订单的一部分， 因此铁路公司需要进口水泥 （钢铁）； 第二， 水泥 （钢铁） 企

业会在更长一段时期内将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交给铁路公司， 因此铁路公司将

被迫延长铁路建设周期； 第三， 水泥 （钢铁） 企业对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给出

一个价格， 该价格能反映出未来过剩生产能力将在长期内快速下降直至消失。

然而， 因为中国最大的水泥制造商是国有控股企业， 这些企业的经理人

的目标是其职业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企业利益最大化。 职业利益最大化的含

义是， 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人将毫不迟疑地接受订单， 并且意识到最重要的

是帮助完成国家计划的目标———例如在接下来六年中建设 １５８００ 公里的高铁

线路。 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没有直接的动机与铁路公司协商， 从而缩减订单

规模， 或在更长时间内交货， 或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来反映因短期内产量骤

增而产生的长期成本。

另外， 对一个国有控股水泥 （钢铁） 企业的经理人来说， 企业规模在

其管理下扩大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说明他能够管理更大的项目。 如果他幸运

的话， 在铁路项目完成以前他就可能就会被调动到其他企业来管理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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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如果没那么幸运， 他也能依靠软预算约束机制来挽救出现过剩产能的

国有控股企业 （利益私有、 损失公有）。

金融动荡、 财政危机、 僵尸企业和低 ＴＦＰ 增长率

到 ２０１４ 年初， 关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和不可避免发生的不良贷

款问题， 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开始发出警示。 由于国有控股企业偿还贷款本金

后将无法运作， 这些企业就无法还款， 这样一来不良贷款的产生就是不可避

免的了。 于是政府指导国有控股企业发行新股票， 从而用股票的收益来偿还

银行贷款。 同时， 政府也开始向广大公众宣传， 股票投资一个很好的投资方

式。 这种鼓吹股市的结果就是中国股市价格迅速攀升， 而这种增长也是一些

大型投资基金对股市的操纵造成的。 上证指数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增长了 １５０％ 。
股票市场戏剧性的繁荣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同样也以戏剧性的崩塌结

束， 尤其是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值一共缩水 １ ／ ３。 股票价

格逆转的原因非常明显， 在难以支付平均贷款利率的情况下， 国有控股企业

能对其股票支付多高的收益率？ 国有控股企业的股票收益率一定比贷款利率

低。 这种认识一旦普及， 股票市场泡沫也就结束了。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政

府希望利用股票市场来防止不良贷款问题的发生， 这种做法最后反而导致了

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最终， 中国政府被迫将不良贷款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 从而

避免外资银行通过制定低利率将国有企业驱逐出市场 （之前解释过）。 因

此，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国有企业的这种资产重组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来

说是一个多大的负担呢？
为了简单起见，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使用 “债务” 一词作为 “政府债务”

的简称。 只有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例 （简称 “债务—ＧＤＰ 比”） 不再持续增加，
财政的稳定性才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 这一比率不会无限膨胀。 因此， 只

有当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例最终达到一个有限的稳态比值时， 财政可持续性才

有可能维持。
但是， 当均衡的债务—ＧＤＰ 比很高的时候， 财政可持续性也会受到威

胁。 当这一比例很高时， 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就要用于偿还贷款， 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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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融资中的引发财政危机。 欧盟设定的债务—ＧＤＰ 比的安全标准是不

超过 ６０％。 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世界银行发起的重债穷国计划将安

全门槛设定为 ３０％ ～５０％， 具体比例还要取决于国家机构的强大程度①。
均衡债务—ＧＤＰ 比的存在性的数学条件由公式 （２） 给出：

ｙ ＞ ｒ （２）

在公式 （２） 中， ｙ 是实际 ＧＤＰ 的趋势增长率， ｒ 是政府债务的实际利率。
当 ｙ ＞ ｒ 时， 稳态的均衡债务—ＧＤＰ 比正如公式 （３） 所示：

（Ｄｅｂｔ ／ ＧＤＰ）稳态 ＝ （ ｆ ＋ ｂ） ／ （ｙ － ｒ） （３）

因为国家在重整国有企业资本的时候会接管其不良贷款， 在公式 （３）
中， ｆ 是主要财政赤字率， ｆ ＝ （除去债务的国家支出 － 国家收入） ／ ＧＤＰ，
ｂ ＝国有企业增加的不良贷款 ／ ＧＤＰ。

现在利用公式 （４） 来看不良贷款在决定均衡债务—ＧＤＰ 比中的作用：

（Ｄｅｂｔ ／ ＧＤＰ）稳态 ＝ （ ｆ ＋ ｂ） ／ （ｙ － ｒ） （４）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１ 年， 长期增长率 ｙ 平均超过 ９ ５％ 。 由于 ２０１２ 年以后这一

增长率开始下滑， 政府将这一增长阶段称为经济新常态时期， 通常指经济保

持 ７％左右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的时期。 例如， 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增长 ６ ９％ ， 而中

国政府将 ２０１６ 年的增长目标定在 ６ ５％ ～７％ 。
从历史数据看， 中国政府主要赤字 ｆ 为 ２％ ～３％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不

断产生的不良贷款导致 １９９８ 年不良贷款率达到 ４８％ ， 这使得当年的不良贷

款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ｂ 为 ６％ 。 实际利率处于 ３％ ～７％的历史范围内。
在乐观情况下， 假设 ｙ ＝ ８％ ， ｆ ＝ ２％ ， ｒ ＝ ３ ５％ ， 可以发现：

当 ｂ ＝ ６％ 时，（债务 ／ ＧＤＰ）稳态 ＝ １７８％
当 ｂ ＝ ３％ 时，（债务 ／ ＧＤＰ）稳态 ＝ １１１％
当 ｂ ＝ １％ 时，（债务 ／ ＧＤＰ）稳态 ＝ ６７％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假设 ｙ ＝ ６ ８％ ， ｆ ＝ ２％ ， ｒ ＝ ３ ５％ ， 可以发现：

当 ｂ ＝ ６％ 时，（债务 ／ ＧＤＰ）稳态 ＝ ２４２％
当 ｂ ＝ ３％ 时，（债务 ／ ＧＤＰ）稳态 ＝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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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ｂ ＝ １％ 时，（债务 ／ ＧＤＰ）稳态 ＝ ９１％

在乐观情况下的模拟结果显示， 只有当 ｂ ＝ １％ 时， 均衡的债务—ＧＤＰ
比接近 ６０％ （欧盟标准）， 而 ｂ 的历史均值却是 ６％ 。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模拟显示， 即使在 ｂ ＝ １％ 的时候， 财政可持续

性也不能保证， 因为 ６ ８％ 的低经济增长率无法使经济体从债务中走出来。
简言之， 在当前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阶段， 中国必须完全放弃软预算约束政策

才能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僵尸企业” 这个术语描述的是无法按照市场利率偿还贷款却仍然在运营

的企业。 “僵尸企业” 有盈利仅仅是因为能得到不同类型的补贴， 例如享受优

惠的贷款利率或者可以将银行贷款转换为银行持有的股权。 Ｔａｎ 等研究发现，
“僵尸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增长率低于非 “僵尸企业”。

２００８ 年以来 “僵尸企业” 层出不穷的现象与两个近来研究 （Ｗｕ，
２０１６）① 发现的 ＴＦＰ 净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不谋而合 （见表 ４）。 Ｌｕ 发现中国

的 ＴＦＰ 净增长率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为 ０ ７１％ ， 达到了 １９９６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 ＴＦＰ 净增长率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为

２ ３％ 、 ２ ９２％和 ３ ６５％ 。 Ｗｕ （２０１６） 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结论， 他估计 ＴＦＰ
在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期间分别净增长 １ ７２％ 和 ０ ５４％ ， 而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下降了 ２ １％ 。 这种变化给中国的发展发出了警示： 技术革新

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

表 ４　 对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净增长率的两种估计

单位： ％

Ｌｕ（即将发表） ＴＦＰ 增长率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 ２ ３０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２ ９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３ ６５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７１

Ｗｕ（２０１６） ＴＦＰ 增长率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年 １ ７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 ０ ５４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 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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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相关议题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是 ７％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世

界银行预测中国 ２０１６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６ ７％ ， ２０１７ 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

６ ５％ 。 由于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６ ９％ ， 中国面临着连续三年达不到经

济增长目标、 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可能性。 这正是当前国内外热烈讨论的中

国经济背景， 问题是能够采取和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带

回 ７％的轨道上。 人们提出了两个最常见的政策措施， 一是通过财政政策对

需求侧进行宏观刺激； 二是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
根据过往的经验， 宏观刺激会立即产生效果， 而结构性改革只有在长期

才能发生作用， 并且有短期内出现产出紧缩的风险。 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

看， 这两套政策工具实际上要求中国做出选择： 一方面是短期稳定增长但长

期停滞； 另一方面是短期达不到增长目标， 但是可以在长期避免 “中等收

入陷阱”。
处理过剩产能的最直接的需求侧措施包括两方面。 一是创造更多的投资

需求来吸收过剩产能。 这必须是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 因为重工业产品

无法通过消费的方式消化。 但对于基础设施和水泥与钢铁企业的投资只有在

回报率等于私人投资回报率， 或者至少不是 ０ 的时候， 才是有吸引力的。 二

是将财政补贴用来扩大生产规模， 然后将产出记为存货。 而这种措施同样也

只有在收益率至少不为 ０ 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处理过剩产能的最直接的供给侧措施包括两方面。 第一， 关闭过剩产

能， 但是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第二， 让工厂使用过剩的产能来生产其他产

品， 但问题是重工业中的大多数设备都是高度专业化的， 不能生产其他

产品。
我们支持当前政策更倾向于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位， 这是因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国家引导的投资一方面挤出了私人部门的增长， 另一方面也

成为经济效率低下的 “僵尸企业” 的生命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最重要的部分是：

第一， 为下岗工人建立一套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 为下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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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有效的再就业培训项目； 第三， 让市场机制在中国要素市场

（资本、 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中发挥更有决定性的作用 （Ｈ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第四， 增强国家创新能力。

其中， 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培训不仅对政治和社会道德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经济快速发展大有裨益。 快速发展的现代经济需要劳动力技能的改

变， 因此中国必须要加速将分散的社会保障网络整合成为一个综合的国家系

统， 并且扩大再就业培训项目的规模， 加强培训力度。
必须要强调的是， 再就业培训项目只有在国家资金充足和监管到位的情

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否则这种项目只是福利发放的另一种形式。 终身学习对

于中国这样一个老龄化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建立起有

效的再就业项目， 那么中国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典型， 因为其他国家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几乎都不是很成功。
因为三个要素市场的扭曲情况都很严重， 应该对这三个市场同时进行改

革。 在进行资本市场改革时， 应该意识到， 硬件基础设施不再是最主要限制

经济发展的因素， 这意味着金融系统的任务不再是将资金以非常低的成本注

入政府投资的项目中去。 国家现在必须促进成立私营中小型银行， 因为这种

银行是支撑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最有效工具。
土地改革对农村地区来说尤其重要。 将农村土地对承包人私有化可以为

他们成为企业主或者自由向城市流动提供永久担保。 现在， 大多数城市土地

是国家所有的， 这种措施的优势在于政府可以为新的移居者建设公共住房，
从而构建未来住房所有权体系 （正如新加坡所实施的）。 十年以后， 新的移

居者将可以优先以建造住房的原始价格购买公共住房。 但是， 移居者在城市

中定居和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 如逐步取消户籍

（户口） 限制和取消上海、 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

限制。
从长期来看， 促进创新是供给侧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 国家的创新能力

是一个国家的能力、 激励措施以及制度因素的综合结果。 一个国家的能力包

括技术改进、 人力资本和硬件投资， 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上

限。 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激励措施能够引导创新能力的使用， 并且可以促进创

新能力的提高、 完善， 这些激励措施能够决定创新能力的使用效率。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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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这两点因素 （能力和激励措施） 是在一个制度框架中发挥作用的，
例如法律制度 （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经济监管） 以及教育制度， 这些

制度设定了规则， 并通过规则改变了能力和激励措施。
中国的创新能力有两个主要的瓶颈。 第一个主要瓶颈是创造力瓶颈。 因

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更强调尊重和关注已有的知识与定理， 而不是鼓励批判性

思维和挑战固有框架。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且已经在寻求根本性

的改变。 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加速对教育体系的改革， 使提高创新能力从娃娃

抓起。
第二个主要瓶颈在于创新资源可得性的不公平。 中小企业与私有部门需

要国家更大的支持。 中小企业是经济体中最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而私有部

门是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创新者。 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资源是全球性问

题， 即使发达经济体也存在这个问题。 因此， 即使中国放开金融部门， 政府

也需要成立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基金和支持体系， 而当前对互联网金融的创

新试验以及相关的信用评级将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关于激励措施，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允许竞争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来引导

资源的分配。 正如本章前部分所说的， 中国目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要素

市场实行改革。 政府必须不断减少对商业和经济部门的干预， 除非是基础性

研究中典型的市场失灵情况。 因为这些基础性研究面临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并且需要长期投资的支撑。

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必须要建立起两种制度来支持经济体系中的

创新。 第一种是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 这一制度能够促进国外先进知识传入

中国。 当前， 中国很难忽视外国投资者和跨国企业管理人对知识产权问题的

频繁抱怨， 相对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迫使他们无法在中国运用最先进的

生产技术。 另外， 知识产权制度也能进一步鼓励国内的创新。
第二种提高中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制度是技术的外部参与制度。 政府应该

通过以下几种做法来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中。 第一， 加强国际创

新协同和国际知识合作计划。 第二， 通过提供金融和外交协助来鼓励跨国兼

并和收购， 从而获得国际技术。 第三， 积极为中国创新项目吸引世界领先的

专业技术研究者。 第四， 积极参与为国际组织设定全球标准的活动。
在本章的结尾，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的是， 如果软预算约束机制 （或者

制度性救助） 不从需求侧彻底终结，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发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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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用，甚至会被逐步削弱。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导致了产能过剩和“僵

尸企业”的存在。过去用来防止地方政府和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的一个

方法是让国有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不良贷款的产生负责，这个方法虽然粗

暴，但是在之前十分有效。

要想有效地阻止软预算约束行为，就必须让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企业的

管理者像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所有者一样，转变职业利益最大化的做

法，遵循企业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终结软预算约束的需求侧改革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都需要在实践中对这一做法进行引导。结构性改革将会对中国

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进行正确的激励，主要是将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方

向引导到扩大中小企业的规模上，同时改变生产结构来适应需求侧改革，以

便减少劳动力所负担的调整成本。政府官员没有了对生产实行软预算约束的

激励，企业管理者也没有了要求软预算约束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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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
消费和收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孟 昕　 薛 森　 薛进军

引　 言

全球金融危机 （ＧＦＣ） 的爆发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型阶段向国

内需求拉动型阶段过渡。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初， 中国出口下降幅度超过

２０％ 。 这引发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 中

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 主要得益于政府在国内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后， 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增长， 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增加

公共部门的工资收入， 增加农业价格补贴， 增加公共节假日以刺激旅游业发

展， 对农民购买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给予补贴， 以及促进社会保险改革以减少

预防性储蓄。 到现在为止， 中国仍然处于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国内需求导向

型的经济增长的过渡阶段， 而这一转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家庭

消费和储蓄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储蓄率。 大多数针对中国家庭储

蓄的研究指出高储蓄率与中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关 （Ｍｅｎｇ， ２００３；
Ｃｈａｍ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改革以前， 城市居民享有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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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到坟墓” 的社会福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市场化改革逐渐侵蚀了公共

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 使得城市家庭开始为自己的需求进行预防性储蓄。
住房、 教育、 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改革都使得中国家庭在消费、 储蓄决策上

更有前瞻能力并且更加谨慎。 因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城市家庭

储蓄大幅增加 （ Ｍｅｎｇ， ２００３；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Ｃｈａｍ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尽管教育改革影响了农村家庭， 但是影响农村居民储

蓄的主要因素是公共福利转变为家庭责任模式。 例如， 转变之前， 农村地

区的老年人由社区照顾， 但社区提供的福利水平不高。 在引入了家庭责任

体系以后， 社区提供的大多数社会福利消失了。 此后， 家庭需要为他们的

生活进行储蓄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此基础上， 竞争性婚姻市场是影响

农村家庭储蓄动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重男轻女

的观念导致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 这一性别失衡现象在农村尤为严重， 使

得结婚成本大幅增加， 并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 （Ｗｅ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城乡流动人口已占城市劳动力的 ４０％ 左

右。 但是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储蓄和消费行为的研

究较少。 本章将填补此空白。
总的来说，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 大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比小城市居民高。 究其原因， 一是城市居民收入较高， 二是城市居民面临更

多的消费选择， 进而刺激了消费需求。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的调查数

据显示，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家庭 （见图 １）， 这一

现象存在于消费的所有子分类中 （见图 ２）。 因此， 从出口导向型向国内需

求拉动型的经济模式转变的一个方式就是鼓励城乡人口流动， 这一点对城市

中缺少非技术性劳动力的经济组织尤为重要。 目前， 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意识

到城乡流动人口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间的密切联系。 中国政府在鼓励

农村劳动力移居大城市以及帮助流动人口永久定居城市方面的政策性措施仍

较少。 从 ２０１４ 年以来小城市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中， 我们也可以清晰地

看出中国政府对流动人口的重视程度。
本章将研究已实行的消费刺激政策对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

否产生影响， 并探讨抑制城乡流动人口消费的潜在因素。
本章结构安排如下： 首先， 讨论当前针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以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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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约束影响流动人口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机制； 其次， 介绍本章使用的数据，
并展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城乡流动人口消费和储蓄的基本情况； 再次， 研究流

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的特点； 最后， 得出结论并提供一些政策性的

建议。

图 １　 每年人均支出的比较： 农村家庭和城乡流动人口家庭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关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调查， 以

及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关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关于农村家庭的调查。

图 ２　 各消费项目比较： 农村家庭和城乡流动人口家庭

注： ｍｉｇ 表示城乡流动人口家庭； ｒｕｒａｌ 表示农村家庭。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关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调查， 以

及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关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关于农村家庭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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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从总体上来说被看作 “外来务工人员”。 虽然他们对

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他们在工作种类以及在打工城市所享受的

社会服务 （包括教育、 医疗、 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 方面受到限制。 这些

限制阻止了他们长期留在城市， 也阻止了他们将家人带到城市中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不可避免地是， 流动人口不会把他们工作的城市看作自己的

家，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行为。 因此， 流动人口经常被认

为是一个来到城市工作赚钱存钱， 最终回老家过上更富足生活的群体， 他们

努力工作， 花得少、 存得多。

近些年来， 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了 “外来务工人员” 这一体系的问题，

并且引入了一些新的法律和规范来保护流动人口的利益， 使其享受到更多的

城市公共服务。 但是这些消除对城乡流动人口歧视的做法收效甚微， 这主要

基于几点系统性的原因。 以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为例。 虽然中央政府出台

了一些将城乡流动人口的子女与城市本地的孩子同等对待的政策， 并允许他

们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上学， 但是这些孩子的教育资金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

而当地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 因此当地政府也不愿

意尽力实施这些政策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结果， 大多数城乡流动人口

将他们的学龄子女留在家乡。 城乡流动人口在其他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

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总的来说， 在过去的 ８ 年中， 城乡流动人口所能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以

及福利保障均有所改善， 但改善的速度较慢。 比如， ２００８ 年， 政府颁布了

《劳动合同法》， 明确要求所有雇主均要为外来务工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中国仅有 ３０％的城乡流动人口拥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不

足 ２６％的城乡流动人口拥有失业保险 （见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的调

查结果①）。 考虑到 “留守儿童” 问题， ２００８ 年， 将近 ６０％ 的 １５ 岁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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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的具体讨论， 参见 Ｇｏｎｇ， Ｘ ， Ｋｏｎｇ， Ｓ ， Ｌｉ 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ｇ， Ｘ （２００８），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Ｌ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Ｗ Ｗ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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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成为 “留守儿童”； ２０１４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５１％ 。 也就是说， ２０１４
年仍有将近 ５０％的 １５ 岁以下的儿童成了 “留守儿童”。

在这些情况下， 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均存在较大差异，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作为 “外来务工人员”， 不能平

等地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 最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

造成的。

消费和储蓄的数据和总体趋势

本章研究的数据源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
这一调查每年在 ９ 个省份的 １５ 个城市进行， 包括广州、 深圳、 东莞、 上海、
无锡、 南京、 杭州和宁波等沿海城市， 也包括成都、 重庆、 武汉、 合肥、 蚌

埠、 郑州和洛阳等内陆城市。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的抽样方式与

其他关于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调查不同， 后者主要根据家庭住址进行抽样。
由于中国的内部迁移政策， 很多城乡流动人口单独移居城市， 并没有携带家

属， 他们很可能居住在工厂宿舍或是其他与工作单位相关的住宿地点。 即使

城乡流动人口与家人一起来到打工城市， 城市住房的高昂租金也使他们无法

在城市人口聚集的住宅区居住。 因此， 常用的城市家庭调查中的城乡流动人

口样本很有可能是有偏差的。 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偏差， “中国城乡流动人

口” 项目在流动人口工作地点进行抽样。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是一个面板数据， 这一调查在不同年份追踪

城乡流动人口。 但是由于这部分人群比较年轻且流动性较高， 调查样本流失

率较高。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９ 年， 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减少 ２０％ ， 并迫使许

多城乡流动人口从打工地返回家乡， 这使得当年的样本流失率高达 ６３％ 。
２００９ 年以后样本流失率逐渐下降， 从 ６３％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５％ 。 为了维持

原有样本量，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每年都会重新进行随机抽样。 因

此， 除了 ２００８ 年以外，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每年都有两个子样

本： 一个子样本是前一年调查的追踪样本 （ “老住户样本”）， 另一个子样本

是重新随机抽样产生的样本 （ “新住户样本”）。 “新住户样本” 对流动人口

具有代表性， 而 “老住户样本” 可以展示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变迁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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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特征和分配的角度

本章首先研究城乡流动人口的收入、 消费和储蓄模式在时间上的变化。
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变量都已经利用各省份城市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进行

折算 （２００８ 年价格指数看作 １００）。 本章依据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规模 （即
住在同一城市的相同住址的家庭成员数量） 对收支变量进行调整， 从而得

出人均收入和支出。 另外， 沿袭以往文献的研究， 本章剔除了样本中收入、
支出和储蓄变量中最高和最低 １％的样本。 储蓄率由公式 （１） 来定义：

ＳＲ１
ｉ ＝

Ｉｎｃｉ － Ｃｏｎｓｉ
Ｉｎｃｉ

（１）

在这个等式中， ＳＲ ｉ 是住户 ｉ 的储蓄率， Ｉｎｃｉ 是住户 ｉ 的年收入， Ｃｏｎｓｉ
代表住户 ｉ 的年消费支出。 由于本章所研究的是城乡流动人口的特殊性质，
因此也定义了另一个储蓄率变量：

ＳＲ２
ｉ ＝

Ｉｎｃｉ － Ｃｏｎｓｉ － Ｒｅｍｉｔｉ
Ｉｎｃｉ

（２）

在这个等式中， Ｒｅｍｉｔｉ 指的是流动人口住户的每年总汇款额。 在数据

中， 流动人口住户的储蓄由四部分组成： 投资储蓄 （即证券、 股票和房产

的购买以及家庭生意的投资）、 汇款、 转移支付及其他非消费型支出、 剩余

储蓄。 前三个部分组成了家庭非消费型支出， 而最后一个部分是通过计算得

出的， 即由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总消费支出和非消费型支出之和得出。
表 １ 展示了人均实际收入、 消费支出、 非消费型支出、 汇款以及上文定

义的两个储蓄率的统计数据。 表 １ 首先展示了总体的样本信息， 剩下的部分

报告了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 ２０％ 的样本。 在过去的七年中， 高收

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年上涨 ８ ５％ ， 而低收入群体的增长率稍低，
平均每年仅有 ６ ７％ 。 平均来说， 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每年上涨 ７ ６％ ， 但是

在人均实际消费方面， 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的增长率高， 前者每年平均

增长 ９ ７％ ， 后者仅达 ５ ２％ 。 总体来看， 人均实际非消费型支出年均增长

４ ７％ ， 但是该增长主要发生在分配的顶端。 在调查期间， 人均实际收入较

低的住户 （排名后 ２０％ ） 的非消费型支出年均实际下降 ４ ０％ ， 而人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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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收入较高的住户 （排名前 ２０％ ） 年均上涨了 ７ ５％ 。 流动人口住户的汇

款和非消费型支出的模式基本相同。 从汇款量来看， 高收入群体的汇款额比

低收入群体高出 ３ ～ １０ 倍。 表 １ 的最后两列报告了两个储蓄率， 一个包含汇

款， 另一个不包含汇款。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平均 ＳＲ ｉ 保持在 ３６％ ～ ３８％ ， 但

是不同收入组别之间储蓄率的差异较大。 ２００８ 年， 收入在前 ２０％ 的家庭的

储蓄约占收入的 ４０％ ， ２０１４ 年储蓄率高达 ５０％ 。 与高收入家庭不同的是，
低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却有所下降，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７％ ，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 。 如果排除汇款的因素， 平均储蓄率则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３％上涨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６％ 。 但是， 平均储蓄率的增加主要是高收入群体造成的①。

接下来探究消费与储蓄在时间上的趋势。 为了清晰地展现其随年份发生

的变化， 本章绘制了人均实际消费和储蓄的对数与人均实际收入对数的关系

图。 图 ３ 的 （ａ）、 （ｂ） 展示了人均实际消费、 人均实际储蓄与人均实际收入

（取对数） 的无条件关系。 这些曲线表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可能出现了结构性的

变化， 前期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消费 （或储蓄） 和收入的关系曲线比后期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 更陡峭。 从高低收入两个群体的角度而言， 两个时期消费、
储蓄曲线的相交， 说明了两个群体在两个时期中的消费、 储蓄变化是相反的。

表 １　 住户收入、 消费和储蓄情况： 全样本数据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人均实际

非消费型

支出（元）

人均实际

汇款（元）
储蓄率

（％ ）

不含

汇款的

储蓄率

（％ ）

观察

样本数

（个）

全部样本

２００８ 年 １６２２５ ９８３８ ３４１２ ２２６６ ３７ ０ ２２ ８ ４７３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８７８０ １２１７２ ３９７５ ２８１９ ３３ ０ １９ ２ ４９８１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９１１ １３５０５ ３２４７ ２０７１ ３３ ４ ２３ ８ ５１２６
２０１１ 年 ２４００１ １３２９２ ３５７１ ２３６１ ３８ ５ ２９ ２ ４９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２４３７４ １３８３４ ３８６７ ２６５９ ３７ ７ ２７ ３ ４９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２７５０４ １５６９７ ５４５９ ３７２３ ３６ ４ ２４ ３ ４３３２
２０１４ 年 ２９００４ １６４７１ ４７１３ ３４６３ ３６ １ ２５ ６ ４２２３

年均增长率（％ ） ８ ７ ７ ６ ４ ７ ６ ２

０５１

① 本章也用新住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见本章附表 １）， 结果与总样本的结论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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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人均实际

非消费型

支出（元）

人均实际

汇款（元）
储蓄率

（％ ）

不含

汇款的

储蓄率

（％ ）

观察

样本数

（个）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前 ２０％群体

２００８ 年 ２９２１８ １６５３４ ５４７６ ３６７５ ４３ １ ３０ ３
２００９ 年 ３２６９４ ２０２５０ ８１９４ ５６８８ ３７ ９ ２０ ８
２０１０ 年 ３７１００ ２３０９４ ５６０２ ３５４０ ３７ ５ ２７ ７
２０１１ 年 ４２７６９ ２００４１ ６４０３ ４２９９ ５２ ３ ４２ １
２０１２ 年 ４３５４７ ２０９１６ ７１５５ ４９９３ ５１ １ ３９ ４
２０１３ 年 ４９６６８ ２３２１９ １０９１４ ７９４７ ５２ ３ ３６ ０
２０１４ 年 ５１７５３ ２３６２２ ９０９０ ７２６９ ５３ ６ ３９ ３

年均增长率（％ ） ８ ５ ５ ２ ７ ５ １０ ２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后 ２０％群体

２００８ 年 ７８４６ ５５９６ ２０７５ １１０５ ２６ ８ １３ ０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４２ ６９３８ １４３８ ８８９ ２２ ５ １３ ２
２０１０ 年 ９６５９ ７３３０ １４５４ ７３５ ２２ ８ １５ 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２５５ ８３９５ １４４６ ６２９ １４ ５ ８ 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１５ ９０１８ １８８９ ９４８ １６ ０ ７ 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０７０ １０４２７ １９５８ ８５２ １０ ４ ３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３６２ １０７０８ １５５４ ７５６ １０ ２ ４ ４

年均增长率（％ ） ６ ７ ９ ７ － ４ ０ － ５ ３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些变化， 本章将高收入群体 （收入排名前 ２０％ ） 和

低收入群体 （收入排名后 ２０％ ） 的消费收入对数和储蓄率的均值绘制成时

间趋势图 ［图 ３ （ｃ）、 （ｄ）］。 从图 ３ （ｃ）、 （ｄ） 可以看出， 对高收入和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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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住户消费、 储蓄与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关于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调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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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而言， 随着年份的推移， 人均实际收入都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两个群

体的实际消费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化。 其中， 最大的区

别发生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高收入群体 （收入排名前 ２０％ ） 的人均实际

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然而， 低收入群体 （收入排名后 ２０％ ） 的人

均实际消费则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且调查后期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率高于

收入增长率。 这一区别可能是我们在图 ３ （ａ）、 （ｂ） 中所观察到的结构性

变化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通过研究详细的消费和储蓄项目来识别引起结构性变化的主要消

费项目。 这些消费项目包括食品、 医疗、 教育、 住房和其他消费支出。 图４ 展

示了收入最高和最低 ２０％的家庭的分项消费水平。 有一些基本问题值得我们

注意。 第一， 食品消费是城乡流动人口工作者最重要的消费项目， 这一项的

消费是第二重要的项目消费———住房的两倍以上。 第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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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分项情况

注： 图中低收入群体为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前 ２０％的家庭， 高收入群体为人均实际收入排

名后 ２０％的家庭。 下图同。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关于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调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高收入群体的食品消费情况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本章研究了这一期间的总体的变化以及食品价格， 发现

图 ５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价格指数

注： ＣＰＩ ＝ 消费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各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食品价格剧烈上涨， 其中肉类的价格变化幅度最大 （见图 ５）。 肉

类的价格虽然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上涨幅度巨大， 但是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肉价出现很

大的跌幅。 在食品消费图即图 ［４ （ａ）］ 中观察到的食品消费变化趋势似乎与食

品价格模式吻合。 尤其是， 可能会消费更多肉类食品的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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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受肉价变化影响最大， 肉价下降时消费上涨、 肉价上涨时消费下降。 中等

收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影响， 但是对肉类食品消费不太多的低收入群体

受到肉价的影响最小。 当肉价猛烈上涨以后， 高收入群体开始用其他食物来替

代肉类， 导致这一群体总体食品消费水平下降。 但是， 对于贫穷者来说， 他们

可能平常吃的就是基本食物， 因此不存在食品替代的问题， 他们的食品消费水

平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不会受到影响。 ２０１１ 年以后， 食物和肉类的价格增加得更加

缓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收入群体的总体食品消费都增加了。
在研究储蓄率时， 本章考虑了投资 （股票市场、 购房和生产相关的投

资）、 汇款、 其他非消费型支出以及剩余储蓄 （银行存款和持有现金的增量）。
由图６ 可知， 高收入城乡流动人口群体储蓄的增量并未带来投资的增加， 也未

引起其他非消费型支出的增加。 虽然流动人口住户的汇款在调查期内略有增

加， 但是 ２０１４ 年汇款呈现下降态势。 由此可见， 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增量中的

大部分均变成了剩余储蓄， 显示了高收入群体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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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储蓄构成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对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调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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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流动限制以及消费 ／储蓄模式

在这一部分里， 我们要探讨城乡流动人口限制对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

费和储蓄模式将产生何种影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研究了两类制度性

的限制迁移的因素： ①将有 “留守家庭” 与 “举家迁移” 的城乡流动人口

进行比较， 探究两种人群存在的差异； ②将享有社会保险和没有社会保险的

城乡流动人口进行对比， 探究其差异。 关于第一个指标， 我们将样本分成三

类： ①户主已婚， 但其子女或配偶仍居住在农村； ②户主已婚， 且 “举家

迁移” 至城市生活； ③户主未婚。 若流动人口住户的户主享有养老金或医

疗保险， 那么我们将该家庭的社会保险状况指标设为 １， 否则为 ０。
表 ２ 展示了这五种家庭类别的收入水平、 消费和汇款额占收入的比重以

及储蓄率 ［公式 （１） 和 （２） 定义的两种储蓄率］。 面板 Ａ ～ Ｃ 研究了有

“留守家庭” 与 “举家迁移” 的流动人口住户的消费和储蓄模式， 面板 Ｄ 和

Ｅ 比较了流动人口住户的户主有无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情况。

表 ２　 不同组别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收入、 消费和储蓄情况： 全样本数据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汇款占收

入的比重

（％ ）

储蓄率

（％ ）

不含汇款

的储蓄率

（％ ）

观察

样本数

（个）

户主未婚住户（面板 Ａ）

２００８ 年 １６８８４ １０６７６ １０ ６ ３５ ７ ２４ ７ ２１７５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２３１ １３３９９ １１ ４ ３３ ２ ２２ ３ ２１８３

２０１０ 年 ２２５０５ １５１４０ ８ ７ ３１ ９ ２３ ２ ２２４９

２０１１ 年 ２６２７９ １４９１４ ８ ２ ３９ ４ ３１ ４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２６５１２ １５６４９ ９ １ ３８ ２ ２９ ２ １７５６

２０１３ 年 ３１５５３ １８９８０ １１ ７ ３６ ７ ２５ １ １４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３４２７５ ２０１８６ １０ ７ ３８ ３ ２８ ２ １１８７

年平均增长率 １０ ７ ９ ５

举家迁移住户（面板 Ｂ）

２００８ 年 １３２７４ ８４１３ ５ ０ ３１ ３ ２６ ２ １０３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４６２１ １０３４０ １０ ６ ２６ ０ １６ ６ １２７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６４４６ １０８８５ ３ ８ ２９ １ ２５ １ １３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８１５５ １０９７６ ４ ４ ３０ ６ ２５ ９ １５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５４１ １１７２５ ５ ７ ３１ ９ ２５ ７ １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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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汇款占收

入的比重

（％ ）

储蓄率

（％ ）

不含汇款

的储蓄率

（％ ）

观察

样本数

（个）

２０１３ 年 ２１４４７ １３１４５ ５ ８ ２９ ３ ２４ ０ １６６６

２０１４ 年 ２２５１７ １３９１７ ５ １ ２９ ２ ２４ ４ １８２４

年平均增长率 ７ ８ ７ ５
有留守家庭住户（面板 Ｃ）

２００８ 年 １７２９８ ９６０９ ２３ ２ ４２ ６ １７ ７ １５１９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９３ １１９４９ ２２ ８ ３８ ７ １６ ８ １５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２６３３ １３４６３ １５ ６ ３９ ７ ２３ ４ １４９７
２０１１ 年 ２６９６５ １３４６８ １５ ８ ４５ ４ ２９ ６ １４４４
２０１２ 年 ２７２７５ １４０６１ １７ ０ ４３ ８ ２６ ７ １４９３
２０１３ 年 ３０９９１ １５３８４ ２２ ６ ４５ ６ ２３ ８ １２５２
２０１４ 年 ３３６０５ １６６７７ ２０ ０ ４４ ４ ２４ ７ １２１２

年平均增长率 １０ ８ ２
享有社会保险（面板 Ｄ）

２００８ 年 １８５３０ １１０４５ １３ １ ３８ ５ ２５ ９ １０９４
２００９ 年 ２１２０５ １３９１２ １５ ５ ３２ ５ １８ １ １２８３
２０１０ 年 ２２８４１ １４７８４ １１ １ ３３ ８ ２２ ８ １５１１
２０１１ 年 ２７４３９ １５３５５ １１ ６ ３９ １ ２７ ８ １５６９
２０１２ 年 ２６２５０ １４７４６ １２ ６ ３９ ３ ２７ １ １８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２９３６９ １６８４９ １４ ９ ３７ ４ ２３ ７ １６６４
２０１４ 年 ３１２９１ １７７７１ １３ ３ ３７ ５ ２５ ５ １５７８

年平均增长率 ７ ８ ７ ０
未享有社会保险（面板 Ｅ）

２００８ 年 １５５３２ ９４７４ １４ ２ ３６ ５ ２１ ９ ３６３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７９３９ １１５６８ １４ ７ ３３ ２ １９ ６ ３６９８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４ １２９７０ ９ ３ ３３ ３ ２４ ２ ３６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２２４１３ １２３４０ ８ ８ ３８ ２ ２９ ９ ３３９８
２０１２ 年 ２３２６４ １３２９４ ９ ７ ３６ ８ ２７ ４ ３０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２６３４１ １４９７９ １２ ５ ３５ ８ ２４ ７ ２６６８
２０１４ 年 ２７６４０ １５６９６ １０ ９ ３５ ３ ２５ ６ ２６４５

年平均增长率 ８ ６ ７ ５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首先， 比较有 “留守家庭”、 “举家迁移” 与 “户主未婚” 的流动人口

住户的消费与储蓄情况。 在三个组别中， 未婚的被调查者的收入增加最多，
平均每年增幅达 １０ ７％ 。 然而， 对于已婚的被调查者而言， 有 “留守家庭”
与 “举家迁移” 这两类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 ８％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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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 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 “举家迁移” 住户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最低

的。 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可能是由于 “举家迁移” 的住户平均有 ３ ２ 个家庭

成员居住在城市， 但是 “户主未婚” 住户只有 １ １ 个， 有 “留守家庭” 的

城乡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每户有 １ ６ 个家庭成员居住在城市。 因此， “举家迁

移” 住户的人均实际收入最低。
表 ２ 的第 ３ 列报告了不同组别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情况， 并在表 ２ 的最

后一行展示了该组别住户消费的年均增长率。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户主未

婚” 住户和 “举家迁移” 住户的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比各自组别住户对应

的收入年均增长率低 １ ２％和 ０ ３％ ， 这说明这两类住户具有较高的消费占

比以及较低储蓄率。 但是， 对于有 “留守家庭” 的住户来说， 该组别的消

费年均增长率比其收入年均增长率低 １ ８％ 。 实际上， “户主未婚” 住户和

“举家迁移” 住户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在 ２０１４ 年大约为 ６０％ ； 对有 “留守

家庭” 的住户来说， 这一数据仅为 ５０％ ， 比其他两个组别低了 １０％ 。
接下来看表 ２ 第 ４ 列， 有 “留守家庭” 的住户汇款占收入的比重要比另

两个组别的住户高１０％。 并且， “户主未婚” 住户的汇款比重也高于 “举家迁

移” 的住户。 最后， 表 ２ 第 ５ 和第 ６ 列展示了不同住户的储蓄率情况 ［公式

（１） 和 （２） 定义的两种储蓄率均有报告］。 同样地， 有 “留守家庭” 的住户

具有最高的储蓄率， “户主未婚” 住户次之， “举家迁移” 住户的储蓄率水平

最低。 在调查的初期， 对有 “留守家庭” 的住户而言， 汇款占储蓄的比率高

达 ６０％， 但这一比例逐步下降至 ４０％ ～ ４５％。 对于 “户主未婚” 住户而言，
汇款占其储蓄水平的 １ ／ ３， 而 “举家迁移” 的住户汇款占比约为 １５％。

从表 ２ 的面板 Ｄ 和 Ｅ 可以看出， 两类住户 （是否享有社会保险） 的收

入和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差别较小。 但是， 与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相比， 未享

有社会保险的住户储蓄率 ［不包含汇款， 即公式 （２） 定义的储蓄率］ 的增

加幅度更大。 这说明， 近年来， 流动人口住户具有较高的储蓄需求， 尤其是

未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

家庭特征

本章也提供了一些可能与流动人口住户消费和储蓄变量相关的描述性统

计量。 表 ３ 的第一个部分显示了所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 第二部分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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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户样本的情况。 表 ３ 显示， ２００８ 年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平均年龄大约

为 ３０ 岁， 且随着时间推移， 户主的平均年龄有所增加。 其中， 大约 ６０％ ～
６９％的家庭户主是男性。 单身流动人口的比例也随时间逐渐减少。 例如，
２０１４ 年， ７２％的户主已婚或已有伴侣同居。 这可能是因为本章的总体样本

包含了大量的面板数据， 并且已婚人士在城市久居的可能性更大。 当研究新

样本的情况时， 本章发现城乡流动人口家庭户主已婚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但

其增加的幅度与总体样本不同。

表 ３　 流动人口住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全部样本

户主年龄（岁） ３０ ４５ ３１ ２８ ３１ ５ ３２ １６ ３３ ４３ ３４ ７４ ３５ ９７
户主为男性（％ ） ６９ ６７ ６６ ６２ ６２ ６３ ６２
户主已婚（％ ） ５４ ５６ ５６ ６０ ６４ ６７ ７２
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 ６６ ６３ ６１ ６３ ６４ ６３ ６５
户主从事自我经营工作（％ ） １９ ２２ ２２ ２４ ２６ ２９ ３１
流动年限（年） ７ ７５ ８ ３７ ８ １６ ９ ２５ １０ ５２ １１ ２７ １２ ３３
家庭规模（人） １ ６７ １ ７３ １ ７７ １ ８８ １ ９７ ２ ０６ ２ １９
迁移儿童总数 ０ ４９ ０ ５９ ０ ５８ ０ ６８ ０ ７１ ０ ７６ ０ ７９
留守儿童总数 ０ ８０ ０ ７２ ０ ６４ ０ ６３ ０ ６２ ０ ５８ ０ ５７
儿童总数 １ ２９ １ ３１ １ ２２ １ ３１ １ ３３ １ ３４ １ ３５
不携带配偶的已婚流动人口（％ ） ３５ ３３ ３２ ３０ ２７ ２６ ２３
有养老保险户主（％ ）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７ ３３ ３５ ３４
有医疗保险户主（％ ） １２ １５ ２５ ２３ ３０ ３４ ３３
新住户样本

户主年龄（岁） ３０ ４５ ３０ ５２ ３０ ２７ ３０ ２４ ３１ ４２ ３２ ６２ ３４ ３９
户主为男性（％ ） ６９ ６５ ６４ ６１ ６１ ６２ ６
户主已婚（％ ） ５４ ５１ ４８ ４８ ５５ ５８ ６３
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 ６６ ６２ ５９ ６３ ６２ ６０ ６４
户主从事自我经营工作（％ ）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７ １７ ２１ ２２
流动年限（年） ７ ７５ ７ ７０ ６ ５０ ７ ６８ ８ ８ ９ ０３ １０ ３３
家庭规模（人） １ ６７ １ ５８ １ ５４ １ ６０ １ ７３ １ ７０ １ ８９
迁移儿童总数 ０ ４９ ０ ５０ ０ ４１ ０ ５３ ０ ５４ ０ ５４ ０ ６５
留守儿童总数 ０ ８０ ０ ７９ ０ ６９ ０ ７７ ０ ８ ０ ７９ ０ ７１
儿童总数 １ ２９ １ ３ １ １ １ ２９ １ ３４ １ ３２ １ ３６
不携带配偶的已婚流动人口（％ ） ３５ ４０ ４０ ３９ ３４ ３８ ２９
有养老保险户主（％ ） ２０ ２１ １９ ２５ ３５ ３０ ２９
有医疗保险户主（％ ） １２ １５ ２２ １９ ３４ ３０ ２９

　 　 资料来源：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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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仅为初中及以下。 在调查期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从事自我经营工作的流动人口比率有所增加， 从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９％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１％ 。 但是， 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所有住户样本中。 对

于新住户样本而言， 这一比例仅略有增加， ２０１４ 年仅为 ２２％ 。 这一现象可

能是因为自我经营者在城市久居的可能性更大， 更容易被追踪到。 本章基于

第一次外出务工的时间构建了流动年限这一变量。 基于新住户样本， 本章发

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乡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时间长度似乎从 ７ ～ ８ 年增

加到了 ９ ～ １０ 年。 由于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在第一次外出打工之后可能经常返

乡， 因此本章采用这一指标可能会高估他们在城里生活、 工作的时间。 但

是， 这是笔者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衡量方法。
此外， 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平均家庭规模也有所增加， 从 １ ６７ 人增至

２ １９ 人。 这一数据显示出， “举家迁移” 的比例有所上升。 更重要的是， 从

表 ３ 的数据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和留守配偶的比例有所下降。 基于新住户样

本， ２００８ 年仅有 ３８％的住户在流动时携带了子女。 ２０１４ 年， 这一比率增加

至 ４８％ 。 类似的， 不携带配偶的已婚流动人口的比例也下降了， 从 ３５％ 下

降至 ２９％ 。

对城乡流动人口消费和储蓄情况的解读

在这部分中， 本章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住户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因素。 依

据公式 （３） 进行了估计：

Ｙｉｊｔ ＝ α ＋ ｆ ［ｌｎ（ ｉｎｃ） ｉｊｔ］ ＋ δＸｉｊｔ ＋ γＷｉｊｔ ＋ Ｃｊｔ ＋ ｉｊｔ （３）

其中， ｉ、 ｊ 和 ｔ 分别代表家庭、 城市和年份。 Ｙ 是被解释变量， 分别是

人均实际消费的对数和储蓄率。 解释变量中， ｌｎ （ ｉｎｃ） 是人均实际收入的

对数。 Ｘ 是与流动人口住户永久收入相关的家庭特征， 如流动人口住户户主

的受教育水平、 年龄及其平方项、 户主的性别及户主是否是自营工作者。 考

虑到本章的目的是解析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如何影响流动人口住户的消费

行为， 我们未区分流动人口住户的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 仅仅控制了一

些影响永久性收入的因素。 此外， Ｗ 是控制变量， 代表当前的制度性约束，
包括户主的婚姻状况 （已婚或单身）、 住户规模、 住户拥有的子女数量、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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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的数量、 户主的配偶是否留在农村以及户主是否享有养老保险或医疗

保险。 Ｃ 是城市 － 年份固定效应向量， 包含了所有可能影响住户消费的城

市 －年份层面上的不可观测因素， 如未完全被省级 ＣＰＩ 所消除的价格效应。
最后， ｉｊｔ是随机误差项。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制度性约束对家庭消费和

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 （γ）。 ｆ ［ｌｎ （ ｉｎｃ） ｉｊｔ］ 函数允许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考虑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 ｌｎ （ ｉｎｃ） 以外的变量

尤其是 γ 的系数， 因此首先采用参数方法对公式 （３） 进行估计， 即假设 ｆ
［ｌｎ （ ｉｎｃ） ｉｊｔ］ 函数为线性函数。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 我们使用 Ｙａｔｃｈｅｗ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的方法， 对公式 （３） 进行了半参数方程估计， 研究收入和

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主要结果

表 ４ 展示了对等式 （３） 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 Ａ 和 Ｂ 两部分分别采用

了全样本和新住户样本进行估计。 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消费的对数和储蓄

率。 这两个样本的估计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接下来， 本章将讨论全样本的估

计结果， 以及全样本和新住户样本估计结果的差异。
平均来看， 流动人口住户消费的收入弹性为 ０ ６１ ～ ０ ６８。 在控制了与永

久性收入挂钩的变量 （Ｘ） 后， 储蓄的收入弹性大约为 ０ ２１ ～０ ２５。 本章使用

两步回归估计来探讨消费的收入弹性。 先用 Ｘ 来预测永久性收入， 并将残差

作为临时性收入。 然后， 将这两个收入变量同时带入回归方程。 我们发现永

久性收入的系数为 ０ ９１， 而临时性收入的系数是 ０ ５８， 这与表 ４ 的结果类似。
由于城乡流动人口收入较低， 他们很有可能消费大部分临时性收入。

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年龄与其消费之间呈现 “倒 Ｕ 形” 曲线关系 （即
消费水平先增加后下降）， 而户主的教育水平与是否从事自我经营均与消费

呈现正相关关系 （与储蓄呈现负向相关关系）。 总体来看， 户主为男性的住

户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和较高的储蓄倾向。
户主的流动年限与消费也呈现 “倒 Ｕ 形”， 但是流动年限到 ３６ 年才会

出现消费水平的拐点 （见图 ７）。 因此， 在流动年限未到 ３６ 年时， 随着流动

年限的增加， 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将逐年提高。 这很可能是由于

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逐渐被城市同化。 如上文所述， 由于一些制度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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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流动人口在城市永久居住的可能性较低。 基于本章的数据， 流动人

口在城市居住年限的中位数为 ８ 年， 平均值为 １１ 年左右。 这两个数据均低

于 ３６ 年， 因此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离拐点尚远。 从这一点来看， 人口流动

的制度性约束限制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水平。 鉴于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规

模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个人的消费水平差异 （见表 １ 和表 ２）， 流动人口无

法长期居住在城市， 这将显著地降低城市总体消费水平。

图 ７　 流动年限和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 基于表 ４ 的估计结果。

家庭规模与人均消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规模大的家庭

在人均公共物品上的花费较少。 在家庭规模一定的情况下， 已婚户主无论是

否携带配偶， 其花费均小于单身户主。 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家庭更倾向于考虑

未来。 子女较多的住户消费较多， 然而在子女数量一定的情况下， 有留守儿

童的住户消费更少、 储蓄更多。 平均来说， 每增加一个留守儿童， 居住在城

市的流动人口住户的人均消费额将减少 ５％ （１０ ６％ － ５ ６％ ）。 类似地， 对

于已婚且未携带配偶的流动人口而言， 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下降了 １２ ２％
（６ ９％ ＋５ ３％ ）。 可以清楚地看出， 针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性约束对其消费

和储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同样地， 户主是否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同样也与他们的消费模式相

关。 由于一些保险的支出已被包括在消费的衡量中了， 因此有保险的住户的

消费模式很可能受变量构建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可能性， 我们计算了排除保

险支出后的人均消费水平， 并且重新进行了一次回归 （每个部分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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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但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说明了有社会保险的居民对未来的担心更

少， 因此愿意花更多的钱。 换句话说， 没有社会保险的人是出于预防谨慎性

动机才多储蓄的。 根据表 ４ 的结果， 如果一个住户的户主没有养老保险或医

疗保险， 这个住户的人均消费就会降低 ６％ ～８％ 。
为了探究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 （储蓄） 倾向的差异， 本章采

用半参数方程法对公式 （３） 进行了估计。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控制了所有与

家庭永久性收入相关的变量、 制度性人口流动约束的相关变量以及城市 － 年

份固定效应， 结果展示在图 ８ 中。 图 ８ （ａ） 呈现了城乡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和

收入的总体关系， 该结果与图 ３ 展示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乡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 这种现象的发生

是因为低收入群体在城乡流动人口初期的消费水平较低， 储蓄水平较高。

图 ８　 消费、 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半参数关系

资料来源： 依据公式 （３） 进行半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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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本章采用公式 （３） 对高收入群体 （收入前 ２０％ ） 和低收入群

体 （收入后 ２０％ ） 分别进行了估计 （见表 ５）。 我们发现， 与高收入群体相

比，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对消费影响较小： 收入上涨 １０％ 会导致低收入群体

消费上升 ４ ７％ ， 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上涨 ６ ９％ 。 自然地， 收入对两类群体

储蓄的影响有着相反的结果： 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将大于其对高收入群

体的影响。 具体来说， 低收入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是 ０ ４４， 但是高收入家

庭的边际储蓄倾向是 ０ １４。 这些结果与图 ３ 展示的结论是吻合的。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对高收入群体而言， 储蓄与收入的关系曲线更加平缓。 此外， 对

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估计的结果与对全样本估计的结果非常相似。 并且，
我们发现相对于低收入群体， 留守儿童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 社会保

险变量对这两个群体的影响基本一致。 但是， 由于低收入群体的社保覆盖

率仅是高收入群体的一半， 因此提高城市消费水平的有效方法是提高低收

入流动人口的社保覆盖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公式 （３） 仅包含了两个社

保变量， 其他社保变量可能是低收入群体边际储蓄倾向比高收入群体高的

原因①。

表 ５　 消费和储蓄： 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指标
人均实际消费（对数） 储蓄率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人均实际收入（对数）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平方项

户主为男性

户主受教育水平

户主是否从事自我经营

０ ４７４∗∗∗ ０ ６８８∗∗∗ ０ ４４３∗∗∗ 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６∗∗∗ ０ ２０１∗∗∗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８６１

① 通常社保变量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如果估计模型中同时包含所有社保变量， 则会产生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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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均实际消费（对数） 储蓄率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流动年限

流动年限平方项

家庭规模

户主已婚

儿童总数

留守儿童总数

留守配偶虚拟变量

有养老保险的户主

有医疗保险的户主

新住户样本虚拟变量

城市 －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８６∗∗∗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８９∗∗∗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６７０５ ６４７８ ６７０６ ６４７８

０ ３９８ ０ ３０４ ０ ２５４ ０ ２１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回归中包含表示流动年限和自我经营是

否缺失的虚拟变量。 括号内的数据表示标准误。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

综上所述， 我们发现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将通过多种渠道对流动人

口的城市消费产生负影响。 这些渠道包括： 一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的时间

变短； 二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 导致其子

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留守农村； 三是流动人口无法享有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
从而增加了预防性储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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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和汇款

以上分析基于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 储蓄 （含汇款）。 虽然如果

流动人口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他们会消费得更多， 但是他们的部分储

蓄———也就是汇款———会在农村地区消费。 因此， 这种类型的消费减少不一

定会减少国内的总体需求。 例如， 有子女留守在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消费

得少是因为他们需要将钱汇给家里的子女， 这些钱最终还是会在农村消费。
这里， 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 正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平均来

说， 人们在城市比在农村消费得多。 因此， 如果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家庭成员

被带到城市的话， 他们会消费更多。 第二， Ｚｈｕ 等 （２０１２） 使用两个农业大

省的 １５００ 个住户的数据， 采用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
汇款中的边际储蓄倾向超过了 ０ ９， 这一倾向非常高， 即使使用 ＩＶ 估计方

法， 这一倾向也只在 ０ ３ ～ ０ ６①。 第三， 制度对人口流动的约束只影响城市

消费还是影响总消费， 这是一个实证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本章

通过储蓄的子分类来研究储蓄模式， 包括投资、 汇款、 剩余储蓄 （存款和

现金储蓄的增量） 和汇款以外的总体储蓄。 前两个种类加上其他非消费支

出构成了总体的非消费支出。 剩余储蓄是由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和非消费支出

得到的。
由于许多住户的消费并不涉及非消费支出的所有子项目， 并且很多住户

的储蓄构成中有负值， 所以这些变量中有很多值为零或者为负。 本章首先根

据这些变量的分布情况来决定它们的估计方法。 在本章的调查数据中， 只有

１２％的观测样本拥有投资储蓄。 因此本章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来探究拥有投资

储蓄的相关特征属性 （因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 观测样本拥有投资储蓄取

１， 否则取 ０）。 对于汇款变量来说， 大约 ４０％ 的观测样本值为负值或者零，
对于存款和持有的现金来说， 约 ２２％的观测样本值为负值。 关于这些变量，
已有文献通常采用反双曲正弦的变化方法使这些变量的分布偏度变小， 然后

再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 （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Ｃｏｂｂ⁃Ｃｌａｒｋ，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２００６； Ｍｅｎｇ， ２００７）。 因此， 将汇款和存款 － 现金作为因变量， 公式 （３）
可以被写成：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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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ｉｊｔ） ＝ α～ ＋ β
～
ｌｎ（ ｉｎｃ） ｉｊｔ ＋ δ

～
Ｘｉｊｔ ＋ γ～Ｗｉｊｔ ＋ ｃ～ ｉｊｔ ＋ ～ ｉｊｔ （４）

反双曲正弦转变法的定义：

ｇ（Ｙｉｊｔ） ＝ ｓｉｎｈ －１（θＹｉｊｔ） ／ θ ＝ ｌｎ［θＹｉｊｔ ＋ （θ２Ｙ２
ｉｊｔ ＋ １） １ ／ ２］ ／ θ （５）

在公式 （５） 中， θ 是一个阻尼参数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结果， 本

章计算了每个变量的边际效应， 计算方法是建立在以下公式的基础上的。 例

如， 要想计算 Ｘ 对 Ｙ 的边际效应， 我们需要计算 Ｙ ／ ∂ Ｘ ＝ β
～

［ （θＹ） ２ ＋ １］ １ ／ ２，
其中第一项是估计出的系数， 第二项是∂ Ｙ ／ ∂ ｇ （Ｙｉｊｔ）。

表 ６ 报告了关于投资、 汇款、 剩余储蓄率以及汇款以外的储蓄率的估计

结果。 第 （１） 列展示了家庭拥有投资的概率。 我们发现收入每增加 １％ ，
家庭拥有投资的概率将上涨 ０ ０７４％ 。 但是家庭户主从事自我经营的要比不

从事自我经营的投资概率大 １４ ５％ ， 这也是投资公式的最大值。 有子女或

者配偶留守农村的家庭投资概率会下降， 但是我们只精确计算了子女留守情

况下的系数。 户主有养老保险或是健康保险的住户要比没有这些社会保障的

住户投资概率大。

表 ６　 储蓄子项目的回归结果

指标
投资系数

汇款系数

（ＭＥ ａｔ ｍｅａｎ）
剩余储蓄率系数

（ＭＥ ａｔ ｍｅａｎ）
不包含汇款的

储蓄率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人均实际收入（对数）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平方项

户主为男性

户主受教育水平

０ ０７４∗∗∗ ４７９ ２７３∗∗∗ １３９４ ８９ ０ ２３６∗∗∗ ０ ２４１ ０ ２６３∗∗∗

［０ ００５］ ［１３ ７８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９ ５９９∗ ２７ ９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４ ９２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 ０ １３１∗∗ － ０ 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３ ８４ ３７８∗∗∗ ２４５ ５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１１ ４６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４ ５０８∗∗ － １３ １２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２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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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章中， 笔者对汇款取 θ ＝ ０ ００１， 对剩余储蓄率取 θ ＝ １ ２， 从而使残差接近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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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投资系数

汇款系数

（ＭＥ ａｔ ｍｅａｎ）
剩余储蓄率系数

（ＭＥ ａｔ ｍｅａｎ）
不含汇款的

储蓄率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户主 是 否 从 事 自 我

经营

流动年限

流动年限平方项

家庭规模

户主已婚

子女数量

留守儿童总数

留守配偶虚拟变量

有养老保险的户主

有医疗保险的户主

新住户样本虚拟变量

０ １４５∗∗∗ －１１８ ２８９∗∗∗ － ３３８ ４５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０８］ ［１４ ３８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１２ ５１０∗∗∗ ３８ ４１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３ ２７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 ０ ２９９∗∗∗ － ０ ８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０∗∗∗ －１８８ ２１４∗∗∗ － ４８３ ７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４］ ［８ １２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２９５ ９３９∗∗∗ ８８１ ３１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８］ ［２２ ８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８１ １７６∗∗∗ ２３８ ２８ －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５］ ［１２ ７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１∗ ３７４ ７０８∗∗∗ １０９０ ５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１４ ８９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０ ２７３ ４３０∗∗∗ ７９５ ８０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７］ ［２０ ５７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２０ ０１１ ５８ ２４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１８ ０７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４∗∗∗ － ２７ ８２５ － ８０ ４０ －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８］ ［１９ １９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３∗∗∗ －１０８ ７９３∗∗∗ － ３１０ ８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４］ ［１３ ８４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城市 －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３ ２８２ ３３ ２８２ ３３ ２８２ ３３ ２８２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１０ ０ ２７９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回归中包含表示 “流动年限” 和自我经

营是否缺失的虚拟变量。 括号内的数据表示标准误。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城乡流动人

口” 项目。

表 ６ 的回归结果表明， 流动人口住户收入上涨 １％会导致其汇款增加 １４
元人民币 ［见表 ６ 第 （２）、 （３） 列］。 综合来看， 住户特征对汇款产生的影

响最大。 第一，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与汇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已婚者比单

身者的汇款多 ８６１ 元人民币。 第二， 对于已婚且有子女的流动人口而言，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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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个子女会导致其汇款增加 ２３８ 元人民币。 此外， 有留守子女的流动人口

汇款更多。 每增加一个留守子女， 流动人口的汇款将增加 １０９１ 元人民币。
并且， 与已婚且携带配偶的流动人口比较， 未携带配偶的流动人口汇款多

７９６ 元人民币。 因此， 如果某外来务工者是已婚且有留守配偶和一个留守子

女， 那么其汇款将会比单身外来务工者多出 ２９８６ 元人民币 （８６１ ＋ ２３８ ＋
１０９１ ＋ ７９６）。 这个数字非常大， 几乎是全样本中人均实际汇款额平均值的

１ １ 倍， 也是 ２０１４ 年人均汇款额平均值的 ８６％ 。 通过前文的分析， 留守家

庭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多的汇款。 与之相反的是， 流动人口住户在城里每增加

一个家庭成员， 该住户的汇款额将减少 ４８４ 元人民币。 从流动人口的工作性

质来看， 自我经营者的汇款较少，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在城市进行投资

［见表 ６ 第 （１） 列］。
表 ６ 的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报告了剩余储蓄率 ［（收入 －消费 －非消

费支出） ／收入］ 的回归结果。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流动人口住户的剩余储蓄率

平均约为 １９％ 。 回归结果表明， 除户主性别以外的大多数变量对剩余储蓄

率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并且影响系数符号是合理的。 具体而言， 户主年龄与

剩余储蓄率呈现 “Ｕ 形” 关系， 其教育水平与剩余储蓄率之间呈现负相关

关系。 自我经营的户主更倾向于投资， 因而其剩余储蓄 （存款或持有现金）
较少。 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更加倾向于投资， 其剩余储蓄和汇款较少。 例

如， 表 ６ 的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如果户主未享有养老

保险或医疗保险， 则该家庭的剩余储蓄率将比有这两种保险的住户高出 ４ ９
个百分点 （平均剩余储蓄率的 ２６％ ）。 值得注意的是， 保险的影响主要来自

医疗保险。 未享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住户将增加其储蓄， 且大多数储蓄

以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 以达到预防的目的。 表 ６ 的回归结果表明， 一些

反映住户家庭特征的虚拟变量： 户主的婚姻状况、 子女数量、 配偶是否留守

等均与剩余储蓄率呈现负相关关系。 然而， 是否有留守子女与剩余储蓄率呈

现正相关关系， 但相关性较小。 平均来说， 每增加 １ 个留守子女将会使剩余

储蓄率增加一个百分点 （平均剩余储蓄率的 ５％ ）。 为什么有留守子女的流

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剩余储蓄率？ 这一问题很复杂， 可能是因为只有存有足够

的储蓄流动人口才有能力把子女带进城并承担子女在城市居住的生活开支。
因此， 有留守子女的住户比其他住户具有更高的剩余储蓄率。 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中， 笔者询问了影响流动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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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永久居住的最重要的因素。 大约 ３６％ （最高的比例） 的流动人口认为

子女在城市上幼儿园、 上学不收或少收费是最重要的。 这一数据说明了为子

女教育而进行储蓄对流动人口的重要性。
最后， 表 ６ 的第 （６） 列报告了以排除汇款后的储蓄率 ［公式 （２） 的定

义］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和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的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 总体来说， 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住户给农村老家寄了很多

钱。 虽然 Ｚｈｕ 等 （２０１２） 指出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的汇款储蓄率很高，
但是本章使用的样本无法验证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探讨也超出了本章的

研究目的。 基于本章得到的结果， 我们可以指出的是， 有留守家庭的流动

人口住户在城里消费较少、 储蓄较多， 并且在城里投资的概率较低， 尤其

是有留守子女的住户存了更多的钱。 并且， 由于流动人口缺少社会保险的

保障， 他们减少了投资并增加了现金储蓄。

结　 论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非常倚重国内需求， 国内需求的扩张又会受城市化进

程的影响。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 这些限制

人口流动的制度也阻碍了中国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向国内需求导向的发展

模式转变。
在本章中， 笔者使用了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的 ７ 年调查数据来

证明这些制度约束是如何直接降低了 １ ６６ 亿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 在这些

流动人口中， 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数量比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 没有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有很强的预防谨慎性动机。 考虑到

２０１４ 年只有不到 ３５％的户主拥有医疗保险或者养老保险， 如果解决了流动

人口的社会保险问题， 那么国内需求将会显著增加。
在流动人口中， 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尤低。 ２０１４ 年， 收入排

名后 ２０％住户的社会保险覆盖水平仅仅是收入排名前 ２０％住户的一半左右。
我们也发现低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要比高收入住户高得多， 低收入群体

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 因此， 在低收入流动人口中普及社会保险将对消费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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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１　 流动人口住户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新住户数据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人均实际

非消费型

支出（元）

人均实际

汇款（元）
储蓄率

（％ ）

不含

汇款的

储蓄率

（％ ）

观察

样本数

（个）

２００８ 年 １６２２５ ４２ ９８３７ ５０８ ３４１１ ８６ ２２６６ ３２ ３７ ２２ ４ ７３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９０００ ９０ １２１８３ ３６ ３６６９ ５７ ２６７５ ５８ ３４ ２１ ３２６８

２０１０ 年 ２１６１９ ８３ １４１８４ ５４ ２８７９ ３ ２０２１ ３８ ３２ ２３ ２７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２４５３１ ５６ １３３６２ ４７ ３３７５ ６４ ２２９４ ４８ ３９ ３０ ２１４４

２０１２ 年 ２５０５０ ３８ １３７８７ ５２ ３０５６ ８８ ２１９５ ４２ ３９ ３１ １７４２

２０１３ 年 ２８９４３ ５０ １６３８８ １３ ５３５３ ０５ ４１４７ ０１ ３７ ２４ １４５３

２０１４ 年 ２９７２６ ８０ １６２７８ ４２ ４５９３ ６３ ３７６９ ６１ ３８ ２７ １４５６

年均增长率 ９ ７ ５ ４ ３ ７ ５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前 ２０％群体

２００８ 年 ２９２１８ １７ １６５３３ ６０ ５４７６ ３７ ３６７５ ４１ ４３ ３０

２００９ 年 ３２５３１ ９７ ２０２２７ ７７ ７５６４ ０３ ５３５６ ８２ ３７ ２１

２０１０ 年 ３７３８７ ７７ ２４０４８ ３３ ４６４６ ８３ ３２０８ ７３ ３５ ２６

２０１１ 年 ４２０７０ １６ １９３６１ ４６ ６０４５ ４２ ３９９５ ８７ ５３ ４３

２０１２ 年 ４１９７４ １１ １９５２４ ４６ ４４１９ ４１ ３２７６ ０６ ５２ 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４８２２２ １０ ２２２７４ ８９ １１０３１ ６ ８４８２ ４２ ５３ ３５

２０１４ 年 ５０５０６ ４９ ２２１２２ ５５ ８６９４ ９４ ７４７６ ６９ ５５ ４０

年均增长率 ８ １ ４ ２ ６ ８ １０ ７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后 ２０％群体

２００８ 年 ７８４６ ０４ ５５９５ ９８ ２０７５ ０９ １１０４ ８０ ２６ １３

２００９ 年 ９３９７ １３ ６９０９ ４４ １２４２ ６６ ８５１ ３７９ ２５ 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９８９４ １８ ７６４４ ６４ １２５１ １２ ８２３ ２７２ ２１ 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４５８ ２７ ８９３０ １７ １４１７ ３０ ７０３ １４３ １０ 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４１ ７３ ９５１６ ８１ １７８７ ６１ ７２７ ８２５ １２ ０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１４０ ８９ １１４１６ ７５ １５５０ ３１ ９９８ ７７２ ３ － 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５６４ ５５ １０４５８ ４６ １３２２ ４９ ７４５ ７５７ １４ ８

年均增长率 ７ ９ － ６ － ５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 项目调查。

（李乔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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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者———中国

〔美〕 杜大伟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当今国际金融秩序压力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

国当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中

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际净

资产持有国， 持有规模达到 ２ ４ 万亿美元， 仅次于日本的 ３ ６ 万亿美元。 国

外资产的净增加主要来源于经常账户盈余。 ２０１５ 年以前的四年中， 中国的

经常账户盈余累计高达 １ 万亿美元———远高于日本 ２０００ 亿美元的盈余规模。
如果上述趋势保持不变， 我们可以很容易预测出， 中国将在 ２０２０ 年左右成

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
尽管中国已然是全球第二大净债权国， 但其外部资产和负债的模式与既

有模式不同。 例如在德国和日本等成熟的债权国中， 私人企业和家庭部门持

有绝大多数的国外资产； 而中国最核心的国外资产却是中央银行持续积累的

国际储备， 例如美国国库券和其他类似的金融工具。 但是在过去几年中这一

模式又发生变化了。
中国的国际储备在 ２０１４ 年末达到了 ４ 万亿美元的峰值。 从那以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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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渐卖出部分储备，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国外资产净值仍然

处于继续累积的状态， 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同的是， 国

外资产的主要购买人从政府部门变成了私人部门和国有企业。 据国际金融协

会估计，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私人资产净流出为 ６７６０ 亿美元 （这一估计数据包含

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 严格来说这部分并不属于私人部门， 这样归类

的目的在于将央行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和经过更加商业化交易的国外资产区

分开来） （Ｄｏｎｎａｎ， ２０１６）。 随着中国产能过剩现象的出现以及盈利水平的

降低， 中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 从而这种商业资本外流的状态可能会持续

保持在较高水平。

大多数的商业资本外流包含直接投资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 中国商

务部 （ＭＯＦＣＯＭ） 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失利的最佳信息来源。 为了与对内

的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区分开来， 中国官方将对外直接投资简称为 ＯＤＩ，

本章将沿用这一简称。 中国商务部的职责包括对 ＯＤＩ 外流和中国对外投资

的累计额进行报告， 一般而言， 商务部报告的数字会略低于中国资本外流的

宏观估计额。 近几年， 商务部报告，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以至少年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速度增加， 甚至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增加了 ２０００ 亿美元。 总体而

言， 中国的对外投资累计额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２ 倍， 最终将近 ９０００ 亿

美元 （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迅速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ｒｅ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ｈ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ａｔｅ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１３０３０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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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还披露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主信息。 但是近半数的 ＯＤＩ
流向了香港， 然而香港显然不是这些投资的最终归属， 中国应该努力改

进这些数据从而更好地反映其海外投资的最终归属。 本章的一个重要建

议就是希望中国能在改进 ＯＤＩ 数据方面做出努力。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并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直接投资是当今世

界经济的重要发展之一。 总的来说， 投资东道主是欢迎直接投资的， 因

此中国应当重视投资数据质量的提升， 以更为精确地反映中国在全球投

资中的地位。
除了直接投资以外， 中国还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等

进行大量的国外贷款， 这些贷款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以资产组合形式存

在。 在近几年中， 每家银行向海外借出了大约 １０００ 亿美元。 中国的一部

分海外投资是在 “一带一路” 战略的号召下发起的。 “一带一路” 战略

是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以及其他投资提出的， “一带一路” 沿用了中

国古代丝绸之路横穿中亚的路线， 并开通了从中国穿过东南亚到南亚最

后到非洲和欧洲的海上路线。 但是， 迄今为止 “一带一路” 战略产生的

实际投资额似乎比较小。 若放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十名投资对象，
除中国香港外， 前三名为美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 这三个国家都与 “一

带一路” 战略不相干。 法国、 加拿大和德国也在前十名之中。 全球大多

数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都是发达工业化经济体，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

不例外。 中国前十名投资对象中与 “一带一路” 战略相关的国家仅有俄

罗斯、 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
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投资者，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但同

时人们也提出了一些疑问： 中国投资在何种程度上和其他国家投资相似， 以

及中国投资对全球常规做法带来何种程度的挑战。 笔者认为中国投资在三个

方面与当前的常规做法有所不同： 第一， 中国投资相对地 （不是绝对的）
集中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 总体而言， 中国没有签署环境和

社会保障的国际标准； 第三， 中国自身对很多领域的外来投资并没有完全开

放， 这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们形成了鲜明

对比。 随着中国获得越来越丰富的全球投资经验， 中国投资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越来越趋于经典化， 可能会重塑其他领域的全球常规做法， 但仍然会在某

种程度上与全球常规做法保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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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家治理研究

向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安哥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等一些治理不当的国家进行大额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 使得中国受到了全世

界更多的关注。 同时， 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个投资对象，
投资存量额在 ２０１４ 年末达到了 ３８０ 亿美元。 本章在该部分将就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个很自然的出发点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

系。① 世界范围的 ＦＤＩ 存量约为 ２０ 万亿美元， 其中绝大多数来源于西方工

业化经济体， 并且很多 ＦＤＩ 实际上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交叉投资。 全球前十

大 ＦＤＩ 的投资接收国中有八个是发达经济体，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

国、 加拿大、 西班牙、 荷兰和澳大利亚。 前十名中剩下的两个是发展中经济

体： 中国 （排行第二， 仅次于美国） 和巴西。
一国接受 ＦＤＩ 数量的最好预测指标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衡量

的市场规模。 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接近各国家的消费者市场以

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市场需求并提供优质的后续服务。 也有一部分 ＦＤＩ 是资源

寻求型的， 这一 ＦＤＩ 类型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普遍， 但是在区域内的作用

不容忽视。 例如， 在非洲国家中， 自然资源的租金收入占一国 ＧＤＰ 的比重

是预测该国接受 ＦＤＩ 规模的重要指标。
在控制了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财富这两个变量以后， ＦＤＩ 与一国的治理

环境之间显示出了高度的相关性。 图 ２ 展示了 １５２ 个国家的 ＦＤＩ 存量与法律

法规指数的相关关系。 该指标来源于 “世界治理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显示了各国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准则抱有信心并严格遵守， 尤

其是在合约执行情况、 产权保护状况、 警察和法院的作用以及犯罪和暴力案

件发生可能性等方面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Ｋｒａａｙ， ２０１５）。 该散点图是在控制 ＧＤＰ
和自然资源租金变量的基础上绘制的。 标准化后指标的平均值为 ０， 标准差

为 １ ０， 从而每当法律法规指数上升 １ 个单位， ＦＤＩ 就会上涨 ６２％ 。 当然一

国的治理情况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 诸如衡量民主和人民自由度的政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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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总体而言， 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在各个国家都是高度相关的。 在探讨投

资和增长时， 经济指标的表现结果往往更佳。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一

国的法律法规体系越完善， 其投资的回报率就会越高， 从而这种环境就能吸

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图 ２　 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对全球 ＦＤＩ 的吸引强烈

资料 来 源： Ｄｏｌｌａｒ， Ｄ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 ｔｗｏ⁃ｗａ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ＤＩ） 与其他国家的 ＦＤＩ 相似， 都更加倾向于投向

市场规模更大和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 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 其

呈现出资源导向强于市场导向的特征。 但是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还

是非常相似的。 主要的不同点在于中国 ＯＤＩ 与法律法规指数无相关关系

（见图 ３）。 实际上， 中国对一国的投资规模与该国的经济治理程度呈现较弱

的负相关关系， 但是在数据上的计量结果又是不显著的。 因此， 确切地说，
中国对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的治理环境不相关。

中国投资的上述特点在一些具体例子中能够得到体现。 例如， 在非洲，
虽然中国的最大投资对象是有着较好法律法规指标的南非， 但是也有很大部

分中国投资的归属是安哥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这几个治理情况比较差

的国家。 再比如在拉丁美洲， 虽然中国最大的投资对象是有着良好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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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 ＯＤＩ 与法律法规指数不相关

资料来源： Ｄｏｌｌａｒ， Ｄ （ ２０１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 ｔｗｏ⁃ｗａ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指标的巴西， 但是也有很大比重的资金投向了阿根廷、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

拉。 如果将拉丁美洲的国家按照 ２０１４ 年各国法律法规完善程度分为两类的

话， 世界 ＦＤＩ 存量中的 ８５％ 是投资于治理环境较好的那一部分国家的， 相

形之下， 中国却将过半的 ＯＤＩ 投向了治理环境较差的一部分国家。 中国进

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模式也与之类似： 委内瑞拉是南美洲国家中

接受中国银行贷款最多的一个国家， 巴西仅位居第二。
并不是说中国专门寻找治理环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 中国自身是一个治

理情况较好且接受全球 ＦＤＩ 最多的国家， 也是全世界一个主要的投资者。 但

是中国似乎对投资接收国的治理环境不太在意， 中国对很多其他投资者不敢

涉足的治理较差的国家都投入了非常可观的资金。 有很多对这一现象看似合

理的解释。 中国的许多大额投资都是由国有企业发起的。 一方面， 国有企业

面临的投资盈利压力比私营企业要小 （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表明中国国有企

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在国内不如私营企业， 因此该规律也应当适用于国

外）； 另一方面， 中国对治理较差国家的投资往往是国与国之间交易的一部

分， 中国对当地经济环境的了解应该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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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新秀， 中国的企业可能低估了一些投

资所包含的风险因素。 有证据表明， 在治理较差地区进行的自然资源方面的

投资最终回报结果都很差。 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 ２００７ 年中国与其签订

了 “以矿藏交换基础设施” 的价值 ６０ 亿美元的交易合约： 中国水利水电建

设集团和中铁集团同意通过修建道路和医院换取非洲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华

刚矿业公司铜矿和钴矿 ６８％ 的股份。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其他规模较小的商

业银行拿出了 ３０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追加 ３０ 亿美元用于华刚矿

业公司的后续发展， 上述贷款都将通过矿藏带来的利润进行清偿。 但是八年

过去了， 由于当地严重的电力短缺、 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等因素， 矿藏的

生产一直被延误 （Ｒｏｓｓ， ２０１５）。 从这一投资项目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 对

非洲最混乱的国家进行投资会非常麻烦并且困难重重。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 中石化与安哥拉国有石油集团 Ｓｏｎａｎｇｏｌ 合作投资了六

个深水油田。 这一投资结果变成了一个黑洞， 不断吞没投资资金却不产生任

何商业回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审计署审查中石化海外投资机构中石化国际石

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时发现， 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对其中

五个油田的投资总额高达 １００ 亿美元， 然而由于运营较差、 油田储存量高估

以及国际油价迅速下滑等因素， 绝大部分投资将会付诸东流 （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另外在委内瑞拉的案例中， 一旦油价下跌， 委内瑞拉将无法偿清之

前协定的贷款， 因此中国也必须与委内瑞拉重新协商出一个有利于委内瑞拉

的贷款还款方案。
中国的全球投资模式引发了两个政策性问题， 一个是关于中国自身的，

一个是有关全世界的。 首先， 从中国的角度看， 中国是否从投资中获得了最

佳收益？ 中国国有企业是在拿老百姓的钱进行投资， 如果它们将上亿元资金

浪费在收益很差的投资上， 那么对中国来说的确损失惨重。 中国在当今发展

阶段成为全球主要投资者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其国内的投资机会不断减少，
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使得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前景渺茫。 海外投资收益

会帮助中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为其社会养老金体系和安全网融资。 因此对海

外投资进行妥善管理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从国内的经验来看， 私人部门

提供的投资资金越多越好。 一项关于在非洲的中国中小企业 （绝大部分为

私营企业） 的调查发现， 中小企业在投资策略上与国有企业有着很大区别。
中小企业并不投资于自然资源开采项目， 而主要投资于服务业， 也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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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制造业。 制造业投资受到当地资本禀赋以及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影响，
这与利润最大化投资模式是一致的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有人从全球视角提出， 中国的国家间融资活动使一些国家的不良治理问

题持续存在。 在治理情况较差的地区， 中国的投资项目可能没有获得经济利

益， 但是中国的资金确实流向了这些地区。 在一些国家， 中国的资金可能用

于支持当地的政治领袖， 并帮助他们站稳脚跟。 例如在委内瑞拉， 如果没有

中国的融资， 委内瑞拉政府将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传统的

融资手段， 通过接受政治改革的条件以稳定经济并重新恢复经济增长。

环境与社会保障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主要投资者所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环境与社会安全问

题。 中国是矿藏开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主要筹资者。 这一类的项目通

常会带来重大的环境风险， 也经常会涉及大批人力资源非自愿的重新配置。
迄今为止， 中国仍然不愿意签署环境和社会保障的国际标准， 而是遵循东道

主当地的法律法规。 这个观点也很合理， 与中国的 “互不干涉内政” 原则

一致。 但问题是， 在环境和社会安全法规执行情况较差且治理情况较差的国

家尤为如此。
西方国家的私营金融机构一半都遵守国际环境和社会安全标准， 基本原

则是赤道准则 （ＥＰ）。 该准则是一个由金融机构遵循的风险管理框架， 用来

决策、 评估以及管理投资项目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

个能支撑有效风险决策的尽职调查最低标准。 当前， 位于 ３６ 个国家的 ８３ 家

金融机构 （ＥＰＦＩｓ） 采用了赤道准则， 覆盖了新兴市场国际项目融资贷款的

７０％ （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中国的大型银行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拒绝加入赤道准则。

迄今为止， 只有一家小型银行———兴业银行加入了该阵营。
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多边发展银行 （ＭＤＢ） 有着

更加严苛的标准。 这些标准由世界银行引领，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持续发

展， 主要用来应对来自富裕国家民间社会团体的压力。 保护措施是在为多边

发展银行提供资金的发达国家和从多边发展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提供

一个 “紧张地带”。 这种紧张关系是 ２０１５ 年二十四国集团的一项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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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该机构于 １９７１ 年成立， 主要用于协调发展中国家在货币和发展方面的

问题。
世界银行和主要地区的多边发展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强烈影响的

一个商业操作是制定环境和社会安全保障政策。 保障措施包含了对不同种类

的借款操作所规定的流程和限制， 旨在防止投资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群体造成

负面影响。 安全措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世界银行开始制定， 随后几年其他

主要的地区的多边发展银行相继采用。 现在， 世界银行制定的安全规范仍旧

被认为是最全面、 最严格的， 但是亚洲发展银行、 美洲发展银行和非洲发展

银行也逐步收紧了各自的安全规范， 因此这些银行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尤

其是在对环境评估和人员重新配置等一些敏感问题的态度上。
一个投资项目在进行最初筛选的流程中， 多边发展银行的成员要决定该

项目是否触犯了 ＭＤＢ 现行的任何安全规范。 如果认为项目触犯了安全规范，
那么在该项贷款被批准及支付之前， 必须要执行另外一系列特殊的要求。 世

界银行被触犯最频繁的安全规范与环境评估和人员自愿再配置有关， 这对交

通运输、 能源和城市相关部门的影响最大。 强制执行的流程极其详细且确

切， 以致在很多情况下 （尤其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 借款

人和银行的工作人员都很难完全理解这些流程。 强制性要求通常包括由第三

方专业人士进行的费时费力的调查研究 （其成本一般由政府支付）、 耗时极

长的咨询顾问 （有时包含非民选的非政府组织）、 广泛的应对措施以及漫长

的、 强制性的、 提前性的公共披露和评论。 在以上流程完成之前， 投资项目

是无法展开的。 这些强制性要求要高于任何借款国家本国的法律法规， 这对

于许多借款国家来说是一个让他们非常头疼的准则， 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安全

防范措施带来的实际影响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２０１５）。
公平地说， 世界银行制定的这些流程的确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与社

会安全方面的黄金标准， 但这些标准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结果。 由于

与世界银行进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变得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 发展中国家开

始诉诸其他融资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本来是世界银行的核心业务， 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占世界银行总贷款额的 ７０％ 。 但是 ２１ 世纪初， 该数据

已经逐渐下降至 ３０％ 。 换个角度来看， 所有多边发展银行加在一起在 ２０１３
年才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提供了 ５００ 亿美元的贷款， 这一数字甚至不到发展

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 １％ 。 因此， 多边发展银行虽然制定了黄金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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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但仅适用于很小一部分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 逐渐成为采矿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筹资者的中国受

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大家都认为， 中国的灵活性较大而官僚之风

较少， 完成基础设施项目的速度较快， 因此利润也来得更快。 但是， 中国投

资依赖于东道主法律法规的做法也有着它的风险。 在加蓬， 中石化在卢安果

国家公园进行石油探矿之前没有进行任何环境影响调查； 在非洲， 一些中国

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加蓬的 Ｋｏｎｇｏｕ 大坝、 加纳

的 Ｂｕｉ 大坝以及赞比亚的 Ｌｏｗｅｒ Ｋａｆｕｅ 峡谷大坝。 这些项目的建设都需要仔

细地考虑发展需求和环境风险之间的平衡问题。
环境和社会安全问题是支持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成立的关

键因素之一。 中国提议建立这个新银行的原因之一是当前的金融机构改革过

于缓慢， 包括 ＩＭＦ、 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 这家新银行也同样是中国将

富余的存款通过多边形式加以利用的一个途径， 从而进一步补足 （虽然也

可能会出现竞争） 中国在双边交易方面做出的努力。 不过美国反对中国的

这种做法， 主要是出于对包括环境和社会安全等问题在内的社会管理方面的

考虑。 其他主要的西方国家， 例如英国、 德国、 法国和澳大利亚， 都选择在

本国内部解决这些问题。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明文规定的环境与社会安全政策与世界银行的十

分相似， 其中包括环境和社会安全评估的风险分析、 及时的关键信息公开披

露要求、 与相关各方的协商洽谈要求以及综合考虑风险后的决策制定机制。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规定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没有关于这些流

程运行的具体指示。 笔者在世界银行工作中收获的经验是， 应用这些安全规

范造成了两个问题。 首先， 过于细化的规章制度在文字上就有好几百页， 这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执行的缓慢和官僚主义。 其次， 银行的管理往往是风险厌

恶型的， 因此在遇到一些问题时经常会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 从而造成额外

的成本。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不给银行带来复杂的、 高风险的项目业务， 但是

实际上这些项目将使全世界通过多边机构的帮助而获益最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网站指出， 其环境与社会安全政策应该在考虑

风险的情况下执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领导层希望银行可以达到国际

标准， 但也希望在时间和成本方面更加节省、 高效。 这基本上是一个执行力

的问题， 需要实践和时间来检测政策的有效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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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发展中国家持股最多的多边银行， 因此这家银行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与

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 这是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创新：
由于大多数投资和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如果亚洲发展银行的活动能够

反映这些国家的偏好， 那么这些活动的效率将会大幅提高。 如果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的活动能够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 促使它

们精简投资活动流程并加快基础设施项目进程， 那么这将对中国的全球投资

系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互惠互利

世界上的主要投资国大多是发达国家。 除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外， 它们

通常也对外国向本国的投资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中国作为主要投资国之

一， 和这些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本身是

外国的重要投资对象， 并且对外开放是中国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改革政策的重要

部分。 但是中国的政策是要将 ＦＤＩ 引入特定的经济部门。 总体而言， 中国欢

迎外商在大多数而非全部的制造业领域进行直接投资， 但是采矿业、 建筑业

和大多数现代服务业等经济部门对 ＦＤＩ 是相对封闭的。 中国对 ＦＤＩ 的态度没

有美国等发达国家开放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

国对 ＦＤＩ 的态度也同样是较为封闭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计算了 ＯＥＣＤ 成员国及主要新兴市场对

外商直接投资的戒严指数。 这一指标不仅衡量了一国的总体 ＦＤＩ 封闭程度，
而且根据部门进行了分行业衡量。 该测量方法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投资限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一国的本国企业能被外国投资者持股的最大比例。
图 ４ 展示了 ２０１４ 年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的整体经济

情况以及各个部门的 ＦＤＩ 戒严指数。 总体而言， 巴西和南非是非常开放的，
戒严指数大约为 ０ １ （０ 表示完全开放， １ 表示完全封闭）， 其开放程度近似

于发达经济体。 印度和俄罗斯开放程度较低， 整体戒严指数大约为 ０ ２。 中

国是最封闭的， 该指数高于 ０ ４。
图 ４ 展示了中国最为封闭的一些产业部门。 中国采矿业的戒严指数为

０ ３３， 而其他四国采矿业戒严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 １１； 在通信产业， 中国为

０ ７５， 其他四国平均为 ０ ０８； 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戒严指数为 ０ ５１， 其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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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４ 年金砖五国 ＦＤＩ 戒严指数

资料来源： Ｋａｌｉｎｏｖａ， Ｂ ， Ｐａｌｅｒｍ， Ａ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ｓｅｎ， Ｓ （２０１０）， ＯＥＣＤｓ ＦＤＩ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０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ＥＣ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 ０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５ｋｍ９１ｐ０２ｚｊ７ｇ － ｅｎ。

国平均为 ０ ２３， 等等。 像采矿业、 基建业和金融服务业这些中国在外国进

行投资的主要部门， 在中国国内反而更为封闭。
这种缺乏互惠的状态给中国的合作伙伴们带来了一些麻烦。 中国有世界

上第二大规模的市场， 在受保护的部门中， 中国企业可以持续发展而不受外

来竞争的威胁， 并利用国内金融力量来发展海外的业务。 例如在金融服务业

领域，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可以 “顺风顺水” 地在国内运营， 而外国投资者受

到了极大的限制， 仅占市场份额的 １％。 四大国有银行现今已经跻身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银行行列并在海外继续扩张； 中国垄断性的信用卡公司银联受益于国内

市场的严格保护， 已成为世界信用卡的领导企业。 采矿业和通信行业同样如此。
缺乏互惠塑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中国企业双汇兼

并了美国企业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假如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中， 有着先进技术和

食品安全生产流程的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很可能取代双汇并扩张， 进而进入不断扩大

的中国猪肉市场。 但是， 中国的投资限制条件阻止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因此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进入中国的一个最佳方法就是被中国企业兼并。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的 ＣＥＯ
拉里波普说， 这一交易保证了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在传统工艺保持不变的同时， 获

得了更多机会、 市场以及新的前沿”。 中国的猪肉不会销售到美国， 并且与

之相反， 由于近来中国食品不安全丑闻的传出， 双汇更希望能将美国猪肉进

口到中国，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对外国食品的需求。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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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层和劳动者也不会因并购而出现改变。
美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使竞争变得公平， 但它的确有一套审查流程来

判断美国企业能否被外国企业兼并。 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下辖于美国财政

部， 包含了美国经济管理部门 （商务部、 美国贸易代表署） 以及国防和国土

安全部。 依照法规， 外国投资委员会只能调查兼并活动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

题。 委员会审查了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被兼并的这一交易并放行， 因为这一交易并不会影

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国投资委员会每年只审查 １００ 个交易， 其中的大部分都能

顺利通过。 这一审查体系反映了美国对外国投资是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的。
中国的政策却给其伙伴国带来了难题。 在中国实行外资管制政策的情况

下， 对美国等经济体来说， 限制中国对其投资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双汇兼并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的例子中，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通过被兼并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这使

得美国企业的资产价值上升并给股东带来了利益。 如果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可以扩展到

中国， 那么这一交易对该企业的工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市场可以完全开放是

最好的， 这样一来 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的扩张就可以按照最有效率的方法进行。 虽然中

国企业兼并了美国的企业，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国企业扩张到了中国。
让中国开放其受保护的市场是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议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 美国已经和中国就一个双边投资条约 （ＢＩＴ） 基于负面清单进行

协商， 即双方协议仅保留自身很少一部分部门不开放， 其他部门的双向投资

保持开放。 但是迄今为止， 该条约的协商进程非常缓慢。 对中国来说， 提出

一个仅封闭少数几个产业的条约显然很困难。 很多人也都怀疑美国国会是否

能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通过一个与中国的投资条约， 并且认为即使一个很有

利的条约能被协商出来， 估计也很难通过。

今后中国投资的发展方向

由于中国投资与全球投资的常规操作存在很多不同， 今后中国投资有三

条可能的发展路径： 第一， 中国投资模式可能会更具有典型性； 第二， 全球

投资模式可能会趋于中国化； 第三， 中国可能与其他国家仍保持不同的投资

模式。 在这一部分， 本章预测中国可能选择将这三条路径综合起来。
首先， 尽管中国以往倾向投资于治理环境较差的国家， 中国以后的投资

模式可能转变为当前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投资模式， 即投向治理环境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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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中国投资于委内瑞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一部分动机在于获得

自然资源。 在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度资源密集型

的， 当时大部分商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都在攀升。 这就使得寻找资源非常具

有吸引力， 即使该资源所处地的环境风险很大。 但是上述情况在 ２０１０ 年后发

生了改变： 石油、 天然气、 铁和铜等部门都出现了大量新的供给渠道， 资源

供给增加；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资源密集型转变为消费依赖型。
消费主要集中于服务业， 而服务业并不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因此对资源能源

的需求量显著减少。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转变， 使得商品价格下降， 中

国的进口需求也大大降低。 同时， 基于前文所述， 在治理混乱的国家中的投

资结果不甚理想。 随着中国人民对对外直接投资回报的要求越来越高， 中国

可能会逐渐撤回在治理不善的国家的资源性投资。 同时， 许多中国的私营企业

希望能投资于外国更多的产业， 因此大量资金将投资于治理环境相对良好的美

国、 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 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模式是一致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安全问题，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发展银行一直以来推行的环境和

社会安全标准都只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偏好， 因此发展中国家都同意不再将这

些银行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主要渠道， 并且已经这么做了。 总的来说，
他们非常欢迎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人。 发展中国家对于建立一个新

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这一提议是高度

支持的， 甚至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一些与中国关系并不是特别友好的

国家也很快签署了该提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在于制定一系列可

行的社会安全规范从而解决环境和社会安全问题， 而避免依靠耗时长、 成本

高的多边发展银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这是中国最终可能会使全球准

则发生改变， 并使全球规则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一个重要范例。
但不幸的是， 美国和日本对 ＡＩＩＢ 的建立不闻不问。

本章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互惠， 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件难事。 有充足的

证据表明， 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力与私营企业相比更低。 而中国至今

存在外资管制的部门大多是金融、 通信、 交通运输和媒体等服务业部门， 而

这些部门中全都有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 服

务业现今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发展最快的部分， 而第二产业却处于相对下滑的

状态。 如果中国要将这些服务业部门开放， 使之参与国际竞争的话， 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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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部门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应该比 ２０ 个世纪开放制造业并维持其增长更

加容易。 关于开放这些部门的中央文件有很多，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

提过。 但是， 在新的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 开放的进程很缓慢。 在未来几年

中， 中国要想做出大胆开放的决议还是很困难的， 就好像中国当年调整其经

济增长模式一样。
新的美国行政部门也需要仔细研究中美经济关系， 尤其是关于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净债权国崛起这一问题。 中国大规模资金流出是一个新现象， 在８ 年

以前还没有现今如此普遍。 另外，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 美国

可能会对本章分析的三个投资问题采取更加恶劣的态度。 但是， 全盘采取强

硬态度对美国来说会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三个问题是往三个不同方向发展的。
首先， 中国对很多治理混乱的国家提供融资会引起美国的反感， 因为美

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很不友好。 但是， 美国也无能为力。 中国投资的大多数

对象也还是其他投资者所关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在治理混乱的国家

的投资回报在未来可能仍旧不乐观。
其次，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中国显然已经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

的一个重要观点， 即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并且私人融资和既有

发展银行融资能力有限。 一方面是由于发展银行规模不够大， 另一方面是由

于这些银行不再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核心业务了。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的明

智做法是想方法让中国同意其加入 ＡＩＩＢ。 更重要的是， 鉴于美国在世界银

行和地区发展银行中都处于领导地位， 应该加速各国的治理改革从而增加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如果世界银行

的下一任主席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功改革家， 那将是一个很有力的声明，
也将是一个很实在的改变。 若当前发展银行中能有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

音， 发展银行可能就会回归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上去了。
中国投资开放程度和美国的投资体系缺乏互惠的问题， 是当前趋势中最

令人担忧的。 美国的新任总统必须要认真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工作进

程和当前立法的有效性， 然后考虑如何通过 “胡萝卜加大棒” 策略加速中国

市场的开放。 关于 “大棒” 政策， 美国应该考虑修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

立法， 从而使未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兼

并不再受到限制。 关于 “胡萝卜” 政策， 美国的最佳选择是通过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并认真落实， 这样一来， 亚洲太平洋地区有着相同思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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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老后富： 全球背景下的
中国人口与经济动态转型

〔澳〕 江诗伦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刘 行　 杨茂睿　 张 翔

引　 言

当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升以后， 普通家庭往往会倾向于减少生育， 人口增

长速度会下降。 这对许多跨越了马尔萨斯贫穷陷阱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发展模式 （Ｄａｙ ａｎｄ Ｄｏｗｒｉｃｋ， ２００４）。 经济转型导致了人口的老龄化，
即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 （ＩＬＯ， ２００９）。

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不断发展中的亚洲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是最大的

中期结构性挑战之一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如此大规模的老龄化是空前的。
人口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总体经济和人口结构特点， 包括失业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数量、 工作能力、 生产力、 收入分配和投资等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１９７８： ９２０）。

人口老龄化通常由以下一个或几个指标来衡量。
（１）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７％ 。
（２） １４ 岁以下人口低于 ３０％ 。
（３） 由 （１） 和 （２） 定义的老龄人口和小孩超过总人口的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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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值年龄超过 ３０ 岁 （Ｓｉｅｇｅｌ， １９８０）。
第一个指标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最常用的简单指标， 本章将用这一指标

定义人口老龄化。
２０１４ 年， 全球 ７２ ６ 亿总人口中有 ５ ９ 亿人口超过了 ６５ 岁 （包括 ６５

岁）， 占比约为 ８ １％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中国人口自 ２０００ 年以后就步

入了老龄化， ２０００ 年中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了 ７％ 。 ２０１４ 年， 这一

比例达到了 ９ ２％ ， 中国 １３ ６ 亿人口中有 １ ３ 亿人口是老年人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世界上超过 １ ／ ３ 的国家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１４ 年各地区老龄化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各国老龄化的情况差异非常大。

图 １　 ２０１４ 年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地区密度在西欧、 北美和东北亚等地区的高收入国家

最高 （见图 １）。 这些国家中在图 １ 中基本上都是深灰色， 它们最早出现老

龄化， 且通常在出现老龄化之前经济就很发达了。 在 １９６０ 年以后步入老龄

化 （共 ４８ 国） 的国家中， 有许多国家在老龄化出现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一些东亚国家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每个出现老龄化的国家都面临

着与老龄化相关的独特复杂的挑战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这些挑战的复杂性

体现了不同个体和不同国家在生命周期中行为的差异性， 同时也伴随着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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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相对数量的增长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１９７８： ９４９）。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包括： ①与劳动力数量下滑

有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②社会保障体系， 主要是养老金系统； ③与劳动力市

场相关的微观经济问题———如老年人就业、 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竞争、 女性劳动力和移民劳动力问题等。
在第一类研究中， 有一项研究的实证分析非常具有预见性， 这项研究在

中国人口步入老龄化的前二十年就发表了， 当时它预测中国在步入高收入水

平国家行列之前就会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 （Ｗｕ， １９８６）。
图 ２ 根据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 ＧＤＰ 将所有国家分成了四类。 中国处于

国家密集度较小的右下方的矩形里， 这个小矩形里分布的国家都是 ６５ 岁以

上人口超过总人口 ７％且在 ２０１４ 年其人均收入低于 １２６１６ 美元这一高收入标

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的国家。 Ｗｕ （１９８６） 将在经济发展初期老龄人口

比重较大这一现象定义为未富先老， 并提出这将不利于中国发展成为高收入

的发达国家。 Ｗｕ 在研究中将焦点对准了中国。 通过研究， 笔者发现其他经

济体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 只不过各国的情况稍有不同。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７） 总结了中国过早的老龄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认为

主要风险来源于劳动力要素优势丧失， 并且无法及时被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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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化产业带来的新优势填补 （Ｃａｉ， ２０１０）。 这一风险涉及人口和资本的关

系， 而索洛增长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二者的关系。 在索洛模型中， ｎ 代表劳动

力总量 Ｌ 的增长率， Ｋ 代表资本量。 当 ｎ 为负值时， 人均资本量就会随着劳

动力总量的减少而增加。 折旧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和人均产出的增加， 但

是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至于人均产出的变化是否比劳动力占总人

口比重的变化大， 则取决于外生因素。
利用索洛模型框架，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４） 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

力供给、 储蓄率 （老龄化导致消费和储蓄都发生了变化） 和技术进步增长

率的下滑影响经济发展。 Ｈｕ 等 （２０１２） 采用索洛增长模型和省际水平的面

板数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Ｔｙｅｒｓ （２０１２） 使用活跃劳动力的数据

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数据估计中国将在 ２０３０ 年以前享受人口红利。 但是，
总的来说， 关于中国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跨国研究少之又少。 另外， 本章

中的先老后富 （ＧＯＢＲ） 是个相对概念， 除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和 Ｐａｒｋ
等 （２０１２） 少数几个知名研究以外， 几乎没有人从相对的角度探讨中国的

老龄化问题。
距离 Ｗｕ （１９８６） 的研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考虑到中国目前已步入老

龄化， 本章将未富先老这种结构定义为先老后富 （ＧＯＢＲ）， 重新审视中国

的老龄化挑战。 据笔者所知， 这是首次将 Ｗｕ （１９８６） 的框架涵盖进来， 并

拓展至包括 ＧＯＢＲ 在内的四种状态的比较框架。 本章研究主要实现两个目

的： 创造一个能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老龄化挑战的框架； 引发人们对多

种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环境的思考， 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中国是在先老后富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众多国家之一。 对中国有前瞻作

用的参照是， 有几个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在近几年成功由贫穷国

家转变为富裕国家。 本章分析指出， 中国在老龄化以后成功转变为高收入国

家的可能性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大得多。 中国对老龄化的担忧 （Ｃａｌｖｏ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０２） 可能增加了这一可能性， 但是这种担忧同时也减少了人们

对老龄化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关注， 例如， 与老龄化相关的财富， 中国可以努

力构建更加可持续化的老龄保障体系。 重要的是， 本章的结果也显示， 根据

近年来其他国家的经验， 在缺乏石油资源的情况下， 一个国家在步入老龄化

以后可以更容易地从人均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转变到人均高收入国家的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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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描述关于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

本实证方法。 第三部分利用转换矩阵法拓展 Ｗｕ （１９８６） 的研究框架。 第四

部分比较各国的经济结构。 最后探讨了本章的研究意义并提出未来可以研究

的方向。

中国人口老龄化： 实证研究

这一部分展示了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一系列指标， 包括总体生育

率、 预期寿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 “老龄化久

期” 的概念。 同时， 本章也定义并探讨了中国的总体、 少儿和老年人口的

抚养比。 总体生育率是指给定一个生育期， 一个妇女在整个生育年龄内所

能生育的孩子的预期数量， 前提是该妇女没有在生育期内发生意外死亡

（ＵＮＤＡＴＡ， ２０１６）。

表 １　 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基本特征

年份
总体生育率

（％ ）
预期寿命

（年）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

比例（％ ）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人）

１９８０ ２ ７ ６７ ０ ４ ５ ４４１５５５７５

１９９０ ２ ５ ６９ ５ ５ ３ ６０１６４８０５

２０００ １ ５ ７２ １ ６ ７ ８４５９７２１５

２０１０ １ ７ ７４ ９ ８ ２ １０９６９１８１０

２０１４ １ ６ ７５ ８ ９ ２ １２５５１２８４０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表 １ 选取了最近几十年有关人口老龄化的一些指标。 数据显示， 中国的

总体生育率在 ２０ 世纪的最后 ２０ 年里下降了将近一半， 在 ２１ 世纪又有轻微

上升。 预期寿命在过去 ３０ 多年里增长了近 １０ 年。 这背后是 ６５ 岁及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４ ５％上升到 ９ ２％ 。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老龄人口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

了 １ ２６ 亿人。 但是从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这一数据来看， 中国在

２０１４ 年仅仅排全世界第 ６５ 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换句话说， 中国老龄

人口数量在绝对数上是个过大的离群值， 但在相对比重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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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比是一个常用的指标， 即每 １００ 个 １５ ～ ６４ 岁的人需要抚养的 １４ 岁

以下的儿童及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 联合国采用生育率中值来计算总

体、 少儿和老年抚养比 （ＵＮ， ２００２）。 中国的人口总体抚养比在 ２０ 世纪最

后 ２５ 年里迅速下滑， 产生了很大的人口红利 （见图 ３）。 可以计算出， 如果

因劳动力群体比例扩大造成抚养比下降 １％ ， 那么中国人均 ＧＤＰ 将会上升

０ １１５％ （Ｃａｉ， ２０１０）。

图 ３　 中国总体、 少儿和老年人口抚养比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总体抚养比停止下降表明人口红利的终结 （ Ｍｉｎａｍｉ， １９６８； Ｃａｉ，

２０１０）。 刘易斯模型涉及一个相关的概念， 它强调剩余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

水平的农村地区转移到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城镇工业部门是如何通过提高平均

生产力水平和总体产出而促进工业化发展的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０）。 但是， 最终

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枯竭， 就会出现刘易斯拐点。 如图 ３ 所示， 对中国来

说这一拐点大约发生在 ２００９ 年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０： ８）。 各国刘易斯拐点到来

的时间和人口老龄化开始的时间的接近程度均有所不同。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

中国的这两个转折点尤其接近。 这就加剧了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升的压力，

进而加大了向新增长模型转变的难度。
但是， 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化说明了中国人口红利的终

结并不是一个转折点， 而是一个转折阶段， 在这个阶段工资水平会上升，
劳动力会变得稀缺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０： ６）。 影响转折阶段时间长度的因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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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老龄化的速度和教育程度。 一个国家转变到有着更高生产力水平和

工资水平的新稳态到底有多难， 与这个国家的机构效率有很大的关系。 政

府机构处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是人口结构转型速度的一

个函数。

当今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加快的老龄化速度 （Ｌｕ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例如， 法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７％ 增长到 １４％

用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完成这一转变只花了十几年时

间 （Ｐ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２００９： ３０） （见图 ４）。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比历

史上任何国家的老龄化都来得更快， 这一地区几乎所有中等收入的国家已经

或者即将步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阶段， 图 ４ 展示了这一点。 法国 ６５ 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７％增长到 １４％用了 １１５ 年的时间， 而越南只用了 １５

年。 与地区经济转型一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花了 １００ 年

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 如今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只用了 ２０ ～ ２５ 年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图 ４　 老龄人口占比从 ７％上升为 １４％所需要的时间

注： 老龄人口占比最先达到 ７％的国家在图最下方， 最迟达到 ７％的国家在图最上方。
资料来 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６ ）， Ｌｉｖ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２３１３３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０４６９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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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献中， Ｗｕ 和 Ｄｕ （２００６） 指出了老龄化久期的重要性。 他

们将该指标定义为， 一个国家步入人口老龄化后的时间长度。 他们认为， 中

国应该将老龄化挑战与其他有着相似老龄化久期的国家比较。 他们担心老龄

化久期较短的国家几乎没有时间为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准备， 如对发展中国家

来说， 老龄化还伴随着人均资源稀缺的问题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９）。
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可以将它们的经历与一些老龄化久期较长的国家

（主要是西欧国家） 对比。 这些国家的 “财富久期” 很长， 它们都是在富裕

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的， 即先富后老 （ＧＯＡＲ）。 在这些先富后老的国家里，
老年人的权益是在老龄人口占比很小且退休后的预期寿命比现在短了近十年

的时候确定的， 而这些权益很可能在当前环境下不再可持续了。 刚刚步入老

龄化的发展中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 似乎将对老龄化的担忧 （Ｃａｌｖｏ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０２） 错置于此。 先老后富的国家最好能够建立一套在财政上可

持续的退休政策。
关于人口老龄化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人们的生产能力、 消费模式和投资

以及政治行为的，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Ｅｉｓｅｌｅ， １９７４： ７７）。 本章对

Ｗｕ （１９８６） 提出的框架进行了简单的拓展， 用以解释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

在未来将如何平稳过渡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进而提醒我们在政策制定中更多

关注富裕国家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下一部分将回顾 Ｗｕ （１９８６） 的框

架并予以拓展。

关于邬氏人口和收入框架的拓展模型

邬氏模型的拓展框架

先老后富 （ＧＯＢＲ） 的概念在中国学术文献中作为一个参考点已有三十

年。 虽然这一概念一直被作为一个比较性的观点， 但是 Ｗｕ （１９８６） 的逻辑

思想并没有在其提出的老龄化收入框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表 ２ 描述了三种与先老后富 （Ｗｕ， １９８６） 并列的状态： 先富后老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２）、 先富未老以及未富未老。 根据中国文献的实证研究可

知， 中国应该处于 ＰＯ， 即先老后富这一状态 （见本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二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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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分析框架

项　 目
人口特征

老龄化 非老龄化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高收入水平 先富后老（ＲＯ） 先富未老（ＲＹ）

中低收入水平 先老后富（ＰＯ） 未富未老（ＰＹ）

　 　

表 ３　 部分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４ 年按分析框架分类

项　 目
人口特征

老龄化 非老龄化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高收入水平

澳大利亚、智利、中国香港、韩国、
以色列、意大利、波兰、俄罗斯、新
加坡、斯洛文尼亚、美国、乌拉圭

巴林、文莱、赤道几内亚、科威

特、卡塔尔、塞舌尔、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低收入水平

巴西、阿根廷、中国、黎巴嫩、毛里

求斯、巴拿马、罗马尼亚、斯里兰

卡、泰国、土耳其、乌克兰

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印度尼

西亚、肯尼亚、利比亚、马来西

亚、墨西哥、南非、越南

　 　

表 ３ 中选取的国家来自附表 １。 本章中所有的经济体均按照统一的框架

进行分类。 本章根据实证定义来界定老龄化的含义， 即年龄在 ６５ 岁及以上

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 ７％以上， 并按照这一定义将各个经济体归类到本章的

分析框架中。 这里的 “富” 是指世界银行对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定义， 如在

２０１４ 年， 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１２６１６ 美元的国家就是高收入水平国家。
各个国家在四个老龄化类别中的总体分布情况 （见附表 １） 可以简单地

总结如下。 先富后老 （ＲＯ） 的国家基本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成员国。 先老后富 （ＰＯ） 的国家则基本上是正在转型中的经济体， 如东

欧国家和中国， 或者是被困在 “中等收入陷阱” 中的国家， 如巴西和秘鲁。
先富未老 （ＲＹ） 的国家几乎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的成员国。 最

后， 未富未老 （ＰＹ） 的国家大部分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以及一些特定的

中等收入国家。 ２０１４ 年， ＲＯ 国家人口中年龄在 ６５ 岁及以上的人口的平均

比重大约为 １６％ ， 而 ＲＹ 国家该比重为 １１ ０８％ （附表 ２）。 ＰＯ 国家总的来

说比 ＰＹ 国家要更年轻， 老龄人口比重分别为 ３ ４１％ 和 ４ １２％ 。 ＰＹ 和 ＰＯ
国家间的相对人均收入差距似乎也是可持续的。 这是因为 “未富” 这一类

别涵盖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这一问题会在下面进行详细探讨。
表 ４ 显示了在特定年份每个类别的国家数量。 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成为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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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总的来说， 数据表明一国人口从年轻化到老龄化的转变要比一个国家

的经济由穷变富的速度快得多。 １９９０ 年， 在 １７２ 个国家中有 ５９ 个老龄化国家

（占比为 ３４ ３０％）， 而高收入的国家只有 ５３ 个 （占比为 ３０ ８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高收入的国家占比也仅为 ３１ ２８％， 但是老龄化国家的比重增加至 ４７ ４９％。

表 ４　 不同年份各类别的国家数量

单位： 个， ％

类别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先富后老（ＲＯ） ３１ １８ ００ ３７ １９ ９０ ４６ ２４ ６０ ４６ ２５ ７０
先老后富（ＰＯ） １７ ９ ９ ３０ １６ １ ２９ １５ ５ ２８ １５ ６
先富未老（ＲＹ） １７ ９ ９ ８ ４ ３ １１ ５ ９ ９ ５ ０
未富未老（ＰＹ） １０７ ６２ ２ １１１ ５９ ７ １０１ ５４ ０ ９６ ５３ ６
总数 １７２ １００ １８６ １００ １８７ １００ １７９ １００
老龄化 ５９ ３４ ３０ ６９ ３７ １０ ８１ ４３ ３２ ８５ ４７ ４９
高收入 ５３ ３０ ８１ ５３ ２８ ４９ ６３ ３３ ６９ ５６ ３１ ２８

　 　 注： 总样本： ２１７ 个国家。 存在缺失值的国家数量： １９９０ 年 ４５ 个， ２０００ 年 ３２ 个， ２０１０ 年 ３１
个， ２０１４ 年 ４０ 个。

在下一部分， 笔者将利用转换矩阵分析法更直接地探讨这些数字的变

化。 ２０１４ 年， 面临先老后富挑战的国家一共有 ２８ 个， 中国则是其中之一。
２０００ 年， 先老后富的国家有 ３０ 个。 有些国家会随着时间在各个类别之间游

走。 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些转变以及背后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变化， 尤其是从

ＰＯ 国家转变为 ＲＯ 的国家， 可以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十分有用的启示，
并为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提供一定的参考。

分析框架的转换矩阵

为了在本章使用的分析框架中研究国家的转变， 笔者保留了对老龄化的

定义， 即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重超过 ７％ 。 同时本章将

“富” 的定义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定义相结合， 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的定义

表示为随着时间变化的现价美元的价值， 即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９９０ 年超过 ６０００
美元， 在 ２０００ 年超过 ９３６１ 美元， 在 ２０１０ 年超过 １１９０６ 美元， 在 ２０１４ 年超

过 １２６１６ 美元。 本章选取了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４ 年的时间跨度， 以便理解中国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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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背景下的老龄化现象。 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步入了老龄化行列， 选用 ２０１４ 年主

要是因为可以获得 ２０１４ 年大部分主要数据。
本章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１９９０ 年， 有 ４５ 个国家的数据存在缺失值， 有的国家缺少人口数据，
有的国家缺少收入数据， 有的国家缺少二者数据。 ２０００ 年， 存在缺失值的

国家数量为 ３１ 个， ２０１０ 年为 ３０ 个， ２０１４ 年为 ３８ 个。 并且， 如果一个国家

在某一年份中受到战事干扰， 那么本章中也会缺少该国这一年的数据样本

（例如， ２０００ 年没有伊拉克的数据， ２０１４ 年没有厄立特里亚和叙利亚的数

据）。 同样， 许多从苏联脱离出来的国家也只在 ２０００ 年的样本中出现， 缺少

１９９０ 年的数据。 由于本章只关注那些随着时间变化游走在不同类别之间的

国家的比重， 因此考虑到本章的研究目的， 笔者使用的是在每个时间点上所

有数据可获得的样本， 而不是从头至尾保持一致的样本。
表 ５ 给出了一个 ４ × ４ 的转换矩阵 Ｔ， 该矩阵表示 １９９０ 年属于某个类

别， ２０１４ 年却被划分为另一个类别的国家数量。 没有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

改变类别的国家则位于对角线上。 这一矩阵说明了， 没有一个 ＲＯ 国家在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１４ 年这两个时点之间变换类别。 也就是说， 所有在 １９９０ 年属于

先富后老的国家在 ２０１４ 年仍然属于该分类。 大多数 ＰＹ 国家在这两个时点

之间的分类也未改变， 仍为未富未老的国家。

表 ５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４ 年不同类别中国家转移数量

　 ２０１４ 年
　 １９９０ 年

先富后老（ＲＯ） 先老后富（ＰＯ） 先富未老（ＲＹ） 未富未老（ＰＹ）

先富后老（ＲＯ） ２９ ０ ０ ０
先老后富（ＰＯ） ５ １１ ０ ０
先富未老（ＲＹ） ４ ０ ６ ３
未富未老（ＰＹ） ２ １４ ２ ８４

　 　

表 ６ 则在表 ５ 的基础上描述了相关的转换百分比。 数据显示， 最有可能

发生的转变实际上是从 ＰＯ 国家转变为 ＲＯ 国家， 这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

的方向。 １９９０ 年属于 ＰＯ 类别的国家中有大约 ３１％的国家在 ２０１４ 年以前就

已转变为 ＲＯ 国家， 剩下的 ６９％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老龄化国家似乎

比年轻化的国家更容易转变为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中国的先老后富的挑战

可能比中国人想象的更容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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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４ 年不同类别中国家转移数量百分比

　 ２０１４ 年
　 １９９０ 年

先富后老（ＲＯ） 先老后富（ＰＯ） 先富未老（ＲＹ） 未富未老（ＰＹ）

先富后老（ＲＯ） １００ ０ ０ ０

先老后富（ＰＯ） ３１ ６９ ０ ０

先富未老（ＲＹ） ３１ ０ ４６ ２３

未富未老（ＰＹ） ２ １４ ２ ８２

　 　

另外， １９９０ 年处于 ＰＯ 类别的国家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在 ２４ 年以后即

２０１４ 年仍然处于 ＰＯ 组别， 老龄化本身肯定不是通往富裕的道路。 另外，
１９９０ 年处于 ＰＹ 组的国家中有 １４％ 的国家在 ２０１４ 年转换到了 ＰＯ 组。 如果

一个国家没有石油资源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转变为老龄化国家的可能性比其

转变为富裕国家的可能性大。
本章对 “未富” 的定义还是比较粗略的， 因为它包含了类别广泛的经

济体， 既包括不断变化的中上等收入的经济体， 也包括最不发达的经济体。
下一步， 笔者要把 “未富” 这一类别细化为 “低收入”、 “中低收入” 和

“中高收入”。 在划分该类别时笔者使用的人均国民收入标准为： １９９０ 年分

别为 ５４５ 美元、 ２２００ 美元、 ６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００ 年分别为 ７６０ 美元、 ３０３０ 美元

和 ９３６１ 美元；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为 ９７５ 美元、 ３８５５ 美元和 １１９０６ 美元； ２０１４ 年分

别为 １０３５ 美元、 ４０８５ 美元和 １２６１６ 美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表 ７ 描述了老龄化和不同收入类别之间的转换。 这里， “未富” 被细化

为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和 “低收入” 三类。 一共有 ５ 个在 １９９０ 年步

入老龄化的国家在 ２０１４ 年转变成了高收入国家， 其中 １ 个原本是中低收入

国家， 其余 ４ 个原本是中高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为中国想要做出的转型提供

了先例， 即由老龄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转变成老龄化的高收入国家。
表 ８ 描述了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１４ 年各个国家随着老龄化和收入变化而在各组

之间转换的情况。 但是这些转变的路径以往并没有被研究过。 数据显示，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 只有中国从未富未老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且老龄化国家。 其

他国家则由不同的路径转变为不同的类别， 例如， 阿尔巴尼亚、 萨尔瓦多、
黎巴嫩、 泰国、 突尼斯由中低收入且年轻化的类别转换到了中高收入且老龄

化的类别。 白俄罗斯、 牙买加、 罗马尼亚在 １９９０ 年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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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４ 年不同细分类别中国家转移数量

　 ２０１４ 年

　 １９９０ 年

老龄化 非老龄化

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低收入

老龄化

非老

龄化

高收入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中高收入 ４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中低收入 １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高收入 ４ ０ ０ ６ ３ ０ ０

中高收入 ２ ５ ０ １ ７ ０ ０

中低收入 ０ ５ １ ０ １６ ２３ ２

低收入 ０ １ １ １ ０ １４ ２２

　 　

表 ８　 国家或地区转换情况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收入水平 人口特征 收入水平 人口特征
国家

低收入 非老龄化

中低收入 非老龄化

孟加拉国、加纳、印度、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

塔尼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塔吉克

斯坦、越南、赞比亚

中低收入 老龄化 斯里兰卡

中高收入 老龄化 中国

高收入 非老龄化 赤道几内亚

中低收入

非老龄化

老龄化

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中高收入

非老龄化

老龄化

老龄化

科摩罗∗、津巴布韦∗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斐济、约
旦、哈萨克斯坦、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巴拉圭、秘鲁、
萨摩亚、苏里南、汤加、土库曼斯坦

阿尔巴尼亚、萨尔瓦多、黎巴嫩、泰国、突尼斯

波兰

白俄罗斯、牙买加、罗马尼亚

中高收入
非老龄化

老龄化

高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老龄化

老龄化

智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巴西、哥斯达黎加、毛里求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土耳其

捷克共和国、俄罗斯、斯洛伐克共和国、乌拉圭

高收入 非老龄化
中高收入 非老龄化 加蓬∗、伊拉克∗、利比亚∗

高收入 老龄化 巴哈马、韩国、中国澳门、新加坡

　 　 注： ∗表示该国家人均收入转移为较低收入水平。
资料来源： 笔者利用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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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由中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国家。 另外， 巴西、 哥斯达黎加、
毛里求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土耳其则由年轻化转变为老龄化， 但是

收入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
将中国与其他近年来转变为高收入类别的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在这

些国家中， 赤道几内亚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是唯一一个没有步入老

龄化的国家。 智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则由中高收入且年轻化的国家

转变为高收入且老龄化的国家。 １９９０ 年， 波兰就已经步入老龄化了， 但是

在 ２０１４ 年波兰的收入状况由中低收入变成了高收入。
已经成功由中高收入转变为高收入且一直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有乌

拉圭、 捷克共和国、 俄罗斯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这种转变正是中国所追求

的目标。 与之相对比， 表 ８ 的最后一行显示， 中国澳门以及一些已经是高

收入类别的东亚邻邦国家近年来也步入了老龄化的行列， 包括韩国和新加

坡。 中国澳门以及这些国家就是先富后老 （ＧＯＡＲ） 的例子。 换句话说，
以前， 年轻化国家或地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是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现

在这一模式似乎变为了人口老龄化新的起飞点。 中国转型可以从这些示例

中寻找经验。

先老后富： 比较研究

一国要想成功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 必须有质量相对较高

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 并且高新技术产品在该国的出口产品中要占据较高

的份额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Ｃａｉ （２０１２） 认为中国要想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就必须： ①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消费拉动型； ②将劳动

力密集的产业转移到国家的中西部； ③加快科技赶超。 当前的 “十三五”
规划可以在广泛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等 （２０１４） 指出良好的教育水平是一国成功转型为高收入

国家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中国中等教育的平均年限与那些最近成功由

中等收入类别转型为高等收入类别的国家相比仍然很低 （见图 ５）。 在 “十
三五” 规划的带动下， 中国正在努力普及高等教育 （见图 ６）。 最近的一份

世界银行报告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 １１） 指出， 我们有理由对东亚不断提高

的受教育率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由于中国未来的工作年限很有可能会延

长， 而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了比前几代人更好的教育， 他们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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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５ 岁及以上中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数 （中国与由先老后富

　 　 转变为先富后老的国家对比）

资料来源： Ｂａｒｒｏ， Ｒ Ｊ ａｎｄ Ｌｅｅ， Ｊ Ｗ （２０１３），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４： １８４ － １９８。

图 ６　 １５ 岁及以上中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数 （中国与先老后富国家对比）

资料来源： Ｂａｒｒｏ， Ｒ Ｊ ａｎｄ Ｌｅｅ， Ｊ Ｗ （２０１３），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４： １８４ － １９８。

来的工作做了更充足的准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中国陷入 “中等收入

陷阱”。 中国不仅需要努力提高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水平， 而且需要提高教育

的质量。 例如， 由乡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者通常无法胜任城市空缺的职位，

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却又找不到工作 （Ｃａｉ， ２００７）。 总的来说， 虽然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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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在减少， 但是国家应该确保他们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本， 应保证年轻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学习 （Ｃａｉ， ２０１２）。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等 （２０１４） 还提出一国收入水平成功提升的第二个必要因素

是高新技术产品要在该国出口总量中占据相对较高的比重。 在这一点上， 中

国的数值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离群值。 即使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

相比， 中国制造业出口量和对高新产业的投资也很高。 这种情况自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一直持续至今 （见图 ７）。 这是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极大成

功， 甚至代替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竞争者的出口， 包括印度、 巴西、 墨西哥、
马来西亚、 泰国以及越南 （Ｐｈ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如果用研发费用占 ＧＤＰ 的百

分比来衡量一国未来出口高新产品的潜力， 中国 ２００５ 年就已经超越了近年来

转型为高收入类别的老龄化的所有国家 （ＯＥＣＤ 国家除外） （见图 ８）。

图 ７　 各国高新技术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 （中国与由先老后富

　 　 转变为先富后老的国家及 ＯＥＣＤ 成员国对比）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这些简单的比较说明了中国很有可能从先老后富的国家过渡到先富后老

的国家， 就像 １９９０ 年以来的乌拉圭、 捷克共和国、 俄罗斯以及斯洛伐克共

和国。 另外， 当前有许多东亚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想要在未来做出相同的

转型， 中国的成败将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典型先例， 即一个国家在转型早期出

现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变长的情况并不一定会阻碍经济的进步， 反而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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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各国研发费用支出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中国与由先老后富

　 　 转变为先富后老及 ＯＥＣＤ 成员国对比）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讨　 论

近三十年来，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努力充分利用中国不断消失的人

口红利。 这种努力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之上， 政策制定者担

心国家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这一转折点的过早到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

负面影响。 这一担忧背后的事实是， 中国不像东北亚的邻邦国家， 中国在达

到高收入水平之前就已经成为老龄化国家， 这给中国带来了人均产出减少的

压力， 从而阻碍了中国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
本章回顾了这些担忧是如何开始的： １９８６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家

邬沧萍写了一篇文章， 表明了对中国经济的忧虑。 本章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拓

展， 在 “先老后富” 的观点上，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包含四种状态的框架。

因此， 本章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出了与前者不同却相关的观点。 例

如， 本章发现中国是 ３０ 个先老后富国家之一。 同样， 近年来在没有石油资

源的国家中， 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先步入高收入群组的。 中国的目标也

是同样的。 如果中国成功了， 中国将成为 １９９０ 年以后成功迈出这一步的第

五个国家， 另外四个国家分别是乌拉圭、 捷克共和国、 俄罗斯和斯洛伐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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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
除了在当前的工资和人口结构环境下对中国的转型可能性做出比较分析

外， 本章还引出了老龄化对经济存在不同影响的问题。 如果两个国家只有老

龄化人口比重相同 （以及相同的老龄化速度） 而其他方面都不相同， 那么

在此背景下， 这两个国家的老龄人口会因相关养老金待遇、 资产所有权比

例、 权利以及退休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等不同而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另外，
不同国家老龄人口所处的更广义上的宏观环境也不同。 比如， 累积的人均公

共负债以及工作年龄人口收入的上升或者下降比例等不同。 同样重要的是，
不同国家的老龄人口有着不同的可获得利益和相对政治权利。 Ｗｕ （１９８６）
发现， 老龄人口的经济问题远比以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因变量的简

单线性方程复杂。
在这里， 笔者希望大家能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背后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有一

个更加细致的认识。 这对其他国家同样适用。 对所有老龄化国家来说， 在经

历了预期寿命增加和生育率降低以后都必须注意其他影响老龄化的因素， 如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中国计

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战后富裕国家生育率的增加所产

生的婴儿潮也是个例子。 这些事例反映了不同国家人口的增减变化以及其异

质性 （Ｉ·ｍｒｏｈｏｒｏｇ̌ｌｕ， ２００７）。
Ｗｕ （１９８６） 对中国老龄化研究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强调了人口兴衰围绕

着国家财富积累的时机重要性， 并将结果包含在代际经济计划中。 在中国，
老龄化是先于经济富裕到来的。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 韩国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的成员国， 这些国家在走向经济富裕的时候仍然是年轻化的。
实际上， 这种区别意味着即使中国很快就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中国

的大批老龄人口仍然在贫穷中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并且他们的利益是

在国家处于 “未富” 状态下积累的。 相反的是， 富裕国家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则是在经济富裕中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 以至于一些研究者很担心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代人会消耗掉所有的资源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本章以及笔者所知道的其他文章中并没有直接比较 ＧＯＢＲ 和 ＧＯＡＲ 经

济体潜在的不同经济结果。 这种被忽略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和经济问题的方

法， 可能会低估发达国家潜在的老龄化风险， 以及错误估计中国和其他

ＧＯＢＲ 国家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问题。 例如， 蔡昉在 ２０１２ 年指出中国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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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来发展经济的空间 （Ｃａｉ， ２０１２）。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ＯＥＣＤ 成员国在推动经济前沿的同时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这些国家在

发展的同时需要支付更多的老龄人口累积的抚养费。
Ｌｉ （２００６） 也提出了对中国的忧虑， 他认为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中国儿童

抚养率会超过老年人抚养率， 这将使中国被迫进入 “老龄化社会”。 如果

进一步对本章中新提出的 “老龄化经济” 进行研究， 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

种忧虑。 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理解在经济中不再活跃的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所占的比重对经济产生的动态影响， 并且按照这一理论估计经济体受

到的实际影响。 而不同的因素对各国家产生的影响不同， 同时当我们需要

实施积极的政策来维持老龄化带来的相关成本时， 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形成

一个衡量老龄化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指标。

结　 论

在近三十年中，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为步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做准备。
但中国国内文献及相关的外文文献在研究中国是否能跨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

列时，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老龄化环境非常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但在

本章中， 笔者基于跨国背景研究了中国老龄化问题并发现， 中国仅仅在老龄

人口总数上是离群值， 在老龄人口占比上却不是。 并且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

在富裕前就面临老龄化的国家， 而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解决的。 在这里， 笔

者找到了四个先老龄化后跨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的国家， 而这正是中国所

追求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应该及时地深入探究先老后富会给中国带来哪

些优势， 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 例如， 中国的研究者大都强

调中国应继续赶超经济水平， 从而支持其在老龄化过程中的转型。 同时， 在

当前老龄化的背景下， 中国有界定 “老龄化社会” 的相对自由， 而这可能

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础。 与之相对比的是， 先富后老的国家则必须改变过去

的老龄化制度来管理现在的老龄化人口， 因为这些国家制定的这些制度是其

处于国家收入水平较高而老龄人口占比较小、 预期寿命较短的阶段制定的，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而像中国这样的 ＧＯＢＲ 国家， 其在经济转型的同时管

理老龄化面临的政治和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可能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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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制定的计划是在2020年左右，中国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水平，

2014年高收入的标准为人均年收入为126 16美元，而中国2014年人均G DP

是 7590美元。中国能否在接下来几十年中顺利转型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劳动

人口比重下降、失去工资优势的情况下增加人均产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

教育和科技更新换代以及长期坚持的沿海经济开放政策，使中国的转型在广

泛意义上还是很成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其他同样处于人口和收入转型阶段（即先老后

富）的国家要想成功转型，还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随着时间的变化动态地

影响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如果可以将老龄化人口这一概念从经济背景和老

龄化的动态影响中分离开来，将有助于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老龄化人口

对经济的影响。老龄化可能并不会导致经济放缓，但是一国人口特征转化为

老龄化会使这个国家出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经济”，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

影响。

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这些研究可以更好地挖掘老龄化对

不同类别的经济体的影响。这不仅可以为面临老龄化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启示，而且可以给那些不同于先老后富国家但也面临棘

手的老龄化问题的先富后老国家提供一定的参考。更加深入地探讨老龄化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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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１　 各国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４ 年按分析框架的分类情况

国家 ／ 地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阿富汗 ４ ４ ４

阿尔巴尼亚 ４ ２ ２ ２ ２

阿尔及利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安道尔 ３ ３ ３ ３

安哥拉 ４ ４ ４ ４ ４

安提瓜和巴布达 １ １ １ １ １

阿根廷 ２ ２ ２ ２ ２

亚美尼亚 ４ ２ ２ ２ ２

阿鲁巴岛 １ １ １ １

澳大利亚 １ １ １ １ １

奥地利 １ １ １ １ １

阿塞拜疆 ４ ４ ４ ４ ４

巴哈马群岛 ３ ３ ３ ３ １

巴林 ３ ３ ３ ３ ３

孟加拉国 ４ ４ ４ ４ ４

巴巴多斯 １ １ １ １ １

白俄罗斯 ２ ２ ２ ２ ２

比利时 １ １ １ １ １

伯利兹 ４ ４ ４ ４ ４

贝宁 ４ ４ ４ ４ ４

不丹 ４ ４ ４ ４ ４

玻利维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２ ２ ２ ２

博茨瓦纳 ４ ４ ４ ４ ４

巴西 ４ ４ ４ ４ ２

文莱 ３ ３ ３ ３ ３

保加利亚 ２ ２ ２ ２ ２

布基纳法索 ４ ４ ４ ４ ４
布隆迪 ４ ４ ４ ４ ４
柬埔寨 ４ ４ ４ ４
喀麦隆 ４ ４ ４ ４ ４
加拿大 １ １ １ １ １
佛得角 ４ ４ ４ ４ ４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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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 地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加勒比国家联盟 ４ ４ ２ ２ ２

中非共和国 ４ ４ ４ ４ ４

乍得 ４ ４ ４ ４ ４

海峡群岛 １ １ １ １

智利 ４ ２ ２ １ １

中国 ４ ４ ２ ２ ２

哥伦比亚 ４ ４ ４ ４ ４

科摩罗 ４ ４ ４ ４ ４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４ ４ ４ ４ ４

刚果共和国 ４ ４ ４ ４ ４

哥斯达黎加 ４ ４ ４ ２ ２

科特迪瓦 ４ ４ ４ ４ ４

克罗地亚 ２ １ １ １

古巴 ２ ２ ２ ２ ２

塞浦路斯 １ １ １ １ １

捷克共和国 ２ ２ １ １ １

丹麦 １ １ １ １ １

吉布提 ４ ４ ４ ４ ４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４ ４ ４ ４ ４

厄瓜多尔 ４ ４ ４ ４ ４

埃及 ４ ４ ４ ４ ４

萨尔瓦多 ４ ４ ４ ２ ２

赤道几内亚 ４ ４ ３ ３ ３

厄立特里亚 ４ ４ ４ ４

爱沙尼亚 ２ １ １ １

埃塞俄比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斐济 ４ ４ ４ ４ ４

芬兰 １ １ １ １ １

法国 １ １ １ １ １

法属波利尼西亚 ３ ３ ３ ３ １

加蓬 ３ ４ ４ ４ ４

冈比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格鲁吉亚 ２ ２ ２ ２ ２

德国 １ １ １ １ １

加纳 ４ ４ ４ ４ ４

希腊 １ １ １ １ １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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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 地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格林纳达 ２ ２ ２ ２ ２

危地马拉 ４ ４ ４ ４ ４

几内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几内亚比绍 ４ ４ ４ ４ ４

圭亚那 ４ ４ ４ ４ ４

海地 ４ ４ ４ ４

洪都拉斯 ４ ４ ４ ４ ４

中国香港 １ １ １ １ １

匈牙利 ２ １ １ １

冰岛 １ １ １ １ １

印度 ４ ４ ４ ４ ４

印度尼西亚 ４ ４ ４ ４ ４

伊朗 ４ ４ ４ ４ ４

伊拉克 ３ ４ ４ ４

爱尔兰 １ １ １ １ １

以色列 １ １ １ １ １

意大利 １ １ １ １ １

牙买加 ２ ２ ２ ２ ２

日本 １ １ １ １ １

约旦 ４ ４ ４ ４ ４

哈萨克斯坦 ４ ４ ２ ４ ４

肯尼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基里巴斯 ４ ４ ４ ４ ４

韩国 ３ １ １ １ １

科索沃 ４ ４

科威特 ３ ３ ３ ３ ３

吉尔吉斯共和国 ４ ４ ４ ４ ４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４ ４ ４ ４ ４

拉脱维亚 ２ ２ ２ １

黎巴嫩 ４ ２ ２ ２ ２

莱索托 ４ ４ ４ ４ ４

利比里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利比亚 ３ ４ ４ ３ ４

立陶宛 ２ １ １

卢森堡 １ １ １ １ １

中国澳门 ３ １ １ １ １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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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地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马其顿 ２ ２ ２ ２ ２

马达加斯加 ４ ４ ４ ４ ４

马拉维 ４ ４ ４ ４ ４

马来西亚 ４ ４ ４ ４ ４

马尔代夫 ４ ４ ４ ４ ４

马里 ４ ４ ４ ４ ４

马耳他 １ １ １ １ １

毛里塔尼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毛里求斯 ４ ４ ４ ２ ２

墨西哥 ４ ４ ４ ４ ４

密克罗尼西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摩尔多瓦 ２ ２ ２ ２ ２

蒙古 ４ ４ ４ ４ ４

黑山共和国 ２ ２ ２ ２

摩洛哥 ４ ４ ４ ４ ４

莫桑比克 ４ ４ ４ ４ ４

缅甸 ４

纳米比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尼泊尔 ４ ４ ４ ４ ４

荷兰 １ １ １ １ １

新喀里多尼亚 ３ ３ ３ １ ２

新西兰 １ １ １ １ １

尼加拉瓜 ４ ４ ４ ４ ４

尼日尔 ４ ４ ４ ４ ４

尼日利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北美 １ １ １ １ １

挪威 １ １ １ １ １

巴基斯坦 ４ ４ ４ ４ ４

巴拿马 ４ ４ ４ ４ ２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巴拉圭 ４ ４ ４ ４ ４

秘鲁 ４ ４ ４ ４ ４

菲律宾 ４ ４ ４ ４ ４

波兰 ２ ２ ２ １ １

葡萄牙 １ １ １ １ １

波多黎各 １ １ １ １ １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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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 地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卡塔尔 ３ ３ ３ ３ ３

罗马尼亚 ２ ２ ２ ２ ２

俄罗斯联邦 ２ ２ ２ ２ １

卢旺达 ４ ４ ４ ４ ４

萨摩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４ ４ ４ ４

沙特阿拉伯 ３ ４ ３ ３ ３

塞内加尔 ４ ４ ４ ４ ４

塞尔维亚 ２ ２ ２ ２

塞舌尔 ４ ２ １ ２ ３

塞拉利昂 ４ ４ ４ ４ ４

新加坡 ３ １ １ １ １

斯洛伐克 ２ ２ １ １ １

斯洛文尼亚 １ １ １ １

所罗门群岛 ４ ４ ４ ４ ４

索马里 ４

南非 ４ ４ ４ ４ ４

南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南苏丹 ４ ４

西班牙 １ １ １ １ １

斯里兰卡 ４ ４ ４ ２ ２

圣卢西亚 ２ ２ ２ ２ ２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４ ４ ２ ４ ２

苏丹 ４ ４ ４ ４ ４
苏里南 ４ ４ ４ ４ ４
斯威士兰 ４ ４ ４ ４ ４
瑞典 １ １ １ １ １
瑞士 １ １ １ １ １
叙利亚 ４ ４ ４ ４ ４
塔吉克斯坦 ４ ４ ４ ４ ４
坦桑尼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泰国 ４ ４ ２ ２ ２
东帝汶 ４ ４ ４ ４
多哥 ４ ４ ４ ４ ４
汤加 ４ ４ ４ ４ 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４ ４ １ １ １
突尼斯 ４ ４ ２ ２ ２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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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地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土耳其 ４ ４ ４ ２ ２
土库曼斯坦 ４ ４ ４ ４ ４
乌干达 ４ ４ ４ ４ ４
乌克兰 ２ ２ ２ ２ ２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３ ３ ３ ３ ３
英国 １ １ １ １ １
美国 １ １ １ １ １
乌拉圭 ２ ２ ２ １ １
乌兹别克斯坦 ４ ４ ４ ４ ４
瓦努阿图 ４ ４ ４ ４ ４
委内瑞拉 ４ ４ ４ ３ ３
越南 ４ ４ ４ ４ ４
西岸和加沙 ４ ４ ４ ４
也门 ４ ４ ４ ４ ４
赞比亚 ４ ４ ４ ４ ４
津巴布韦 ４ ４ ４ ４ ４

　 　 注： ①１、 ２、 ３、 ４ 分别表示先富后老 （ＲＯ）、 先老后富 （ＰＯ）、 先富未老 （ＲＹ）、 未富未老 （ＰＹ）；
②空白处表示该年并无该国家的数据。

附表 ２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各分类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统计描述

类　 别 统计量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先富后老

均 值 １２ ６２ １３ １１ １４ ５９ １５ ９９

标准差 ２ ４６ ３ ２０ ３ ５９ ３ ９８

最大值 １７ ７８ １８ ０７ ２２ ９４ ２５ ７１

最小值 ８ ０５ ７ ０８ ７ ２０ ７ １２

先富未老

均 值 ９ ８１ １１ ４２ １０ ８５ １１ ０８

标准差 １ ８５ ２ ９０ ３ ５２ ３ ５２

最大值 １３ １６ １６ ５８ １８ ３７ １９ ７３

最小值 ７ ２０ ７ ０７ ７ ０３ ７ １５

先老后富

均 值 ３ ７７ ３ １５ ３ １６ ３ ４１

标准差 １ ８０ １ ８０ １ ９６ ２ １４

最大值 ６ ７１ ５ ９５ ６ ９５ ６ ８３

最小值 １ １７ １ ０６ ０ ６９ １ ０４

未富未老

均 值 ３ ７７ ４ ００ ４ ０９ ４ １２

标准差 ０ ９９ １ ２２ １ ２７ １ ２７

最大值 ６ ６９ ６ ９３ ６ ８０ ６ ７６

最小值 ２ ２１ １ ９１ ２ ２７ ２ ３１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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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３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各分类人均 ＧＤＰ 的统计描述

类　 别 统计量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先富后老

均 值 １９２０２ ６４ ２３５９１ ８７ ３５６６９ ８８ ３７１５３ ９７

标准差 ８４７６ ８６ １００５９ ０５ ２００７６ ９７ ２１１４１ ０６

最大值 ３８３３２ １５ ４８８２６ ５５ １０２８６３ １０ ９７３６３ ０９

最小值 ６３２５ ２４ １００９４ ７６ １１９３８ ２２ １２７３５ ９２

先富未老

均 值 １１９２６ ８８ ２０４７２ ３７ ２７６８３ ４７ ３５１８７ ５１

标准差 ５５２１ ０９ ７８３５ ８９ １７５６６ ２１ ２７４７９ ５６

最大值 ２７９８９ ３ ３４２０７ ５４ ７０８７０ ２３ ９７５１８ ６１

最小值 ６２５０ ６４ １２５７９ ６０ １１９３３ ７８ １５３５９ １８

先老后富

均 值 ２３９５ ３６ ３３９０ ６８ ６２５９ ３５ ７１８９ ９０

标准差 ８９８ ７３ ２２６２ ０３ ２８１４ ７６ ３００１ ９１

最大值 ４３１８ ７７ ７６６９ ２７ １１３７９ ２４ １２５６８ ５７

最小值 ９７２ ０９ ３５４ ００ １６３１ ５４ ２２３３ ７７

未富未老

均 值 １０３２ ６９ １４５１ ０７ ２６３１ ４３ ２９５０ ５５

标准差 ９３０ ２５ １６２９ ３２ ２４９３ ８８ ２７７３ ７３

最大值 ５２６５ ５０ ８８０８ ８８ １１１２４ ０８ １２２７６ ３９

最小值 ９８ ０３ １２４ ０５ ２１４ ８８ ２５５ ０４

　 　

（李乔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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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检验： 来自上证 Ａ 股
繁荣与崩盘的证据

刘振亚　 罕丹苑妮　 汪仕炫

引　 言

股市泡沫破灭可能触发金融危机并向实体经济扩散。 当前， 一些新兴

的、 相对复杂的时间序列方法不断出现， 有助于加深对泡沫过程的理解。 本

章将使用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上确界增广的迪基 － 富勒 （ ｓｕｐ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以及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广义上确界增广的

迪基 － 富勒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ｅｄ ｓｕｐ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
来检验上证 Ａ 股市场的泡沫。 据我们所知， 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将 ＳＡＤＦ 检验

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应用于上证 Ａ 股市场。
长期以来， 对于投机性泡沫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较受关注的

话题。 许多学者从多种视角提出了多种检验方法来研究这些动态关系。
Ｌｅｈｋｏｎｅｎ （２０１０） 使用久期相依性检验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 方法考察

了中国周度和月度的股票价格。 结果发现， 可以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周度

数据中观察到泡沫， 但从月度数据中看不到泡沫。 这表明， 久期相依性检验

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中的泡沫识别。 Ｙｕ 等 （２０１３） 建议

将方差分解 （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方法和动态自回归 （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方法结合起来度量泡沫风险。 然而不幸的是， 他们的检验方法因过于复杂而

未能被经济学者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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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成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检验方法 ＧＳＡＤＦ， 用于在连

续时间和日期标记数据中侦测多重泡沫。 该方法是 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的广义版

本。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改进了 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 使滚动窗宽的选择更加灵活。
于是，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更加适用于对包含了非线性结构和断点的情况进行

多重泡沫检验。 这种方法成功地识别了 Ｓ＆Ｐ５００ 指数市场在 １８７１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出现的有名的股市繁荣期和崩溃期。
这一结果表明， 在识别上证 Ａ 股市场中多重泡沫下的股市繁荣和泡沫

破灭方面，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相比其他的检验方法更为有效， 所以

本章将使用这两个方法。 本章内容如下： 第二部分对泡沫检验的方法论进行

了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对理论模型做了概述， 第四部分引入了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模型设定和日期标记策略， 第五部分讨论了所用数据， 第六

部分提供了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经验分析结果， 第七部分分析了上

证 Ａ 股市场中每一个周期性泡沫破灭的演进过程， 第八部分总结全文。

文献综述

理性泡沫的概念最初是由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１９７９ａ） 基于其使用世代交叠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模型进行的研究而提出的。 如果当前价格相对于下

一期预期价格的弹性小于 １， 那么就应该存在一种考虑平稳性的向前解法，
从而基于当期价格和未来期望价格之间的关系得出理性预期的求解结果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１９７９ａ）。 紧接着，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１９７９ｂ） 基于理性预期的假设，
构造了几个用于侦测投机性泡沫的模型。 Ｆｌｏｏｄ 和 Ｇａｒｂｅｒ （１９８０） 发展了完

备的理性预期模型来检验价格泡沫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正如理性预期所要求

的那样， 如果当期价格主要由市场价格期望值的变化决定， 那么必定会产生

泡沫。 理性预期模型成为度量市场泡沫的理论基础。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Ｗａｔｓｏｎ
（１９８２） 使用一个动态预测模型， 将理性泡沫解释为资产价格相对于基础价

值的偏离值。 做出这一解释是因为， 尽管理性行为对市场基本面具有真实影

响并能修正价格， 但投机性泡沫仍不受理性行为约束。 然而， 在非理性变量

的干扰之下寻找一个效率较高的方法来检验股票市场的理性泡沫， 并非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
一般而言， 绝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方法会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来寻求侦测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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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的方法， 但是检验方法千差万别。 不同的检验方法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检验

结果。 例如， 方差边界 （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检验 （ Ｓｈｉｌｌｅｒ， １９８１； Ｗｅｓｔ，
１９８７） 拒绝了不存在泡沫的原假设， 但 Ｄｉｂａ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８８ａ） 使用协整

检验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这一方法只能反映协整检验方法功效较低， 而

不能反映爆炸性理性泡沫在股票价格中的存在性。 Ｄｉｂａ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８８ａ） 以及 Ｆｌｏｏｄ 和 Ｈｏｄｒｉｃｋ （１９９０） 都表示， 通过拒绝不存在泡沫的原

假设并不能确认泡沫的存在性， 因为复合原假设事实上已包含了泡沫———一

般认为泡沫是逐渐生成的， 这表明方差边界检验并不适用于泡沫检验。 另一

个问题是， Ｓｈｉｌｌｅｒ （１９８１）、 Ｗｅｓｔ （１９８７） 以及 Ｄｉｂａ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８８ａ）
提出的检验方法都受线性检验约束。 但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１） 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发

现， 一般的线性检验不能侦测到周期性的泡沫破灭过程， 因为高度非线性的

周期性的泡沫破灭过程通常并不具备单整或者协整的性质。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１）
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通过构造非线性检验模型来成功地侦测周期性的泡沫破

灭过程。
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９８） 基于非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泡沫检验。 Ａｈｍｅｄ 等

（１９９９） 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检验 １０ 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

场泡沫运动的非线性特征， 尽管他们并不确信所估计的基本面是正确的。 通

过吸取现有泡沫检验方法的经验教训， Ｗｕ （１９９７） 提出， 如果泡沫可以看

作状态空间模型中不可观测的状态向量， 那么使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就很容易

识别股票市场的泡沫。 通过 Ｓ＆Ｐ５００ 股票市场数据， Ｗｕ （１９９７） 解释了 ２０
世纪许多股票价格在牛市和熊市中的偏离。 Ｈａｌｌ 等 （１９９９） 建议使用广义

的迪基 －富勒检验方法， 这一方法使用的是马尔可夫转换模型， 从而进行非

线性检验。 这一方法之所以可行， 是因为当 ＡＤＦ 回归参数可在不同机制之

间转换取值时， ＡＤＦ 公式就能与周期性泡沫破灭的动态变化相匹配。 Ｋａｎｇ
（２０１０） 选择使用平滑自回归 （ＳＴＡＲ） 模型来识别中国股票市场的泡沫。
经验结果证实， ＳＴＡＲ 模型所刻画的泡沫非线性运动与真实股票市场上的波

动紧密相关。 然而， Ｋａｎｇ （２０１０） 同时也承认， ＳＴＡＲ 模型不能很好地处理

中国股票市场上泡沫运动过程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动态特征。
最近，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使用递归右侧的单位根检验方法， 解决了

Ｄｉｂａ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８８ａ） 所提出的问题。 他们通过泡沫起始和终止的日期

标记方法， 连续计算 ＤＦ 检验统计量。 这种检验方法被称为 ＳＡＤＦ 检验。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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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ＳＡＤＦ 检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成功地记录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纳斯达克

股票市场上的爆炸性泡沫。 从 Ｈｏｍｍ 和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２０１２） 的研究来看， 在所

有检验方法的蒙特卡罗实验中， ＳＡＤＦ 检验在侦测周期性泡沫破灭过程中表

现出了较大的优越性。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４） 将侦测数据中温和的爆炸性过程

或半鞅过程作为市场诊断预警的方法， 再次表现了递归右侧 ＡＤＦ 检验方法

的适用性。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提出了与 ＳＡＤＦ 检验具有相似侦测机制的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 这两种方法都是通过递归右侧 ＡＤＦ 检验方法来侦测周期性的

泡沫破灭过程。 差别在于： ＳＡＤＦ 检验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窗宽， 其起始

点是固定的， 而终结点是不断变化的； ＧＳＡＤＦ 检验通过一个灵活的窗宽

滚动方法， 扩展了样本数据的覆盖区间， 用以克服 ＳＡＤＦ 检验的缺陷。 这

种修正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固定了起始点， ＳＡＤＦ 检验只能用于识别单一

泡沫的存在性问题。 ＧＳＡＤＦ 检验设计程序扩展了侦测范围， 从而可以识

别多重泡沫下所有股市繁荣和崩盘的时间段。 在这一阶段， ＧＳＡＤＦ 检验

很可能已是最为先进的泡沫侦测方法。 本章也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上证 Ａ 股

市场的研究。

理论模型背景

本节侧重介绍了泡沫侦测模型的基础理论。 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设

下， Ｌｅｈｋｏｎｅｎ （２０１０） 认为， 股票市场价格可以偏离基础价值， 这种偏离是

由理性交易者而不是由非理性交易者引起的。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Ｗａｔｓｏｎ （１９８２）、
Ｄｉｂａ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８８ａ） 以及 Ｆｌｏｏｄ 和 Ｈｏｄｒｉｃｋ （１９９０） 认为， 股票价格和

基础价值之间的偏离是由理性驱动型泡沫引起的， 而且偏离的大小应该等于

泡沫的大小。
在有效市场假设下， 市场将在风险资产的期望回报等于投资者要求的回

报时， 实现无套利均衡。 我们假设 ｔ 时期的股票价格是 Ｐ ｔ， 并且 ｔ ＋ １ 时期

的股票分红是 Ｄｔ ＋ １。 那么， Ｒ ｔ ＋ １是 ｔ ＋ １ 时期的资产回报， 并且受到股票价格

变化和分红变化的影响。 于是就有式 （１）：

Ｒｔ＋１ ＝
Ｐｔ＋１ － Ｐｔ ＋ Ｄｔ＋１

Ｐｔ
＝

Ｐｔ＋１ ＋ Ｄｔ＋１

Ｐｔ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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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预期假设下， 有式 （２）：

Ｅｔ（Ｒｔ＋１） ＝ ｒｔ＋１ （２）

在式 （２） 中， Ｅ ｔ 表示 ｔ 时期给定信息集的条件数学期望； ｒｔ ＋ １等于时

变的要求回报率。
式 （３） 表示， 当前的股票价格等于 ｔ ＋ １ 时期的股票价格与分红之和的

期望除以要求的回报率。 通过迭代求解的方法， 可以在均衡条件下求解出资

产的基础价值。

Ｐｔ ＝
Ｅｔ（Ｐｔ＋１ ＋ Ｄｔ＋１）

１ ＋ ｒｔ＋１
（３）

从式 （４） 可以推导出含有泡沫变量的式 （５）：

Ｐ∗
ｔ ＝ 

∞

ｉ ＝ １

Ｅｔ（Ｄｔ＋ｉ）

∏ ｉ

ｊ ＝ １
（１ ＋ ｒｒ＋ｊ）

（４）

Ｐｔ ＝ Ｐ∗
ｔ ＋ Ｂｔ （５）

在式 （５） 中， Ｂ ｔ 是理性的价格泡沫， Ｂ ｔ ＝ Ｅ ｔ （Ｂ ｔ ＋ １） ／ （１ ＋ ｒｔ ＋ １）。 式

（５） 说明， 泡沫因素 Ｂ ｔ 驱动股票价格 Ｐ ｔ 偏离于基础价值 Ｐ∗
ｔ 。 平均而言，

这种泡沫因素使用要求的回报率 ｒｔ ＋ １进行折现。 Ｆｌｏｏｄ 和 Ｈｏｄｒｉｃｋ （１９９０） 重

新将泡沫模型写为式 （６）：

Ｂｔ＋１ ＝ Ｂｔ × （１ ＋ ｒｔ＋１） ＋ Ｂ
～

ｔ＋１ （６）

在式 （６） 中， Ｂ
～

ｔ ＋ １ ＝ Ｂ ｔ ＋ １ － Ｅ ｔ （Ｂ ｔ ＋ １）。 Ｂ ｔ 是股票价格泡沫， Ｂ
～

ｔ ＋ １反映

的是泡沫中产生的信息， 它的均值为 ０。
在理性的投机性泡沫模型中，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Ｗａｔｓｏｎ （１９８２） 将泡沫的形

成和破灭过程描述如式 （７）：

Ｂｔ＋１ ＝
（１ ＋ ｒｔ＋１）Ｂｔ

π ＋ ｕｔ＋１
ｐｒｏｂ ＝ π
ｐｒｏｂ ＝ １ － π( )

ｕｔ＋１

{ （７）

从上面的数学期望表达式来看， 我们可以观察到， 泡沫因素 Ｂ ｔ 在概率

π 下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长， 并且以概率 １ － π 破灭， 恢复到初始值 ｕｔ ＋ １， 其

中 ｕｔ ＋ １是均值为 ０ 的随机变量。 如果泡沫没有破灭， 那么投资者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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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 ＋ １的回报， 该回报等于投资补偿加上风险价值。 换句话说， 如果投资者希

望通过泡沫成分的未来升值对过高的买入价格 （超过基础价值） 进行补偿，
那么泡沫成分的价值就必须是正的。

若股票市场出现理性泡沫， 这将引致市场繁荣或金融崩溃。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的结论是， 金融繁荣产生于定价失误或者股票价格对基础价值响应

的偏离。 在文献中， 市场繁荣的产生条件有两类。 在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看

来， 第一类条件就是市场繁荣产生于行为因素， 第二类条件与基础价值自身

对贴现率的高度敏感性有关， 即这种高度敏感性迫使价格增长能够模拟泡沫

的膨胀过程。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１） 认为， 标准的线性方法无法识别实证检验中的周期性泡

沫破灭过程， 只有非线性泡沫侦测模型才能避免这种错误。 在这之后，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１） 建议通过式 （８） 来描述周期性的泡沫破灭过程：

Ｂｔ＋１ ＝
（１ ＋ ｒ）Ｂｔｕｔ＋１ 　 　 　 　 　 　 　 　 　 　 　 　 　 　 　 Ｂｔ ≤ α

｛δ ＋ π －１（１ ＋ ｒ）θｔ＋１［Ｂｔ － （１ ＋ ｒ） －１δ］｝ｕｔ＋１ Ｂｔ ＞ α{ （８）

在式 （８） 中， δ 和 α 都是正的参数， 其中 ０ ＜ δ ＜（１ ＋ ｒ） α， ｕｔ ＋ １是一个

外生的、 独立同分布的、 正的随机变量， 其中 Ｅ ｔｕｔ ＋ １ ＝ １ 并且符合伯努利过

程 （独立于 ｕ）， 即以概率 π 取值为 １， 以概率 １ － π 取值为 ０， 其中 ０ ＜ π≤
１。 如果 Ｂ ｔ≤α， 那么该泡沫将以平均速率 １ ＋ ｒ 持续增长。 但如果 Ｂ ｔ ＞ α，

那么泡沫将以一个爆炸性的速率 π － １ （１ ＋ ｒ） 快速增长， 并且每一期泡沫破

灭的概率都是 １ － π。 一旦泡沫破灭， 它将下降到其均值 δ， 这一过程又重

新开始。 于是， 泡沫的演进过程是周期性的、 递归的。 不仅如此， 一般而言

如果 π 接近于 １， 那么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泡沫发生的时点。 当 π 越来越小

的时候， 单位根检验就会失去其侦测功效。 即当 π 收缩时， 泡沫成分 Ｂ ｔ 的

爆炸性变得不那么显著了。 此时， 单位根检验不再可行。
为了有效地使用单位根检验侦测泡沫的爆炸性，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利

用了递归回归方法和右侧单位根检验。 在侦测温和的爆炸性过程或半鞅行为

时， 这种检验方法比左侧单位根检验更实用。 ＳＡＤＦ 检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可以直接检验股票价格， 而不需要计算基础价值， 并快速地捕获单

个泡沫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比照 ＳＡＤＦ 检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修正了检

验模型来提升检验方法的灵活性和准确性。 这一新检验方法被称为广义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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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Ｆ （ＧＳＡＤＦ） 检验。 下一部分将详细介绍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模

型设定和日期标记策略。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模型设定与日期标记策略

模型设定

对于金融泡沫侦测的资产定价方程， 我们在此引用了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相同的模型 ［见式 （９）］：

Ｐｔ ＝ ∑
∞

ｉ ＝ ０

１
１ ＋ ｒｆ

( )
ｉ
Ｅｔ（Ｄｔ＋ｉ ＋ Ｕｔ＋ｉ） ＋ Ｂｔ （９）

在式 （９） 中， Ｐ ｔ 是分红之后的价格， Ｄｔ 表示分红， ｒｔ 表示无风险利

率， Ｂ ｔ 是泡沫因素。 式 （９） 等价于式 （４） 和式 （５）， 然后加上一个新的

变量 Ｕｔ， 即不可观测的基础价值。 Ｂ ｔ 满足半鞅的性质， 如式 （１０） 所示：

ＥｔＢｔ＋１ ＝ （１ ＋ ｒｆ）Ｂｔ （１０）

如果在 ｔ 时期不存在泡沫， 即 Ｂ ｔ ＝ ０， 那么有式 （１１）：

Ｐｔ ＝ ∑
∞

ｉ ＝ ０

１
１ ＋ ｒｆ

( )Ｅｔ（Ｄｔ＋ｉ ＋ Ｕｔ＋ｉ） （１１）

资产价格的非平稳性程度由 Ｄｔ 和 Ｕｔ 同时决定。 若 Ｕｔ 是 Ｉ （１） 过程且

Ｄｔ 是差分平稳过程， 那么资产价格爆炸的经验证据可能得出存在泡沫的结

论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现在一个普遍的认识是， 泡沫可以发生在市场繁荣和萧条的任何时期。

然而， 在如何度量和预测泡沫的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正是基于价格分红比率来度量泡沫的。 它们的推导来自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和 Ｓｈｉｌｌｅｒ （１９８８） 的模型设定。
对式 （３） 取对数， 得到式 （１２）：

Ｐｔ ＝ κ ＋ ρｐｔ＋１ ＋ （１ ＋ ρ）ｄｔ＋１ － ｒｔ＋１ （１２）

在此， κ ＝ － ｌｏｇ （ρ） － （１ － ρ） ｌｏｇ （１ ／ ρ － １）。 ρ ＝ １ ／ ［１ ＋ ｅｐ － ｄ］， 其

中ｐ － ｄ是价格—股息率均值。 变量 ｐｔ、 ｄｔ 和 ｒｔ 分别是 Ｐ ｔ、 Ｄｔ 和 Ｒ ｔ 的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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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通过向前迭代求解式 （１２）， 并且对其取期望， 就得到式 （１３）， 式

（１３） 包含了价格—股息率的对数。

ｐｔ － ｄｔ ＝ κ
１ － ρ ＋ ∑

∞

ｉ ＝ ０
ρｉＥｔ（Δｄｒ＋１＋ｉ － ｒｔ＋１＋ｉ） ＋ ｌｉｍ

ｉ→∞
ρｉＥｔ（ｐｔ＋ｉ － ｄｔ＋ｉ） （１３）

我们设定 ｐｆ
ｔ ＝

κ
１ － ρ ＋∑

∞

ｉ ＝ ０
ρｉＥ ｔ （Δｄｔ ＋ １ ＋ ｉ － ｒｔ ＋ １ ＋ ｉ） 为基础价值成分， ｂｔ ＝ ｌｉｍ

ｉ→∞

ρｉＥ ｔ （ｐｔ ＋ ｉ － ｄｔ ＋ ｉ） 为理性泡沫对应的价格成分。 于是有式 （１４）：

ｐｔ － ｄｔ ＝ ｐｆｔ ＋ ｂｔ （１４）

进一步地， Ｅ ｔ （ ｂｔ ＋ １ ） ＝ １
ρ ｂｔ ＝ ［１ ＋ ｅｘｐ （ ｐ － ｄ）］ ｂｔ， ｇ ＝ ［１ ＋ ｅｘｐ

（ｐ － ｄ）］ ＞ ０。 泡沫成分自然对数的对应增长率为 ｇ。
如果不存在泡沫成分， 那么由 ｐｔ ＝ ｄｔ ＋ ｐｆ

ｔ， 即可得到条件 ｂｔ ＝ ０。
由此可以得到式 （１５）：

ｄｔ － ｐｔ ＝ － ｐｆｔ ＝ κ － ｒ
１ － ρ － ∑

∞

ｉ ＝ ０
ρｉＥｔ（Δｄｔ＋１＋ｉ） （１５）

当从股票价格 ｐｔ 中减去 ｐｆ
ｔ 之后， 残差成分就应是平稳的。 如果残差部

分是非平稳的， 这就表明 ｐｔ 中存在着泡沫。
无论 ｄｔ 是单整的 Ｉ （１） 过程还是平稳 Ｉ （０） 过程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 当存在爆炸性泡沫时 （即 ｂｔ≠０）， ｐｔ 由 ｂｔ 决定。 换句话说， 股

票价格服从一个非平稳过程。 于是 ｐｔ － ｄｔ 的转换动态由 ｐｆ
ｔ 和 ｂｔ 共同决

定。 如果 ｐｆ
ｔ 中的变量具有平稳 Ｉ （０） 过程， 那么就只有 ｂｔ 与 ｐｔ － ｄｔ 的爆

炸性特征有关系。 这意味着， 对 ｐｔ － ｄｔ 爆炸的检验也是对泡沫成分 ｂｔ 的

检验。
尽管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具有相同的检验变量即价格—股息率，

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滚动窗宽的设定。 ＧＳＡＤＦ 检验背后的基本思想是，
特意改变滚动窗宽： 首先， 通过向前递归方法得到一系列 ＳＡＤＦ 检验序列；
其次， 寻找其 ＳＡＤＦ 检验序列中的最大值， 将其与对应的 ＳＡＤＦ 检验的临界

值做比较， 从而决定是否拒绝原假设。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假设检验是一个

含渐进可忽略漂移项的随机游走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鞅过程）。 该检验形式

可以表示为式 （１６）：

０３２



泡沫检验： 来自上证 Ａ 股繁荣与崩盘的证据

ｙｔ ＝ ｃＴ －λ ＋ θｙｔ－１ ＋ ｕｔ，ｕｔ ～ ｉ ｉ ｄ Ｎ（０，σ２），θ ＝ １ （１６）

式 （１６） 中， ｃ 是常数； λ ＞ １ ／ ２， 是控制漂移项大小的局部系数； Ｔ 是

样本量并且 Ｔ→∞ 。 显然， 式 （１６） 是不含趋势项但含有递减截距项的单位

根过程。
如果递归方法的初始样本比例是 ｒ０ 且总样本量为 Ｔ， 那么检验样本的

容量就是 ｔ ＝ ［Ｔｒ０］， 其中 ［·］ 取值为输入变量的整数部分。 对于第一

次观测取值，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设定递归右侧单位根检验的样本数据为

ｔ ＝ ［Ｔｒ］。 ＳＡＤＦ 检验主要依赖于 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的递归算法， 有着固定

的起始点和一个可变宽度的时间窗。 假设 ｒ１ 是检验的起始点， ｒ２ 是检验的

终结点， 那么 ｒｗ ＝ ｒ２ － ｒ１ 实际上就是回归的时间窗长度。 经验模型定义为

式 （１７）：

Δｙｔ ＝ αｒ２ｒ１
＋ βｒ２ｒ１

ｙｔ－１ ＋ ∑
ｋ

ｉ ＝ １
ψｒ２

ｒ１，ｉ
Δｙｔ－ｉ ＋ εｔ （１７）

在式 （１７） 中， ｋ 表示滞后阶数， 并且 εｔ ～ ｉ ｉ ｄ （０， σ２
ｒ１，ｒ２

）。 ＡＤＦｒ２
ｒ１
表

示式中 ＡＤＦ 统计量的值 （ ｔ 值）。
ＳＡＤＦ 检验要求， 在一个向前扩展的样本序列区间上重复执行 ＡＤＦ

检验。 这一检验结果就是对应的 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序列的上界值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 在该模型设定下， 检验的起点被固定在 ｒ０ ； 不同的是，
终结点 ｒ２ 可以从 ｒ０ 到 １ 自由扩展。 Ｓ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可以用式 （１８） 来

表示：

ＳＡＤＦ（ ｒ０） ＝ ｓｕｐ
ｒ２［ ｒ０，１］

ＡＤＦｒ２
０ （１８）

ＧＳＡＤＦ 检验区别于 ＳＡＤＦ 检验的地方在于， 它允许检验的起始点和

终结点同时变化。 于是， 起始点 ｒ１ 可以在 ［０， ｒ２ － ｒ０ ］ 的范围内变化，
时间窗口宽度 ｒｗ 同时也可以在 ｒ１ 和 ｒ２ 的边界上灵活地调整。 因为这种检

验的修正扩展了子样本数据的范围， 所以 ＧＳＡＤＦ 检验在侦测多重泡沫方

面比 ＳＡＤＦ 检验更为准确。 ＧＳＡＤＦ 可以定义为式 （１９）：

ＧＳＡＤＦ（ ｒ０） ＝ ｓｕｐ
ｒ２［ ｒ０，１］

ｒ１［０，ｒ２－ｒ０］

｛ＡＤＦｒ２ｒ１
｝ （１９）

依据 ＳＡＤＦ 检验的极限定理， ＧＳＡＤＦ 的渐近分布可能会受到最小的窗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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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ｒ０ 的影响。 结果， 起始点 ｒ０ 由总的样本观测值个数 Ｔ 决定。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总结了 ｒ０ 和 Ｔ 之间的反向关系。 如果 Ｔ 比较小， 那

么 ｒ０ 就需要足够大从而确保有足够的观测值来进行合适地初始估计。 如果 Ｔ
比较大， 那么 ｒ０ 可以设定为一个比较小的数， 从而使检验程序不会漏掉任

何可以侦测到早期爆炸性阶段的机会。

日期标记策略

我们下面将对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在 ＳＡＤＦ 检验和 ＧＳＡＤＦ 检验中

使用的日期标记策略进行总结。
为了侦测泡沫， 将信息集定义为 Ｉ［Ｔｒ］ ＝ ｛ｙ１， ｙ２， …， ｙ［Ｔｒ］｝。 在当前的

信息集 Ｉ［Ｔｒ］中， 可能包含： 多重泡沫、 一个泡沫或者没有任何泡沫。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建议， 在 Ｉ［Ｔｒ］上进行一个逆向 ＳＡＤＦ 检验， 从而加强泡沫侦测检

验的准确性， 并避免识别出伪平稳。 逆向 ＳＡＤＦ 检验与 ＧＳＡＤＦ 检验具有相

同的算术逻辑， 不同之处在于检验方向。 逆向 ＳＡＤＦ 检验的特别之处是选择

一个固定的终结点 ｒ２， 这一点恰好与选择一个固定起始点 ｒ０ 的前向 ＳＡＤＦ 检

验方法相反。 最终， 逆向 ＳＡＤＦ 检验的起始点变成了一个从 ０ 到 ｒ２ － ｒ０ 变动

的可变点。 逆向 Ｓ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相应地可以用式 （２０） 来定义：

ＢＳＡＤＦｒ２
（ ｒ０） ＝ ｓｕｐ

ｒ２［０，ｒ２－ｒ０］
｛ＡＤＦｒ２ｒ１

｝ （２０）

如果 ＢＳＡＤＦｒ２
（ ｒ０） 比 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在 Ｔｒ２ 时期对应的临界值要大，

那么这个时间点用 Ｔｒｅ 表示， 可以被识别为泡沫起始的时间点。 如果在计算

［Ｔｒ　 ＾
ｅ］ ＋ ｌｏｇ （Ｔ） 之后， ＢＳＡＤＦｒ２

（ ｒ０） 统计量的值要小于标准 ＡＤＦ 检验统

计量的值， 这就是泡沫终结的时间点， 并用 ［Ｔｒ　 ＾
ｆ］表示。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１）

提出了泡沫持续时间应长于缓慢变化的数值 ＬＴ ＝ ｌｏｇ （Ｔ） 的条件。 该条件

成功排除了拟合自回归系数中的短期波动性， 并将数据频率纳入考虑范围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在上面的讨论中， 可以使用式 （２１） 和式 （２２） 来

表述泡沫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ｒ ｅ^ ＝ ｉｎｆ
ｒ２［ ｒ０，１］

｛ ｒ２：ＡＤＦｒ２
＞ ｃｖβＴｒ２ ｝ （２１）

ｒ ｆ^ ＝ ｉｎｆ
ｒ２［^ ｒｅ＋ ｌｏｇ（Ｔ） ／ Ｔ，１］

｛ ｒ２：ＡＤＦｒ２
＜ ｃｖβＴｒ２ ｝ （２２）

其中， ｃｖβＴｒ２ 表示基于 ［Ｔｒ２］ 个观测值的 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 １００ （１ － β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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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

类似地， 若式 （２０） 放松 ｒ２ 的上界约束， ｒ２ 具有从 ｒ０ 到 １ 的灵活取值

范围， 那么可以得到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日期标记策略如式 （２３） 所示：

ＧＳＡＤＦ（ ｒ０） ＝ ｓｕｐ
ｒ２［ ｒ０，１］

｛ＢＳＡＤＦｒ２
（ ｒ０）｝ （２３）

对于泡沫的爆炸性观测值的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 是基于逆向 ＳＡＤＦ 检验

ＢＳＡＤＦｒ２
（ｒ０） 得到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 （２０１３） 假设， 起始日和终结日之间的时间

长度为 ［Ｔ ｒ ｅ^］ ＋ δｌｏｇ （Ｔ）， 其中 δ 是一个依赖于数据频率的参数。 在 ＧＳＡＤＦ

检验下， 泡沫的起始点和终结点的估计由式 （２４） 和式 （２５） 给出：

ｒ ｅ^ ＝ ｉｎｆ
ｒ２［ ｒ０，１］

｛ ｒ２：ＢＳＡＤＦｒ２
（ ｒ０） ＞ ｓｃｖβＴｒ２ ｝ （２４）

ｒ ｆ^ ＝ ｉｎｆ
ｒ２∈［ ｒ^ ｅ＋δｌｏｇ（Ｔ） ／ Ｔ，１］

{ ｛ ｒ２：ＢＳＡＤＦｒ２（ ｒ０） ＜ ｓｃｖβＴｒ２ ｝ } （２５）

其中， ｓｃｖβｒ２是基于 ［Ｔｒ２］ 个观测值得到 Ｓ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的 １００ （１ －

βＴ）％的临界值。 显著性水平 βＴ 与样本容量 Ｔ 具有反向关系。 如果 Ｔ 趋向于

０， 那么显著性水平 βｔ 趋向于无穷大； 如果 Ｔ 趋向于无穷大， 那么 βＴ 趋向

于 ０。

数　 据

本章使用的数据是上证 Ａ 股市场的价格指数和 １０６１ 个上市公司的分

红回报数据， 均为月度数据。 在 ２０００ 年以前， 绝大部分的上证 Ａ 股市场

上市公司是不分红的， 因此这些数据不可得。 于是， 我们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上证 Ａ 股市场的月度分红收益时间序列可以

使用 １０６１ 个上市公司的分红总和得到。 然后计算价格—股息率时间序列，
从而反映资产价格与市场基础价值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数据都是从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下载的。
图 １ 中存在两个时间序列。 其中深色线代表价格指数。 上证 Ａ 股市场

的价格指数最初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到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是稳定的，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突然上升到 ６３９５ ７５ 点， 接着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快速地下降到 ２０００ 点。 这段

波动之后， Ａ 股市场历经长达 ６ 年的振荡期， 然后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进入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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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 （左轴） 和分红收益 （右轴） 时间序列

资料来源：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轮快速增长的阶段。 浅色线代表的是分红收益， 可以看出它与深色线的运动

趋势相反。 当股票价格上升时， 分红收益下降； 反之亦然。
图 ２ 展示了待检验数据序列， 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上证 Ａ

股市场的价格—股息率。 总体而言， 上证 Ａ 股市场的价格—股息率在样本

期波动非常剧烈。 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 价格—股息率逐渐下降， 在 ２００７ 年突

然上升， 并超过 ２０。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价格—股息率急剧地

下降到 ３ 左右。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它在 ４ 和 １１ 之间波动， 从 ２０１４ 年开

始爬升。

图 ２　 上证 Ａ 股市场的价格—股息率时间序列

资料来源：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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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ＤＦ 和 ＧＳＡＤＦ 的检验结果

ＳＡＤＦ 检验

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８ ０ 软件， 将 ＳＡＤＦ 检验应用于价格—股息率时间序列， 其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ＳＡＤＦ 检验的临界值

统计量 Ｐ 值

ＳＡＤＦ ２ ８１５ ０ ０３５
检验临界值 ９９％的置信水平 ７ ３７３

９５％的置信水平 ２ ２３２
９０％的置信水平 １ ６７２

　 　 注： ＳＡＤＦ 检验的临界值是用 ２０００ 次重复的 （样本容量为 １８７） 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得来的。 初

始时间窗宽为 ４。

图 ３　 经修正的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股息率序列中的

泡沫阶段日期标记： ＳＡＤＦ 检验

资料来源：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表 １ 显示， ＳＡＤＦ 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２ ８１５， 要大于 ９５％和 ９０％的置信水

平的临界值。 这表明， 我们不能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换句话说，
上证 Ａ 股市场可以使用周期性泡沫来进行刻画。 从图 ３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深

色线超过了浅色线， 表明一个周期性泡沫发生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到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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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ＳＡＤＦ 检验

我们将 ＧＳＡＤＦ 检验应用于价格—股息率时间序列， 其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临界值

统计量 Ｐ 值

ＧＳＡＤＦ ３５ ７３５ ０ ０１１
检验临界值 ９９％的置信水平 ３６ ４０３

９５％的置信水平 １４ １８０
９０％的置信水平 １０ ０８

　 　 注： ＧＳＡＤＦ 检验的临界值是用２０００ 次重复的 （样本容量为１８７） 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得来的。 初

始时间窗宽为 ４。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从样本数据获得的 ＧＳＡＤＦ 统计量是 ３５ ７３５， 大于

９５％和 ９０％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于是我们拒绝不存在泡沫的原假设。
事实上， 图 ４ 清楚地显示，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存在 ３ 个周期性泡

沫破灭的过程。

图 ４　 经修正的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股息率序列中的

泡沫阶段日期标记： ＧＳＡＤＦ 检验

资料来源：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２００１ 年 ６ ～ ９ 月的泡沫持续时间最短。 这可能是媒体关注、 政府干预或

者某些其他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 特别地， 这种泡沫的增长来源于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正面消息， 即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开始， Ｂ 股市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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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国内投资者开放。 在此政策的鼓励下， 上海和深圳股票指数同时上涨。
其后， 泡沫的破灭也是媒体报告引起的———不过这一次是由负面消息引起

的。 当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上市公司发行管理办法和国有股

减持计划。 这种繁荣与泡沫破灭的周期完全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操

作的， 充分体现了中国股市 “政策市” 的特征。 由于不存在某些严重后果，
中国证监会很可能有意引导这种波动。 为了使分析更有意义， 我们将在下一

节忽略一些规模小、 时间短的泡沫， 集中比较两个显著的周期性泡沫破灭过

程———次贷危机泡沫阶段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和新泡沫生成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多重泡沫的繁荣与破灭分析

次贷危机泡沫阶段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股权分置改革政策的推动下， 从 ２００６ 年上半年开

始， 上证 Ａ 股市场开始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到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股票价格就

已经上升到 １７００ 点的水平。 由于那一段时间股市刚刚脱离了熊市， Ａ 股市

场价格指数在 １７００ 点附近徘徊了 ３ 个月。 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开始， 宽松的货

币政策和更宽松的信贷政策集聚了大规模的流动性资金， 从而引发了股票市

场投资的泛滥。 上证 Ａ 股市场为国内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

投资渠道。 结果，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保持着强劲的增长， 并最终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一度突破了 ６０００ 点。 事实上，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上证 Ａ 股市

场价格指数的年度增长率达到了 ８０％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同期

Ｓ＆Ｐ５００ 指数仅仅上升了 ２０％ 。
表 ３ 将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与 Ｓ＆Ｐ５００ 指数的月度增长率进行了比

较。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与 Ｓ＆Ｐ５００ 指数相比， 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并且

在这一泡沫时期有更高的月度增长率。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保持了月度

平均增长率 ８ ５％ ， 其最高增长率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达到了 ２７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的最高股票市场价格是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最低股票市场价格的 ４ １ 倍。 许多股

票的价格收益比率 （市盈率， ＰＥ） 超过了 １００％ 。 这种高市盈率要求一个

更强的盈余增长率和更高的股东权益回报率 （ＲＯＥ）。 一般而言， 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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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率在 １０％左右， 但是上证 Ａ 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只有

６ ９％ 。 从市盈率和股东权益回报率来看， 股票价格已经严重地偏离了上市

公司的基础价值。

表 ３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和 Ｓ＆Ｐ５００ 指数及其月增长率

时期（月度首日）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 月增长率（％ ） Ｓ＆Ｐ５００ 指数 月增长率（％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１１ ７ — １３０５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７６９ ６ １７ １ １２８５ ７ － １ ５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８４ ５ ０ ８ １２８０ ２ － ０ ４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８２ ５ － ５ ７ １２７０ ９ － ０ ７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７２０ ５ ２ ３ １３１１ ０ ３ 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４０ ３ ７ ０ １３３１ ３ １ ５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４９ ８ ６ ０ １３６７ ８ ２ ７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０８ ９ １３ ３ １３９６ ７ ２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８１５ １ ２７ ４ １４１８ ３ １ ５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９２６ ８ ４ ０ １４４５ ９ １ ９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９３７ ８ ０ ４ １４０３ ２ － ３ ０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４１８ ７ １６ ４ １４２４ ６ １ ５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４０３５ １ １８ ０ １４８６ ３ ４ ３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４１９７ １ ４ ０ １５３６ ３ ３ ４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０２７ １ － ４ １ １５１９ ４ － １ 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４５１０ ８ １２ ０ １４６５ ８ － ３ ５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５５８７ ３ ２３ ９ １４７４ ０ ０ ６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５８２７ ７ ４ ３ １５４７ ０ ５ 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２０９ ４ ６ ６ １５０８ ４ － ２ ５

　 　

为了降低股票市场崩溃的风险， 中国监管当局出台相关政策以降低

股市泡沫的爆发力。 例如， 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从 ２００７ 年初开始， 累

计 １０ 次提高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２００７ 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 ９％
上升到 １３％ 。 然而， 不断上升的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降低股票市场的超

额流动性。 大量的热钱持续流入上证 Ａ 股市场， 驱动着股票价格持续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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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以人民币计价的 Ａ 股市场的价格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民币升值

预期的驱动的。 与其他投资市场相比， 股票市场提供了一个相对快速和

简易的赚钱方式， 而且其进入和退出门槛都比较低。
在 ２００７ 年底， 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了国际主要股票市场股价的大幅下

跌。 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上证 Ａ 股市场的股票价格下降了

２２４ ８％ ， 从 ６２０９ 点下降到 １９１１ 点， 创造了历史上最大股票价格下跌的世

界纪录。 也就是说， 这种周期性泡沫破灭的程度是空前的。 由于卖空机制的

限制， 中国的股票市场只能对正面消息如股权分置改革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做出反应。 当潜在的负面消息突然释放的时候， 股票市场将大幅下跌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新泡沫生成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ＧＳＡＤＦ 检验有助于识别第二个周期性破灭的泡沫， 该泡沫实际上在

２０１４ 年早期就已经形成了。 ２０１３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

数收盘于 ２１１６ 点。 上证 Ａ 股市场已经连续四年收盘价比年初更低了。 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份开始， 它再次一路上升， 从 ２０１４ 年中期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上证

Ａ 股市场从 ２１２１ 点增长到 ５０５６ 点， 增长了 １３８ ４％ 。
上证 Ａ 股市场最近的这种反弹有多种缘由。 首先， 次贷危机爆发后，

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稳健的增长率， 而此时许多经济体尤其是高收入经济体的

增长速度在危机期间大幅下降， 至今还没有恢复。 这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的飙升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 次贷危机之

后， 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不断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鼓励执行宽松的信贷政策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这种政策提高了市场的

流动性， 帮助了上证 Ａ 股市场反弹。 另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２０１４ 年引进了新的政策， 包括证券发行改革、 批准发行优先股和开启沪港

通等———这些政策强化了股票市场的信心。
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旬，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已经攀升到 ５１６６ 点，

许多个人投资者希望它能像 ２００７ 年那样继续上升到 ６０００ 点。 但到 ６ 月

１９ 日， 上证 Ａ 股市场价格指数已经下降为 ４５００ 点以下， 并以 ４４７８ 点

收盘； 单周价格下降幅度已经达到了 １３ ３２％ ， 为 ２００８ 年以来单周的最

大跌幅。 直到 ７ 月 ３ 日， 上证 Ａ 股市场仍然在持续下跌， 收盘于 ３６８６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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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这些趋势仍然与上一次周期性泡沫破灭过

程类似。 市盈率过高的问题也尤其突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上证 Ａ 股市场

的市盈率已经上升了 ２２ 倍。 一般而言， 高市盈率代表着高估值。 如果

没有一个适当的股东权益回报率与市盈率相匹配， 那么上证 Ａ 股市场有

很大概率会下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新开账户数目再次

接近于 ２００７ 年。 在中国高倍杠杆的刺激下， 羊群效应的行为驱动了许

多机构投资者卖出股票。 当价格指数下跌时， 这些杠杆基金可能需要强

制平仓。
通过 ＧＳＡＤＦ 检验识别出的这两个周期性泡沫破灭过程， 在形成、 发展

和破灭的各个阶段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泡沫通常会在股票市场具有足够流动

性的时候形成。 泡沫的存在最初促进了股票市场价值的提升。 然后， 高市盈

率、 高换手率和一些非理性行为导致泡沫逐渐增大， 直至失去控制。 最终，
当一个坏消息或者突然的市场危机出现时， 泡沫就会迅速被刺穿， 进而摧毁

股市虚假繁荣的表象。

结　 论

本章使用了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 证实了上证 Ａ 股市场存在两个比较显著

的繁荣与泡沫破灭阶段， 但 ＳＡＤＦ 方法只能识别一个泡沫。 换句话说， 经验

分析的检验结果表明， 从实际操作意义上看， ＧＳＡＤＦ 检验侦测多重泡沫的

功效要优于 ＳＡＤＦ 检验。
本章深度分析了周期性泡沫破灭的演进过程。 第一个泡沫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期间。 第二个泡沫是一个距离现

在更近的泡沫， 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持续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这两个泡沫在形成、 发

展和破灭阶段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 例如高市盈率、 高换手率和一些非理性

行为。
总体而言， 本章使用 ＧＳＡＤＦ 检验方法回顾、 分析并证实了上证 Ａ 股

市场存在的两次 （周期性） 泡沫破灭过程。 这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理解上

证 Ａ 股市场上过去的泡沫具有显著意义； 然而， 这种方法只能用于识别

早期发生的泡沫。 希望后续在探索预测未来出现泡沫的方法方面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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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杠杆模式变迁
———以上市公司为佐证

〔澳〕 伊万·罗伯茨 （ Ｉｖ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ｓ）
〔澳〕 安德鲁·苏罗斯基 （Ａｎｄｒｅｗ Ｚｕｒａｗｓｋｉ）

引　 言

从 ２００５ 年前后开始， 中国公司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例急

剧攀升———从约 １００％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超过 １５０％ 。 相较而言， 该比率在美

国是 ６７％ ， 在日本是 １０３％ ①。 历史上， 经常将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当作评估

未来银行业危机的一个有效的指标 （Ｂｏｒｉｏ ａｎｄ Ｌｏｗｅ， ２００２； Ｄｒｅｈ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ｅｌｉｕｓ， ２０１３）。 因此， 中国日益快速增长的债务代表着一种风险， 这种风

险会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Ｗ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ｅ， ２０１１； Ｐｅｔｔｉｓ，
２０１３）。

近几年， 国有企业宣布公司债务攀升， 并经常将其归咎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由信贷推动的宏观经济的刺激。 Ｈｕａｎｇ 和 Ｂｏｓｌｅｒ （２０１４） 认为， “债务骤

升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后， 由国家有意推动经济刺激项目， 以竭力避免

经济崩溃而引起的”。 这些反周期性的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以牺牲私营部门为

代价来支持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 的发展。
针对不断上升的公司及政府负债，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很明显已经致力

３４２

❋

①

两位作者来自经济组织， 本章所陈述的观点为作者个人持有， 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的观点。
以上估算基于国际清算银行所提供的数据及单个国家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的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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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去杠杆化。 ２０１５ 年年末， 中国政府将去杠杆化列入 ２０１６ 年的结构性改革

目标。 在 ２０１６ 年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称 “公司负债率正不断上升； 非法集资日益频发；

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加”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在

强调要有力地管理整体负债， “关键在于去除过多的公司杠杆率” （ＰＢＣ，

２０１６）。

本章考察了过去 １５ 年， 中国内地 ２０００ 多家非金融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

构走向及公司层面上的杠杆决议驱动因子。 这一面板数据所体现的模式在中

国规模更为庞大的非上市公司领域不一定具有代表性， 因为我们缺乏细分层

面的数据。 特别指出， 本章所列样本的上市公司的累计资产负债总额占中国

广义信用证券总额的比重不足 １０％ ①。 上市公司通常有其特殊性， 如它们都

属于中国内地运营较好的公司， 可以获得更好的银行信贷、 债券以及股权融

资。 尽管如此， 上市公司债务或负债总额的增长可以合理地监测出近几年信

贷总量的增长。 此外， 负债的某些计量方法如上市公司的负债收益比率的变

化已经以与中国经济的企业负债率总的估算水平相一致的方式做出了调整。

然而， 经过对上市公司数据的仔细考查， 揭示出一幅比对中国负债增加

的常规描述更加细致的图景。 本章的分析证实从 ２１ 世纪前十年的后期开始，

上市的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企业 （国有企业） 的杠杆率相对于私营企业出现

上升。 与这一现象相伴随的情况是， 与私营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

出现急剧下滑。 从更宽泛的杠杆衡量指标来看， 国有及私营企业的杠杆走向

都非常明显， 因为这一指标导致的非债务性负债如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不断

攀升。 笔者还发现私营领域的部分公司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

助推了杠杆率的上升。 虽然国有公司继续在上市公司的杠杆率中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 但是这些高杠杆率的公司出现了一些去杠杆化的迹象。 此外， 过去几

年， 私营企业部门资产份额的不断上升也助推了一项重大转变， 促使上市公司

杠杆增量的分布偏向于私营企业。

就行业而言， 从 ２１ 世纪前十年的后期开始， 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特别

４４２

① 本章估算的广义信贷， 已经从中国人民银行的 “社会融资总量” 总计中去除了净股本发行

量。 中国人民银行的 “社会融资总量” 包括银行贷款、 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委托贷款

（由某一银行充当代理的公司内部贷款） 以及信托公司提供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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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行业里的国有企业在推动公司杠杆上升方面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本章所选的上市公司的案例中， 按其资产市值比例衡

量， 房地产和建筑公司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 在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以外， 就

净利润而言， 国有企业在杠杆增量方面的作用逐渐降低。 相比之下， 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私营企业在推动杠杆总量增长方面变得重要起来。
在更为分散的层面上考虑杠杆的限制因素， 我们可以估算一整套的静态

及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 辅助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当中的杠杆。 在这些模型中

补充额外的虚拟变量， 控制宏观经济对公司杠杆的影响。 这样一来， 我们就

可以更新并拓展之前采用的更小、 更短的面板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４； 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对中国公司杠杆进行的研究。

静态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突出了杠杆和盈利能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以

及在公司层面上公司规模、 担保金与行业杠杆模式对杠杆的正向影响。 这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的经济刺激不同程度地指向国有企业的观点一致， 这些模型

表明， 考虑到公司层面资本结构的限制因素，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国有领域的杠

杆 （通过负债资产比衡量） 相较私营领域出现增长。 在动态模型中， 杠杆

决策与时间挂钩， 进一步表明公司层面的资本结构决策的持续性对所观测到

的杠杆行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驱动力。 这一特征与国有企业收益下降， 以及

经济刺激后产业布局向杠杆更高的领域如房地产和建筑业集中组合到一起，
可能有助于阐明近些年杠杆走势向上的绝大部分原因。 本章认为， 如果这一

论断正确， 通过公司行为的缓慢调整实现中国公司领域去杠杆化的任务将非

常艰巨。
本章的研究补充了近年来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和 Ｌａｍ （２０１５ ） 以及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 基于不同数据集和建模策略得到的研究结论。 基于一个包含在香港

上市的中国公司的面板模型，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和 Ｌａｍ （２０１５） 估算了 ２００９ 年前后

的杠杆静态模型， 并发现国有企业杠杆在经济刺激政策后增加了 （与本章

静态模型发现的结果相一致）。 他们也分析了国有及私营部门的企业在面临

借贷成本增加时的脆弱性， 并强调了房地产行业的财务危机溢出到整个公司

领域的可能性。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 则强调隐性的政府支持与普遍的公司信贷

中介是国有上市企业债务上升的关键因素。 他们以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上市公司

和债券发行机构为样本， 估算了金融资产对债务的弹性水平， 以其代表公司

的信贷中介， 并发现与私营企业相比较， 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对债务的弹性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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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 相比之下， 本章关注的是行业和公司杠杆模式的具体分解， 并且在做

出动态资本结构决策的个体公司层面， 探讨模型所带来的启示。
本章按如下顺序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讨论中国企业负债总额的发展走向

并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 第三部分着手分解上市公司的杠杆， 具

体研究了 ２００８ 年以后主要的杠杆驱动因素。 第四部分描述本章采用的数据

及实证策略， 研究公司层面的杠杆决定因素， 并量化资本结构决策的持续水

平。 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图 １　 中国： 不同部门债务与 ＧＤＰ 的比率

资料来源：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ＩＳ） （２０１６）， Ｌｏ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ｂｉｓ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ｒｅｄｔｏｐｒｉｖ ｈｔ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ＩＭＦ） （２０１５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５ ／ ２３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ｓｃｒ ／ ２０１５ ／ ｃｒ１５２３４ ｐｄｆ。

中国公司债务及其杠杆水平的近期走向

在全球金融危机 （ＧＦＣ） 之后， 中国非金融性企业的债务增长迅速，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已经占整个经济债务增长的主要部分 （见图 １）。 尽管无法获得

行业层面的官方数据， 但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表明，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末， 非

金融性企业的债务增长水平超过 ３０％ ， 并且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平均每年增长将

近 ２０％ 。 对其他指标如官方广义信贷总量 （对居民借贷和企业股票发行调

整后的 “社会融资总量”） 的估算显示出相似的发展走向。 尽管 ２００８ 年后

学者对银行借贷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国有企业存在争议， 但是学者普遍认为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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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是导致这一时期信贷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Ｌａｒｄｙ， ２０１２）。
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表明， ２００８ 年非金融性企业的债务略低于 ＧＤＰ 的

１００％ ， 但到 ２０１５ 年年中， 这一债务数据就超过了 ＧＤＰ 的 １６０％ 。 这就引发

了对债务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关注， 一些分析专家认为 “中国在富起来之前

就负债累累了”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３）。
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一个特征就是负债类型主要为国内债务。 尽管

中国的公司近些年已经发行了大规模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券， 但是跨境资金

的使用比例仍然相对较低， 到 ２０１４ 年年底， 跨境资金约占非金融公司债

务总量的 １０％ 。 对外来资金的低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量持续

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以及高储蓄率特征。 这些特征使中国同许多其他新兴的

经济体截然不同。 这些新兴经济体以外币计价的债券在其全部的公司债务

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见图 ２）。

图 ２　 亚洲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

注： 横轴表示以外币计价， 占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 ＩＭＦ） （２０１５ｂ），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Ｒｉｓｋｓ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１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ＧＦＳＲ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ｐｄｆ ／ ｔｅｘｔ ｐｄｆ。

虽然中国企业对离岸资金的低使用率减少了其与快速汇率变动接触的风

险， 但是公司负债在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率持续走高， 中国的国家政策制定者

和私营企业的分析家都认为这一情形会给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带来风险。
这一事实引发了一种忧虑， 假若任由广泛的信贷创造的这一趋势继续持续下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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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负债与 ＧＤＰ 的比率不可能保持稳定， 甚至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会出现

下降。 实体经济增长已经放缓， 并且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平减指数下滑可以证明这一点）， 同时信贷增长的势头依然十分强劲。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国家在政治会议上明确政府官方目标是 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的实际增幅达

到 ６ ５％ ～７％ ， 社会融资总量———一个衡量实体经济广义融资的指标———
增长达 １３％ 。 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 总的债务与 ＧＤＰ 的比率继续上行的

趋势可能至少会再持续一年。 实际上， 如果名义 ＧＤＰ 没有显著的增加， 信

贷增长就需要急剧下滑以扭转当前的趋势。
然而， 这些债务总量几乎没有揭示杠杆布局的变动。 即使在图 １ 中， 鉴

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作为政府政策推动工具的重要性， 依旧无法明确区分

非金融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 这些数据同样也无法说明行业层面的变化。

产业调研的佐证

将产业调研的官方债务数据按所有权和行业特征进行划分， 以更深入地

了解这些债务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发布了工业、 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总资料①。 与整体经济相应的数据相比， 本章计算出这些

行业的负债与息税前利润 （ＥＢＩＴ） 的总比率②。 同样， 这一度量展现了负债

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 并且提供了一种测量尺度， 可以度量当前现金流对

现存负债量需求的满足程度。 同经济整体的负债与 ＧＤＰ 的比率相比， 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表明， 在过去几年里， 相对于收益而言， 工业和建筑业的负债

出现轻微增长。 与此同时， ２００８ 年后该比率在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不寻常的

大幅上升 （见图 ３）。
另一种评估非金融公司负债程度的方法就是杠杆衡量。 对杠杆的定

义很多， 但通常会以债务或负债总额 （债务与非债务负债的总和） 与资

产或股权的比率来衡量。 与负债 （或债务） 和息税前利润的比率相似，

８４２

①

②

这些数据资料囊括了对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所有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国有和非国

有企业的调研； 从 ２００７ 年起， 该数据扩展到所有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企

业； 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对调研范围进行了调整， 仅仅将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的企业囊括其中。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章采用的是负债总额而不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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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 产业负债与息税前利润的比率

注： 工业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房地产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建筑业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经济数据库。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更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公司更为脆弱， 此时一家公司

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度超过其自身通过出售现有资产来偿还债务本金的能

力。 对于经济体同样如此， 总体杠杆的增加也反映出引起产业出现更高

的相对杠杆的其他因素如产业结构变化， 这些因素在该经济体中变得日

益重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根据负债与资产的比率衡量的公司杠杆水平

因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特征的不同而不同 （见图 ４）。 这些数据表明， 从 ２１
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起， 普遍而言， 私营的工业企业和建筑公司的杠杆率

比国有或国家控股工业和建筑业企业低， 并且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工业企

业的杠杆率仍在不断上升①。 然而， 房地产行业的数据表明， 国有房地产

公司近些年的杠杆率持续下降， 而私营房地产公司的资产和杠杆都出现大

幅上升。
相比于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 （利润和资产的比率）， 国有工业企业杠

杆率的上升与其收益状况下滑是相一致的 （见图 ５）。 来自建筑业和房地产

９４２

① 本章采用 “国家所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 的分类来定义国家统计局资料里的国有企业，
包含国家全额所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 国家持股份额高于其他

任何一个股东所占的比例。 私营企业是总企业中排除 “国家所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 后

的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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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国： 按行业和所有权 ／控制权特征划分的公司杠杆率

注： 工业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房地产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建筑业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经济数据库。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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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 分行业资本收益率

注： 工业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房地产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建筑业企业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经济数据库。

行业的数据表明， 私营企业一直比国有企业获利能力强。 基于可得的数据可

以发现， 近几年工业和房地产的私营企业的收益也出现了下滑， 但仍高于广

义的企业部门水平。

上市公司的佐证

官方数据来自大量的调研， 但公开的分类信息数据是非常有限的。 由

于缺乏多企业部门的公司层面数据， 因此本章将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来研究

部分非金融企业的融资行为。 本章将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ｎｄ 金融终端数据库的资料进行匹配， 构建研究样本， 囊括了公司报

告的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 本章的样本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在

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 ２０００ 多家公司组成的面板数据， 同时基于前三季

度数据估算了 ２０１５ 年的财务信息。 一般而言， 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有

着明显不同的资本结构， 因此本章将所有与全球产业标准分类下的银行

业、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 保险业以及消费者金融行业①相对应

１５２

① 本章选用全球产业分类标准的分类方法而不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的 “金
融” 产业分类， 因为后者仅包含银行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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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排除在外。 本章从 ２１ 世纪前十年开始选择样本， 以避免分析结果

受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企业部门和股票市场改革的影响， 同时可以避免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新的会计准则的采用而产生的结果失真①。 尽管分离实验

的结果表明研究结论对公司层面的平衡面板模型并不是十分敏感， 但是本

章还是采用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具体

的原因。
在样本中， 笔者基于控股股东是否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地方政府的资产管理局、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国有企业， 将公司划分为国

家所有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 （国有公司）②。 本章排除了对已经由国有向私

营控股或由私营控股向国有进行明显转型的公司。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本章

采用的公司划分方法用于国家对上市公司部门影响的衡量指标并不完善。 现

存的金字塔式的国有控股体系 （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 ２００８） 意味着一般很难核实企

业的国有控股情况。 与此相应的情况是， 本章的研究方法也不考量看似

“私有” 的企业， 如主要负责人政治人脉广或者董事会由现任或前任官员组

成的企业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③。
出于种种原因， 本章样本中所选的公司在更宽泛的公司领域内可能不具

有代表性。 一般而言， 上市公司的平均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但是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上市公司的债务大约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 ７ ５％ ， 而总负债

２５２

①

②

③

Ｑｉａｎ 等注意到从 ２００１ 年起， 公司可以发行新股， 进行股权再融资 （以及配股）， 但是本章

的研究结果对样本中剔除 ２０００ 年数据的敏感度并不高。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一致的国际化会计标准的采用， 是否会在公司层面上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 Ｄｉｎｇ 和 Ｓｕ 的评估显示， 由于政策决议只允许在所修订准则的指导下逐渐引入公平价

值原则， 所以其影响的力度可能并不大。 参见 Ｑｉａｎ， Ｙ ， Ｔｉａｎ， Ｙ ａｎｄ Ｗｉｒｊａｎｔｏ， Ｔ Ｓ
（２００９）， 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 ６６２ － ６７６； Ｄｉｎｇ， Ｙ ａｎｄ Ｓｕ， Ｘ （２００８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ＦＲＳ ｉｎ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７： ４７４ － ４７９。
本章所用的控股股东的信息由 Ｗｉｎｄ 资讯有限公司提供。 中国的官方指导方针规定 “控股

的股东可以控制公司 ３０％以上的选票或股份， 或者可以选举半数以上的公司董事， 再或者

可以通过任意方式有效掌控该上市公司”。 参见 Ｆｉｒｔｈ， Ｍ ， 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 Ｐ Ｈ ， Ｘｉｎ， Ｑ ａｎｄ
Ｘｕ， Ｌ （２０１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８： ４３３ － ４５０。
Ｆａｎ 等发现， 与没有政治背景的私营公司相比， 主要负责人有政治背景的部分私有化公司

的经营绩效更差。 参见 Ｆａｎ， Ｊ Ｐ Ｈ ， Ｗｏｎｇ， Ｔ Ｊ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Ｔ （ ２００７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ＥＯ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ＩＰ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ｌ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４： ３００ －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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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则大约占到了 １７ ５％ 。 此外， 与范围更广的公司领域内的企业相比， 上

市公司会获得更多的股票和债券融资渠道。 然而， 特别是从 ２１ 世纪前十年

后期开始， 上市公司债务及负债的增长可以合理地监测实体经济中广义信贷

的增长 （基于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衡量） （见图 ６）。

图 ６　 中国： 负债及债务年增长率

注： ２０１５ 年数据是基于 ２０１５ 年前 ９ 个月的数据进行估算的； 上市公司数据仅包含

非金融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经济数据库；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假若我们将上市公司的负债及债务算为收入 （按息税前利润衡量） 的

一部分， 那么自 ２１ 世纪头十年后期所观察到的整个经济中债务与 ＧＤＰ 之比

的广义模式也适用于非金融上市公司 （见图 ７）①。 然而， 一般意义上的杠

杆率的变化趋势并不简单 （见图 ８）。 上市公司负债与资产比率的走势随着

公司所有权 ／控制权的变化而变化。 从加权平均的数据来看， 在 ２１ 世纪初私

营公司的杠杆率要高于国有公司， 但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 在其再度攀升前，
这一走势出现下降。 相比之下， 国有公司的杠杆率自 ２１ 世纪初持续增加，
并在过去十年中呈加速增长之势， 近些年已经高于私营公司的杠杆率。 同时

考虑到公司间的杠杆分布， 这一走势会更加明显。 上市公司的平均杠杆指标

以及前 ９０ 分位数的杠杆指标显示， 在过去十年里， 私营公司的杠杆率显著

３５２

① 本章采用的是负债或债务与息税前利润 （ＥＢＩＴ） 的比率， 而不是与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ＥＢＩＴＤＡ） 的比率。 金融分析家更偏向于使用 ＥＢＩＴＤＡ， 但由于一些公司折旧与摊销的数

据缺乏或不完整， 因此本章采用 ＥＢＩＴ。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图 ７　 中国： 非金融上市公司负债及债务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图 ８　 中国： 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总负债 －资产比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加权平均杠杆率通过将

每个上市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份额作为权重计算平均的总负债 － 资产比。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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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远远低于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公司的杠杆水平。

图 ９　 中国： 非金融上市公司债务资产比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加权平均杠杆率通过将该公司占

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份额作为权重计算平均的债务资产比。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尽管可以根据加权平均指标以及前 ９０ 分位数指标观察到类似的模式

（见图 ９）， 但是当采用更细分的债务资产比时， 私营领域与国有行业之间的

加权平均杠杆率的区别变得不太明显。 从加权平均的数据来看， 近些年私营

企业的债务资产比下降， 但只是稍稍低于国有企业。 与此同时， 同负债资产

比相比， 在样本的后半期国有企业的债务资产比几乎没有上行发展的迹象。
该差异反映了从债务资产比中排除非债务性负债的情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 相较于私营公司， 在国有公司负债总额中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的占比都

呈现增长趋势 （见图 １０）。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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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中国： 按所有权 ／控制权划分的负债构成 （占总负债的份额）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含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所有数据。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中心； ＷＩＮＤ 资讯。

可以将应付账款视为短期信贷的一种替代形式， 允许公司当下获得货物

和服务， 随后付款。 尽管这属于不生利息的协议， 但一般会如此安排， 公司

只要在某个定好的日期前支付， 就可以获得供应商的折扣， 实际上这就赋予

了应付账款协议债务工具的特征。 相较其他负债形式而言， 应付账款在好几

个产业出现增加， 并且在房地产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 （见图 １１）①。
预收款项就是先预收资金， 随后提供商品或服务， 可将其视为信贷的一

６５２

① 过去几年中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应付账款与负债总额的比率相对稳定， 而采矿业的这一比

率出现下滑。 从 ２００８ 年起， 这三个行业的应付账款与运营收入的平均比率都出现大幅提

升。 这表明这三个行业以目前销售收入进行支付的能力已经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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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 举个例子， 预收款项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在一处房产仍然待建的情况

下将其提前出售。 这虽然增加了负债， 但同时得到了现金。 过去 １５ 年中，
预收款项份额的增加几乎全部出自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并且从 ２１ 世纪头十

年的后期开始， 房地产越来越成为预收款项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 （见图

１１）。 近几年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的大量使用可能已经替代了债务。 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阐明了负债资产比和债务资产比之间出现的差异。

图 １１　 中国： 分行业负债构成分布 （占总负债的份额）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含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所有数据。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负债中应收账款增加， 这不一定表示存

在问题。 尽管如此， 但其快速或持续地增加， 可能预示某些上市公司出现偿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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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困难。 类似地， 对一些公司如房地产开发公司而言，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负

债， 预收款项的增长 （随着包括债务在内的其他负债类型的增长） 暗示着

公司出现财务吃紧的可能性增大， 当前的资金可能无法满足履行相关合同义

务的要求。
从产业层面上讲， 所选样本公司在研究的期限内， 房地产、 建筑业以及

公用事业的负债资产比持续走高。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房地产、 建筑业和采矿业

的杠杆率显著上升， 而服务业的上升幅度有限 （见图 １２）①。 相比之下， 自

２１ 世纪头十年后期开始， 采矿业和农业的杠杆下降了一点②。

图 １２　 中国： 分行业的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杠杆率 （负债资产比）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除债务资产比和负债资产比之外， 常用来分析公司债务情况的其他杠杆

指标还有债务股本比和负债股本比 （见图 １３）。 债务股本比与负债资产比的

走势相似。 自 ２００２ 年起， 债务股本比增长辐度较小。 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
负债股本比显示了更大幅度的增长， 从 ２００２ 年的约 １００％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５２

①

②

本章所列的服务行业包含以下产业： 食宿餐饮； 交通物流； 批发零售贸易； 租赁商业服务；
文化、 体育及娱乐； 信息技术及软件； 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 卫生和社会工作； 教育。
一般而言， 无论采用债务资产比、 债务股本比、 负债资产比还是负债股本比， 每种产业的

杠杆发展走向都是类似的。 房地产和建筑业的杠杆相对于其他产业呈上行的趋势， 采用负

债股本比要比负债资产比表现得更为明显。 若考虑债务资产比的话， 公用事业的杠杆率则

显著高于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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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 １６０％ 。 二者的走向差异反映出一个事实： 资产比股本增长的速度更

快， 而债务则下降成为负债的一部分。 鉴于资产与负债和股本总额之间的核

算恒等式， 这一点并不出人意表。 正如上述所讨论， 非债务负债额的增长主

要是由于应付账款 （赊欠其他供应商的资金） 和预收款项 （公司已经收取

了费用还没有提供相应的商品或服务） 的增加。

图 １３　 中国： 非金融上市公司杠杆衡量指标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左轴为债务股本比， 右轴为负债

股本比。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官方产业调研的数据显示， 上市的私营和国有企业的杠杆模式的差异

与其经营业绩的分歧是相伴而生的。 ２００８ 年之前， 相较私营公司而言， 国

有上市公司获利更为丰厚。 其按息税前利润与资产的比率衡量的经营效益

明显更好 （见图 １４）。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９） 学者的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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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Ｃｈｅｎ 等的研究使用了一个与本章相似的截至 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集，
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研究发现在研究涉及的阶段内， 私营企业的经营

业绩既不如中央控股的国有企业， 也比不上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 然

而， 近期的数据表明 ２００８ 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逆转。 自 ２００９ 年起，
与国有企业相比， 私营企业的获利能力反而持续提升， 而国有企业无论是

从相对方面还是从绝对方面来讲， 经营业绩都出现下滑。 这一模式在产业

层面同样非常明显①。

图 １４　 中国： 非金融上市公司资产回报率 （纯利润与资产的比率）

注： 最新数据基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数据估算而来。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总而言之， 上市公司数据的总趋势表明， 自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的经济刺激

政策之后， 国有企业无论是从自身绝对角度而言， 还是相较于私营企业而

言， 其杠杆都出现增加。 与此同时， 其经营业绩也相对下降。 然而， 本章所

选样本企业的另一个特征在于， 虽然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企业 （基于本章

的界定方法） 的资产约占非金融上市公司总资产的 ３ ／ ４， 但是自 ２１ 世纪头

十年后期开始， 私营企业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似乎不断上升②。 资产相对增

０６２

①

②

公用事业则例外， 近几年公用事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相较于私营企业取得更大提升。
这些估算结果不同于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和 Ｌａｍ 的发现。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近些年国有股份已

经下降， 但国家所有或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约占总资产的 ２ ／ ３。 参见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Ｍ ａｎｄ
Ｌａｍ， Ｗ Ｒ （ ２０１５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ＷＰ ／ １５ ／ ７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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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涉及的私营领域范围很广， 涉及绝大多数主要的资产类型①。 正如下一部

分所展示的， 这种构成比例的变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 私营企业在上市公司

的杠杆变化中， 比随后提及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平均杠杆率发挥了更大

的作用。

上市公司杠杆剖析

为阐明 ２１ 世纪头十年后期上市公司不断增长的杠杆的来源与构成， 本

章采用了一个简单的算术分解式： 基于公司的所有权 ／控股权特征和公司所

属行业特征分别计算它们对杠杆的贡献度。 以下为识别方程。

Ｌｔ ＝
∑ ｉ

ｌｉｔ

∑ ｉ
ａｉｔ

＝ ∑ ｉ

ｌｉｔ
ａｉｔ

·
ａｉｔ

∑ ｉ
ａｉ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Ｌｔ 代表样本公司在时间 ｔ 的负债资产比； ｌｉｔ对应的是

样本中的某个公司 ｉ 在时间 ｔ 的债务； 相应地， ａｉｔ是表示同一家公司 ｉ 在时

间 ｔ 的资产 （如 ｉ 可以指代不同的行业类型或公司所有制特征）。

由于范围更窄的指标如债务资产比将 ２１ 世纪初非债务负债的显著增长

排除在外， 所以本章关注的是负债资产比。 尽管在公司财务资料中， 债务资

产比更为常用， 但近些年有关中国公司行为的几个研究采用的都是更为宽泛

的杠杆率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Ｙｕ，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ａｎｄ Ｌａｍ， ２０１５）②。

表 １ 和表 ２ 说明上市公司所有权或控股权的构成变化如何影响了负债资

产比， 以及新旧公司在推动杠杆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表 １ 是国有及私营公司

的杠杆率。 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双方而言， 研究显示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连

续上市的公司和其余间或上市的公司 （样本中的新净加入成员） 匹配样本

的杠杆率。 对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上市的公司， 本章主要考量在 ２００８ 年已经显

１６２

①

②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私营企业在现金、 应收款项净额、 预付款项净额、 存货总值净额、 股本、 固

定资产净额以及无形资产净额这些方面的增长要快于国有企业。 在长期股权投资净额方面，
国有企业增长更快。
最近的研究表明非债务性负债一直是中国杠杆的一个重要方面， ２１ 世纪 ９０ 年代晚期中国

官方所面临的宏观财政挑战的一个特征就是企业间负债的增长 （经常称之为 “三角债”）。
“三角债” 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的未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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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高杠杆率的公司以及杠杆率较低的公司。 在后面的比较中， 本章将

０ ７５ （７５％ ） 的负债资产比定义为 “高” 杠杆率。 这一比率是与样本中略

低于 ０ ５ 的杠杆率中位数进行对比分析的结果。 针对业已算出的这些杠杆

率， 表 ２ 依据其权重 （基于每个类别所占资产的比例） 将其相乘， 计算出

样本中每一种上市公司类别对总杠杆率的贡献度①。

表 １　 依据公司所有权 ／控股权划分的杠杆率

类　 别
负债资产率（％ ） 年平均变化（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５４ ２ ６２ ２ ６２ ９ １ ２

　 　 匹配样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５４ ２ ６１ ２ ６１ ８ １ １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 ＞ ０ ７５ ８２ ５ ７９ ６ ７７ ３ － ０ ７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０ ７５ ４８ ４ ５７ ２ ５８ ４ １ ４

　 　 新净加入公司（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７０ ０ ６９ ２ ６９ ４ － ０ １

私营企业 ５６ ０ ５０ ７ ５４ ２ － ０ ３

　 　 匹配样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５６ ０ ５８ ３ ６０ ７ ０ ７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 ＞ ０ ７５ ８８ ６ ７０ ８ ６９ ５ － ２ ７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０ ７５ ５２ ３ ５６ ９ ５９ ７ １ １

　 　 新净加入公司（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２４ ６ ３６ ５ ４５ ５ ３ ５

　 　 注： ∗ 第一列中给出的杠杆率为 ２００９ 年数据， 同随后的杠杆率进行对比并与年平均变化的计

算保持一致。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上述分解表明， 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的杠杆率是上市公

司杠杆率的主要构成部分。 尽管自 ２００８ 年起上市 （或退市） 公司的比例逐

渐增加， 但大部分杠杆率是由 ２００８ 年已上市公司的杠杆率构成的。 总体而

言，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稳步增加， 而私营企业的杠杆率先下降， 在

２０１１ 年出现反弹上升 （见表 １）。 然而， 相比较国有企业领域的资产值， 私

营企业所掌握的资产值有所上升。 这也解释了自 ２００８ 年起国有企业杠杆份

额的小幅下滑 （见表 ２）。

２６２

① 正如下一部分所做的计量经济学的运算一样， 在这部分的运算中不会从样本中剔除异常值。
运用异常值校正策略， 如审查单位区间内的杠杆率， 或将杠杆率超过特定阈值的公司排除

在外， 会产生一定的定量差异， 但实际上对研究结果并没有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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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依据企业所有权 ／控股权划分的杠杆构成变化

类　 别
占总资产负债比的份额（％ ） 变化（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８４ ７ ８３ ８ ７９ ２ － ５ ６

　 　 匹配样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８４ ７ ７２ ０ ６６ １ － １８ ６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 ＞ ０ ７５ ２２ ０ １６ ４ １４ ９ － ７ １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０ ７５ ６２ ８ ５５ ５ ５１ ２ － １１ ６

　 　 新净加入成员（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 １１ ８ １３ ０ １３ ０

私营企业 １５ ３ １６ ２ ２０ ８ ５ ６

　 　 匹配样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３ １２ １ １３ ４ － １ ８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 ＞ ０ ７５ ２ ４ １ ５ １ ６ － ０ ９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０ ７５ １２ ８ １０ ７ １１ ９ － ０ ９

　 　 新净加入成员（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 ４ １ ７ ４ ７ ４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以上数据表明， 一般而言， ２００８ 年杠杆率超过 ０ ７５ 的公司在随后 ７ 年

里进行了去杠杆化 （主要是私营企业）。 这一结果与如下研究发现相似：
２００８ 年以后 ９０％的私营上市公司杠杆率下降， 而国有企业的杠杆则相对保

持稳定 （参见第二部分）。 相反， 有例证表明 ２００８ 年杠杆率低的企业总体

负债水平提高， 但是样本中这些公司的权重 （占资产的比例） 大幅下滑，
导致整体杠杆水平的衰减①。 样本中国有企业的新净加入成员的杠杆率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相对稳定， 但是这些公司的权重急剧上升， 导致其在上市公

司总杠杆水平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 相对而言， 新净加入的私有企业成员

的杠杆率年平均增长较快， 同时其在样本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因此这些公司

对整体杠杆率的贡献不断增大。
表 ２ 总结了不同类型的公司对总的杠杆水平的贡献度， 同时， 也可以采

用一个类似的分解式考察其对杠杆变化的贡献度。

３６２

① 在样本中， 就每个公司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份额而言， 不考虑每个公司的权重， 对杠杆率

在特定区间的公司进行分析， 会有略微不同的发现。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大部分公司 （８６％ ～
９０％ ） 的杠杆率等于或略低于 ０ ７５。 这一类公司的比例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出现下降， 并在随

后上升。 在这类公司内，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杠杆比例在 ０ ２５ ～ ０ ５ 的公司比例下降， 在 ０ ５ ～
０ ７５ 的公司比例上升。 这一走向在 ２０１３ 年后出现了反转。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杠杆率在 ０ ７５
之上的公司的比重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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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每一类公司对杠杆率的贡献度， 很明显，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杠杆增长

的大部分得力于国有企业， 但随后国有企业对杠杆增长的作用减弱 （见表

３）。 因此， ２０１２ 年后杠杆的进一步增长主要归因于私营企业。 高杠杆率的

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 的去杠杆化措施， 显著削减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的杠

杆增长。 就纯利润而言， 样本中的新增公司强势推动了杠杆的增长。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新上市的国有公司推动了杠杆增长的绝大部分。 但是 ２０１２ 年后杠杆

增长主要得力于新上市的私营企业。

表 ３　 公司所有权 ／控股权分类下杠杆变化的贡献度

类　 别
对总的负债资产比变化的贡献度（百分点） 累计比例（百分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总量 ５ ５ ０ ９ ６ ４

国家所有或控股的企业 ４ １ － ２ １ ２ １

　 　 匹配样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 ３ ０ － ２ ９ － ５ ９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 ＞ ０ ７５ － ２ １ － ０ ８ － ２ ９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０ ７５ － ０ ９ － ２ １ － ３ ０

　 　 新净加入企业（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７ １ ０ ９ ７ ９

私营企业 １ ４ ３ ０ ４ ４

　 　 匹配样本（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 １ ０ ０ ９ － ０ １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 ＞ ０ ７５ － ０ ５ ０ １ － ０ ４

　 　 ２００８ 年的杠杆率⩽０ ７５ － ０ ６ ０ ８ ０ ３

　 　 新净加入企业（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２ ４ ２ １ ４ ５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总之， 尽管整体上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在上升而私营企业的杠杆率在下

降， 但杠杆率过高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在进行去杠杆化 （私营企业更

为明显）。 实际上， 其他类型的公司也经历了杠杆增加， 并且随着样本中私

营企业的权重不断增长， 其在总杠杆水平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 的确， 私

营企业自 ２００８ 年起，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 是杠杆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从行业层面来看， 从 ２００８ 年起， 杠杆的增长集中在房地产业、 建筑业、

公用事业和服务业 （见表 ４）。 在这一时期，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公司与其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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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业的公司相比， 杠杆呈现持续走高的态势。 国有企业可见的杠杆增长比

私营企业更为明显。 制造业和公用事业已经出现适度的去杠杆化现象， 从而

部分抵消了上述行业杠杆上行的趋势。 然而，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资产的快速

增长显著提高了这两个行业在总负债资产比中所占的比例 （见表 ５）。

表 ４　 杠杆率分行业统计

类　 别
负债资产比 年平均变化（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房地产业 ６３ ３ ７３ ３ ７８ ４ ２ ２

　 　 国家所有或控股的企业 ６３ ４ ７３ ２ ７８ ５ ２ ２

　 　 私营企业 ６２ ９ ７３ ６ ７８ ０ ２ １

建筑业 ７６ ３ ８０ １ ７８ ９ ０ ４

　 　 国家所有或控股的企业 ７６ ５ ８０ ９ ７９ ８ ０ ５

　 　 私营企业 ７２ ８ ６３ ４ ６４ ６ － １ ２

制造业 ５６ ４ ５５ ２ ５５ １ － ０ ２

　 　 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的企业 ５７ ７ ６０ ５ ６０ ４ ０ ４

　 　 私营企业 ５２ ０ ４５ ２ ４６ ９ － ０ ７

公用事业 ６８ １ ７０ １ ６４ ４ － ０ ５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６８ ４ ７０ ５ ６４ ７ － ０ ５

　 　 私营企业 ６０ ８ ５７ ４ ５６ ８ － ０ ６

采矿业 ３８ ７ ４８ １ ４７ ４ １ ２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３８ ６ ４８ １ ４７ ３ １ ２
　 　 私营企业 ５０ ６ ４５ ０ ５０ ０ － ０ １
服务业 ５３ ７ ５７ ０ ５７ ０ ０ ５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５３ ６ ５７ ７ ５７ ２ ０ ５
　 　 私营企业 ５４ ２ ５３ ９ ５６ ４ ０ ３
其他行业 ５１ ２ ５６ ９ ５９ １ １ １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４５ ９ ６１ ８ ６２ ７ ２ ４
　 　 私营企业 ５９ ４ ４４ ５ ５２ ７ － １ ０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表 ５　 行业杠杆的构成变化

类　 别
占总负债资产比的份额（％ ） 变化（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房地产业 ７ ４ ９ ６ １３ ９ ６ ５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５ ５ ６ ９ ９ ８ ４ ４

　 　 私营企业 ２ ０ ２ ７ ４ １ ２ １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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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占总负债资产比的份额（％ ） 变化（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建筑业 ８ ０ １６ ７ １６ ９ ８ ８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７ ６ １６ １ １６ １ ８ ４

　 　 私营企业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４

制造业 ３５ ６ ３２ ５ ３２ ０ － ３ ６

　 　 国有所有或控股企业 ２８ ０ ２３ ４ ２１ ３ － ６ ７

　 　 私营企业 ７ ６ ９ １ １０ ７ ３ １

公用事业 １０ ９ ８ ９ ７ ９ － ３ ０

　 　 国有所有或控股企业 １０ ６ ８ ６ ７ ６ － ２ ９

　 　 私营企业 ０ ３ ０ ２ ０ ２ － ０ １

采矿业 １７ １ １５ ３ １２ ３ － ４ ８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１７ ０ １５ １ １２ ０ － ５ ０

　 　 私营企业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２

服务业 １５ ８ １３ ２ １２ ６ － ３ ２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１４ ２ １１ ０ ９ ５ － ４ ７

　 　 私营企业 １ ６ ２ ２ ３ １ １ ６

其他行业 ５ １ ３ ８ ４ ４ － ０ ７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１ ８ ２ ７ ２ ８ ０ ９

　 　 私营企业 ３ ３ １ １ １ ６ － １ ７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假若对杠杆变化进行分解， 会揭示出一个类似的情况 （见表 ６）。 尽管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私营企业对杠杆增长也有所推动， 但是国家所有或控股

的房地产和建筑业公司是推动杠杆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 ２００８ 年起， 除制造

业外， 其他主要行业对杠杆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 在房地产和建筑业以外的

行业， 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私营企业正向推动杠杆变化， 而国有企业

却对此产生负向影响。

表 ６　 不同行业对杠杆变化的贡献度

类　 别
对总负债资产比变化的贡献度（百分点） 累计（百分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总量 ５ ５ ０ ９ ６ ４

房地产业 １ ７ ２ ７ ４ ４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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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对总负债资产比变化的贡献度（百分点） 累计（百分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１ ２ １ ８ ３ ０

　 　 私营企业 ０ ６ ０ ９ １ ４

建筑业 ５ ６ ０ ３ ５ ９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５ ５ ０ ２ ５ ６

　 　 私营企业 ０ ２ ０ １ ０ ３

制造业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 １ ２ － １ ０ － ２ ３

　 　 私营企业 １ ３ １ １ ２ ４

公用事业 － ０ ６ － ０ ５ － １ ２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 ０ ６ － ０ ５ － １ １

　 　 私营企业 －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采矿业 － ０ ２ － １ ７ － １ ８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 ０ ２ － １ ７ － １ ９

　 　 私营企业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服务业 － ０ ７ － ０ ３ － ０ ９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 １ １ － ０ ８ － ２ ０

　 　 私营企业 ０ ５ ０ ６ １ ０

其他行业 － ０ ５ ０ ４ － ０ １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 ０ ６ ０ １ ０ ７

　 　 私营企业 － １ １ ０ ３ － ０ ８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对上市公司杠杆的分解有助于确定从 ２１ 世纪头十年后期开始支撑杠杆

不断上升的公司的大致类别。 这一分解表明特定行业 （特别是房地产和建

筑业） 是杠杆上升的重要推动因子， 并且属于这些特定行业中的公司一般

比其他公司的杠杆率更高。 这也表明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经济刺激政策的直接

后果中， 国有企业是造成杠杆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是在最近几年中， 私营企

业也较大程度地推动了杠杆的攀升。 然而， 这一分解并不能从公司层面阐明

杠杆增长的推动因素， 这表明一个公司所属行业的特征及其所有权 ／控股权

特征可能更为重要。 为了更深层次地探讨这些问题， 笔者在下一部分基于一

个类似的数据集， 构建了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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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杠杆模型

企业融资的相关文献资料在分析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时一般会考虑两种

主要的假设。 权衡理论认为高杠杆的边际税收收益与财务困境的边际潜在成

本相等时的杠杆率便是最优杠杆水平。 该理论预计公司将因此设定一个债务

价值比的目标。 假定存在调整成本， 该成本会逐渐接近这一目标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ａｎ， ２００６）。 相反， 优序融资理论预测， 在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存

在信息不对称时， 就算外部融资是更好的选择， 公司也会更偏好于内部融资

而非外部融资， 更偏好于债务融资而非权益融资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１９６１； Ｍｙｅｒｓ，

１９８４）①。

考虑到中国的问题，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４） 对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研究并

没有佐证上述任何一种假说， 但基于 “修正的优序融资理论” 规则描述了

资本结构决策。 Ｈｕａｎｇ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６） 以及 Ｑｉａｎ 等 （２００９） 最近的研究则

倾向于为权衡理论提供更多的支持。 Ｑｉａｎ 等 （２００９） 的研究表明公司当下

的杠杆率与其过去的杠杆率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这与缓慢调整到 “目标”

杠杆率的现象是一致的。

模型和数据

本章基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近 ２５００ 家公司的年度企业层面数据， 考虑了静

态和动态两种上市公司的杠杆建模方式。 在方程 （３） 中具体说明了杠杆的

基本静态固定效应模型。

Ｌｉｔ ＝ α ＋ Ｘｉｔβ ＋ Ｚｔγ ＋ μｉ ＋ η ｉｔ （３）

方程 （３） 中， Ｌｉｔ是公司 ｉ 在 ｔ 年的杠杆率， Ｘ ｉｔ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企业

８６２

① 公司偏好债务融资而非权益融资， 原因在于权益融资的代理成本较高。 当既有股东可以获

得私人信息， 而新投资者消息不够灵通时， 市场可能会给股本定错价格。 当价格低估时，
相较既有股东而言， 新投资者会获得更多的净现值 （ＮＰＶ）， 即使净现值为正， 该项目也会

遭到否决。 参见 Ｈａｒｒｉｓ， Ｍ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ｖ， Ａ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４６： ２９７ －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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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解释变量。 Ｚ ｔ 是公司间相同但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影响杠杆的其他决定

因素， 模型中包含几个时间虚拟变量。 μｉ 表示公司的固定效应， ηｉｔ则代表

误差项。
如果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能够反映其以往借贷行为和当前外部融资需

求， 静态模型可能会使估计出现偏误。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和 Ｒａｎｇａｎ （２００６） 认为美国

上市公司会瞄准一个长期杠杆率 （这可能是依据优序融资理论或其他考虑

因素确定的）， 并且公司会逐渐朝着其长期目标发展。 方程 （４） 展现了这

一模式。

Ｌｉｔ － Ｌｉｔ－１ ＝ λ（Ｌ∗
ｉｔ － Ｌｉｔ－１） ＝ λ（δ ＋ Ｘｉｔτ ＋ Ｚｔθ ＋ φｉ ＋ ωｉｔ） － λＬｉｔ－１ （４）

在方程 （４） 中， 目标杠杆 Ｌ∗
ｉｔ 取决于方程 （３） 中包含的相同的杠杆标

准静态决定因素， λ 体现了调整的速度且 ０ ＜ λ ＜ １。 将滞后期杠杆水平加到

方程两边就产生了方程 （５）。

Ｌｉｔ ＝ υ ＋ （１ － λ）Ｌｉｔ－１ ＋ Ｘｉｔϕ ＋ ＺｔΨ ＋ ξｉ ＋ Ｖｉｔ （５）

在方程 （５） 中， ϕ ＝ λτ 并且 ψ ＝ λθ。 可以采用标准的固定效应模型来

估算 λ。 然而， 由于滞后的因变量与企业的固定效应相关， 因此系数估计会

出现偏差 （Ｎｉｃｋｅｌｌ， １９８１）， 很难建立向目标杠杆动态调整的模型。 因此，
包括 Ｑｉａｎ 等 （２００９） 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近期研究中采用了动态面板， 用差

分广义矩估法 （ＧＭＭ） 进行估算 （Ｈｏｌｔｚ⁃Ｅａｋｉ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８；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ｎｄ， １９９１）。 这种方法通过一阶差分去除无法观测的公司固定效应， 对方

程 （５） 进行转换。

ΔＬｉｔ ＝ （１ － λ）ΔＬｉｔ－１ ＋ ΔＸｉｔϕ ＋ ΔＺｔΨ ＋ ｕｉｔ （６）

为了解决与固定效应相关的滞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差分广义矩估法

将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 在包含解释变量滞后期的工具

变量集中， 允许某些回归因子存在内生性。 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许多变量可能

是内生变量， 即非外源决定的变量， 因此在公司融资的背景下上述方法颇具

吸引力。
然而，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和 Ｂｏｎｄ （１９９８） 发现， 像持久自回归过程所展现的那

样， 当序列的滞后期与一阶差分仅存在弱相关时， 差分广义矩估法估计的效

果较差。 他们假设工具的一阶差分与固定效应不存在相关性， 这就可能会增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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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具变量的数量。 系统广义矩估法涉及两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 对于初始

水平的方程采用滞后差分作为工具变量， 而差分方程则采用滞后水平作为工

具变量①。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和 Ｈａｎｋｉｎｓ （２０１３） 采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模拟数据发现，
上述估计方法一系列的回归结果要优于差分广义矩阵法。 系统广义矩估法可

能优于差分广义矩估法， 也有可能两种方法不分伯仲。 因此本章同时考量了

两种方法的结果， 并将其与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进行比较， 评估公司层面杠

杆决策的驱动因子。
在回归分析中， 本章使用负债资产比衡量杠杆水平。 估算中使用的协变

量回归系数 （Ｘｉｔ） 是盈利能力， 如市价净值比、 抵押、 非债务税盾、 公司

规模以及行业平均杠杆水平。 本章所考虑的变量与之前研究中采用的变量相

似 （见表 ７）。

表 ７　 数据小结

系列 数量 平均值 中位值 标准差

杠杆 ２６２３５ ０ ４６ ０ ４６ ０ ２５

盈利能力 ２４９４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５

市价净值比 ２１３５１ ２ ４４ １ ９３ １ ９２

抵押 ２６２３５ ０ ２６ ０ ２２ ０ １８

非债务税盾 ２５６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公司规模 ２６２３５ ２１ ６６ ２１ ４９ １ ２９

　 　 注： 杠杆指的是账面的负债资产比； 盈利能力指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 市价净值比指账面负

债与股权市值的总和除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抵押指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 非债务税盾指资产

折旧值除以总资产； 公司规模指总资产 （以本币计价） 的自然对数。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ＷＩＮＤ 资讯。

盈利能力可以使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来衡量②。 优序融资理论预计

公司更倾向于使用留存收益而非债务的融资方案， 因此这意味着债务与盈利

能力存在负相关 （Ｍ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ｌｕｆ， １９８４）。 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会用其收益

偿还债务。 从另一种视角来看， 由于高收益意味着偿债能力更强， 贷方更愿

意向现金流更大的公司借贷。 然而本章第二部分的综合对比显示， 杠杆和盈

０７２

①

②

就其初始条件而言， 该假设具有争议， 可以探究附加力矩的条件， 因此该假设第一阶段滞

后因变量的差异与随后阶段出现的误差并无关联。
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总资产是为了控制企业的规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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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存在负相关。
通常资产的市价净值比 （或市价与账面价值的比率） 代表着增长机遇。

这一比率可能与高杠杆 （要实现这些发展机遇， 将产生更大的外部融资需求）

或低杠杆 （这些收益机遇削减了承担额外债务的动因或需求） 相关。

本章选用有形资产， 使用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表示公司的举债能

力与可担保资产。

非债务税盾用折旧费用除以总资产来表示。 提交纳税申报单时， 公司通

常更偏好于采用债务融资的方法， 以实现降低税率的目的。 非债务税盾则可

以减少这一动因的影响。

总资产账面价值的对数可以衡量公司规模。 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是

风险更低的债务人， 从而低破产风险导致其承担更高的杠杆。 另一种观点

（优序融资理论） 认为年代越久， 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机会保留收益①。

将行业中企业杠杆的中位数作为附加变量， 从行业层面控制资本结构特

征。 Ｆｒａｎｋ 和 Ｇｏｙａｌ （２００９） 认为这一变量可以替代包括调控因子②在内的多

个杠杆决定因素。 第三部分的分解式强调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在推动综合杠

杆水平方面的重要性， 这表明行业层面的杠杆可以影响公司层面的杠杆决策。

前面两个部分的分析说明， 国有和私人所有 ／控股是推动杠杆增加的一

个重要因素。 ２００８ 年年末， 中国实施财政货币刺激政策， 在随后几年的实

施结果中， 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数位观察家将此次经济刺激看作政府政

策基本转型的标志， 政府政策回归到对国有企业有利的直接放贷模式

（Ｌａｒｄｙ， ２０１２： １１ － １３）。 鉴于公司层面的这一假说， 本章在回归中加入了

多个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第一， 本章将 ２００８ 年及以前年份设定成一个虚拟

变量为 ０ 的参数， 将从 ２００９ 年起的年份设定为 １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 明

确将 ２００９ 年作为突变点， 使遵循经济刺激政策引导的公司， 可以熟悉融资

总量环境③的变化。 第二， 为衡量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差异化影响， 笔者

１７２

①

②

③

本章将公司年限包含在内， 但经证明这一变量在本章的具体参数中并不显著。
一些研究中也使用收益波动率来代表这一指标， 但由于在较短时期内很难精确衡量这一变

量， 故将其排除。
本章也采用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净流量汇编而来的国家信托贷款、 委托贷款和未贴

现银行承兑汇票量的数据， 研究了一个衡量银行总融资、 非银行融资以及资产负债表外融

资存量增长的变量。 然而， 主要研究结果并没有因为包含这个变量而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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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了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与所有制虚拟变量 （公司为国家所有或控股时变

量取 １） 的交互项。 在以上回归因子之外， 还包括一组年份虚拟变量， 以控

制影响所有公司的年度外源性差异因素。 总之， 不同的时间虚拟变量形成了

矢量 Ｚ ｔ。
样本数据集中大量的上市公司呈现出非常特殊的杠杆行为， 产生了较大

的负债资产比率。 这反映出一些公司在特定时间节点的股权账面价值为负可

能是由财务困境引起的， 这与账面杠杆率大于 １ 的情况一致。 相关文献中处

理异常值的常用策略包括审查单位区间杠杆率， 删除杠杆分布特定的百分位

数以及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 （ Ｂｙｏｕｎ， ２００８；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ａｎ， ２００６；
Ｌｅｍｍ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主要研究结果排除所有取样期间负债资产比超过 ５
的公司。 由于杠杆分布的非标准特征与异常值也是本章试图解释的问题， 因

此样本中包含了杠杆率大于 １ 的公司。 然而， 主要研究结果对区间审查不甚

敏感 （见附表 ２）。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本章的主要结果并没有采用公司匹配样本。 原则

上， 在样本期使用匹配样本会忽视构成变化 （特别是私营及国有企业相对

比例的变化）， 从而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与这一顾虑相反， 由于样本期企

业存在进入退出行为， 因此不使用匹配样本也可能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是否

采用匹配样本并不影响研究结果。 互补匹配样本的结果如附表 １ 所示。

研究结果

表 ８ 显示了研究结果。 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 当控制其他因

素不变时①， 公司杠杆与其盈利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与公司规模、 可担

保资产、 市价净值比和行业中位数杠杆存在正相关。 公司杠杆与非债务税盾

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２７２

① 本章关注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的原因在于后者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中被否定。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和 Ｌａｍ
汇报了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的结果， 同静态模型的结果类似， 其结果也支持该假说： ２００８
年以后国家所有权对公司杠杆产生正向影响。 参见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Ｊ Ａ （１９７８），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４６： １２５１ － １２７１； Ｃｈｉｖａｋｕｌ， Ｍ ａｎｄ Ｌａｍ， Ｗ Ｒ （ ２０１５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ＷＰ ／ １５ ／ ７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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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负债资产比的决定因子

变量 固定效应 差分广义矩估法 系统广义矩估法

杠杆（ － １）
０ ７６∗∗∗

（０ ０４）
０ ８３∗∗∗

（０ １２）

盈利能力
－ ０ ４１∗∗∗

（０ １１）
－ ０ ５１∗∗∗

（０ １４）
－ ０ ５２
（０ ４３）

市价净值比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可担保资产
０ １２∗∗∗

（０ ０４）
－ ０ ０１
（０ ０４）

－ ０ ０１
（０ ０４）

非债务税盾
０ ６８

（０ ５９）
０ ０１

（０ ８９）
－ ０ １８
（０ ８１）

公司规模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１）

行业中位数杠杆
０ ２９∗∗∗

（０ ０４）
０ ２３∗∗∗

（０ ０３）
０ ２３∗∗∗

（０ ０９）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量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２）

－ ０ ０２
（０ ０４）

所有权虚拟变量
－ ０ ０６
（０ １６）

所有权虚拟变量 ×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量

０ ０４∗∗∗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８）

常数项
－ １ ２１∗∗∗

（０ １４）
－ ０ ５０∗

（０ ２６）

观测值 ２１２８５ １６８３２ １９１９１

公司 ２４４４ ２１７２ ２３２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０ ００

序列相关性 ０ ５７ ０ ５１

注： ①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示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 Ｐ 值。 序列相关性表示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 检验的二阶序列相关性的 Ｐ 值， 参见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Ｍ ａｎｄ Ｂｏｎｄ， Ｓ （１９９１）， Ｓｏｍ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８： ２７７ － ２９７。 ②∗∗∗、 ∗∗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 ③
这一回归分析包括一组年份虚拟变量 （未报告）。 标准误差的异方差性恒定且经过校正。 在动态面

板模型中， 使用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描述的步骤估算出稳健标准误。 参见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Ｆ （２００５），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２６： ２５ － ５１。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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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和所有权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明： 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 相较私营企业而言 （与剔除异常值后的 ４５ ６％ 的平均杠杆率进行

比较）， 国有企业将上市公司的负债资产比提升了 ４ 个百分点。 这表明相较

私营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杠杆得到大幅提升， 超过了微观经济层面基于正常

杠杆决策驱动因子所预计的幅度。 然而， 如果公司的杠杆决策是动态、 持久

的， 那么会对静态模型的结果产生误导。

表 ８ 的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表明在静态回归中显著的某些变量， 加入与时

间相关的公司杠杆决策后变得不太显著。 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中观察到

的某些有关公司层面的静态杠杆决定因素已经包含在动态模型的滞后因

变量中， 这一结果并未完全出乎意料。 研究结果表明， 实际上， 决定杠

杆的几个因素相对于具体参数的变化来说还是相当稳定的。 正如在固定

效应模型中展现的， 将其他因素①考虑在内， 差分广义矩估法结果发现，

杠杆同盈利能力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却与市价净值比、 公司规模和

行业中位数杠杆呈正相关关系。 系统广义矩估法研究表明， 公司规模和

行业中位数杠杆是显著因子， 而盈利能力和市价净值比表现不显著， 其

与差分广义矩估法②的研究发现呈现出相似性。 在两个模型中可担保资产

均不显著。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和所有权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算结果与静态固定

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截然不同。 该交互项系数前的符号发生了改变， 不过

并不显著。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章基于上述模型重新对不同时

期的样本进行了估算， 初始期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 结束期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变量的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见附表 ３）。 使用 ２０００ 年上市公司的匹配

数据样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见附录）。

结果显示， 一旦控制了杠杆的持续性， ２００８ 年以后相较私营企业而

言， 国有企业的杠杆并未明显高于基于标准静态资本结构决定因素所预

计的水平。 交互项系数显著性的改变反映出由水平方向变化的关系转

换， 同时也将滞后因变量囊括其中 ［ 即方程 （ ３ ） 向方程 （ ６ ） 的转

４７２

①

②

在这些变量中， 将盈利能力、 市价净值比和可担保资产视为具有潜在内生性， 因此这些变

量的二阶滞后可以充当工具变量。
盈利能力非常显著且与匹配样本参数呈负相关 （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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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由于滞后因变量已经体现了先前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杠杆行

为的差异， 因而也削弱了交互项在标准静态杠杆决定模型中反映显著变

化的能力。
在两种动态模型中， 杠杆滞后项的系数非常显著， 表明企业以往的杠杆

水平对其当前的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差分广义矩估模型中， 向

假设的目标杠杆率调整的速度每年约为 ２４％ ， 在系统广义矩估模型中这一

速度每年约为 １７％ 。 这表明半衰期约为 ２ ５ ～ ３ ７ 年。 本章所估算的调整速

度与 Ｑｉａｎ 等 （２００９） 计算债务资产比时使用更小的公司样本数据所估算的

速度极为相似， Ｑｉａｎ 等 （２００９） 发现每年的调整速度约为 １８ ５％ ①。 这一

速度要比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和 Ｒａｎｇａｎ （２００６）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出的美国上市

公司每年 ３４％的调整速度更为缓慢， 而且使用差分广义矩估模型后， 这一

速度变为 ５２％ 。
总之， 上述几个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 公司的

杠杆率滞后期、 规模、 盈利能力及其所属行业的中位数杠杆都有助于解释其

资本结构决策。 在三种不同的模型中， 盈利能力、 公司规模、 市价净值比和

行业中位数杠杆几个变量的系数类似。 本章第三部分对上市公司杠杆的分

解， 解释了 ２１ 世纪头十年后期杠杆增加的一些原因。 尤其是公司层面杠杆

行为的持续性， 加上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衰退与上市公司资产向平均杠杆较高

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转移， 可以说明近几年杠杆上升的绝大部分原

因。 第三部分的分解表明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尽管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私营企业

对杠杆整体水平的上升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这两个行业的国有企

业是推动杠杆增长的主要力量。
一些杠杆率较高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出现了去杠杆

化的迹象 （参见第三部分）。 这一事实预示了企业逐渐向低杠杆 “目标” 转

型。 然而， 如果近期的趋势仍继续发展， 私营企业不断上升的杠杆和越来越

多新上市企业对整体杠杆的积极推动， 可能会成为去杠杆化的抵消力量。 经

济分析家和评论员普遍认为中国债务和杠杆不断攀升的走向预示着未来极具

破坏性的金融事件或金融危机的降临。 假如不断上升的杠杆水平最终带来了

金融不稳定性， 公司领域突然强行实施去杠杆化， 上市公司不可能置身事

５７２

① 在不同样本期， 这一调整速度的估计结果保持稳健， 如附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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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幸免于难。 然而， 如果去杠杆化的过程相较于杠杆的增加更为有序， 并

且正如模型估算所显示的资本结构决策保持较高的连续性， 上市公司去杠杆

化的进程可以逐渐完成。

结　 语

从 ２１ 世纪前十年后期开始， 中国快速增长的公司杠杆引发了人们对

金融稳定和杠杆增长潜在风险的关注。 有关中国杠杆的讨论经常强调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推动国有企业债务上升的经济刺激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本章研究了中国诸多公司中的一小部分———内地的上市非金融公司———
的杠杆， 以期了解近几年特别是从 ２１ 世纪头十年后期开始公司杠杆模式

是如何发展的。
本章分析为以下观点提供了依据。 国家所有或控股企业造成了公司杠杆

的上升。 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后， 相较于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出现

恶化。 由于上市公司的主要资产被国有经济实体控股或所有， 国有企业持续

在总杠杆水平中占有最大份额。 然而， 这一宏观层面的趋势掩盖了在更为细

分层面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
一方面， 一些高杠杆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出现了去杠杆化迹象； 另一

方面， 私营企业所掌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份额不断增加， 随着私营企业杠杆

率的上升， 其财力也不断增长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后新净加入的公司）， 这意

味着相较于国有及私营企业所体现出的平均杠杆率， 私营公司在上市公司总

杠杆的增长中占有更大的份额。 就行业而言，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企业推动了

大部分的杠杆增长， 而公用事业、 服务业和采矿业企业的杠杆已经从整体杠

杆中逐步去除。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私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 更

加积极地推动了杠杆的增长。
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得到的公司层面主要杠杆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指

出， 杠杆和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杠杆同公司规模、 可担保资

产和行业杠杆模式存在正相关关系。 允许杠杆决策连续相关的动态模型进一

步表明， 公司层面的资本结构决策的持续性是可观测的杠杆行为的一个重要

特征。 这一特征与疲软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 以及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政府的经

济刺激政策之后行业布局向更高杠杆的行业如房地产和建筑业转移这二者相

６７２



结合，或可阐明近些年杠杆呈上行趋势的主要原因。如果该结论正确并适用

于非上市公司，企业行为的缓慢调整将使中国公司快速实现去杠杆化这一任

务非常艰巨，极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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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１　 负债资产比决定因素： 匹配样本

变量 固定效应 差分广义矩估法 系统广义矩估法

杠杆（ － １）
０ ７８∗∗∗

（０ ０３）
０ ８３∗∗∗

（０ ０３）

盈利能力
－ ０ ３７∗∗∗

（０ １１）
－ ０ ３９∗∗∗

（０ １３）
－ ０ ４３∗∗∗

（０ １３）

市价净值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可担保资产
０ ０６

（０ ０４）
－ ０ ０５
（０ ０４）

－ ０ ０４
（０ ０４）

非债务税盾
０ ６７

（０ ６１）
－ ０ ２３
（０ ５２）

０ ２６
（０ ８１）

公司规模
０ ０６∗∗∗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６４）
０ ０２∗∗∗

（０ ０１）

行业中位数杠杆
０ ２８∗∗∗

（０ ０５）
０ ２１∗∗∗

（０ ０４）
０ １９∗∗∗

（０ ０５）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
－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所有权虚拟变量
０ ０２

（０ ０４）

所有权虚拟变量 ×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

０ ０７∗∗∗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１）

常数项
－ １ ０１∗∗∗

（０ １９）
－ ０ ４７∗∗∗

（０ １０）

观测值 １１６８５ １００２８ １０８９９

公司 ８３９ ７８７ ８３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０ ００

序列相关性 ０ ４５ ０ ３９

注： ①表中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示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 值。 序列相关性表示二阶

序列相关性的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 检验 Ｐ 值， 参见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Ｍ ａｎｄ Ｂｏｎｄ， Ｓ （１９９１）， Ｓｏｍ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８： ２７７ － ２９７。 ②∗∗∗、 ∗∗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的显著性。
③此回归分析包含一组年份虚拟变量 （未报告）。 标准误差的异方差性恒定且经校正。 在动态面板

模型中， 稳健标准误依照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描述的步骤估算而来。 参见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Ｆ （２００５），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２６： ２５ － ５１。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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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２　 负债资产比的决定因素 （单位区间审查）

变量 固定效应 差分广义矩估法 系统广义矩估法

杠杆（ － １）
０ ７５∗∗∗

（０ ２８）
０ ８１∗∗∗

（０ ０５）

盈利能力
－ ０ ５１∗∗∗

（０ ０２）
－ ０ １７∗

（０ ０９）
－ ０ ２５
（０ ６３）

市价净值比
－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可担保资产
０ 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５）

非债务税盾
－ ０ ４３∗∗∗

（０ １４）
－ ０ ８７
（０ ２２）

－ ０ ９８∗∗

（０ ４２）

公司规模
０ ０９∗∗∗

（０ ００）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行业中位数杠杆
０ １９∗∗∗

（０ ０３）
０ ２４∗∗∗

（０ ０３）
０ ２３∗∗∗

（０ ０７）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
－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２
（０ ０４）

所有权虚拟变量
－ ０ ０３
（０ １１）

所有权虚拟变量 × ２００８
年后虚拟变量

０ ０２∗∗∗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１）

常数项
－ １ ４９∗∗∗

（０ １１）
－ ０ ４４∗∗∗

（０ ０８）

观测值 ２０１９７ １５９３４ １８１８３

公司 ２３５３ ２０９１ ２２３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０ ００

序列相关性 ０ ９６ ０ ９９

注： ①表中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示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 值。 序列相关性表示二阶

序列相关性的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 检验 Ｐ 值， 参见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Ｍ ａｎｄ Ｂｏｎｄ， Ｓ （１９９１）， Ｓｏｍ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８： ２７７ － ２９７。 ②∗∗∗、 ∗∗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的显著性。
③此回归分析包含一组年份虚拟变量 （未报告）。 标准误差的异方差性恒定且经校正。 在动态面板

模型中， 稳健标准误依照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描述的步骤估算而来。 参见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Ｆ （２００５），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２６： ２５ － ５１。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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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３　 样本敏感度： 国有企业 ×２００８ 年后样本期虚拟变量

样本 固定效应 差分广义矩估法 系统广义矩估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０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０ ０３∗∗∗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０ ０３∗∗∗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０ ０２∗∗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注： 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 标准

误差的异方差性恒定且经校正。 动态面板模型中采用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的稳健标准误差。 参见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
Ｆ （２００５ ），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２６： ２５ － ５１。

资料来源： 作者的核算。

（詹保红 译； 张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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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国低碳城市发展： 对五个试点城市的实证研究

评估中国低碳城市发展： 对五个
试点城市的实证研究

胡必亮　 罗 佳　 陈春来　 李秉勤

一　 引言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２５％ （Ｌｉｕ， ２０１５）。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 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并成

为世界上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Ｈｕ，
２０１３）， 城市生产了全球 ６５％以上的总财富， 同时也消耗了全球 ６５％以上的

能源， 并排放了全球大约 ７０％ 的温室气体。 减少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被

认为是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总体排放量的关键所在， 而其中将城市转变为

“低碳城市” 则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手段 （Ｂ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 ２０１１）。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６ １％ 。 根据

“十三五” 规划，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 ２０２０ 年预计将达到 ６０％ 。 但是， 经

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中心的迅速发展已经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 包括环境恶

化、 空气和水的污染， 这已经引发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Ｌｉ， ２０１３； Ｇ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任务完成的压力在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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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都在持续增加。
２００８ 年年初，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 联合

在上海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引入了低碳城市试验计划。 ２０１０ 年， 低碳城市试

验计划正式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０）。 低碳城市试验

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低碳排放产业， 建立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数据收集

和管理体系， 并鼓励居民采用绿色、 低碳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根据国家发

改委的文件， ５ 个省份 （广东、 辽宁、 湖北、 山西、 云南） 和 ８ 个城市 （天
津、 重庆、 深圳、 厦门、 杭州、 南昌、 贵阳、 保定） 将加入国家低碳试验

计划。 第二批试验地区在 ２０１２ 年加入国家低碳试验计划， 使参与试验的城

市总量达到 ３６ 个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２）。
试验城市将面临一个关键挑战： 迄今为止， 虽然该试验计划有公众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成功的个体案例， 但是没有一套能够确切地衡量低碳城市

计划总体结果的清晰指标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这并不是说单个试验城市的

情况不重要， 因为单个城市的成果很可能会使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但

是如果有一套对中国的低碳试验城市进行总体评估的标准， 就可以看出低碳

城市计划到底对总体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产生多大的影响。
本章第一部分建立一个关于低碳城市评估的系统， 用来衡量其中参与低

碳城市试验计划的 ５ 个城市的表现情况。 第二部分讨论并介绍评估低碳城市

表现的原则和主要指标， 包括本章使用的方法论。 第三部分利用这些指标来

评估中国参与低碳城市试验计划的 ５ 个城市的具体表现。 最后一部分对本章

的发现进行总结， 并基于这些发现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中国的低碳城市

虽然中国参与低碳城市试验计划的城市有很多， 但是并没有关于低碳城

市的清晰定义。 正如该项试验计划的名称所示， 低碳城市试验计划的目的是

降低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是， 让这一计划的实施变得困难的原因是，
中国城市在经济结构、 环境资源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力方面的差别很

大。 因此， 这些城市需要提出各自的策略以适应自身的条件 （Ｌｉ， ２０１３）。
引入一个对所有城市来说普遍适用的标准来推行这一计划， 不仅不符合实

际， 而且会阻碍各城市在这方面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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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以上困难， 中国的政策是分两条线的： ①中央政府设定一个总

目标， 正如 “十二五” 规划中所指出的那样， 将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

浓度降低 １７％ （Ｌ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２）； ②各地方政府对实现这一目标负责。
地区政府必须提出自身的低碳发展策略， 并且与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而这种

策略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Ｂａｅｕｍｌｅｒ， ２０１２）。
由于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 因此这一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在绝对数量上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是在相对意义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也就是说， 要

将经济发展目标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目标结合起来。 在低碳城市试验计划中，
城市的关注点是降低碳浓度 （每单位 ＧＤＰ 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１）， 并采取策略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因此， 二氧化碳的排放总

量仅仅是被用作参考的一个指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些试点城市都可以被看作一项实地调查。 通过每

个城市的试点实践， 政策制定者可以收集有关地区策略有效性的一手信息。
但是， 这种方法也面临一个问题： 如何评估采取不同方法的城市的实际执行

情况呢？ 本章将设计一个衡量低碳城市执行情况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低碳城市实施情况的评估

要评估低碳城市的执行情况， 有一套衡量指标是很重要的， 这对于中国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当前已有的评估方法包括两种。 一种

是使用单一指标， 比如，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居民人

均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土地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浓

度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清晰和直观， 它直

接将目标对准二氧化碳排放量。 然而， 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量

看作其中的一个指标， 但很多人也批判这种方法过于简单， 且这种方法存在

使对问题的理解过于狭隘的风险 （Ｗｅｉｄｅｍａ， ２００８； Ｐｕｌｓｅｌｌｉ， ２０１５）。 另外，
低碳城市不仅仅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更重要的是， 它包含了可持续发展

的内容， 并试图在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和对自然资源能源有效使用等方面实

现平衡。
评估低碳城市执行情况的另一种方法， 是一个更普遍的方法， 那就是创

建一系列指标来综合评估。 这种方法能够体现低碳城市的多个表现维度， 因

７８２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此被更加广泛地采用， 也能够反映低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其中一个普

遍采用的模型是驱动力—压力—状态—冲击—响应模型 （ ＤＰＳＩＲ 模型）
（Ｃａｒｒ， ２００７）， 该模型将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指标分成五类： 驱动力、
压力、 状态、 冲击和响应。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解释了环境活动和经济活动之

间的相互关系， 也通过分析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潜在影响来提供反馈信

息 （Ｓｈａｏ ａｎｄ Ｊｕ， 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本章选择的指

标必须是综合性的。 譬如说经济因素， 如人均 ＧＤＰ， 以及人口因素， 如人

口增长率和城市化速度等。 由于背景环境的多变性， 笔者很难将驱动力分离

开， 更别提制定目的明确的政策了。 由于笔者想提出目的明确的政策性建

议， 因此， 本章在分析时就不考虑选择使用 ＤＰＳＩＲ 模型了。
另一个普遍采用的模型是对人口、 富裕程度和技术的动态影响建立回归

模型 （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３； Ｆａｎ， ２００６； 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ｃｈ，
２００３）， 这个模型是由环境影响、 人口数量、 富裕程度和技术模型 （ＩＰＡＴ 模

型） 发展而来的， 并且已有一些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的、 能评估低碳城市发

展水平的修正指标体系， 其中的指标考虑了经济、 社会环境、 资源能源、 技

术和居民消费水平。 在本章中， 笔者将调整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使之适用于分

析中国低碳城市的实际情况。

低碳城市发展指标： 指标选择

本章的评估框架包含了低碳城市的 ５ 个维度： 经济增长、 能源消耗、
城市建设、 政府支持力度和居民消费。 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本章选定了 １７
个具体的指标并在 《２０１２ 中国绿色发展指标报告》 的基础上对这些指标进

行调整。 《２０１２ 中国绿色发展指标报告》 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和资源管理

学院发布 （Ｌｉ ａｎｄ Ｐａｎ， ２０１５）， 它被广泛地认为是在中国的这一领域影响

深远的年度报告。 图 １ 描述了评估框架、 ５ 个指标维度和子指标， 下一部

分将详尽阐释。
图 １ 展示了本章用来衡量低碳城市执行情况的 ５ 个不同方面的指标体

系。 每个综合指标都是根据每个城市的子指标计算出来的， 因此每个综合指

标都是一个综合的评估结果。 例如， 某个城市可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但是

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可能由于该城市能源消耗表现很差而被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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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衡量低碳城市执行情况的指标体系

第一个指标———经济增长， 已有的研究表明， 有三个经济因素与二

氧化碳排放量有关： 经济发展水平 （ Ｓｅ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１９９４； 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２００１）、 经济增长速度 （Ｓｏｙｔａｓ ａｎｄ Ｓａｒｉ， ２００９；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０９） 以及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Ｇｏ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１９９７； Ｃａ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Ｂｌａｉｒ， １９９７）。 本章为这三个经济因素选择了三个代理指标： ①人均

ＧＤＰ———经济发展水平； ②ＧＤＰ 增速———经济增长速度； ③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ＧＤＰ 比重———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第二个指标———能源消耗， 包含能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 本章

选择单位 ＧＤＰ 消耗的能源和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的比重来衡量能源利用指

标。 单位 ＧＤＰ 消耗的能源是以能源消耗的总量除以 ＧＤＰ 来衡量的。 这个指

标数值越高， 生产单位 ＧＤＰ 使用的能源就越多， 对低碳城市发展的负面影

响就越大。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的比重是由消耗化石燃料的总量除以能源消

耗的总量来计算的。 由于化石能源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本章认为

若化石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耗中占很高的比重， 那么这将对低碳城市总体执行

情况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衡量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 本章将工业企业消耗能源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 本章选择了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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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衡量标准， 第一个衡量标准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除以一个城市的总人口数量得到， 这一指标和低碳城市发展水

平呈负相关关系。 第二个衡量标准是碳生产率， 该指标与低碳城市发展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衡量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章对原煤、 焦炭、 四

种燃料产品 （汽油、 煤油、 柴油和燃料油） 以及天然气进行分析。 首

先将每种能源的数量转换成以吨为单位的等量标准煤炭 （ ｔｃｅ） ， 然后将

这一数值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见表 １） 。

表 １　 等量标准煤炭转换系数和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序号 能源种类 折标煤系数（吨标准煤 ／ 吨） 碳排放系数（吨碳 ／ 吨标准煤）

１ 原煤 ０ ７１４３ ０ ７５５９

２ 焦炭 ０ ９７１４ ０ ８５５０

３ 汽油 １ ４７１４ ０ ５５３８

４ 煤油 １ ４７１４ ０ ５７１４

５ 柴油 １ ４５７１ ０ ５９２１

６ 燃料油 １ ４２８６ ０ ６１８５

７ 天然气 １ ２７２２ ０ ４４８３

　 　 注： 折标煤系数参照 ＧＢ ／ Ｔ ２５８９—２００８，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其中， 天然气折标煤系数根据油

田天然气和气田天然气系数取均值而来， 分别为 １ ３３００ 吨标准煤 ／ 吨和 １ ２１４３ 吨标准煤 ／ 吨； 各类

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借鉴 《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资料来源： 标准煤炭转换系数来自国家发改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参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８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Ｂ ／ Ｔ ２５８９ － ２００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ＤＲＣ；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ＩＰＣＣ ） （ ２００６ ）， ＩＰＣ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第三个指标———城市建设， 包含 ４ 个子指标： ①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

辆数， 作为公共交通覆盖面的代理指标； ②节能建筑开发比重； ③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 它代表了城市建设的一方面， 与低碳城市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

系； ④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其数值越高代表城市低碳计划的实施

情况越差。
第四个指标———政府支持力度， 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 低碳城市的

发展很难实现。 这一指标包含在评估体系中， 强调了政府在发展低碳城市中

的重要地位， 也反映了政府行动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影响。 本章为这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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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指标选择了 ４ 个子指标： 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度 （以空气质量达到二级

以上的天数来衡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如果一个城市在这 ４ 个子指标上表现良好， 那么

这将对城市总体表现情况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个指标———居民消费， 由两个子指标体现： 人均城市生活用电量和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这两个子指标与总指标都是负相关的。

分配权重①

有两个能对这些指标分配权重的主要方法： 主观分配法和客观计算法。
本章采用主观分配法。 笔者邀请了 １０ 位在这一领域有杰出研究成果的专家

对每个指标分配权重。 基于这些数据， 本章确定经济增长的权重是 ２０％ 、
能源消耗是 ３１％ 、 城市建设是 ２１％ 、 政府支持力度是 １９％ 、 居民消费是

９％ 。 权重分配的详细情况在表 ２ 中有所展示。

表 ２　 低碳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准则层）
二级指标

（指标层）
指标

单位

指标

性质

指标

权重

低碳

城市

发展

水平

经济增长

（２０％ ）

经济水平

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

能源消耗

（３１％ ）

能源利用

碳排放

人均 ＧＤＰ 元 正 ６％

ＧＤＰ 增速 ％ 正 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正 ９％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吨标准煤

／ 万元
逆 ８％

化石能源使用占比 ％ 逆 ９％

人均碳排放 吨 ／ 人 逆 ７％

碳生产率 万元 ／ 吨 正 ７％

１９２

① 笔者感谢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晓西教授、 林卫斌教授、 林永生教授和郑艳婷教授， 来自

国家统计局的施发启教授，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佐军教授， 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的史育龙教授和姜长云教授， 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志雄教授和张元红

教授， 感谢他们在笔者为各个指标分配权重时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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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准则层）
二级指标

（指标层）
指标

单位

指标

性质

指标

权重

低碳

城市

发展

水平

城市建设

（２１％ ）

交通

建筑

土地利用

政府支持

力度

（１９％ ）
政府治理成效

居民消费

（９％ ）
消费水平

每万人拥有公共

交通车辆数
辆 正 ６％

节能建筑开发比重

（无数列表指标）
％ 正 ６％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

面积比重
％ 逆 ４％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 ５％

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度 ％ 正 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 ５％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
％ 正 ４％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正 ４％

人均城市生活用电量 千瓦时 ／ 人 逆 ５％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升 ／ 人 逆 ４％

　 　 注： ①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的李晓西、 林卫斌、 林永生、 郑艳婷， 国家统

计局的施发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科研部副主任史育龙和姜长云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和张元红教

授 １０ 位专家依据各指标重要性程度对指标体系进行打分、 赋权。
②１０ 位专家被要求给每个指标分配一个权重。 最右边列显示的是总体权重， 是 １０ 位专家给出

的权重的平均值。 １７ 个指标的总权重是 １。 一个维度的所有指标权重加在一起就得到了左边维度列

各个括号中的权重。

指数的计算

由于不同的指标是用不同单位来衡量的， 因此当计算低碳城市发展指数

（ＬＣＣＤＩ） 时，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使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所有指标的标准值。

对于正向指标： Ａ′ ＝ Ａ⁃ＭｉｎＡ
ＭａｘＡ⁃ＭｉｎＡ （１）

对于逆向指标： Ａ′ ＝ ＭａｘＡ⁃Ａ
ＭａｘＡ⁃ＭｉｎＡ （２）

在等式 （１） 和等式 （２） 中， Ａ′是标准值， Ａ 是原始值， ＭａｘＡ 是指标

的最大值， ＭｉｎＡ 是指标的最小值。 标准值 Ａ′的范围是 ０ ～ １。 等式 （１） 是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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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计算正指标的， 等式 （２） 是用来计算负指标的。
根据等式 （１） 和 （２） 的结果， 利用等式 （３） 计算一个城市 ５ 个指标

各自的 ＬＣＣＤＩ 数值以及该城市 ＬＣＣＤＩ 的总体值。

ＬＣＣＤＩ ＝ ∑
ｎ

１
Ｗｉ × Ａ′ （３）

在等式 （３） 中， Ｗｉ 是指标 ｉ 的权重。 根据等式 （３） 计算的数值， 比

较各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 根据相对得分大小， 就能对子系统和整体指标

体系进行排名， 对各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直观的比较。 低碳城市发展

指数越高， 表明这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就越高。

评估低碳城市的发展水平

为了进行本章的研究， 笔者从国家试点低碳城市计划中选取了 ５ 个城

市———天津、 深圳、 杭州、 南昌和保定作为研究对象。 深圳是经济特区，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还以最基本的农业经济为主， 但是如今已经是高新技术产

业、 金融服务业、 现代物流业与文化产业之都。 杭州———浙江的省会， 是中

国人均最富有的省份， 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其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

展。 相反， 保定是中国北部一个发展较慢的历史城市。 保定接纳了越来越多

的来自北京和天津的重工业产业， 因此成了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江

西省的南昌市近些年发展速度有所提升， 被认为是在未来发展中极具潜力的

一座城市。 表 ３ 展示了 ５ 个城市的基本信息。

表 ３　 ５ 个试点城市 ２０１３ 年基本信息

城市
人均 ＧＤＰ

（元）
占地面积

（平方公里）
城镇化率

（％ ）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吨标准煤 ／ 万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天津 ９９６０７ １１９１９ ８２ ０１ ０ ６４ ３４ ９３

深圳 １３６９４７ １９９２ １００ ００ ０ ４８ ４５ ０７

杭州 ９４５６６ １６５９６ ７４ ９０ ０ ５６ ４０ ２３

南昌 ６４６７８ ７４０２ ６９ ８３ ０ ６０ ４２ ４１

保定 ２５５１３ ２２２００ ４２ ９３ ０ ２５ ４０ ３６

　 　 资料来源： 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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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部分强调的低碳城市发展指数， 笔者计算了 ２０１０ 年被国家

发改委指定的 ５ 个国家低碳试验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 笔者首先评估了低

碳城市发展的总水平， 然后计算了 ５ 个城市的各个指标的低碳发展水平。

评估低碳城市发展的总体水平

本章选择的 ５ 个城市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的低碳发展指数展示在表 ４ 中。

如表 ４ 所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深圳的 ＬＣＣＤＩ 指数的均值是 ０ ７１， 是 ５

个城市中最高的。 杭州排第 ２， 为 ０ ５１。 接下来是南昌 ０ ４９、 天津 ０ ４９ 以

及保定 ０ ４１。 但是， 由于深圳的低碳发展水平比其他 ４ 个城市高出很多，

因此它的指数提高了 ５ 个城市低碳发展指数的均值， 其他 ４ 个城市的低碳发

展水平都在均值以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即使杭州是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

市， 其低碳发展水平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另外， 许多其他中国城市的低碳发

展指数更低， 这就说明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总体水平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大。

表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五个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总得分及排名

城市 均值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排名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２０１３ 年 排名

深圳 ０ ７１ １ ０ ７５ １ ０ ７３ １ ０ ７１ １ ０ ６７ １

杭州 ０ ５１ ２ ０ ４６ ４ ０ ４９ ３ ０ ５９ ２ ０ ４８ ２

南昌 ０ ４９ ３ ０ ５０ ３ ０ ４８ ４ ０ ５６ ３ ０ ４４ ３

天津 ０ ４９ ４ ０ ５１ ２ ０ ５０ ２ ０ ５５ ４ ０ ４０ ５

保定 ０ ４０ ５ ０ ３９ ５ ０ ４１ ５ ０ ４１ ５ ０ ４１ ４

均值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６ —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用来计算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需要注意的是， 深圳的低碳发展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下降的，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７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６７。 相反， 杭州的低碳发展水平基本呈上升趋

势， ２０１０ 年排第 ４ 名， ２０１３ 年已经位列第 ２ 名。 南昌和天津的低碳发展水

平一直都处于波动状态， 但是基本上都在平均水平以下。 保定的排名基本上

是最后一名， 而且没有明显改善。

关于地理位置， 分别排第 １ 名和第 ２ 名的深圳和杭州都位于中国的东南

沿海地区。 排第 ３ 名的南昌位于中国的中部， 排第 ４ 名和第 ５ 名的天津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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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位于中国北部。 因此， 中国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呈现一种由南向北明显

递减的趋势。 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保定等北方地区城市的钢铁生产带来了

较高的碳浓度。 但是， 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南方地区， 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总

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北方城市高。 东南地区的城市在技术、 资本、 人力

资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等方面也有很大优势， 这就反过来加快了产业

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的步伐， 尤其是促进了能源节约并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

量高的产业的碳排放。 这也揭示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低碳发展模式是实

用的， 并且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 （包括经济增长、 良好的产业结

构、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来说是必要的。 因此， 低碳不仅是一个目标，
而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法。

从不同指标角度评估低碳城市的发展水平

表 ５ ～ ８ 展示了 ５ 个城市的 ５ 个指标的低碳发展水平。

表 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试点城市 “经济增长低碳化” 得分及排名

城市 均值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排名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２０１３ 年 排名

深圳 ０ １５ １ ０ １５ １ ０ １５ １ ０ １６ １ ０ １７ １

天津 ０ １４ ２ ０ １４ ２ ０ １５ ２ ０ １３ ２ ０ １３ ２

杭州 ０ １１ ３ ０ １０ ３ ０ １１ ３ ０ １１ ４ ０ １１ ３

南昌 ０ ０８ ４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６ ４ ０ １２ ３ ０ ０７ ４

保定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２ ５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１ ４ ０ ０１ ５

均值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用来计算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表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试点城市 “能源消耗低碳化” 得分及排名

城市 均值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排名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２０１３ 年 排名

深圳 ０ ２９ １ ０ ３１ １ ０ ３１ １ ０ ３１ １ ０ ２４ １
南昌 ０ １８ ２ ０ ２０ ２ ０ １６ ２ ０ ２１ ３ ０ １５ ３
保定 ０ １６ ３ ０ １４ ４ ０ １２ ５ ０ ２１ ４ ０ １５ ２
杭州 ０ １５ ４ ０ １３ ５ ０ １３ ４ ０ ２２ ２ ０ １２ ４
天津 ０ １５ ５ ０ １６ ３ ０ １３ ３ ０ ２０ ５ ０ １０ ５
均值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用来计算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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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试点城市 “城市建设低碳化” 得分及排名

城市 均值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排名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２０１３ 年 排名

深圳 ０ １１ １ ０ １１ １ ０ １１ １ ０ １１ １ ０ １１ １

杭州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６ ２

南昌 ０ ０６ ３ ０ ０６ ３ ０ ０６ ３ ０ ０６ ３ ０ ０６ ３

天津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４ ５ ０ ０５ ４ ０ ０４ ５

保定 ０ ０３ ５ ０ ０３ ５ ０ ０５ ４ ０ ０２ ５ ０ ０４ ４

均值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用来计算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表 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试点城市 “政府支持力度低碳化” 得分及排名

城市 均值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排名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２０１３ 年 排名

杭州 ０ １４ １ ０ １３ ３ ０ １４ ３ ０ １５ １ ０ １５ １

深圳 ０ １４ ２ ０ １４ １ ０ １５ ２ ０ １２ ２ ０ １５ ２

南昌 ０ １３ ３ ０ １３ ２ ０ １５ １ ０ １２ ３ ０ １２ ３

保定 ０ １２ ４ ０ １１ ４ ０ １３ ４ ０ ０９ ４ ０ １２ ４

天津 ０ ０９ ５ ０ １１ ５ ０ １１ ５ ０ ０９ ５ ０ ０６ ５

均值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用来计算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表 ９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试点城市 “居民消费低碳化” 得分及排名

城市 均值 排名 ２０１０ 年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排名 ２０１２ 年 排名 ２０１３ 年 排名

保定 ０ ０９ １ ０ ０９ １ ０ ０９ １ ０ ０９ １ ０ ０９ １

天津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７ ２

南昌 ０ ０４ ３ ０ ０４ ３ ０ ０５ ３ ０ ０５ ３ ０ ０４ ３

杭州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３ ５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４ ４

深圳 ０ ０２ ５ ０ ０４ ４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１ ５ ０ ０１ ５

均值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５２ —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用来计算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

本章对 ５ 个试点城市 ５ 个指标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以下总结， 并按照

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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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深圳是 ５ 个试点城市中低碳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它在经济增长、 能源

消耗和城市建设方面都排第 １ 名， 在政府支持力度方面排第 ２ 名。 但是深圳

在居民消费方面排名最后， 这是深圳低碳发展中最薄弱的一环。

杭　 州

杭州在 ５ 个试点城市中低碳发展水平排第 ２。 它在政府支持力度方面排

第 １， 但是在能源消耗和居民消费方面都排第四名。

南　 昌

南昌的低碳发展水平在 ５ 个试点城市中排第 ３。 从低碳发展的 ５ 个指标

来看， 南昌在经济增长、 城市建设、 政府支持力度和居民消费等方面指数值

较低， 但是在能源消耗方面指数值相对较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南昌低碳发

展 ５ 个方面相对指标的排名都有所下降。

天　 津

虽然天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低碳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但是天津的低碳发

展总体水平很低。 天津在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方面的指数都较高， 但是在能

源消耗、 城市建设和政府支持力度方面指数相对较低。

保　 定

保定的低碳发展总体水平很低， 在 ５ 个样本城市中排最后。 从 ５ 个低碳

发展指标来看， 保定在居民消费方面表现最好， 但是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

方面表现最差。 保定的能源消耗和政府支持力度指数都相对较低。 换句话

说， 保定要想实现低碳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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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章使用了一个多指标体系来评估中国 ５ 个低碳发展试点城市的低碳发

展水平。 这一评估模型包含 ５ 个维度： 经济增长、 能源消耗、 城市建设、 政

府支持力度和居民消费。 笔者邀请专家对 １７ 个指标分配权重， 并且计算了

中国 ５ 个低碳试点城市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维度指标的指数值以及低碳城市

发展指数 （ＬＣＣＤＩ） 的总数值。 根据计算的数值， 笔者对选取的 ５ 个城市的

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 主要的结果如下。
第一， 一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并不能形成 “零和” 的关

系， “低碳” 和 “发展” 可以同步进行。 本章揭示了中国南部城市的经济发

展和低碳发展水平比中国中部和北部城市高。 这说明了 “低碳” 和 “发展”
可以同步进行， 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实现 “双
赢”。 因此， 在进行新一轮的城市化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可

以将低碳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既能节约资源， 也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 这就

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发展路径。
第二， ５ 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总体水平并不是很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也没有

明显的进步。 在这 ５ 个城市中， 只有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的深圳

的低碳发展水平较高， 指数高达 ０ ７１， 其他 ４ 个城市的水平都相对较低。
这就说明了在实行包括促进能源节约与减排的政策和干预在内的低碳发展计

划以后， 中国低碳计划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 这也说明

了中国城市在低碳发展上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第三，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中国南部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要比北部

高。 深圳和杭州低碳发展水平最高， 其次是位于中部地区的南昌， 北方城市

天津和保定是低碳发展水平最低的试点城市。
第四， ５ 个城市在 ５ 个维度方面的表现有很大差异。 例如， 深圳是 ５ 个

城市中低碳发展总体水平最高的， 但它的居民消费指数最低。 天津的总体指

数较低， 但是其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方面的指数较高。 保定的低碳发展总

体水平最低， 但是其在能源消耗方面的指数较高， 在居民能源消耗方面指数

最高。 这就说明每个城市如果能将目标放在最薄弱的环节上， 那么其低碳发

展水平的提高就会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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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主要的结论， 本章也提供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以促进中国未来

的低碳城市发展。
第一， 能源节约和减排是未来低碳发展和中国城市化建设最重要的

任务。 实现能源节约和减排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 调整能源

结构、 鼓励相关的技术创新并增加对低碳能源的使用。 一方面， 可再生

能源如太阳能、 风能、 潮汐能都是无碳的， 因此如果能用这些能源替代

以非再生的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 就能够直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也可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能源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 另一方面， 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的关键在于及时地更新、 发展以及拓展低碳技术。 当前，
中国的低碳技术主要包括太阳能发电 （光电池）、 碳捕捉和储存技术、 绿

色照明 （发光二极管） 等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 但是， 由于中国发展低碳技

术的起步时间较晚， 这些技术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因此， 中国应该学

习并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低碳技术。 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而且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 能源节约和减排技术以及洁净煤技术的创

新和发展。
第二， 一方面， 政府可以使用补贴、 税收以及优惠融资等手段来鼓励企

业进行技术研究和发展， 或者引入低碳技术并增加其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应用

比例。 对于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能源消耗较高的产业， 政府应该进一步鼓励其

加速产业的技术性调整和革新。 另一方面， 政府应该加强低碳经济方面的制

度和法律的实施力度， 如建立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 改进有关低碳经济发展

的纳税系统、 实行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 更严格地管理低碳城市的建设和

发展。
第三， 中国应该更加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这些产业的主要特

点之一就是能源和资源的低消耗， 这也是城市化政策下低碳发展的目标之

一。 在中国政府提出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①中， 节能环保产业、 新能源

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直接反映了低碳发展的目标。 与传统的重工制造业

相比，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生物产业、 高端设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

都是资源节约型产业。 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促进本地

９９２

① 中国政府提出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生物产业、
高端设备制造产业、 新能源产业、 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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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的更新， 并从根本上改变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 从低碳和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来说，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清晰

的发展方向。
第四， 中国应该允许市场进行资源的再分配， 在新型城镇化政策下促进

低碳发展。 逐渐建立市场导向的低碳机制很重要， 如可以发展碳排放交易和

碳金融等。 中国已经在深圳、 天津、 广州、 湖北和重庆创立了二氧化碳排放

交易机制， 并建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但是， 这些交

易所的碳交易量与欧洲、 北美的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 其操作机制还需要

进一步改进。
第五， 提高公众意识并鼓励低碳消费对低碳城市的发展也很重要。 现

今， 公众对低碳行为了解甚微， 这成为中国发展低碳城市中最薄弱的一环。
比如， 人们不理解低碳消费并不是降低生活质量的同义词。 政府应该与公众

进行有效沟通， 使其理解低碳发展是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 提高人们

的低碳消费意识并改变传统的消费行为需要花较长的时间， 因此政府应该努

力宣传居民低碳消费的重要性， 并鼓励公众逐渐采取低碳消费的生活方式，
从而为低碳发展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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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产业重整中的问题与前景

刘海民　 宋立刚

引　 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钢铁产能获得了快速增长。 这

种产能扩张规模是欧洲、 北美和东亚的工业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不仅是

因为中国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如机械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重工业

发展， 从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且是因为以住房和基础设施 （如公

路、 铁路、 港口、 机场和公用事业） 为主要需求的城市化的规模空前。
２０１５ 年中国钢产量已经达到 ８ ０４ 亿吨， 是 ２０００ 年钢产量的 ６ ３ 倍。 这

一产量规模占全世界钢产量的近 ５０％ ， 而 ２０ 世纪末这一比例只有 １５％ 。 然

而早在 １９９６ 年， 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中国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铁矿石需求量猛增和世界铁矿石价格暴

涨。 在亚洲市场， 铁矿石价格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３ ８ 美元 ／吨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９６ ８ 美元 ／吨， 其中 ２０１１ 年最高值一度达到 １８７ ２ 美元 ／吨 （Ｈｕｒｓｔ， ２０１５）。
铁矿石价格的大幅变动印证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出现的所谓 “超级资源繁荣”
现象。 十年间， 中国钢铁产业累计消耗世界 ６０％ 以上的铁矿石产出。 中国

钢铁产业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 （进口量占国内总消费量之比） 也达到了

空前的水平。
２００６ 年， 国内钢铁产品生产的快速扩张， 使中国转变为钢铁产品净出

口国。 现在，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产品净出口国。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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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市场出口了超过 １ 亿吨的钢铁产品———这一出口量比美国同年钢铁行

业全部产量还多 ５０％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５）。 钢铁出口帮助中国缓解了国内钢

铁部门产能过剩的压力。 但同时， 全球销售依存度的上升加剧了中国与其他

钢铁制造国的贸易紧张度。 仅 ２０１５ 年全年， 全球主要钢铁生产国针对中国

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行动诉讼案件累计达到 ３７ 件。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与水泥、

铝制品等行业发生周期性变化一样， 中国钢铁产业也进入了产能过剩的周

期。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５ 年， 钢铁产品价格屡创新低， 对国内产业调整造成了

极大压力。 在原本已经徘徊在盈亏平衡点的情况下，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ＣＩＳＡ） 成员即大中型钢铁企业整体遭受了巨大亏损， 几十家钢铁企业被迫

停产。 这些结果加剧了中国钢铁产业重组与改革的紧迫性。
近几年， 中国钢铁产业调整主要集中于降低产量和提高行业技术标准。

例如， 政府鼓励企业淘汰落后和陈旧设备， 限制新产能扩张， 鼓励出口， 通

过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改善钢铁产业结构， 以及通过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

海外项目。 然而， 这些改革和重组措施并未帮助钢铁产业走出困难时期。 相

反， 钢铁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了。
２０１５ 年末， 中央政府提出并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 这一战

略目标主要是对中国经济供给面进行优化与重组。 它代表着政策中心的重要

转移： 以前要花费更多精力在扩张需求上， 现在要处理经济体系面临的潜在

结构性难题。 在钢铁行业内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众多改

革措施如关停一些钢铁厂来处理产能过剩的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国务院颁

布 《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建议》， 特别指出，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中国将用 ５ 年时间压缩粗钢产能 １ 亿到 １ ５ 亿吨。

不过证据表明， 当前钢铁产业面临的问题的根源不能主要甚至全部归结

于产出数量或技术利用方面———钢铁产业的问题与行业自身运行机制有关，
特别是与中国钢铁产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有关。
国有钢铁企业存在太多的市场失灵， 市场资源的无效配置、 所有制的改革滞

后以及地方政府在产能过剩背景下的盲目扩张战略等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
并使大批国有企业陷入 “僵尸企业” 的困境 （Ｌｉｕ， ２０１３ａ）。

显然， 除了进一步推进产业重组和解决 “僵尸企业” 问题， 中国钢铁

产业已经没有选择， 只有在公共政策的支撑下， 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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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措施如对受就业冲击的工人进行再安置和再培训等， 只有通过这种方

式， 钢铁行业才能最终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本章回顾了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表现： 分析了钢铁产业最近飞速发展的

潜在驱动力和经济放缓时期钢铁产业面临的关键挑战 （包括绩效下滑和产

能过剩） 的原因， 最后对当前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钢铁产业在 ２１ 世纪的扩张和表现

２０００ 年以后的十年中， 中国钢铁产业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 中国经济

规模的快速增长， 促进了钢铁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为钢铁产业的高增长和

持续扩张带来了不竭的动力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２）。 中国钢铁产业的规模扩

张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２００５ 年， 中国已从一个钢铁产品净进口国

变为净出口国 （见表 １）。 也是在 ２００６ 年， 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钢铁出口国和最大的钢铁净出口国。
最新获得的数据显示 （见表 １）， 中国的钢铁产品进口量已经从 ２００３ 年

的历史最高值 ４５６０ 万吨， 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９０ 万吨。 同期， 中国钢铁产

品的出口量从 ８９０ 万吨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２ 亿吨。 正如表 １ 最后一列所示，
早在 ２００５ 年， 中国钢铁行业的自给率就已超过 １００％ ， ２０１５ 年该比例已经

上升到了 １１５ １％ 。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钢铁生产、 贸易和自给率

单位： 百万吨， ％

年份
世界粗钢

产量

中国粗钢

产量
中国份额

粗钢进口

当量

粗钢出口

当量

粗钢表观

消费量
自给率

２０００ ８４７ ７ １２８ ５ １５ ２ ２２ ２ １１ ８ １３８ ９ ９２ ５

２００１ ８５０ ４ １５１ ６ １７ ８ ２６ ８ ７ ８ １７０ ６ ８８ ８

２００２ ９０４ １ １８２ ４ ２０ ２ ３０ ９ ７ ２ ２０６ １ ８８ ５

２００３ ９６９ ９ ２２２ ３ ２２ ９ ４５ ６ ８ ９ ２５９ ０ ８５ ８

２００４ １０６８ ９ ２８２ ９ ２６ ５ ３５ １ ２１ ３ ２９６ ７ ９５ 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４７ ９ ３５５ ８ ３１ ０ ２８ ８ ２９ ０ ３５５ ５ １００ １

２００６ １２５０ １ ４２１ ０ ３３ ７ ２０ ０ ５４ ６ ３８６ ４ １０８ ９

２００７ １３４８ １ ４８９ ７ ３６ ３ １８ １ ７２ ９ ４３４ ９ １１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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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世界粗钢

产量

中国粗钢

产量
中国份额

粗钢进口

当量

粗钢出口

当量

粗钢表观

消费量
自给率

２００８ １３４３ ４ ５１２ ３ ３８ １ １６ ６ ６４ ３ ４６４ ６ １１０ ２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８ ８ ５７７ １ ４６ ６ ２３ ３ ２６ ２ ５７４ ２ １００ ５

２０１０ １４３３ ４ ６３８ ７ ４４ ６ １８ １ ４５ ４ ６１１ ４ １０４ ４

２０１１ １５３８ ０ ７０１ ９ ４５ ６ １７ ２ ５２ ０ ６６７ ２ １０５ ２

２０１２ １５６０ １ ７３１ １ ４６ ９ １４ ９ ５９ ３ ６８６ ６ １０６ ５

２０１３ １６５０ ３ ８２２ ０ ４９ ８ １５ ５ ６６ ３ ７７１ ２ １０６ ６

２０１４ １６７０ １ ８２２ ７ ４９ ３ １５ ２ ９７ ２ ７４０ ８ １１１ １

２０１５ １６２２ ８ ８０３ ８ ４９ ５ １３ ９ １１９ ６ ６９８ １ １１５ １

　 　 注： 数据由笔者基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ＣＩＳＡ）、 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和中国海关数据组成的

数据库自行计算得到。 为可比起见， 表中粗钢进出口当量系将进出口的钢材按 ９４％的成材率折合而

成， 即 ０ ９４ 吨钢材 ＝ １ 吨粗钢。

表 １ 显示， 最近几年国内钢材市场的消费出现急剧增长。 这触发了国有

和私营钢铁企业大规模的投资建设， 持续提高钢铁产量并最终超出国内需

求。 到 ２０１５ 年， 钢铁产量水平才开始下降。 如表 １ 所示， 在产量下降前的

２０１３ 年产量高峰期内， 国内钢铁消费水平一度达到了 ７ ７１ 亿吨， 而当年全

国钢铁产量是 ８ ２２ 亿吨。 这种国内消费顶点与国内生产顶点之间的错配，
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结果到 ２０１５ 年， 国内钢铁消费水平下降到

６ ９８ 亿吨， 但产量水平并没有随之平滑地下降， 全国钢铁产量仍稳定在

８ ０３ 亿吨的水平。 不仅如此， 由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中国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

钢铁总产量， 这些数字最终会影响到世界钢铁市场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６）。
在生产和消费趋势之外， 中国钢铁产业最近的结构转型意味着钢铁产品

的质量与多样性均有所提高。 表 ２ 提供了不同类型钢铁产品的产量、 进出

口、 表观消费量和自给率数据。 ２０１５ 年， 几乎所有类型产品的自给率已经

达到或超过 １００％ 。 在某些产品制造领域如铁轨和车轮钢、 棒材、 中板、 镀

层板 （带）、 无缝钢管和涂层板 （带） 等， 如果用这种超高的产品自给率来

度量， 那么表明整个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自然地， 国内钢铁企业转向

国际市场， ２０１５ 年全年销售相关产品过 １ 亿吨。 这一数据导致了中国钢铁

产品的国际竞争问题以及其他钢铁产国的强烈反应， 例如向中国出口的钢铁

征收越来越高的反倾销关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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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源自规模经济、 技术进步和设

备改进。 这意味着单位钢铁产量对能源、 水和其他资源的利用更加有效了。

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是因为过去十年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关闭了一些落后的

钢铁厂， 涉及炼铁产能约 １ ２ 亿吨、 炼钢产能约 ９０００ 万吨。 到 ２０１６ 年， 几

乎所有小高炉 （炉容低于 ４００ 立方米） 和所有小型炼钢设备 （装入量低于

３０ 吨） 都被关停了。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不同类型钢铁产品的产量、 进出口、 表观消费量和自给率

单位： 百万吨， ％

钢材类型 产量 出口 进口 表观消费量 自给率

钢材总产量 ７７９ ５ １１２ ４ １２ ８ ６７９ ９ １１４ ７

铁道用钢材 ４ ８ ０ ８ ０ ０ ４ １ １１９ ２

大型型钢 １４ ４ ０ ９ ０ ３ １３ ７ １０４ ７

中小型型钢 ５６ ６ ４ ３ ０ ０ ５２ ３ １０８ ２

棒材 ７１ ３ ３１ ４ ０ ５ ４０ ４ １７６ ７

钢筋 ２０４ ３ ０ ２ ０ ０ ２０４ １ １００ １

盘条 １４７ ２ １２ ３ ０ ６ １３５ ５ １０８ ６

特厚板 ７ ７ ０ １ ０ １ ７ ７ １００ ２

厚板 ２５ ４ ０ １ ０ ３ ２５ ７ ９９ ０

中板 ４０ ２ ７ ５ １ ３ ３４ ０ １１８ ４

中厚宽钢带 １２３ ３ １５ ３ １ ５ １０９ ６ １１２ ６

热轧薄宽钢带 ６２ ０ ０ ２ ０ ８ ６２ ５ ９９ １

冷轧薄宽钢带 ８３ ８ ６ ０ ２ ８ ８０ ７ １０５ ４

热轧窄钢带 ６３ ６ ０ ２ ０ １ ６３ ５ １００ ２

冷轧窄钢带 １３ ５ ０ ２ ０ ２ １３ ５ ９９ ９

镀层板（带） ５２ １ １１ ４ ３ ０ ４３ ７ １１９ ２

涂层板（带） ８ １ ７ １ ０ ２ １ ２ ６８４ ３

电工钢板 ８ ８ ０ ４ ０ ５ ８ ９ ９９ １

无缝钢管 ２８ ６ ４ ５ ０ ２ ２４ ２ １１８ ０

焊接钢管 ６９ ７ ４ ７ ０ ２ ６５ １ １０７ ０

其他钢材 ３８ ０ ０ ７ ０ ０ ３７ ３ １０１ ８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局 （ＮＢＳ） 和中国海关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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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停小型炼钢设备的同时， 节能减排技术也得到了大规模应用， 包

括高炉压差发电、 煤气回收、 干熄焦、 干法除尘、 水循环利用和烧结机脱

硫等技术。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单位每吨钢的综合能耗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９
吨标准煤 （ＴＣＥ） 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６ 吨标准煤。 生产每吨钢的水消耗量

也急剧地下降，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 立方米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３ 立方米； 二氧

化硫排放量也已经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 ５ 千克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９ 千克。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放缓降低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 与此同时， 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工

资水平不断上涨， 同时也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为了应对这一局

势， 中国于 ２００９ 年施行了一揽子大型财政刺激计划， 虽然对提振经济具有

短期效果， 但无法像早期那样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在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 结果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年下滑。
作为中国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部门的支柱， 钢铁产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不

利冲击。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粗钢产量达到 ８ ０４ 亿吨， 意味着年降幅达 ２ ３％ 。
这是自 １９８２ 年以来产量的首次下降。 同年， 中国的钢铁表观消费量为 ６ ９８
亿吨， 意味着年降幅为 ５ ８％ 。

钢铁产量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地对钢铁生产的基本物资诸如铁矿石和焦煤

等原材料价格产生影响。 ２０１５ 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近 １００ 家钢铁企

业———这些企业的粗钢总产量占全国的 ７６％———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６７１ 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８％ 。 不仅如此， 这些企业 ２０１５ 年的利润总额 （盈亏相抵） 却是

负值， 为 － ８４７ 亿元。 其中， 钢铁业务亏损额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 亏损的企业

占 ５０％ 。
这就是中国钢铁产业不得不大规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 下面， 我

们将更详细地讨论钢铁产业的相关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又是如何受到市场环

境急剧变化及与政府相关的国有企业问题影响的。 下面的一节， 我们将对改

革问题进行讨论。

市场失灵、 同质产品竞争和糟糕的行业绩效

钢铁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中流砥柱。 但这也一直是许多问题

的根源所在： 从钢铁产业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到国有企业持续占优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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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问题都是如此。 后者就是中国钢铁产业战略调整的核心部分。 在讨论

钢铁产业调整的国企改革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分析那些导致中国钢铁产业利

润下滑的基本因素。
在钢铁产业内部有一种被证实为谬误的观点， 即将近年来钢铁产业面临

的一些挑战归因于高昂的铁矿石价格引起的利润下降 （Ｌｉｕ， ２０１３ａ）。 这一

观点认为， 三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 力拓和淡水河谷公司， 利用其在

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侵蚀了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 （Ｈｕｒｓｔ， ２０１５）。 然

而，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铁矿石价格变动趋势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单位营

业收入利润率变动之间似乎并无相关。 例如， 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２ 年， 铁矿石

的价格一直在 ３０ 美元 ／吨以下， 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单位的利润从

０ ９％上升到 ５ １％———该盈利水平高于同期制造业和采矿企业的平均盈利

水平。 不仅如此， ２００３ 年以后铁矿石价格不断攀升， 至 ２０１１ 年其价格高峰

已经达到了 １６３ ８４ 美元 ／吨的水平。 但同时，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的名义

利润率仍然停留在 ６％ ～ ８％的水平上 （见图 １）。 因为经济增长放缓， 铁矿

石成本、 保险和货运价格相继下降， 到２０１５ 年末铁矿石价格已经下降到６０ ４８
美元 ／吨。 这一价格水平只相当于一年前价格顶峰时期的 １ ／ ４， 然而钢铁产业

的盈利能力并未得以改善， 反而在早期低回报率的基础上遭遇全面亏损。 这

表明， 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与钢铁行业利润的下降之间可能并无直接联系。

图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 ＣＩＳＡ 成员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与进口

铁矿石的到岸价格的变动趋势

注： 数据来源于 ＣＩＳＡ 和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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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的另一种声音认为， 需求下降并造成产能过剩， 是钢铁产业利

润下降的主要驱动力 （ Ｌｉｕ， ２０１３ａ） 。 但这种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 因

为在相同的行业环境下， 大型企业的利润率远低于小型企业的利润率。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就解释了这一点。 规模以上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企

业①实现总利润 ５２６ 亿元， 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钢铁产量虽然占据中

国全部钢铁产量的 ２ ／ ３， 但总体亏损 ８４７ 亿元 （见表 ３）。 这一结果表明，
大型企业尤其是亏损的国有企业应为其在钢铁行业中对等的财务损失承担

责任。

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钢铁企业的盈利能力

单位： 亿元， ％

年份

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黑色金属冶炼

与压延加工企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１００ 家

大中型钢铁企业

利润总额 销售利润率 利润总额 销售利润率

２０１２ １２２９ １ ７３ － ７ ６ ０ 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６９５ ２ ２２ ２２８ ８６ ０ ６４

２０１４ １６４７ ２ ２０ ３０４ ４４ ０ ８５

２０１５ ５２６ ０ ８１ － ８４６ ８８ － ２ ８５

　 　 数据来源：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ＣＩＳＡ） 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在一个有效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原材料价格波动和最终需求的变化都

会通过供求关系进行传导， 最终影响市场价格。 钢铁产品是一种需求弹性极

低的工业必需品。 因此， 需求量变动不太可能像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那样，
极大地影响供求关系。 这就意味着， 在处理钢铁产品需求量对供求关系的影

响问题时， 需要强调供给侧的调整。 由此看来， 在影响市场产量的调整或规

则机制中， 边际厂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应对供求关系和产品价格的

变化， 边际厂商将会做出是否进入或暂停生产的决策。 如果这种规则机制能

像自由市场体系那样平滑有效地运行， 那么市场就会让有效运作的企业作为

一个整体获得平均利润， 而无效的企业就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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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高度密集、 持续消耗热能、 雇用大量员工的钢铁产业中， 对边际

厂商来说， 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社会影响层面上都很难按照经济模型

的逻辑做到且停且止。 在现实中， 由于某些退出壁垒的存在， 钢铁产业很难

完全复制出一个可以通过瞬时市场化来实现自我调整或监管的纯粹市场

条件。
最近几年， 中国钢铁产业中有些企业的年度平均亏损超过 １０００ 元 ／吨。

可以推测， 从月度运行状况、 每种产品类型和批次等角度来看， 这些亏损会

更大。 一些企业的损失已超过了汇率贬值、 工资上涨和利息上涨的总和， 但

这些企业依然选择继续生产。
图 ２ 表明， ２０１５ 年， 中国钢铁产业中将近一半企业的销售成本超过了

其销售额。 换句话说， 它们的毛利润是负的。 除了制造成本外， 还有一些期

间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需要承担。 对于某些企业来

说， 如果再核算这些额外成本， 亏损率就会更高。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的成本率

注： 纵轴代表的是销售成本 ／ 总销售额， 横轴代表的是钢铁企业， 只包括综合钢铁企业

的数据。
数据来源：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假设市场机制是有效的， 那么如图 ２ 所示， 平均的价格线 （出售价格 ／
出售成本） 大约应在 １ ２ 左右， 才能使行业达到盈亏平衡点。 然而实际价

格线稍微超过 １ ０ 一点点。 两者之间的差异， 主要源于边际厂商在不断亏损

的条件下仍然继续生产的事实。 这些边际厂商———绝大部分是大型的国有企

业———遭受巨大亏损， 从而拉低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这些企业同时还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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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倾销他们的过剩产品， 结果压低了钢铁产品的价格， 推高了钢铁制造投

入品的价格。① 这一行为使得有效的企业也无法获得正常利润。 这就是钢铁产

业所面临的基本情况。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长期无效的企业必须退出市场。

钢铁产业另一个严重亏损的原因在于同质化竞争。 这就是说， 钢铁企业

生产类似的产品， 然后相互竞争向市场出售。 在中国， 具有钢铁冶炼能力的

企业有 ５００ 多家。 拥有全国钢铁产能 １ ／ ４ 的河北省， 现有 １２０ 家生产相同类

型钢铁产品的企业。 这些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在 ２０１０ 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铁矿石市场供求双方围绕着长期合约定价机制的废止问题产生了激烈

辩论。

在原有定价机制特别是该机制运行后期， 长期合约定价机制面临着市场

价格急剧上升的问题， 但向不同企业出售的合约价格不同。 尤其是一些大型

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 享有获得较为便宜的长期合约的优先权， 或者自

身就拥有生产铁矿石的矿山。 这意味着它们获取铁矿石的成本是相当低的。

例如在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 大型国有企业进口铁矿石的平均价格， 比私营中小

企业在现货交易市场上买入铁矿石的市场价格大约便宜 ５００ 元 ／吨。 这无疑

为中国钢铁市场中的企业构造了一条非常不同的成本曲线。 另外， 尽管中小

型企业以相对高的边际成本生产钢材， 但它们也具有一些优势， 包括低劳动

力成本、 更加灵活的管理以及对于市场信号更敏感， 从而避免了一定程度的

生产损失。 它们可以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行业。 换句话说， 假设钢铁行业

中的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 那么市场出清机制将会非常有效地运作， 从而使

资源更有效地配置。

２０１０ 年， 铁矿石长期合约定价机制走向终结。 此后几年， 铁矿石价格

出现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 中国的商品市场可利用的金融工具也日趋成熟。

例如， 中国已经相继发展了钢铁产成品、 半成品以及包括铁矿石、 焦煤、 焦

炭和铁合金等在内的钢铁原材料的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和电子商务体系。 在

这些市场机制下， 国内的钢铁企业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购买原材料。 与此同

时， 大型钢铁企业不再享有购买廉价铁矿石的特权。 结果， 不同类型钢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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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倾销策略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对变化的市场进

行调整需要时间， 并且这种调整并不是平滑地进行的， 在一个所有参与者都是私营企业的

完全竞争市场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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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间的原材料成本差异正在逐渐消失，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完全消除

了。 这一情形使企业之间尤其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有一个更为平等的

成本竞争基础。 在竞争市场上， 随着越来越多同质化钢铁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 所有的企业趋向于以 “正现金流” 作为企业经营的关停点。 这意味着，
亏损幅度上升的企业无一例外地会继续经营。 这就是中国当前整个钢铁行业

巨幅亏损事实的背景。

市场失灵和国有企业经营刚性

当前， 在中国钢铁行业中， 许多边际厂商不会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 也

不退出该市场。 这些企业事实上可以经营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继续亏损。 然而，
如果没有外部支持例如政府的金融扶持， 它们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 对国有

企业而言更是这样。 另外， 私营企业通常不能享受到这种外部支持， 一旦亏

损达到某个点它们通常会及时停产， 这是因为它们不能维持这种亏损的状态。
例如， 在 ２０１５ 年末， 当钢铁市场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时候， 华北大约有 ３０ 家

私营钢铁企业宣布停产， 其中包括一家年产量达 ５００ 万吨的大型钢铁厂 “松
汀钢铁”。 实际上， 这些私营企业的亏损幅度远低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 但是

可以看到这些 （亏损的） 国有企业仍然会维持生产。
三种类型的扶持政策可能会使国有企业在亏损状态下持续运营很长时间：

一是政府补贴， 二是上一级企业集团的支持 （直接补贴、 无息贷款或贷款担

保等方式）， 三是国有银行的贷款。 这些条件使国有企业对于利润变化和其他

市场信号相当不敏感。 例如， 当市场环境和利润条件恶化的时候， 这些边际

厂商会成为 “僵尸企业” ———一种依赖外部援助存活的企业。 这些企业的经

营特征是： 长期亏损， 但无法停止生产和申请破产。 于是， 国有企业僵化的

经营体制才是钢铁行业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
中国 ４２ 个工矿行业销售利润率的分布特征说明了这一点。 那些国有资本

比重较低或接近于 ０ 的行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在 ５％到 １０％的一个狭长地带紧

密分布 （见图 ３）。 随着国有资本比重的上升， 销售利润率的分布开始发散。
例如石油开采、 供水和烟草等具有较强垄断性质的行业， 其销售利润率要高

于平均值。 但那些国有资产比重较高和不具有市场垄断能力的行业， 如黑色

金属和焦煤行业， 其销售利润率显著下降 （Ｌｉｕ， ２０１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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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５ 年各行业销售利润率和国有资本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中国钢铁行业中既有国有企业又有私营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大型

国有钢铁企业共有 ２７ 家 （其中包括众多钢铁厂的企业集团）。 它们的钢铁

总产量为 ３ ５３ 亿吨， 占中国全部钢铁产量的 ４４％ 。 剩下的钢铁产量主要来

自 ４００ 多家私营钢铁厂 （其中 ７０ 家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成员）， 它们的

钢铁冶炼能力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 ５６％ 。 尽管国有钢铁企业亏损是普遍存

在的现象， 但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 大型钢铁企业亏损的上升幅度并不一

致， 大型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２０１５ 年， 亏损幅度前十名的钢铁企业中有九

家是大型国有企业 （Ｌｉｕ， ２０１５）。 表 ４ 对 ２０１５ 年钢铁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和

私营企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员） 的业绩进行了比较， 并给出了一些描

述性统计数据。

表 ４　 ２０１５ 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绩效表现之比较

类　 别
钢铁业务利润

总额（１０ 亿元）
每吨钢材的亏损

（元）
每吨钢材的管理费用

（元）
每吨钢材的财务费用

（元）

总体 － ７７ ９ １７７ ２７ １０２ ２８ ９８ １０

国有企业 － ７２ ７ ２２８ ３８ １１６ ６７ １１０ ９

私营企业∗ － ５ ２ ４２ ６９ ６４ ３７ ６４ ４０

　 　 注： ∗指的是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的私营企业。
数据来源：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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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是国有企业绩效差异的一个直接原因。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的一项调查， 私营企业每个工人的平均钢产量是

５１４ 吨 ／年， 国有企业是 ２７０ 吨 ／年。 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含社会保

险） 是 ５０９４ 元 ／月， 是私营企业职工的 １ ３４ 倍， 私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只有 ３８０７ 元 ／月。 换句话说， 国有企业生产一吨钢材耗费的人力成本是 ２２７
元， 是私营企业人力成本的 ２ ６ 倍， 私营企业生产一吨钢材耗费的人力成本

只有 ８９ 元。 表 ４ 还显示， 国有企业成品钢的每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几乎

是私营企业的 ２ 倍。
组织分层结构复杂是国有企业的通病。 从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数据来

看， 国有企业在岗员工数量通常是所需员工数量的 ２ 倍。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一场论坛上， 太原钢铁公司的书记向李克

强总理报告， 其企业有 ５ 万名员工， 而维持正常经营实际只需 ２ 万名。 其

后， 武汉钢铁公司表示， 在保持原有生产规模不变的前提下， 计划将员工总

人数从 ８ 万人削减至 ３ 万人。 中国最早成立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也宣布

将其员工由 １６ 万名削减至约 １０ 万名。
在国有企业计划削减人员规模的同时， 钢铁行业的变化趋势是私营企业

产量将在全部产量中占据更大份额 （见图 ４）。 特别地， 这一份额已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８４ 万吨 （仅占 ２０００ 年全国钢铁产量的 ７ ７％ ）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５ 亿吨 （占 ２０１５ 年全国钢铁产量的 ５６％ ）。

图 ４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钢铁产量的比较

数据来源：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ＣＩＳＡ） 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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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份额的不断上升主要归因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国有企业

私有化。 有些企业曾经是国有企业， 但现在是私营企业， 如南京钢铁公司、
萍乡钢铁公司、 南昌钢铁公司、 济源钢铁公司和抚顺钢铁公司等。 第二个因

素是新建民营钢铁企业规模的扩大 （Ｌｉｕ， ２０１５）。
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一项计划， 鼓励企业在下一个五年将钢铁产

能减少 １ 亿吨到 １ ５ 亿吨。 据估计， 在此计划下， 全国约有 ５０ 万钢铁产业工人

会失业。 一些企业即使维持当前产能也可能导致就业人数的下降， 那么真实失

业人数将会更高。 尤其河北省会受到更为剧烈的影响。
虽然过去推动了若干轮国企改革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但国有企业人员冗余

仍是突出的问题。 如果过去 １０ 年国有企业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聘用工人， 那

么钢铁产业去产能过程中促进工人再就业的任务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重。 然

而， 就业保障政策在国有企业中根深蒂固。 国企领导和地方政府甘愿接受企

业亏损经营的事实， 而不愿冒险解雇职工， 导致另一种社会层面的不和谐。
不仅如此， 舆论普遍认为， 国企不解雇职工代表它们在履行社会责任， 这促

进企业在公平原则的旗帜下继续亏损经营。
国有企业绩效很差的第二个原因是沉重的债务负担。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每吨钢材的财务成本是私营企业的近２ 倍。 从表面上看， 这一结果与

我们观念上认为的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中更易获得低息贷

款不相符。 实际上， 这恰恰是国有企业累积更多债务的诱因———更容易获得

低息贷款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预算软约束。 结果， 中国钢铁行业的国有企业

每年都承受着巨大的财务亏损。
国有企业绩效很差的第三个原因是， 与私营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面临来

自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直接和间接干预。 在中国政府的政绩考核结构下， 地

方官员具有很大的动机来增加税收、 扩大就业和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钢铁需

求很高的时候， 地方政府在没有注意环境保护、 地理区位或产品质量等前提

条件下， 一窝蜂地发展钢铁工业。 这就导致了某些国有企业产能的盲目扩

张， 尽管中央政府已多次强调要缩减钢铁行业的规模。
钢铁行业绩效很差的经济学解释是经济地理因素。 在所有财务负担沉

重的大型钢铁企业中， 很大一部分产能坐落在中国内陆地区， 但它们获取

原材料如铁矿石的渠道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与中国那些毗邻海港的省份如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相比， 内陆企业必须通过国内铁路、 轮船或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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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交通运输手段进口原材料。 这些钢铁厂不但为获取生产原料投入成本更

多， 而且钢铁产量通常也远超当地市场的需求。 这意味着这些超出需求的

产品的一半以上又重新销往中国更具经济活力的沿海地区———这些销售又

需承担高额的运输成本。 这种企业的盈利能力较低， 即使他们的管理非常

有效。
这种由国有企业引起的市场失灵， 已经对行业和上下游企业产生了广泛

影响。 到目前为止， 钢铁行业还无法改变同质性竞争所带来的劣势。 这一事

实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私营企业

追求的是资本回报最大化， 而国有企业坚持的是人人都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等衍生价值目标。 在企业寻求合并和产业重组的过程中， 它们很难就这些问

题达成一致。 当然， 要实现中国政府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也是十分困难

的。 另一个原因在于， 过去国有企业重组的案例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多是

负面的。 当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与一个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合并时， 前

者须马上担负起后者的沉重负担， 这通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与竞争能

力弱的企业进行合并时， 竞争力强的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使它们对进一步兼

并和重组望而却步， 于是中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始终未达到国家计划和产业

政策设定的目标 （Ｌｉｕ， ２０１５）。 相反， 行业集中度还在一直下降 （见图 ５）。

图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钢铁工业的集中度

注： “前四家” 和 “前十家” 分别代表行业份额前四和前十的企业产量之和占行业总

产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ＣＩＳＡ） 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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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产业改革与重整的前景

第一， 一个不可避免且显著构成中国钢铁行业未来数年行业动态的事实

就是， 中国的钢铁消费已经走过峰值并在持续下降。 特别地， ２０１３ 年是中

国钢铁表观消费量最高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的钢铁表观消费量达到了 ７ ７１
亿吨———相当于人均表观消费量为 ５６９ 千克， 是当年世界人均钢铁消费量

（２３４ 千克） 的 ２ 倍多。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量逐年下

降， 下降幅度分别是 ４ ６％和 ５ ９％ 。
然而， 正如图 ６ 所示， 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量至今仍保持在世界人均消

费量之上， ２０１５ 年达到了 ５１１ 千克———这使得中国的排名位居绝大部分北

美和欧盟国家之上。 有趣的是， 中国人均钢铁消费水平已与那些发达制造业

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等相当， 但仍低于那些规模更小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如韩

国和捷克共和国。

图 ６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４ 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均钢铁消费量

数据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５ － １５）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历史证据表明， 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钢铁消费服从钢铁产业生命周

期规律： 其轨迹通常与经济发展阶段、 发展速度、 经济规模和国内产业结构

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美国、 日本和法国曾经在 １９７３ 年达到人均钢铁消费

１２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量的峰值， 分别是 ７１１ 千克、 ８０２ 千克和 ４８５ 千克。 德国早在 １９７０ 年就达到

了人均钢铁消费量的峰值， 为 ６６０ 千克。
中国钢铁产业的研究人员和外国研究机构已经多年试图预测中国钢铁消

费水平的峰值。 研究表明， 中国将在 ２０２０ 年左右完成工业化阶段， 其总体

钢铁消费量将会达到 ８ 亿到 １０ 亿吨的峰值 （ＭｃＫ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一些观

察家认为， 随着过去两年经济放缓， 钢铁消费下降， 中国已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

了钢铁消费的峰值而且钢铁消费量将会持续多年下降。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

意这一结论 （Ｌｉｕ， ２０１６）。
一般而言， 中国钢铁消费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但一些分析人士

认为， 中国的钢铁消费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Ｘｕ，
２０１６）。 这取决于接下来的数年内中国经济将走何种工业发展路径。 如果不

考虑全球金融危机对特定工业化经济的负面影响， 那么钢铁消费仍将长期保

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例如韩国的钢铁消费量有了显著的提升， 其人均钢

铁消费量在 ２０１５ 年就已经达到了 １１１３ 千克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ｅｅ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其工业化进程， 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还不到 ８０００
美元， 城市化率也只达到了 ５６％ 。 由此看来， 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

化水平，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此， 很难准确地预测钢铁工业的发展

方向。
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 全国的平均统计量隐藏了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极大不平衡性。 北京、 上海、 天津和深圳的人均 ＧＤＰ 已经达到了 １７０００
美元。 但 ２０１５ 年一些欠发达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只有 ４０００ 美元。 这种非平衡

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钢铁消费曲线依照一种渐近的方式改变。 这使得对与内

陆钢铁生产相关的地理成本 （上文已提及） 进行管理成为必然。
由于现代技术进步降低了工业化过程中的金属消费强度， 在人均钢

铁消费量上中国可能不会超过美国和日本的峰值。 基于已经讨论的因

素， 我们预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中国人均钢铁消费量会有一个相对平

缓但逐渐下降的趋势。 但同时， 我们不能排除将来某个年份的人均钢铁

消费量上升到一个新峰值的可能。 首先， 当前经济在平衡和重组过程中

获得的效率收益可能会产生新的增长动力从而引致新的钢铁消费需求。
其次， 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追赶可能会对钢铁产品产生新的需求。 最

后， 中国未来可能会增加那些高金属密度产品的出口， 例如机械装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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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等。①

第二， 中央政府目前所采取的限制总体产能的措施在短期中可能是无效

的。 因此， 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近年来， 中央政府多次重申

要限制新钢铁产能的扩张。 新的钢铁投产项目如宝钢在湛江的项目、 武钢在

防城港的项目、 山东钢铁集团在日照的项目等， 都已经要求投资者进行等量

置换或减量置换。 这意味着， 在新设施投产之前， 这些企业必须按照要求关

停等量或更大规模现有的、 技术能力不够先进的产能。
然而， 这一准则是否被严格遵守和执行仍不确定。 当面对成百上千的钢

铁厂时， 中央政府很难直接有效监管大型企业。 比如， 现有的有竞争力的企

业可能会利用设备更新时机用更大的熔炉替代当前小的熔炉， 从而扩张其产

能。 地方政府会从产能扩张中受益， 因此它们没有限制这些企业钢铁产能扩

张的积极性。 由于这些原因， 无论将来钢铁消费达到何种水平， 中国的过剩

钢铁产能都不会显著地下降， 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合乎情理。
第三， 国企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管理和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

制。 要想帮助中国的钢铁行业走出严冬， 不能简单地调整供需不平衡， 而要

提高国有企业在钢铁市场上的真实竞争力， 以解决市场失灵 （或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的是政府失灵） 的问题。 这一转型需要时间， 也依赖于市场化改

革的总体方案能够在多快的时间里引起经济体系的更大变革。
然而现有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让我们坚信： 改革目标的实现要

比预期的快。 首先， 地方政府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集团公司对无

休止地援助 “僵尸企业” 不胜其烦， 渴望能改变现状。 其次， 如果没有长

期的外部援助， 那些累积沉重债务或实质破产的 “僵尸企业” 是不可能存

活的， 它们除了退出市场外别无选择。 最后， 中央政府已经安排了上千亿元

的资金来解决 “僵尸企业” 退出钢铁市场引起的就业问题。
这些挑战和改革的必要性， 是在更为复杂、 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的环境

下产生的。 例如， 如何处理国有企业的特殊政治地位 （或者特权） 与公平

市场竞争准则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解决这一矛盾的

指导原则。 其他大型经济体向私有化迈进的经验教训表明， 这一问题必须谨

慎地对待。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保证国有企业有效地实现自负盈亏， 这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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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的 “一带一路” 战略可能是增加中国未来钢铁需求的另一因素。



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理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虽然对于这些问题并没

有解决的良方，但按照一些国有企业当前的庞大亏损规模，根本不能保证财

务可持续性。据估计，一些企业将永久退出钢铁行业，另一些企业则很有可

能通过兼并、收 购 （M A）或向私营企业出卖资产的方式进行私有化。

因此，在改革项目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钢铁行业兼并活动可能会进一步

加速。那些弱势企业的净资产不断减少，为一些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提供了低

成本兼并和重组的绝佳机会。地方政府和亏损企业的股东反对兼并的声音将

越来越小。未来多年，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望大幅度上升。通过国内区

域市场的重组，钢铁行业将会迎来一个具有垄断竞争形式的市场结构。对价

格战进行遏制将成为强化竞争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将推动产品细分的深入、

产品质量的提高和钢铁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最终，行业中期盈利水平

有望达到正常值。

（陈三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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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基于分解分析的中国工业用水和
能耗的趋势差异研究

王 灿　 郑馨竺

引　 言

水和能源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 然而， 在当今中国， 这两种

资源的短缺问题日益严峻。 一方面， 中国人均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只有世界人

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而水资源在全国的空间分布不均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短

缺问题。 另一方面， 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对进口能源的高依存度使

中国面临确保能源安全的重大挑战。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全国用水量以年均 ０ ８％的速度下降， 但全国能源消耗

量却以年均 ８ １％的速度上升。 然而， 这两个变量基本上会朝着相同的方向

变动并大致表现为一种线性关系 （见图 １）。
从已往对用水和能耗驱动因素的研究来看， 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费对一

些共同的驱动因素非常敏感。 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 人们对水资源和

能源的需求量不断上升， 但技术改进会抑制这种增长势头。 生产结构调整也

将影响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费。 这些共同的驱动因素决定了水资源利用和能

源消耗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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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解分析的中国工业用水和能耗的趋势差异研究

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全国范围内水资源利用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水利部 ＭＷＲ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４） 和中国统计局 ＮＢＳ （２０１４ｂ） 计

算所得。

为了同时应对水资源短缺和能源危机这两大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

们有必要对水资源和能源实行协同管理。 而实现协同管理的前提是了解这些

共同的驱动因素是如何同时影响水耗和能耗的。 尽管已有很多研究分别分析

了水耗和能耗的驱动因素， 但少有研究关注这两个指标的相关性。 因此， 本

章旨在对这些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定量比较它们对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

费的协同影响关系， 并对两种资源的协同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本章研究了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３６ 个工业部门淡水资源利用量与能源消费量的变动趋

势， 并基于分解分析法量化经济增长、 人口增长、 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强度等

驱动因素对这两种资源消耗量的影响程度。 为了区别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ＦＣ） 带来的影响， 本章将时间跨度划分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两个阶段。 此外， 本章还进一步研究了单个

工业部门对这些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 从而识别出具有资源节约潜力的重点

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 水资源利用包含取水量和耗水量两个指标， 本章的研究

主要关注前者。 依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定义， 取水量是指从地面或者浅层地

表中将可利用水资源开采出的水量， 耗水量是指开采水量中扣除蒸发或运输

损失、 融合到产品或作物， 或从当前水环境消失的水量后， 剩下的那部分水

量 （Ｋｅｎｎ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本章接下来将在第二节提供有关分解分析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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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第三节介绍用于分析的方法论和数据来源； 第四节展示工业取水量和

能耗量的分解结果， 并包含单个工业部门对驱动因素的贡献； 第五节总结本

章的主要发现并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当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资源消费和环境影响的驱动因素， 研究

内容包括了能源消费 （Ｍａ， ２０１４）、 能源强度 （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二氧化

碳排放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ａ， ２０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二氧化碳强度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 （Ｇｕ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Ｈｅ， ２０１０） 等。 研究的尺度涉及全球层面 （ Ｌ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ｔｗｉｃｈ， ２００８）、 国家层面 （Ｃａｎｓｉ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和

地区层面 （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例如， Ｚ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４）
定量研究了五种驱动因素对中国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能源强度波动的贡献。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５） 评估了影响美国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下降的驱动因素。 他们发现， 经济衰退而非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使用是二氧

化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力。 Ｍａ （２０１４） 从多能源结构、 多部门和多地

区层面研究了能源消费变动的驱动因素。 另外， 还有一些研究集中于跨区域

碳足迹流动的分解分析。 例如，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 聚焦中国八个地区的碳足

迹， 发现区域间贸易和能源强度是碳足迹流动主要的驱动因素。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以及中国工业是能源密集型的， 现

有大量研究使用分解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相关的工业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驱

动因素。 Ｚｈａ 等 （２００９） 研究了中国 ３６ 个工业部门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３ 年能源强度

变动的驱动因素， 量化了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的贡献程度。 Ｈａｓａｎｂｅｉｇｉ 等
（２０１３） 基于分解分析方法回顾和展望了中国制造业能源利用。 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４） 比较了日本与中国制造工业部门在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上的差异。
Ｗｕ 和 Ｈｕｏ （２０１４） 通过分析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效率， 评估中国节

能政策的有效性。 Ｌｉｕ 等 （２００７） 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ＬＭＤＩ， 以下

简称 “迪氏指数”） 分析了中国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５ 年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情

况。 Ｏｕｙａｎｇ 和 Ｌｉｎ （２０１５） 采用了同样的方法， 研究了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０ 年工业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Ｙａｎ 和 Ｆａｎｇ （２０１５） 使用中国制造业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１ 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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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集中研究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并基于情景分析法探索了减排潜

力。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５） 使用迪氏指数法， 分析了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制造业部

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 识别了单个部门在二氧化碳排放中的比

重。 除了对工业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外， 还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中

国的工业废气排放量。 例如， Ｆｕｊｉｉ 等 （２０１３） 分析了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十

个工业部门的废气排放情况， 并说明了减排政策对空气污染管理的影响。
与现有对能源消费及其相关环境影响的驱动因素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有关水资源利用驱动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 Ｄｕａｒｔｅ 等 （２０１４） 对整个

２０ 世纪全球水资源利用进行了分解， 然后使用趋势方法预测未来水资源利

用情况。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２） 集中分析了北京面临的水资源挑战， 并对北京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的内部与外部水生态足迹进行了分解分析。 这些研究都在政

策层面提出了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策略。
目前， 很少有文献同时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指标的变动情况。 唯一的例

外就是 Ｋｏｐｉｄｏｕ 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 他们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与就业变动中

的共同趋势和驱动因素。 由此， 从文献综述来看， 因为本章将驱动因素对工

业能源消费和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进行了对比， 所以具有原创性。 正如许多研

究提到的， 这种分解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过去的环境表现进行评估， 进而提

出水资源和能源资源利用的综合管理方法。

方法和数据

驱动因素

本章主要研究了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的四种驱动因素， 它们分别是经

济增长、 结构调整、 资源强度和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通常被认为

可以同时增加需水量和能耗量。 产业结构调整被看作中国应对环境和能源问

题的一条重要路径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未

必会同时实现节能与节水。 一些旨在节能的结构调整可能会增加用水强度，
从而对水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 资源强度是影响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能源

消费变动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 本章将资源强度定义为每个部门单位产

业增加值所消耗的水资源量或能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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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分解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 指标分解分析法 （ＩＤＡ） 和结构分解分析法

（ＳＤＡ）。 关于 ＩＤＡ 方法和 ＳＤＡ 方法的异同， 在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０３）、 Ｓｕ 和

Ａｎｇ （２０１２） 的文献中均有介绍。 本章使用的分解方法是 ＬＭＤＩ 方法 （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０； Ａｎｇ， ２０１５）。

在 ＬＭＤＩ 模型中， 工业淡水取用量可用方程 （１） 来表示：

Ｗ ＝ ∑
ｉ
Ｗｉ ＝ ∑

ｉ
ｆｉ ｓｉｅＰ ＝ ∑

ｉ

Ｗｉ

Ｑｉ

Ｑｉ

Ｑ
Ｑ
Ｐ Ｐ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Ｗ 是总的工业淡水取用量； Ｗｉ 是部门 ｉ 的淡水取用

量； ｆｉ 是部门 ｉ 的用水强度， 定义为部门 ｉ 单位增加值 （Ｑｉ ） 所需要的淡

水取用量 （Ｗｉ）； Ｓｉ 是部门 ｉ 的产出在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重， 即部

门 ｉ 的工业增加值 （Ｑｉ） 与总工业增加值 （Ｑ） 的比率； ｅ 是人均工业增加

值， 即总的工业增加值 （Ｑ） 与全国总人口 （Ｐ） 的比值； Ｐ 表示全国总

人口。
从基期 ０ 到第 ｔ 年， 工业淡水取用量的变化 （ΔＷ） 可以分解为四个驱

动因素的作用： ①用水强度效应 （Δｆ）； ②生产结构效应 （Δｓ）； ③经济规

模效应 （Δｅ）； ④人口增长效应 （ΔＰ）。 这些变动可用方程 （２） 表示：

ΔＷ ＝ Ｗｔ － Ｗｏ ＝ Δｆ ＋ Δｓ ＋ Δｅ ＋ ΔＰ （２）

每一种驱动因素所引起的工业淡水用量的变化， 可用方程 （３） 进行

计算。

Δｆ ＝ ∑
ｉ
Ｌ（Ｗｉ

ｔ，Ｗｉ
ｏ） × ｌｎ（ ｆｉ ｔ ／ ｆｉ ｏ）

Δｓ ＝ ∑
ｉ
Ｌ（Ｗｉ

ｔ，Ｗｉ
ｏ） × ｌｎ（ ｓｉ ｔ ／ ｓｉ ｏ）

Δｅ ＝ ∑
ｉ
Ｌ（Ｗｉ

ｔ，Ｗｉ
ｏ） × ｌｎ（ｅｔ ／ ｅｏ）

ΔＰ ＝ ∑
ｉ
Ｌ（Ｗｉ

ｔ，Ｗｉ
ｏ） × ｌｎ（Ｐｔ ／ Ｐｏ）

（３）

在这个层面上， 总体工业用水的对数均值表达式可以由方程 （４）
给出：

Ｌ（Ｗｉ
ｔ，Ｗｉ

ｏ） ＝ （Ｗｉ
ｔ － Ｗｉ

ｏ） ／ （ ｌｎＷｉ
ｔ － ｌｎＷｉ

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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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能源消费的分解是类似的。 工业能源消费的分解由方程 （５）
给出：

Ｅ ＝ ∑
ｉ
Ｅｉ ＝ ∑

ｉ
ｆｉ ′ｓｉｅＰ ＝ ∑

ｉ

Ｅｉ

Ｑｉ

Ｑｉ

Ｑ
Ｑ
Ｐ Ｐ （５）

在方程 （５） 中， Ｅ 是总的能源消耗量； Ｅ ｉ 表示部门 ｉ 的能源消耗量；
ｆｉ′表示部门 ｉ 的能耗强度， 即部门 ｉ 的能源消耗量 （Ｅ ｉ） 与该部门的产业增

加值 （Ｑｉ） 的比值； ｓｉ 是部门 ｉ 的产出在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重， 即部

门 ｉ 的产业增加值 （Ｑｉ） 与总工业增加值 （Ｑ） 的比值； ｅ 是人均工业增加

值， 定义为全部工业增加值 （Ｑ） 与全国人口 （Ｐ） 的比值； Ｐ 表示全国总

人口。
从基期 ０ 到第 ｔ 年， 工业能源消耗量的变化 （ΔＥ） 同样可以分解为四

个驱动因素的作用： ①能源强度效应 （Δｆ′）； ②生产结构效应 （Δｓ′）； ③经

济规模效应 （Δｅ′）； ④人口增长效应 （ ΔＰ′）。 这些变动可用方程 （６）
表示：

ΔＥ ＝ Ｅｔ － Ｅｏ ＝ Δｆ′ ＋ Δｓ′ ＋ Δｅ′ ＋ ΔＰ′ （６）

每一种驱动因素引起的能源消费量的变化， 可以用方程 （７） 进行计算。

Δｆ′ ＝ ∑
ｉ
Ｌ（Ｅｉ

ｔ，Ｅｉ
ｏ） × ｌｎ（ ｆｉ ｔ ／ ｆｉ ｏ）

Δｓ′ ＝ ∑
ｉ
Ｌ（Ｅｉ

ｔ，Ｅｉ
ｏ） × ｌｎ（ ｓｉ ｔ ／ ｓｉ ｏ）

Δｅ′ ＝ ∑
ｉ
Ｌ（Ｅｉ

ｔ，Ｅｉ
ｏ） × ｌｎ（ｅｔ ／ ｅｏ）

ΔＰ′ ＝ ∑
ｉ
Ｌ（Ｅｉ

ｔ，Ｅｉ
ｏ） × ｌｎ（Ｐｔ ／ Ｐｏ）

（７）

全部工业水资源利用的对数平均值由方程 （８） 给出。

Ｌ（Ｅｉ
ｔ，Ｅｉ

ｏ） ＝ （Ｅｉ
ｔ － Ｅｉ

ｏ） ／ （ ｌｎＥｉ
ｔ） － ｌｎＥｉ

ｏ （８）

数据来源

本章分析了中国 ３６ 个工业部门， 涵盖了能源生产、 供应与制造业。 由

于数据缺失， 讨论范围不包括水生产与供应部门。 每个部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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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增加值数据， 来自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

公开数据）。 每个工业部门 ２０１２ 年增加值数据， 来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投入产

出表》 （ＮＢＳ， ２０１２）。 能源消耗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１４ａ）。 每个工业部门的淡水取用数据， 来自历年 《中国环境统计

年报》。 参考 Ａｎｇ 和 Ｃｈｏｉ （１９９７） 的研究方法， 本章用一个极小的正值替代

零值， 从而解决对数形式变量取值为零的计算问题。 如果这些正数接近于

零， 我们就可以得到收敛的结果。

结果与讨论

递减的淡水取用和增长的能源消费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的工业水资源利用量下降了 ２７ ５％ （根据中国环保

部历年数据）。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 经济增长驱动淡水取用量增长了 ６０ ９％ （见图

２）； 人口增长驱动淡水取用量增长了 ２ ７％ （见图 ２）。 尽管经济和人口的增

长对用水量都起到了正的促进作用， 但这个阶段工业淡水取用量仍然下降了

６ １ 个百分点。 这是由用水强度变化 （ －５８ ６％） 和结构调整 （ －１１ １％） 共

同引起的。 与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的情况类似，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工业用水强度和结

构调整， 部分抵消了经济和人口增长引起的淡水取用量的上升， 从而使淡水

取用量总体下降。

图 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工业淡水开发利用变动情况的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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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尽管工业淡水取用量呈现下降趋势， 但中国工业能源消费量在同

期出现十分显著的上升 （见图 ３）。 计算发现，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工业能源

消费量上升了 １３７ ９％ 。 唯一制约能源消费不断上升的因素是能源强度的下

降， 而这一影响因素在金融危机前后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在全球金融危

机之前的五年里， 工业能源消费量上升了 ８７ ５％ 。 能源强度效应 （ －
１８ ８％ ） 完全被经济增长 （ ＋ ８８ ３％ ）、 人口增长 （ ＋ ３ ９％ ） 和结构调整

（ ＋ １％ ） 的作用所抵消。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五年里， 能源强度的下

降更显著 （ － ７３ ５％ ）， 使工业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变缓。 不过， 能源强度

的下降仍未能完全抵消经济增长 （ ＋ ８７ ９％ ）、 人口增长 （ ＋ ２ ７％ ） 和结

构调整 （ ＋ ９％ ） 对能耗的促进作用。

图 ３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工业能源消费变动的分解结果

通过对这两个驱动因素指标进行比较， 本章有以下发现。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经济发展始终是工业淡水取用量和能源消费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 而

资源使用强度的下降则是抑制资源消耗量增加的主要因素。 此外， 工业淡水

取用量和能源消费量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 过

去十年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幅度要显著高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幅度。 用

水强度的下降带来的用水量减少的效应， 超过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用水量增加

的效应， 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淡水取用量。 但这一乐观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

能源消费上： 能源强度的下降未能抵消经济增长对能耗增加的正向促进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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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强度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尽管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的总体变化趋势不

同， 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驱动因素。 图 ４ 提供了每一种驱动因素在单个工

业部门中资源消耗的贡献程度。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在整个样本期， 经济增长引起的能耗增加主要发生在

四个工业部门：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非金属矿产生产、 化工生产和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这些部门的能源强度显著下降 （分别是 ２６ ６％ 、
１３ ７％ 、 １３ ７％和 １０ ２％ ） ［见图 ４ （ａ）］。 由经济增长驱动的淡水取用量

的增加， 基本发生在电力 ／热力供应部门。 这一部门同时也是生产用水强度

下降 （５６ １％ ） 的主要贡献来源。 这就是说，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那些生产规

模显著增大的部门， 也经历了显著的能源或水资源利用强度的提升 ［见图 ４
（ｂ）］。 这一发现与 Ｋｏｐｉｄｏｕ 等 （２０１６）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与就业的共同趋

势和驱动因素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的结构变化效应差异

本章研究发现，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结构调整对淡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费

量的驱动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见图 ２ 和图 ３）。 生产结构的调整， 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工业淡水取用量的增长， 但增加了对能耗的需求。
这种结构调整的效应差异产生的原因， 可在部门层面上进一步分解说明

（见表 １）。 在结构调整上， １７ 个工业部门的经济增加值在总产出中的份额

是下降的， 这其中包含一些有代表性的高用水强度的工业部门， 如电力 ／ 热
力供应行业、 印刷业、 纺织业和饮料生产行业。 同时， 其他 １９ 个部门在工

业总产出中的份额是上升的。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高能源强度行业———如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煤炭开采和选矿行

业———是工业能源消费和用水增长的主要来源。 工业生产已经向节水但更加

耗能的方向调整，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需要持续改善产业结构。

重点部门的节能节水潜力

本章识别了对淡水利用和能源消费量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 这些部门包

含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行业以及非加工金属矿产生产部门。 并且，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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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不同工业部门对资源使用强度效应的贡献程度

（ｂ） 不同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贡献程度

图 ４　 不同工业部门的贡献程度

电力 ／热力供应行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行业来说， 虽然它们的能

源消费量显著增加， 但它们实际上是工业用水量下降的主要来源。 基于工业

淡水利用量和能源消耗的多部门分解结果 （见表 １）， 本章将详细分析各部

门的资源用量贡献程度。

电力 ／热力供应部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电力 ／热力供应部门是工业用水量下降的最主要来源。
在此期间， 该部门淡水取用量约下降了 ２２９ 亿吨。 虽然该部门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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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
０２

～
２０
１２

年
工
业
用
水
和
能
源
消
费
的
部
门
分
解
结
果

工
业

部
门

工
业

用
水

的
分

解
结

果
（百

万
吨

）
工

业
能

源
消

费
的

分
解

结
果

（百
万

吨
标

准
煤

当
量

）

Δｆ
Δｓ

Δｅ
ΔＰ

总
量

Δｆ
′

Δｓ
′

Δｅ
′

ΔＰ
′

总
量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及
压

延
加

工
－
２７

１６
１

８９
１

５
４０

６４
６

１４
３

０
２３

８３
０

－
４９

９
１

１６
９

７
７３

６
９

２６
２

４３
３

７

化
工

生
产

－
７５

１９
２

６９
７

９
６６

３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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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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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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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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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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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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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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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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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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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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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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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９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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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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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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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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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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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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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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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９
１６

６０
０

－
２２

８９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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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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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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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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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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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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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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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使用水量增加了约 ４３５ 亿吨， 但用水强度的下降抵消了这部分影响并降低

了淡水取用的总量 （△ｆ ＝ － ４６６ 亿吨）。 同时， 由于经济增长显著地增加

了能源消费 （Δｅ′ ＝ ２６０ ５ 百万吨标准煤当量）， 能源强度下降的抑制效应

还不足以抵消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 因此，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电力 ／ 热力供应行业的能源消费量约增加了 １ １１ 亿吨标准煤当量。 此

外， 电力 ／ 热力供应部门的生产结构调整效应在降低能源消耗上也做出了

最大贡献。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总体而言，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部门的资源需求

量占据了全部工业能源消费量和工业水资源开发用量的绝大部分。 该部门生

产规模和行业比重显著上升， 但能源强度有微幅下降， 从而使得能源消费总

量增加了约 ４ ３４ 亿吨标准煤当量。 同时， 包含水资源利用强度在内的三种

驱动因素对水资源利用的增长具有额外效应， 结果导致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的水

资源用量上升了 ３３ 亿吨。 但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部门

的能源强度和水资源利用强度都有显著改善。 在此期间， 钢铁生产部门能源

效率的改进， 极大地补偿了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和水资源用量增长的额外效

应， 全部能耗只增长了 ９５４０ 万吨标准煤当量。 这些相当大的效率改进， 也

可以从该部门的水资源利用中看出来。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钢铁部门水资源利

用强度上升， 引起水资源利用总量上升； 但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水资源利用强

度大幅下降， 抑制了水资源消耗。

其他工业部门

除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部门有着巨大的能源消耗之外， 以下部门的

能源消耗也大幅度增长： 煤炭开采与选矿部门，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部

门， 化工生产， 石油加工及焦化、 天然气生产与供应行业。 由于能源强度效

应有所改善， 这些部门的能源消费增长得到抑制。 但能源强度的改进， 并不

足以抵消经济增长的额外效应。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能源强度效应有所改善，
但其对能源消费的抑制作用依然有限。 同时， 这些部门的淡水取用量并未表

现出明显变化， 因为水资源利用强度的改进几乎完全抵消了经济增长的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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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通过对覆盖了能源生产、 供应和制造业的 ３６ 个工业部门的研究， 本章

探索了中国工业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费变化的驱动因素。 本章使用了 ＬＭＤＩ
分解分析方法， 应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 并围绕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

潜在影响将样本分成了两个五年的时间区间。 本章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工业部门淡水取用量在下降， 但能源消费

量在不断增长。 通过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经济增长是工业用水量

和能源消耗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而资源使用强度的下降是抑制这一增长的主

要因素。 工业淡水取用量和能源消费量的不同趋势， 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

释： 在过去十年中， 工业用水强度的下降相比能源使用强度的下降表现出更

明显的效应。 用水强度下降带来的水资源取用量下降效应， 超过了经济增长

促进水资源取用量上升的效应， 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淡水取用量。 然而这种

乐观局面并未在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中出现。
第二， 尽管淡水取用和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显著不同， 但两者的共同驱

动因素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强度的相互影响作用是一致的。 那些经历经济增

长的部门在提升资源利用率方面更为积极。 在全样本时期， 经济增长所导致

的能源消费上升主要发生在以下四个部门：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

金属矿产生产行业、 化工生产行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 这四个

部门也是生产中能源强度下降的最显著来源 （分别是 ２６ ６％ 、 １３ ７％ 、
１３ ７％和 １０ ２％ ）。 同时， 由经济增长引致水资源利用量增长的部门， 主要

是与电力 ／热力供应相关的部门， 其中电力 ／热力供应部门是生产中水资源利

用强度下降的最主要来源 （５６ １％ ）。
第三， 在整个样本期， 产业结构调整对淡水取用量和能源消费的驱动效

应是不同的。 工业生产的淡水取用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减少， 但与此

同时能耗量随之增加。
第四， 本章还识别了一些工业部门， 其淡水取用量和能源消费量的变化

对整个工业部门具有显著影响。 例如，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在用水

和能耗方面都具有最大的比重。 电力 ／热力供应部门在提高工业用水效率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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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水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费之间相互关联，但国家目前对于水资

源和能源的管理和决策是相对独立的。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管理者重视能源

系统和水资源系统的关联性，在全国层面实施节水节能措施以实现协同管

理。而探索中国政策与技术方案之间的协同效应以进一步支持综合管理方法

的运用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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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森林之外： 来自中国黄土高原
生态修复工程的经验教训

〔英〕 凯瑟琳·白金汉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引　 言

中国是世界上植树造林规模最大的国家。 通过植树造林活动， 中国过

去 ３０ 年的森林覆盖率上升了 ９％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２０１４）。 这种行动并非出自

利他主义。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林业加工中心。 现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品进口国和消费国 （Ｈｏａｒｅ， ２０１５）。 然而， 曾经

的毁林活动一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全国森林

覆盖率只有 ２２％ ， 低于世界各国平均的森林覆盖率 ３１％ （ＦＡＯ， ２０１２）。
不仅如此， 森林毁灭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中国还是世界上水资源压力最

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有全世界 ２１％ 的人口， 但只有全世界 ６％ 的淡水资源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３）。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持续性， 同时影响着人口与经济的

发展。
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 １３ 亿以上人口和受以上资源约束的国家， 而且是

受气候变化负面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５）。 曾经的乱砍滥伐、 土地流转、 过度放牧和矿藏开采， 使生态系统变

得相当脆弱。 洪涝灾害、 土地荒漠和沙尘暴天气等恶劣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政

府不得不采取修复土地的行动， 在考虑到气候变化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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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这些复杂问题做斗争， 中国需要提高粮食生产率、 提升资源使用

效率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预防各种灾害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对退化地区进行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是一项重新

恢复采伐迹地或退化景观地的生态功能和促进人类福祉的长期工程。 生态修

复是缓解景观退化造成的灾难以及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工具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面对气候变化、 经济发展和人口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保护土地和资源

成为国家政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下的

第 ２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ＣＯＰ２１） 在巴黎召开， 全球的国家承诺缔结一

个全新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气候协议： 保证全球气温上升幅度在 ２℃
（３ ６℉） 以下， 并努力将其限制在 １ ５℃以下 （ＢＢＣ， ２０１５）。 在新的国际

协议下， 世界各国公开了各自在 ２０２０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行动。 这

些行动被统称为国家自定贡献预案 （ＩＮＤＣｓ）。
显然， 森林在固碳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植树造林有关的中

国国家自定贡献预案期望增加固碳存量 ４５ 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 中国的森

林覆盖面积要增加 ０ ５ 亿 ～ １ 亿公顷 （１ ２４ 亿 ～ ２ ４７ 亿英亩）， 相当于 ２ ～ ４
个英国的国土面积。 如此大的森林覆盖面积， 将累计产生约 １０ 亿吨的碳汇，
相当于停止砍伐热带森林近一年或路上少跑 ７ ７ 亿辆汽车产生的碳汇。 这就

是中国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果：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已累计增加森林覆盖面

积 ４９００ 万公顷 （１ ２１ 亿英亩） （Ｆｒａｚ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中国的国家自定贡献预案计划， 推动了植树造林、 义务植树、 天然林保

护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开展。 为了缓解京津地区的土地沙化和荒漠化、 减少

水土流失以及提高水资源储备， 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５）。 早在国家自定贡献预案推出之前， 中国就已在全国范围内

的 ６ 个林业项目中投资了大约 １０００ 亿美元， 这些项目覆盖了中国超过 ９７％
的县， 并提出造林面积达 ７６００ 万公顷的目标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ａ）。 １９９９
年， 中国政府启动了 “退耕还林” 工程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这是迄今为

止世界上最大的生态保护计划。 “退耕还林” 工程由一系列项目与实践组成，
其设计初衷是抑制水土流失， 增加景观中自然植被的数量和多样性， 推行更

具持续性的土地管理实践。 这一项目包含一项生态系统服务的转移支付， 其

主要目的是鼓励成百上千万的农户加入项目实施的进程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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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中国政府提出的 “十三五” 规划的目标， 就是加强和完善一系

列有关自然资源的国家地理数据库建设， 其中一项自然资源就是森林资源。

例如， 森林资源的关键数据是，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有望达到

２３ ０４％ ， 森林固碳存量达到 ９５ 亿吨。 不仅如此， “十三五” 规划还提出了

与林业有关的四个重要领域： 政策与制度改革； 森林资源保护； 森林 （生

态修复） 质量和效率改进； 森林的管理、 保护和创新。 第一， 国有森林地

区将以一种精简的方式， 推动政府、 公共机构、 企业成为更有效率的国有农

场管理机构。 第二， 保留和保护原始森林、 森林资源和生态湿地， 建立稀有

和濒危物种国家公园。 第三， 加快植树造林的步伐， 以强化森林管理， 提高

森林资源质量和增加国家木材储备， 同时发展森林经济、 森林旅游和苗圃修

复。 第四， 政府希望通过林业科技创新预防和控制森林火灾和虫害的发生，

最终达到强化对森林的保护的目的。 其中， 中国林业资源数据库平台已经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份正式启动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２０１６）。

一些维持森林储备、 提升森林质量和强化森林修复的解决方法还涉及采

伐禁令。 “十三五” 规划中的部分内容， 也包含了对国有林场中天然林进行

商品性采伐的禁令①。 第一个试点项目是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对中国东北黑龙江省

的主要林区中原始森林的所有商业性采伐的禁令 （Ｈｏａｒｅ， ２０１５）。 历史上，

黑龙江省一度提供超过 ３０％ 的国内原木产量 （Ｓ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十三

五” 规划的林业部分和新出台的砍伐禁令， 是中国满足木材需求的最基本

条件。 现在， 中国每年砍伐的原始森林面积大约为 ４９９４ 万立方米。 由于中

国超过一半的木材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国外木材资

源的来源合法性是十分重要的。 据估计， 在当前全世界的非法木制品交易

中， 出口到中国的木制品占据了一半 （Ｈｏａｒｅ， ２０１５）。 有人推测， 在绿色发

展背景下， 中国可能会通过追溯其他国家木材来源的方式， 结束向生态更脆

弱的国家出口环境破坏。

６４３

① 这一禁令将于 ２０１７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这是对 １９９８ 年开始的项目的扩展， 其目标是使

森林从几十年的林木砍伐中恢复过来， 从而帮助修复森林的生态系统、 提升其适应性。 黑

龙江省的国有天然林的商业采伐于 ２０１４ 年终止。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的采伐禁令覆盖了中国东

北与内蒙古的所有天然林， 其中包括国家森林保护项目尚未覆盖的 １４ 个省份的天然林保护

工程， 参见 Ｓｕｎ， Ｘ ， Ｃａｎｂｙ， Ｋ ａｎｄ Ｌｉｕ， Ｌ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ｂａｎ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ｅｆ， Ｍ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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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新立法的效果及全球性的国家自定贡献预案 （ ＩＮＤＣｓ） 均对国

家森林资源有着重大的意义， 但现在推测它们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还为时尚

早。 然而， 中国已经从当今广泛存在的土壤退化问题中学到不少教训。 沙

尘暴不时地袭击下风向的城市地区， 这类严重危机推动了土壤退化地区生

态修复问题的解决。 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 就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问题。 水土流失所导致的大规模沙尘天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周期性地

袭扰北京， 其中包括 １９９３ 年著名的 “ 黑风 ” 天气 （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
２００２）。 世界银行的黄土高原一期项目在一年之后启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提供了黄河中全部泥沙的 ９０％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不仅如此， 土壤的严重退化导致曾经作为耕地的土地大面积荒废，
几十年间造成了约 １２ ８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并带来前所未有的粮食安全

威胁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黄土高原： 一个案例研究

坐落于中国中部偏北的黄土高原， 是一个面积相当于阿富汗国土面积的

大型山丘状干旱地区。 几千年的耕种尤其是 “文革” 期间的开垦， 使黄土

高原的草地不断退化、 水土流失加剧。 黄土高原的沙尘暴， 使粮食产量下

降、 河道里充满淤泥、 遥远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沙尘的味道。 事实上， 当地

多达 ５０００ 万的人口使问题更加复杂。
从 １９９４ 年起， 国家开始致力于生态修复。 两项有关黄土高原治理的工

程先后在山西、 陕西、 甘肃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 ４８ 个县展开 （Ｌｉｕ ａｎｄ
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６）。 一方面， 由于在修复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植树造林活动 （在
历史的非林区土地上植树）， 一些观察者可能没有将黄土高原境内 １１００ 条水

系的生态修复看作一个严格的 “森林景观修复” 案例。 另一方面， 这种生

态修复的努力———或者说寻求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确实表现出森林景观

修复的若干特征和关键成功因素 （Ｈａ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重要的是， 这些

因素为其他森林与景观修复项目提供了借鉴， 为未来方案设计提供了经验教

训 （Ｈａ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鉴于黄土高原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生态修复的重要意义， 世界资源研究所

（ＷＲＩ） 将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案例作为世界范围内１６ 个森林景观修复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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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 以构成一个大型的林业评估项目 （Ｈ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通过文献综述和专家访谈， 对 １６ 个森林景观修复案例的共同特征进行

分析， 总结了森林景观修复成功的三个共同主题。
（１） 清晰的动机。 决策者、 土地所有者和公民被鼓励或激励参与生态

景观的森林与树木的修复工作。
（２） 成熟的有利条件。 存在足够数量的生态、 市场、 政策、 社会和制

度条件， 为森林和树木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有利的环境。
（３） 可持续执行的能力和资源。 能力和资源的存在和调用将森林景观

修复项目建立在可持续的环境基础上。
相关历史案例指出， 当三个主题内的一系列条件存在时———无论是先天

条件还是人们通过努力来创造的条件———生态修复工程成功的概率将增加。
表 １ 总结了重要的成功要素， 是生态修复诊断程序的一部分。

表 １　 森林景观修复的关键成功因素

主题 特征 关键成功因素

动机

收益

意识

危机事件

立法要求

生态修复可以产生经济收益

生态修复可以产生社会收益

生态修复可以产生环境收益

生态修复的收益可以公开交流

生态修复的机会可以被识别

危机事件具有放大效应

存在生态修复的法律要求

生态修复的法律要求被广泛理解和执行

有利条件

生态条件

市场条件

政策条件

社会条件

制度条件

土壤、水、气候和火灾条件均适宜于生态修复

不存在阻碍生态修复的动植物

本地的种子、幼苗和原始种群随时可用

退化林区的竞争性需求（如食品、燃料）不断下降

修复地区的产品存在价值链

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受到保护

影响生态修复的政策统一且流程简明

存在天然林的砍伐限令

森林砍伐限令得到很好的执行

当地居民有权做出生态修复的决定

当地居民可以从生态修复中获益

生态修复参与方的责任和义务得到清晰界定

高效的制度能够协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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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题 特征 关键成功因素

执行

领导力

知识

技术设计

财政激励

反馈

存在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生态修复典型

存在可持续的政治承诺

存在与候选的景观地相关的生态修复的专门知识

生态修复的专门知识可通过同行或推广服务传递

生态修复设计具有技术基础和气候适应性

生态修复限制漏出

生态修复的正向激励与项目资金超过负向激励

项目激励与资金随时可得

建立高效的绩效监管和评估体系

早期取得的成绩可以进行沟通交流

　 　 资料来源： Ｈａｎｓｏｎ， Ｃ ，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Ｋ ， ＤｅＷｉｔｔ， Ｓ ａｎｄ Ｌａｅｓｔａｄｉｕｓ， Ｌ （２０１５），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这种生态修复诊断程序已经发展为一套结构性的方法， 能够在具备生态

修复机会的国家或景观地中， 识别哪些生态修复的关键成功条件已经成熟，

哪些条件已部分实现以及哪些条件暂不具备。 它是一个定性的诊断工具， 可

以帮助决策者和生态修复的支持者将努力集中最重要的因素条件上———进行

大型人力、 物力和政治资本投资前。 一个生态修复项目正常启动后， 执行者

可以每隔几年应用这种生态修复诊断程序调整和优化政策， 从而形成一种适

用的管理实践方法。

有些重要的警告需要提出。 第一， 没有案例能够满足每一个关键的成

功因素。 因此， 景观生态的成功修复并不需要满足每一个关键的成功因

素。 第二， 不存在某种单一因素是生态修复工作的充分必要条件， 所以我

们实际上需要的是成功因素的组合。 但是， 某些因素对于通过自然再生修

复的生态项目来说， 确实是特别重要的 （如生态和市场条件）， 某些因素

对于主动生态修复项目来说， 确实是特别重要的 （如清晰的产权）。 第三，

某些关键的成功因素之间具有交互效应， 并且可以影响其他的因素。 例

如， 绩效监督对于执行来说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成功因素。 当绩效监督被广

泛地用于交流生态修复项目的成功和收益时， 它实际上还有助于生态修复

项目的进一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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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关键的成功因素

动机因素

出于多种动机因素， 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工程。 在

许多已有的大型生态修复案例包括韩国和埃塞俄比亚 （ Ｈａ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的案例背景下， ２０ 世纪末期黄土高原的沙尘暴不时袭扰下风向的城

市地区， 这种生态危机的出现成为寻求黄土高原生态修复解决办法的最基本

的触发器。 决策者认识到景观生态修复会带来一系列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收

益。 从经济来看， 它会提升粮食安全和增收机会， 尤其是对贫穷的乡村地区

（Ｔｓｕｎｅｋａｗ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项目中来自世界银行和中国政

府的资金已经累计修复了 ４００ 万公顷的土地。 据报告， 该项目使当地农民的

收入翻了一番， 每年降低泥沙流失量 １ 亿吨， 降低了洪水暴发的风险并极大

地提升了粮食产量。 从社会收益来看， 它的目标是增强家庭的稳定性和降低

向城市移民的数量。 从环境收益来看， 生态修复工程的目标是提高土壤的健

康度， 减少水土流失， 确保更清洁的水和更少的碳排放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有利条件

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工程确实存在一些有利于项目实施的条件———生

态、 政策和市场条件。
第一， 生态条件： 通过退耕还林项目， 消除阻碍自然植被修复的因素。

特别是通过在生态修复目的地禁止放牧， 这些地区的植被覆盖面积增加了

９９％ 。
第二， 政策条件： 森林砍伐约束和土地使用权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如， １９９９ 年之后， 中央政府禁止砍伐树木及在山坡上种植谷物， 并且撤

回在这些地区自由放牧的许可。 这些放牧禁令， 成为黄土高原扭转土地退化

状况和重建自然植被战略的基石 （Ｈ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Ｇｕｔｈｒｉｅ， ２０１１）。 同样重要的是

禁令的执行。 这些禁令与种植植被的行动一起， 使该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从

１７％上升到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 ３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７ｂ）。 不仅如

此， 政府给予当地居民低价租赁土地的机会以修复耕地， 并给予他们使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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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机会， 如鼓励他们生产服务于生态系统的农产品或向他们提供转移支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７ａ）。 接着， ２００３ 年颁布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 向土地使

用者提供了保护。 农地具有 ３０ 年产权， 草地具有 ３０ ～ ５０ 年产权， 森林土地

则具有 ３０ ～ ７０ 年产权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第三， 市场条件： 生态修复地区存在产品的价值链。 最初， 那些能够激

励当地农民合作修复生态的补偿， 主要集中于果树、 蔬菜以及生态系统服务

的小额支付。 然而， 在世界银行的第一期项目中， 农民们要求最多的是帮助

其建立新的畜牧企业。 世界银行的第二期项目， 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成功引

进克什米尔羊 （圈养） 获得羊毛、 引进奶牛 （圈养） 以及大量种植以收获

生态物量， 该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畜牧业项目。 这两种畜牧业活动在该

地区是全新的， 使通过生态修复项目产生新的生态物量成为可能。 在更好的

生物量管理技术基础上， 新型劳动密集的高价值畜牧企业的成功可能决定黄

土高原的未来。 黄土高原提供了林业和农业生态修复可以高度协同的重要

例子。

执行因素

在生态修复阶段， 执行相关项目的能力和资源的就位将有助于生态修复

的推进。 这些能力和资源包括领导力、 知识、 技术设计、 资金和激励。 在领

导力上， 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通过黄土高原生态修复项目提出可持续性承

诺，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开始的 “退耕还林还草” 项目 （Ｈ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Ｇｕｔｈｒｉｅ， ２０１１）。

在知识和技术设计上， 中国政府在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中创造了一个同

时包含了技术设计和能力发展的生态修复计划。 该计划的技术设计部分主

要包含梯田、 人造林、 果园、 草原、 拦沙坝、 灌溉、 放牧和沟壑控制等活

动， 能力发展部分包含了集中于训练、 研究和技术转移等的活动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３）。 综合流域管理行动催生了一种雨水收集设施， 并通过大型

的植树造林、 草原再生和农林方法等， 确保植被覆盖的连续性 （ ＥＥＭＰ，
２０１３）。

在金融支持和激励上，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项目具有广泛的项目资金来

源：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 项目预算达到了 ５ 亿美元。 资金包括中国政府的直接

支出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这种金融支持补贴项目将已退化的农田转变为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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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可行的树木和其他各种植被。 补贴内容包括每公顷 １２２ 美元的种子与

幼苗补贴， 以及持续 ２ ～ ８ 年补贴标准为 ４９ 美元 ／年的生态修复服务费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６）。

对可持续性的挑战

目前，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计划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已获得广泛的关注， 许

多生态和社会收益得到 了 认 可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６； Ｆｅｒｗｅｒｄａ， ２０１２；
Ｔｓｕｎｅｋａｗ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政策的转变与执行， 尤其是停止放牧和控制土地

用途变化， 是取得这一成功的基本原因。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在黄土高原的某些地区， 当地农民的收入已经

翻了一番， 每年流失的泥沙量下降 １ 亿吨， 洪水暴发风险下降， 粮食产量

急剧上升。 然而， 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中国在快速获

得这些成就时， 可能使用了单一的物种或多样性较低的种植方式， 当地居

民可能无法享有森林修复的收益。 虽然一些地区的生态修复确实已经使土

地免于荒漠化并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但其他地区的树木生长非常

缓慢甚至一些已经死亡。 中国专家认为， 有时候在某些干旱地区种草比种

树更合适。 这些结果导致中国对绿色和自然的向往越来越强烈（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在重要的成功条件方面，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项目体现了地区生态修复将

面临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挑战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生态修复意识、 财政激励、
生态条件和技术设计。

在生态修复意识上， 目前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护的收益可能并没有完全

被当地相关居民和地方官员所理解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这种意识的缺乏， 至少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项目设计与决策自上而下的特

点。 只有吸引更多当地人员参与， 推动更多当地项目开展， 才能解决这种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绝大多数农民———无论是项目内还是项目外———参与

到了项目活动中， 只不过他们有时候是由政府推动去做的。 这就是说， 尽

管项目参与率已经很高， 但项目过程和计划的地方归属感还有待提高

（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２）。
在财政激励上， 一项针对黄土高原地区农民的调查发现： ５６％ 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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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如果补贴在 ２０１８ 年停发， 那么他们将重新耕作那些坡地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进一步地，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八年的生态

系统服务转移支付的时间太短了： 土地还没有产生足够高的产出、 生态修

复景观中稳健的产品市场还未被开发出来， 项目补贴就停止了。 例如， 杏

树必须经过足够年份， 才能结出足够多的果实从而提供足够高的经济回报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假定下风向城市 （如北京） 足够大， 并且希望降低

沙尘天气、 提升水资源质量和降低黄河暴发洪水的概率， 那么由城市居民

向农村居民进行支付就能有效实现 （ 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２）。 不仅如此， Ｃａｏ 等

（２００９） 认为将国有财富向私人进行转移支付， 并不能对当地居民进行生

态保护和土地修复形成足够的激励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ｃ）。 由于多数项目地

处中国贫困地区， 禁止森林砍伐和开放放牧会导致那些依赖于森林资源和

开放放牧的经济体严重萎缩。 在一些地区， 经济补偿或替代性生计远远不

够（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ａ）。
除了基金捐赠外， 私人部门在生态修复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现有

食品行业 （毒素、 添加剂和生物富集） 的重重危机以及生态修复的环境

需要， 加倍激励了致力于生态修复的行业的发展。 例如， 在黄土高原以

外的华南地区， 法国跨国公司达能食品集团正在试点源自澳大利亚的

“动态农业” 技术。 达能集团试点的是一个能让农户看到生态修复对其经

营影响的金融模式： 首先， 它允许农户种植本土的杉树， 而非项目推荐

的非本土、 可速生的桉树项目； 其次， 它可以在高端蜂蜜市场为农户提

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最后， 它表明柑橘可以在没有高强度化学产品投

入的条件下进行种植（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１５）。 虽然项目规模较小， 不能解决

土地退化的问题， 但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景观生态修复有助于农民认识生态修

复的必要性。
在生态条件上， 在黄土高原的某些地区， 一些非本地的树种被种植在原

本适宜植草的土地上。 不仅如此， 由于缺乏及时交货的充足激励， 许多高质

量树种和灌木幼苗供给不足。 例如， 苗圃种植的目标是无论好坏只要种上所

有幼苗就可以， 结果导致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成功率出现了偏离。 许多已种

下的树木在干旱年份无法存活， 导致 １ ／ ３ 的林地不得不重新植树。 这种情况

在项目末期才逐步改善， 主要归功于 ２００２ 年农业改革之后一些私人苗圃的

建立。 然而， 对于农民和政府官员来说， 高质量幼苗的供给仍然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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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７ａ）。
目前， 正在对黄土高原生态修复项目的技术特征进行详细审查。 其中，

植树造林被认为是防止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一项重要战略。 然而， 中国科学

家对在这种半干旱环境下植树造林的长期可持续性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黄土高原某些地区， 树木存活率非常低。 例如， 陕西省北

部曾种植超过 ４０ 万株中国松树， 但仅有 ２５％ 的树木存活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管理人员更倾向于种植短期生存物种， 以获得短期回报。 但是生态

景观的再生涉及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物种多样性， 这显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ｂ， ２０１１）。
另一项审查内容是气候适应性。 一些研究人员在地区气候变暖和更加

干旱的趋势下， 提出了生态修复项目技术设计的适应性问题。 在气候变化

背景下， 在黄土高原的土地上大规模造林， 会因林木的蒸腾作用增强而加

剧水资源短缺的严重性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除此之外， 如果树木生长不

充分， 它们将不能控制雨水径流和土壤流失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由于物

种 ／ 场所修复条件较差、 树木种植过量和管理不善， 某些地区种下的树木

最初生长良好， 后来却因水资源短缺而死亡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因此，
植被修复策略需要根据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该地区其他的生态条件进行

“量体裁衣” 式的打造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例如， 生

态修复设计中可能要减少对松树移植的依赖， 改种更耐旱的树种、 灌木和

其他更易适应生态条件的植被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通常， 人们很容易将生态修复的失败归咎于薄弱的科技， 实际上这低

估了文化的重要性。 开放的、 半干旱的黄土高原是回族人民的精神家园，
遍布着清真寺， 回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文化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 汉族

人口占据了全部人口的 ９２％ ， 并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

地位。
１９１２ 年以来， 中国选择普通话 （汉族人的语言） 作为通用语言。 尽管

整个国家实际上跨越了 ５ 个时区， 毛泽东主席于 １９４９ 年颁布法令决定全中

国统一执行北京时间。 然而， 自然是不受人类秩序所束缚的。 现在重要的是

看土地管理者能够从回族人民与生态景观的历史关系中学到什么。 对于黄土

高原这种干旱景观地区， 被种植的树木就是生物学意义的定居者和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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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视角来看， 树木的移栽也代表着一种移民。 尽管引种外来植物获得

了科学界和公众的关注， 但文化视角总是容易被人忽略。 文化的偏差通常很

难被理解， 就像中国诗人所说的那样：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你深处其境时总是很难看清全貌。

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工程的规模是巨大的， 然而通过引进外来物种设计

想要的景观的做法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 我们需要在景观的本土生态和文

化记忆的基础上， 理解生态修复在生物物理学和文化层面的含义。 认识到在

生态修复决策中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之后， 我们需要在气候变

化和人口激增的背景下对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确保 ２１ 世纪生态系统服务的

稳定性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前瞻： 重建重度荒漠化地区的生态修复策略

由于过度放牧、 过度耕种和植树造林等活动， 黄土高原已经获得广泛

关注。 然而， 中国当前面临的土地利用挑战， 已经从单纯的土地使用转向

了更具破坏性的土地荒漠化： 矿业开采。 为了保证土地修复项目取得成功，
在战略选择上需要超越狭隘的植树造林观念， 通过种植生态可持续的土地

植被保持土壤的质量。 中国环保部 （ＭＥＰ） 发布了一份发人深省的强调土

地退化问题的报告。 土地退化问题导致中国土地休耕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

的 １ ／ ５———长期处于重金属污染环境的结果 （ＭＥＰ， ２０１４； Ｐａｔｅｌ， ２０１４）。
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矿业开采活动造成的。

中国有超过 ９０００ 个大中型矿井和 ２６０００ 个小型矿井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矿业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目前有各类矿藏资源

１７１ 种， 占全球矿藏资源总量的 １２％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由于矿业开采活

动， 矿区周边的土壤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这种类型的土壤污染不仅使矿

区周围的空气、 水体和粮食作物质量下降， 而且通过食物链尤其是生物富集

的方式威胁动物和人类的健康与福利。 重金属所造成的土壤污染使社会大众

罹患致癌性与非致癌性疾病的风险大幅度增加， 对于那些居住在严重污染地

区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黄土高原作为采矿活动的活跃区， 其采矿活动进一步威胁了当地的生态

景观。 露天煤矿开采活动基本在中国西北的环境脆弱地区进行， 如山西、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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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甘肃、 宁夏和陕西等省份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矿藏开采地区的大

部分土地一直处于贫瘠状态， 阻碍了该地区的农业、 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鉴于中国土地供给的短缺性———因人口激增而恶化———现在是时候出台

政策对采矿造成的土地退化进行生态修复或改造 （Ｍｉａ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ｓ， ２０００）。
现有政策规定， 曾经废弃的矿山的生态环境修复率必须达到 ４５％ ， 受污染

矿山地区的生态修复率应该达到 ３０％ 。 新矿山地区的土地生态修复率必须

达到 １００％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与黄土高原上的广阔草原一样， 全世界的草原都在被改变、 被破坏。

草原消失， 是因为农业、 植树造林、 矿业开采和城市发展， 也是因为物

种入侵、 地方畜牧的管理不善、 消防制度改变、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

加、 氮沉降积累等 （Ｖｅｌ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ａ）。 对于被砍伐的森林景观来

说， 植树、 改善灭火条件和禁止本地家畜放牧是较为合适的生态修复策

略。 然而， 这些干预措施应用到草地、 稀树草原和开阔林地可能会产生

负面影响。 因此， 现在有必要对退耕还林 （在被砍伐的土地上种植树木）
和植树造林 （将曾经非林地的地区转换为森林或者树木种植园） 进行区

分， 以确保生态修复战略的可持续发展（Ｖｅｌ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ｂ）。
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景观生态修复， 我们应该吸取黄土高原生态修复过

程中的经验教训。 为了理解中国生态景观修复在特定生态景观条件下所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需要展开全面评估。 作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 和世界资源研究所 （ＷＲＩ） 评估工具包的一部分， 这种生态修复

诊断方法又被称为生态修复机会评估方法论 （ＲＯＡＭ）。 鉴于现有政策规

定对矿区进行生态修复和恢复， ＲＯＡＭ 可在生态修复战略发展中大有作

为。 这种方法论可以使黄土高原在生态修复实践中避免不可持续项目的某

些缺点。
该方法论还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 识别生态修复战略的机会关

联、 成本效益分析、 有利条件和金融与投资选择 （ ＩＵＣＮ ａｎｄ ＷＲＩ，
２０１４）。 其一， 向地方利益相关者提供地区景观与气候特点方面的咨询服

务， 为其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 从而为生态修复项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

供反馈。 其二， 需要通过识别生态景观中存在的机会， 选择适合当地的生

态条件的植被类型。 可能是林木， 也可能是草地、 灌木或者其他植被类

型， 植被类型的选择要取决于当地的地貌、 降雨量和土壤类别。 通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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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态修复诊断程序，利益相关者需要判断哪些关键的成功因素已经到

位，哪些还不到位，从而为生态修复战略的制定打下基础。为了合理执行

和监测生态修复策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如此，在一些严重荒漠化

的景观地区，中国仍迫切需要开发参与式的生态修复策略，以确保走上可

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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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
政策与举措

张中祥

引　 言

“十三五”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规划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已经从

“向贫困宣战” 转向了 “向污染宣战”。 从国内看， 时常困扰北京和其他地

区的雾霾以及飞速增长的石油进口， 加剧了人们对环境问题、 健康风险和能

源安全的忧虑， 力促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从国际上看， 中国面临同样强

的外界压力， 比如，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方面须就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坚

定的承诺。 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国际社会利益出发， 中国再也不能

沿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继续前行了。
很多年前， 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环境挑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基本国策。
这一举措将生态建设目标与现有的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放到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 并强调将生态文明价值嵌入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下， 当前的议题就是中国将如何应对驱动经

济增长的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排放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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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经济规模条件下， 这一问题使气候政策抉择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对于

中国自身甚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即使在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也是如此，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但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世界范围

来看也是非常快的。
在此背景下， 本章讨论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目标、 政策以及采取的措施，

并从相关讨论中获得一些结论。 第二部分列出了中国的能源与环境目标； 第

三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 １０ 项减排政策与措施； 第四部

分总结了这些目标与政策的重要性， 并讨论了未来的相关挑战。

能源与环境目标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已经翻了两番， 与

此同时能源消费仅仅翻了一番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基于这 ２０ 年的发展趋势，
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 （ＥＩＡ， ２００４），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不

会超过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 然而，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 中国

的能源消耗急剧增长，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就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增速与前 ２０ 年

一样迅速， 但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耗增长是前 ２０ 年 ２ 倍。 如此一来， 中国在

２００７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ＩＥＡ， ２００７）。 为了改变这种趋

势， 中国第一次将投入约束纳入五年规划之中。 中央政府还特别要求在

“十一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期间， 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下降 ２０％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６）。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０ａ， ２０００ｂ） 设想中国将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做出自愿降低单位

ＧＤＰ 温室气体 （ＧＨＧ） 排放量的承诺， 以及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全国碳排放强度

与部门排放上限的组合将成为中国史上最严格的排放承诺。 在 ２００９ 年的哥

本哈根峰会上， 中国承诺 ２０２０ 年的碳排放强度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基础上削减 ４０％
到 ４５％ 。 虽然这一承诺与中国反对绝对排放上限的一贯立场一致———总量

排放上限将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标志着中国坚持的气候行动立场出

现了转变。 更重要的是， 温家宝总理后续澄清，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

诺是无条件的而且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减排目标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９）。 在 “十二

五” 期间， 中国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作为国内发展的承诺， 要求全国范围内

的能源强度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１６％ （不同的省份下降幅度为 １０％ 到 １８％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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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全国范围内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７％ （不同省份下降幅度为 １０％ 到

１９ ５％不等）。
尽管这一单方面的承诺表明了中国实现能耗和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进一步

脱钩的决心， 但这一决心是否坚定引发了各界讨论 （Ｑｉｕ， ２００９； Ｃａｒｒａｒｏ
ａｎｄ Ｔａｖｏｎｉ， ２０１０ ）。 为正确看待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考察了中国的承诺与 “十一五” 规划中确定的节

能目标是否一样具有挑战性， 并提出和回答有关这个目标的一些问题： 第

一， 该目标将使中国的碳排放量比预计的基准线低多少； 第二， 如果该目标

得以实现， 中国是否履行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国际标准的义务；
第三， 中国的承诺是否保守， 是否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对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承诺的均衡分析表明， 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绝不像某些西方学者

（Ｌｅｖｉ， ２００９） 认为的那样稀松平常。 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

国家， 且排放总量和占世界碳排放量的比例仍在继续上升， 因此中国碳排放

强度即使减少几个百分点， 也会使全球碳排放大幅度下降。 中国进一步削减

其碳排放强度虽然很困难， 但并非不可能。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建议， 中国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强度削减目标定为 ４６％ ～ ５０％ 。 一旦该

减排目标实现， 中国 ２０２０ 年的绝对碳排放量将比基准线低 １５％ ～ ２１％ ， 正

好处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建议的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绝对碳排放量比

基准线低 １５％ ～３０％ ）。
如表 １ 所示， 中国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目标。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的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 中国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

峰， 并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为 ２０％ 左右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４）。 这些承诺已经被正式列入中国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提交的 “国家自主减排贡献” 提案之中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５）。 不仅如此， 中国承诺， 到 ２０３０ 年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 ～６５％。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 ２０２０ 年相对于

２０１５ 年能源强度下降 １５％、 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８％的目标， 并将其作为 “十三

五” 规划的一部分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
中国将超额完成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的承诺， 且最终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将位于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建议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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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目标

时间表 目标

“十一五”时期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ＧＤＰ 能耗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２０％ （实际达到了 １９ １％ ）；使二氧化硫排放

减少 １０％ ；关停小火电厂累计装机容量 ５０ＧＷ（实际达到 ７６ ８ＧＷ）；通过千

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累计实现节能 １ 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实际达到 １ ５ 亿

吨标准煤）

“十二五”时期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能源强度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１６％ （不同省份的能源强度下降幅度为１０％到 １８％
不等），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７％ （不同省份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为 １０％ 到

１９ ５％不等）；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８％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１０％ ；通过万

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计划，累计节能 ２ ５ 亿吨标准煤

“十三五”时期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能源强度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５％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 １８％ ；能源消耗量不

超过 ５０ 亿吨标准煤；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削减 ４０％ ～ ４５％ ，替代能源满足

全国能耗的 １５％ ，风能总装机容量达到 ２００ＧＷ，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１００ＧＷ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争取尽早实现，非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耗中

的比重增加为 ２０％ 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相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 ～６５％

　 　

减排政策与措施

燃煤产生的粉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环

境污染和健康威胁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ａ， ２０１１ｂ； ＣＣＣＣＰＰＲＰ， ２０１４）。 因为中国

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煤炭消耗峰值的时点对于决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的时点以及实现生态文明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煤炭消耗尽早达峰， 不仅需要关键能源消费部门加倍努力， 而且需要区

域之间相互协调， 尤其是那些发达的、 污染严重的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对发达地区设定了更为严格的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标准， 其中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到

２０１７ 年应比 ２０１２ 年分别下降 ２５％ 、 ２０％和 １５％左右， 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

年均浓度控制在 ６０ 微克 ／立方米左右。 为此， 在 “十三五” 期间， 这些发

达和空气严重污染地区的煤炭消费量不应当再增加， 事实上， 消费量绝对值

应进一步降低。 因此， 中国 “十三五” 期间的关键挑战就是采取各种协调

措施， 确保规划期间煤炭消耗达到峰值。 这样的话，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估

计会在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０ 年达到峰值， ２０３０ 年煤炭消耗在总能耗中的份额下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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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以下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在 “十一五” 和 “十二五” 期间，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节能减排的

方案和措施以及利好的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含但不限于：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万家企业节能低

碳行动计划、 强制关停小火电与建设大型有效电厂、 低碳城市发展试点。 同

时， 中国政府努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利用、 设定合理的能源价格水平、
改革资源税和利用市场机制， 从而使中国转型为一个真正的低碳国家。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中国工业能耗占据了全部能源消耗的 ７０％ 。 因此， 工业部门对实现中

国 ２０１０ 年能源强度下降 ２０％的目标至关重要。 鉴于此， 政府积极探索鼓励

技术进步、 加强污染控制、 促进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 力促中国

经济向高效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在节能方面， 中国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启动了千

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涉及九个关键能源供给和消耗工业部门的 １００８ 家企

业。 每家企业在 ２００４ 年至少消耗 １８ 万吨标准煤。 这些企业的能源消耗总和

占当年全国总能耗的 ３３％ ， 占当年工业能源消耗的 ４７％ 。 该计划的目标是

在 “十一五” 期间累计节约 １ 亿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６）。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９ｂ）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布， 到 ２００８

年底全国已累计实现节能总量达 １ ０６２ 亿吨标准煤， 提前两年实现计划目

标。 但是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Ｐｒｉｃ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估计， 在 “十一五” 期间，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累计实

现节能 １ ５ 亿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ａ）。

万家企业节能减排低碳行动计划

为了实现 “十二五” 期间的节能减排目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联合其他 １１ 个部委， 制订了万家企业节能减排低碳行动计

划———作为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的扩展版。 这一扩展行动方案总共涉及

１６０７８ 家企业， 包括 ２０１０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工

业和交通运输企业， 以及综合能源消费量在 ５０００ 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其他部

门实体。 这些企业 ２０１０ 年的能耗总量占当年全国能耗总量的 ６０％以上。 该

计划的目标是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累计节约 ２ ５ 亿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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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了 ２０１２ 年万家企业节能减

排低碳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 其中 ３７６０ 家企业 （２５ ９％ ） 超额完成节能目

标； ７３２７ 家企业 （５０ ４％ ） 完成节能目标； ２０７８ 家企业 （１４ ３％ ） 基本完

成其节能目标； １３７７ 家企业 （９ ５％ ） 未完成其节能目标。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累计实现节能量 １ ７ 亿吨标准煤， 完成 “十二五” 期间万家企业节能减排

低碳行动计划的 ６９％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３ｂ）。

强制关停小型电厂， 建设大型高效电厂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关停小型、 无效发电企业的激励措

施。 例如， 小型电厂的上网电价更低， 电厂可以选择建设新型产能以淘汰落

后产能， 那些指定关停的电厂可以获得发电配额， 可在有限的时间继续经营

或出售给规模更大的电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Ｋａｈｒｌ， ２００８； Ｓｃｈｒｅｉｆ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５ｃ）。

这些激励政策帮助政府超额完成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计划关停小火电总装

机容量 ５０ＧＷ 的目标。 到 ２００８ 年末， 关停小火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

３４ ２ＧＷ， 而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全部淘汰的小火电装机容量只有 ８ ３ＧＷ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８）。 截至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 累计淘汰小型和落后电厂总装机容

量上升到 ５４ＧＷ， 提前 １８ 个月超额完成原计划 （５０ＧＷ） 目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 关停小型和落后产能总装机容量已上升到 ７６ ８ＧＷ———比英国全国电

力装机容量的总和还要多， 大约相当于中国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淘汰全部装机容

量的 １０ 倍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在建设大型、 高效与清洁产能企业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７５ ６％ 的化

石能源火力发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为 ３００ＭＷ 以上， 而 ２０００ 年这一比例只有

４２ ７％ （Ｚｈｕ， ２０１０；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３ａ）。 通过关停小型无效电力企业和建设

大型高效电力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每千瓦时发电量消耗的平均标准煤克数

已经下降到 ３２６ｇｃｅ ／ ｋＷｈ———比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７４ｇｃｅ ／ ｋＷｈ 下降了 １２ ８％ （ＣＥＣ，
２０１１； ＣＥＣ ａｎｄ ＥＤＦ，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建设高效燃煤电厂的政策本身也引起质疑。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国家能源局要求 １３ 个省级政府在 ２０１７ 年底以前停止审

批新建煤电项目。 同时， 国家能源局还要求 １５ 个省级政府暂缓已经获批的

在建煤电项目进程。 这一举措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燃煤电力企业市场条件的转

７６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变。 在装机容量被可再生能源替代、 火电企业发电小时数下降以及电力需求

低于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 燃煤电力企业面临着资产减记和未来资产搁浅的

威胁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ｒｍ， ２０１６）。

利好的经济政策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鼓励技术进步和加强污染控制的经济政策， 以实

现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启动

了旨在实现 ２０１０ 年降低能源强度目标的 “十大节能工程” 计划。 为了支持

这项计划， 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开始， 中央政府每年都会向节能企业发放财政补

贴。 其中， 东部地区的企业每节约一吨标准煤奖励 ２００ 元， 中西部地区的企

业每节约一吨标准煤奖励 ２５０ 元。 这一政策是针对那些具有完善的能源测量

与计量体系、 有完整记录显示通过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已累计至少节能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的企业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奖

励幅度进一步提高， 东部地区企业按 ２４０ 元 ／吨标准煤奖励， 其他地区按

３００ 元 ／吨标准煤奖励。 与此同时，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要求的最低节能阈值，
也从之前的 １００００ 吨标准煤下降至 ５０００ 吨标准煤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

１９９７ 年， 财政部与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 共同实施了 “世
行 ／ ＧＥＦ 中国节能促进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自此被引入中国。 合同能源管

理实质就是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 合

同是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与节能服务公司签订的。 这种节能投资方式允许客

户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 以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 或者节能

服务公司以承诺节能项目的节能效益或承包整体能源费用的方式为客户提供

节能服务。 中国政府也鼓励通过这一机制促进节能。 每节约一吨标准煤， 中

央政府奖励 ２４０ 元， 另外地方政府额外提供不低于 ６０ 元的奖励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８ 年， 中国仅有 ３ 家节能服务公司。 ２００５ 年这

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８０ 家， ２０１０ 年为 ８００ 多家。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 从业

人员从 １ ６ 万人增加到 １８ 万人， 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从 ４７ 亿元增加到 ８４０ 亿

元，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从 １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９０ 亿元， 年节能能力从 ６０ 多万

吨标准煤增加为 １３００ 多万吨标准煤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ｂ）。 “十一五” 期间， 节能

服务产业拉动社会投资累计超过１８００ 亿元。 根据合同能源管理协会统计，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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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期间节能服务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产值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１２７ ３４
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３０ １９％； 合同能源管理投资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３９ ５６ 亿

元， 年均增长率为 ２９ ３１％， 显示出合同能源管理庞大的市场潜力。
１９９４ 年， 中国启动税制改革， 引入消费税 （在购买时征收） 激励高能

效汽车的销售。 税率一直在变化， 它始终随着汽车引擎大小的增大不断增

加。 如果一辆汽车排量小于 １ 升， 那么对应的车辆消费税设定为该车价值的

１％ ； 如果一辆汽车排量达到 ４ 升， 那么对应的车辆消费税就达到该车价值

的 ４０％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６ 年底， 引擎排量在 １ ６Ｌ
以下的车辆购置税将减半。 在 ２０１７ 年底之前， 可再生能源汽车如电动汽车、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都可免除车辆购置税。

早在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中国政府就已经规定， 新建燃煤机组必须配备烟气

脱硫 （ＦＧＤ） 设施， 而 １９９８ 年前的机组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开始实施脱硫设

施改造工程。 其他促进电厂加装烟气脱硫设施的政策包括： 上网电价包含脱

硫成本， 给予加装烟气脱硫设施的企业优先上网权， 并允许它们比未加装烟

气脱硫设施的电厂运行更长的时间。 烟气脱硫设施的投资成本一直呈显著下

降的趋势， 使得安装这种设施的成本更低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５ｃ）。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 仅 ２００６ 年新上马的脱硫产能就超过了之前 １０ 年

脱硫产能的总和， 并占据全部热电产能 （绝大部分是燃煤电厂） 的 ３０％ 。
燃煤电厂安装烟气脱硫设施的发电机组容量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３ＧＷ 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３０ＧＷ。 ２０１１ 年， 安装烟气脱硫设施的企业比重已经增加到总装机热

能企业产能的 ９０％ ， 而 ２００５ 年只占 １３ ５％ （ＣＥＣ ａｎｄ ＥＤＦ，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ｃ）。 ２００９ 年底， 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了 １３ １％ ①， 提

前一年完成二氧化硫排放下降 １０％的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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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加装的烟气脱硫设施连续平稳运转， 那么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将比已实现的减排幅

度更大。 据估计， 烟气脱硫设施成本将占到发电企业总成本的 １０％ 。 在运作和维护烟气脱

硫设施方面缺乏相应的管理人员， 以及政府职能缺失， 意味着许多发电企业即使安装了烟

气脱硫设施， 也不会去运作。 在 ２００７ 年早期环保部的现场检验中发现， 不到 ４０％的已安装

烟气脱硫设施在连续稳定运转。 参见 Ｘｕ Ｙ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ｏｌｏｗ， Ｒ Ｈ （２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２ ｓｃｒｕｂｂ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５）： ４５９ － ４６５； 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２０１５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ｐｒｉｃ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 Ｍａｎａｇｌ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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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中国政府最开始通过 “金太阳示范工程” 支持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技术进

步和规模化发展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多年简单利用海外订单的模式驱动了太阳

能电池板制造成本的下降， 太阳能发电标杆上网定价机制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正

式建立， 这些政策合力创造了一个太阳能市场。 而风能发电在 ２００３ 年后就已

经受益于基于招投标的定价机制了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不过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以后， 这一利好政策被上网电价政策所取代。 在新的政策下， 根据风能资

源质量与工程建设条件将全国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 制定相应的风电标杆上

网电价 （ＮＤＲＣ， ２００９ａ）。
中国设立了远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资金

方面，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在 ２００９ 年就已经达到 ３９１ 亿美元， 超过美

国的 ２２５ 亿美元———这是近五年中国第一次位列榜首。 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进

一步强化了这一领导地位， 其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已达到了 ５４４ 亿美元； 德国

当年位列第二， 其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为 ４１２ 亿美元， 并将美国挤到第三

位。 美国当年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为 ３４０ 亿美元。
相对于 ＧＤＰ， 中国的投资更令人震惊。 ２０１０ 年， 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 ０ ５５％ ， 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投资比例比美国 ０ ２３％的国内投资比

例的 ２ 倍还多。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为 １０３ ４ＧＷ， 第一次

超越了美国 （５８ＧＷ） 而位列榜首 （Ｐｅｗ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ｕｓｔｓ， ２０１１）。 中国现在

的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风能总装机容量增加到 ２００ＧＷ， 并启用绿色调度系

统， 使电网运行更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然而， 风力涡轮机并网需要

花费数月时间， 中国需要显著改善电网建设， 包括引入智能电网以及规划、
协调风力发电发展建设工作。 这就是说， 应该在建设风力发电场的同时建设

新的输电线路。 不仅如此， 考虑到 ２０２０ 年的风力发电装机计划， 中国应把

注意力放在确保所有建成的风电装机及时并网， 而不只是关注装机容量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４ｂ）。

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

在中国， 城市消费的能源占据全部能耗的 ６０％ 以上。 给定中国 ２０３０
年城市化率为 ６５％ 的目标条件， 城市的能源消费以及导致的二氧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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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将持续增长。 于是， 对于未来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 城市将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它们对中国实现 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 ～ ４５％ 以及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等系列目标至关

重要。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中国就已经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省份和低碳城

市试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第二批试点扩展为 ２９ 个省份。 两批 ４２ 个低碳城

市试点的人口占全国的 ４０％左右， ＧＤＰ 占全国总量的 ６０％ 左右。 这些试点

城市都致力于： 一、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二、 改善能源结构和提

高能源效率； 三、 优先公共交通； 四、 发展高效公共交通系统； 五、 优化城

市景观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然而在此过程中， 这些城市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问题和挑战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如缺乏有效的碳排放计量系统、 缺乏

专门的低碳评估体系、 有限的政企互动关系以及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预算体

系。 尽管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方面， 但目前的发展势头喜人： 低碳试点计划

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 ２０１２ 年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进展的

评估， 在两批试点中， 已经有 １０ 个省 （包含直辖市） 成功地使其碳排放强

度比 ２０１０ 年降低 ９ ２％ ， 显著高于全国 ６ ６％的平均降幅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４ａ）。
２０１４ 年国家对各省、 区、 市开展的碳排放强度评价考核显示， 列入试点的

１０ 个省 （包括直辖市） 的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１０ 年平均下降约 ２１ ５％ ， 显著高

于全国平均下降幅度 １５ ８％ 。 不仅如此， 所有试点已经规划二氧化碳排放

到 ２０３０ 年或者更早达到峰值， 然而在试点项目启动的时候这些预期的达峰

时间并非中央政府的强制要求。 包括上海和苏州在内的 １５ 个试点已将 ２０２０
年定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点。 浙江省的重要工业化港口城市宁波设定其碳排

放峰值最晚在 ２０１５ 年出现。
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的实践， 为全国的碳排放控制和低碳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从六个角度分析得出， 中国的温室气体

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２ 年或 ２０３０ 年左右。 中国低碳省份和低碳城

市试点的努力， 有可能会使全国提早达到碳排放峰值。

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就需要理顺能源价格， 使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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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收到明确的信号。 自 １９８４ 年以来， 中国能源价格改

革的总体趋势就是逐步去除由中央政府垄断定价、 转向一个更市场化的定价

机制。 不过， 对不同的能源产品， 相关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是有差异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电价改革尤为滞后。 中国政府仍保留着对电价的控制权， 这使得电力部

门实施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 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引入

可以通过碳成本转嫁效应为电力部门能源定价改革提供动力。 因此电价改革

是 “十三五” 规划中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
天然气价格是另一项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 鉴于中国当前的能源结构

以煤炭为主， 增加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的份额被认为是实现满足能源需求和

改善环境质量双重目标的关键选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中国政府在广东省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采用了一种新型定价机制 （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１ｃ）。 在新机制

下， 首先选择一个定价基准与市场上替代能源的价格挂钩， 从而建立天然

气与替代能源之间的价格联系。 然后， 在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天然气的价

格。 广东和广西的试点方案就在朝着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天然气定价机制

的方向行动。 在 “十三五” 时期， 中国应该吸取这两个试点方案的经验

教训， 并在替代能源和定价参考点的选择方面确定调整和改进类型， 从而

将广东和广西的试点改革项目成功地推向全国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资源税改革

即使在能源价格改革全面铺开的情况下， 能源价格也未能全面反映

整个资源开采、 生产、 使用和处置价值链的生产成本。 面对避免资源的

浪费性开采和使用的迫切需要， 理顺能源价格要求中国对资源税覆盖面

窄、 税率低的现状进行改革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ｃ， ２０１５ｃ） 。 当前， 对原油和

天然气征收的资源税从价计征而非依据开采量征收———这一法规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起在新疆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开始推向全国。 这是朝着

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 中国将从价计征改

革逐步推广到煤炭资源税， 即基于收入征收煤炭税。 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 资源税改革将从价计征改革推广到所有矿产品。 鉴于取用水资源

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 先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试点， 实行从量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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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绿色转型工作小组 （２０１４） 建议

对化石燃料征收更高的资源税， 其税率应该至少提高到 １０％ 。 到 ２０２５ 年，
国内和进口煤炭的税率达到 １５％ ， 国内与进口石油的税率为 １０％ ～ １５％ 。
这将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税收， 减轻财政负担， 并激励地方政府不只是关注

经济增长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１ｂ）。

环境税

一段时间以来， 通过引入环境税来替代当前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

放收费， 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话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环境保护法草

案》 公布并向公众征求意见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５）， 但其修正案和最终成文法的时间表仍未确定。 因此， 环境保护法实

施日期更无法确定。 显然， “十三五” 期间， 环境税越早征收越好。 据估

计， 环境税开征时点最晚不会超过 ２０２０ 年。 其他国家征收环境税的经验表

明， 最初环境税税率较低并在有限的范围内施行，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加

大环 境 税 税 率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ｋｉｎｓ， ２００９；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ｒａｎｚｉｎｉ， ２００４）。 不仅如此， 环境税应成为一种分成税， 使大部分税收收

入为地方政府所得 （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由于中国尚未开征

环境税， 因此从开征时点上看， 最好是将其作为 “十三五” 规划的一部

分———这样做可以把环境税额外带来的碳减排与通过更为广泛的节约能源和

降低污染计划取得的节能减排量区别开来。

碳排放交易试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了分别位于首都北京、 经济

中心上海、 大型工业城市天津和重庆、 制造业中心广东、 湖北以及深圳 ７ 个

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① 国家特意选取这些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

３７３

① 有关试点地区的特征、 达标率以及它们的减排目标向全国目标过渡的详细讨论参考 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２０１５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ｉｌｏｔｓ ｔｏ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５ （Ｓ１）： Ｓ１０４ － １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２０１５ｂ），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７ （２）： ２６３ －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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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作为试点并给予这些地区量身定制碳排放交易计划的权力。 这些试点方

案有不少共同点， 但在诸如部门覆盖范围、 配额分配、 价格不确定性、 市

场稳定性、 占优主体的潜在市场影响力、 碳汇抵消的使用、 执行和履约等

方面， 均存在巨大的差异（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北京、 广东、 上海、 深圳和天津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就已经分别启动了上

线交易。 其余两个试点湖北和重庆， 也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开始交易， 标志着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全部启动。 正如表 ２
所示，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期的履约率显著提高。 以北京为例， 到 ２０１３ 年履

约周期的截止日期， 还有 ２５７ 家实体企业没有履约。 但到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

期的截止日期， 未履约的企业只有 １４ 家。 总体而言， 在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

期中， 有 ４ 个试点履约率均达到 １００％ ， 有 ２ 个基本达到 １００％ 的履约

率。 相比而言， 在 ２０１３ 年履约周期中， 上海是唯一一个 １００％ 完成履约

的试点。 而重庆在截止日期的一个月之后， 也只实现了约 ７０％ 的履约

率。 因此， 从试点推向全国的碳排放交易之路虽然最终会成功， 但预计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履约周期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履约率

单位： ％

地区 以企业数度量ａ 以配额分配量度量ｂ

北京 １００（９７ １） １００

重庆 — —

广东 １００（９８ ９） １００（９９ ９７）

湖北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上海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深圳 ９９ ６９（９９ ４） １００（９９ ７）

天津 ９９ １（９６ ５） —

　 　 注： —表示数据不可得。 ａ 表示在碳排放交易试点中， 完成履约义务的企业数占所覆盖的全部

企业数的比例。 ｂ 表示在碳排放交易试点中， 完成履约义务的企业所获得的配额分配量占配额总量

的比例。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２０１３ 年履约周期的相关数据。

在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 中国承诺在 ２０１７ 年推出全国性碳排

放交易体系 （ＥＴＳ）。 起初， 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石油化工、 发电、
冶金、 有色金属、 建材、 化工、 造纸和航空 ８ 个部门。 进入全国性碳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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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统的企业实体门槛是年度能耗达到 １ 万吨标准煤。 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

体系预计将覆盖约 １００００ 家实体企业， 市场规模估计将有 ２０ 亿 ～ ３０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经过三年试点之后， 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

场将于 ２０１９ 年全面运行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６）。

全国性 ＥＴＳ 管理建立在两个层面上。 在国家层面， 中央政府将主管全

国性交易规则的制定， 如： 明确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 设立度量、 报

告和核实 （ＭＲＶ） 标准， 配额分配和协调不同省份之间履约规则的统一。
在省级层面， 省级政府将履行实施和执行规则的义务， 如： 确定所覆盖的企

业范围及其排放量， 计算对所覆盖企业实体免费发放的配额。 一旦方案被中

央政府批准， 省级政府就会向这些企业实体分配配额并执行履约规则。 当

然， 省级政府也可以设定比国家规则更严格的准则。 例如， 它们可以扩大部

门覆盖面与实体企业的覆盖范围， 并执行更严格的配额分配规则 （ＮＤＲＣ，
２０１４ｂ）。

由试点向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进将面临多重挑战， 这里强调其中的

两点。 第一点， 为了确保分配到不同部门和地区的配额的可靠性， 最重要的

是确保所有排放数据测量、 报告和核实无误。 出于上述理由， 需要全国性的

ＥＴＳ 立法， 从而为 ＥＴＳ 的设计和操作、 ＭＲＶ 的执行以及对非履约企业实体

的惩罚措施提供统一的指导方针和办法。 同时， 这一立法将排放配额定义为

一种金融资产和环境可靠的减排量。
第二点同时也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 ＥＴＳ 配额， 因

为这将涉及处理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市场上多余的配额。 据估计， 在全国全

面启动 ＥＴＳ 时， ７ 个试点市场将累积 ５０００ 万到 １ 亿吨的剩余配额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ｕｌｓｅ， ２０１５）。 一旦将这些配额存量从全国计划中扣除， 很可能使区域性的

碳排放价格崩溃为 ０。 但如果允许这些配额全部或部分结转， 同时保持它们

的价值不变， 就会使全国性的市场面临着一旦启动就出现天量超额供给的风

险。 然而， 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实行折扣机制， 即允许

试点的配额可以进入全国性的市场， 但要进行一定的折扣。 这一折扣率将依

赖于市场上的配额超额供给程度及它们在原有市场中的价格水平。 也就是

说， 相比那些配给剩余规模小的试点地区， 那些配给剩余规模较大的试点地

区折扣幅度更大。 第二个选择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允许使用试点配额， 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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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只能允许一部分试点配额结转。 上海市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公布的试

点配额结转的做法与这种选择就非常类似 （ＳＭＤＲＣ， ２０１６）。 第三个选择就

是将配额规模与每个试点地区的配额余额结转量联系起来。 这种做法允许试

点市场的剩余配额进入全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其代价是降低该地区未来

的配额分配水平。 究竟哪一种方法最后被采用， 取决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和业界就如何将 ７ 个试点市场中高达 １ 亿吨未使用的配额融入全国碳排放交

易体系反复谈判的结果。 这将对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产生很大的

影响。

结　 论

国际上， 提高环境质量的呼声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国内，
２０１３ 年全国几乎每一个受污染监测的城市都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面对中国立法机关的 ３０００ 名代表时宣

布， “我们要向污染宣战， 就像我们向贫困宣战一样”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 如同在减贫方面取得国际公认的成就， 中国最终将赢得反污染

斗争的胜利。
中国公开承认， 整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环境危机。 中国政府也相应地采

取了行动。 在政府分权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正致力于降低

重污染地区的煤炭消费量， 并采取新措施将关键能耗工业、 关键城市的能耗

和碳排放水平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同时， 中国政府还强化和扩展系列节能减

排项目， 并制定一些利好的经济政策， 积极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 不

仅如此， 鉴于许多环境问题的跨区域特征， 一些相邻区域例如京津冀、 长三

角和珠三角等， 越来越多地采取联合行动而非独立行动。 这些共同的努力将

显著地提升抗击污染的效果。
当前， 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诸多措施来应对环境问题。 与以往主要依赖

行政措施不同的是， 中国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些行政措施可能有效但不总是

高效率的。 相反， 中国政府现在越来越重视以市场的力量来促进降低能耗

以及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传统污染物的排放———真正地引导低碳绿色经济

转型。 市场化工具包括： 废除中央政府能源定价机制， 转向市场化定价机

制； 改革资源税覆盖面窄的现状； 进行由从量到从价计征资源税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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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生态补偿系统等。

实现国内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和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

目标，对经济重构和技术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许多额

外收益，例如传统空气污染物浓度和与之关联的健康风险下降。这就为中国

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与

经济结构改革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设定全国煤炭消耗上限，实现在“十

三五”期间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以及2025～2030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协同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显现。

为达此目的，中国在强化和推广现有节能减排项目与举措的同时需

要制定新的政策。中国还需要实施各种利好的经济政策，从而在全国范

围内真正地引导和建立低碳经济。中国目前的碳排放交易试点已经取得

了可喜进展。不久的将来将有一个精心设计、有效实施和运作良好的全

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在助力中国实现碳排放控制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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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转型与缓和气候变化：
中国的战略、 政策及走向

〔英〕 费格斯·格林 （Ｆｅｒｇｕｓ Ｇｒｅｅｎ）
〔英〕 尼古拉斯·斯特恩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ｔｅｒｎ）

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出现了转折。 ２０１５ 年中

国的煤炭消费量显著下滑。 中国煤炭消费量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可能达到了

峰值。 煤炭消费的回落是中国经济活动与政府应对一系列问题的战略政

策发生深刻变化的后果。 这些战略政策远远超出了对 “气候政策” 的狭

隘理解。 本章旨在解释这些变化的原因， 探索其对中国缓和气候变化的

启示， 尤其是未来十年。
为达到这一目的， 本章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中国温室气体

（ＧＨＧ） 排放的相关因素。 虽然从 ２０１４ 年起商业和经济组织已经应对了与

中国经济活动相关的大部分变化与挑战， 但是在政策引领下， 大部分经济组

织主要着眼于影响能源供应结构的投资， 而对于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变化对能

源需求的影响缺乏关注。 然而， 经济活动全局、 产业布局、 经济政策以及能

源需求四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出现转变的一个关键部分。
因此本章第一部分专门从需求层面进行讨论。 在阐释发挥作用的潜在因素和

４８３

笔者感谢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ｕｒｒａｎ 的指导与支持， 感谢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江诗伦） 为本章倒数第二稿提

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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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同时， 利用近期的资料和政策文件预测未来十年与气候相关的需求层

面的主要走势， 并分析了这一时期一些可能出现的机遇与风险。
本章第二部分从供应层面进行分析， 再次关注能源和产业。 这一部分讨

论了中国关于能源供应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政策及投资。 同时本章依据

近几年电力行业和重工业领域的发展情况， 预测即将到来的十年中出现的主

要趋势、 风险和机遇。 这一部分直接进入传统意义上的 “气候政策” 的领

域， 中国的政策举措是各种完全不同 （尽管存在趋同的倾向） 的动机的产

物， 缓和气候变化仅为其中之一。
本章对中国和全球致力于缓和气候变化的一些启示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并以此进行总结。

需求层面： 经济增长模式与能源消费模式

本书其他章已经探讨了近几年出现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 可以用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快速追赶式增长来形容之前的增长模式， 其特征是

经常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 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 国内消费支出比例却过

低， 收入的利润份额偏高以及出口导向性过强 （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在诸如钢铁和水泥生产等重型制造业领域进行

了巨额的投资， 这需要大量的电能和直接的化石燃料投入， 同时， 燃煤发电

业扩张以供应这些行业的电能需求 （ＣＣＩＣＥＤ， ２０１４； Ｇｕ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滑， 政府为应对这一问题，
进一步刺激了基础建设领域、 建筑业和重工业方面的投资。

这一经济增长模式有其优势， 诸如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除贫困。 然而， 目

前国内普遍认为， 基于其在经济、 金融、 社会、 地方环境以及全球气候方面

的影响， 这一经济增长模式既不可持续也不可取， 这些影响在其他地方也被

广泛讨论过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旧增长模式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遗留的问题包括： 在建筑业和重工业领域

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 资本投资的回报缩减， 生产率增长低迷， 以及债务相

关问题日益增多 （ＣＣＩＣＥＤ， ２０１４；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Ｐｅｔｔｉｓ， ２０１３）。 在中国同时

面临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情况下， 这些问题非常严重。 进一步而言， 在经

济增长过程中， 由于劳动人口年龄开始下降， 并且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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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 加剧了工资上涨的压力。 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中， 以低工资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制造业规模扩张将走向尽头 （ Ｄａｓ ａｎｄ
ＮＤｉａｙｅ， ２０１３；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ｉ， ２０１４）， 中国即将

步入与劳动力分配相关的刘易斯拐点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 简言之， 旧经济增长

模式主要是由建筑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的投资及廉价劳动力和低附加

值的出口驱动的。 这些驱动因素的优势不再显著， 甚至消失。
经济活动的这些变化与中国实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相符 （ＣＣＣＰ， ２０１３；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Ｋｕｉｊｓ， ２０１５）。 经济活动和战略的变化一

并构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ａｌ ， ２０１３； Ｈｕ， ２０１５）。 中国决策层认

为经济新常态模式涉及向高质量、 低增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尤其强调四个

分主题： 服务、 创新、 消除贫困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发布的中国 “十三五” 规划中， 这些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近期中国的经济数据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相关发展动态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明显着眼于重工业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 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变迁的本质、
规模和速度， 并得到在能源需求方面的启示。

需求层面的变迁： ＧＤＰ、 能耗强度与能源消费

图 １ ～图 ３ 分别展示中国三方面的增长率： ＧＤＰ、 ＧＤＰ 能耗强度 （图 ２
显示能耗强度出现负增长）、 一次能源消耗总量 （ＰＥＣ， 其为 ＧＤＰ 与能耗强

度的乘积）。 图中的数据说明了过去中国能源需求方面的变化程度。
图 １ 的数据显示， ＧＤＰ 增长率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年均 １０ ５％降至 ２０１５ 年

的低于 ７％ （６ ９％ ， 根据官方资料统计的数据； ＮＢＳ， ２０１６）①。 增长率下

降是由上述讨论的各项因素 （主要是结构性因素） 共同造成的， 尽管国内

消费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抵消了这些因素的部分影响。 而国内消费和第三

产业正是新常态增长模式的核心所在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ＮＢＳ，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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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多经济预测专家采用另一种方法， 认为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低。 请参见

经济专家使用来源于 《共识经济学》 的方法进行预测的平均值， Ｗｏｌｆ， Ｍ （２０１５）， Ｗｈｙ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ｆｔ ｃｏｍ ／ ｃｍｓ ／ ｓ０ ／
ｅｄｄ７０７ｂａ － ４ａ５６ － １１ｅ５ － ９ｂ５ｄ － ８９ａ０２６ｆｄａ５ｃ９ ｈｔｍｌ？？ ｆｔｃａｍｐ ＝ ｃｒｍ ／ ｅｍａｉｌ ／ ／ ｎｂｅ ／ ＦｉｒｓｔＦＴＥｕｒｏｐｅ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ｘｚｚ３ｊｇＭｈｘＷ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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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ｎｎｕａｌ％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６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２９＿ １３２４０１９ ｈｔｍｌ。

图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ＧＤＰ 能耗强度增长率

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 提供；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的综合平均值从

总计 １９ １％中去除 “十一五” 规划期间的报告的数据计算而来。
资料来源： Ｌｅｗｉｓ， Ｊ （ ２０１１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 －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ａ ： Ｐｅｗ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ｃ２ｅｓ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ｇｏａｌ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ｗｅｌｆｔｈ － ｆｉｖｅ － ｙｅａｒ － ｐｌａｎ ｐｄ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２９＿ １３２４０１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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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ａ），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２９ ＿
１３２４０１９ ｈｔｍｌ。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解释， 为何在过去的两年中 ＧＤＰ 能耗强度的

年度下降速度实际加快了 （见图 ２）。 与此同时，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也放慢了。
认识这种动态变化的关键在于了解工业和 ＧＤＰ 之间的关系。 假定在中国经

济体中工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能源消费者。 在旧经济增长模式下， 工业①扩

展非常迅速， 在 ２０１３ 年基本上占据了 ＧＤＰ 的 ４４％———这与处于相同发展水

平的国家相比， 是一个极其高的水平 （ Ｇｒｕｂｂ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Ｘ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由于与家庭、 商业和运输领域相比， 工业的份额在下降， 经济活动

的能源需求也趋向于回落 （Ｇｒｕｂｂ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Ｓｃｈａｆｅｒ， ２００５）。 中国的这

一现状会对 ＧＤＰ 能耗强度造成下行压力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尤其钢

铁和水泥产业属于能源密集型产业， 过去两年中这两个产业的产出变化说明

了中国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衰退的规模和速度。 尽管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重工

业增长期， 钢铁和水泥生产的年综合平均增长率分别超过 １５％ 和 １０％ ， 但

是 ２０１５ 年这两个产业的产出均出现了缩减———粗钢产量同比缩减超过 ２％ ，
水泥产量同比缩减则超过了 ５％ （ＮＢＳ，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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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产业包括了 “基本的工业生产 （例如采矿业和原料生产） 和制造工业， 此外， 能源和

排放也与这些使用电能的领域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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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趋势下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而这些结

构性变化影响到了 ＧＤＰ 的构成。 以 “十一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规划为开

端， 中国已经推广了一系列的目标和政策， 旨在在产业内部和其他经济领域

提高能源利用率， 实现节能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减少 ＧＤＰ 能耗强度在宏

观层面的目标主要是引导产业内能源节约的工作。 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准， “十一

五” 规划期间， 能耗强度降低了 １９％ ， 仅比政府 ２０％的目标差 １％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１１）。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工作贯穿于整个 “十二五” 规划期间， 在其推

动下， 中国轻松实现 １６％的能耗强度削减目标 （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 还超额

完成三个百分点①。

提升能源利用率最重要的政策是 “千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计划” （随后

推广为 “万家企业” 计划）。 这一计划是在能源密集型的国有企业进行节能

推广行动， 《节约能源法》 （２００７ 年修订） 为系统监测、 评估和实施节能工

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万强企业” 计划要求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实现节能目标。 在中国的计划体

系中， 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将全国的节能目标细分并分配到各个省级和地

市级政府以及各国有企业负责人。 他们通过一整套被称为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监测评估绩效体系来实现节能目标。 然而这一体系的人员评估与党内职位晋

升紧密相关， 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有很强的动机去实现分

配给他们的节能目标。 不同的目标评价权重不同。 过去， 经济增长指标优先

于环保指标。 然而这一点在逐步改变， 并且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

对以上提及的国有企业的节能目标表示赞同， 达不到这一基本的节能目标将

被视为整个绩效评估体系的自动失效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７）。 相应地， 中国的

节能体系在产业层面上也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能够推动产业能源利用率的提

高 （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Ｏｒｔｏｌａｎｏ， ２０１０）。 不恰当的考核机制也会导致博弈现象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研究发现， 地方官员的节能目标和与之相关的问责机制强化了

地方层面提高能源效能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职能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总之， 由中国经济增长率、 各项经济活动 （以及由此产生的能源需求）

９８３

① 如上讨论， 这些目标实现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平衡能源密集型和非能源密集型活动的变化，
在 “十二五” 规划后期， 这一点特别有助于减少能源密集度 （见图 ２）。 “十二五” 规划期

间能源密集度的下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衡量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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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政策驱动的产业内部能源效率提升的共同效应明显减缓了中国一次能

源消耗总量的增长———由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平均超过 ８％ 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低于

１％ （见图 ３）。

中期需求层面： 发展轨迹、 风险与机遇

展望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 这些影响能源需求的因素会如何发展？ 主要

的机遇与风险有哪些？ 政府政策该如何有效地迎接机遇与应对风险？ 我们首

先要考虑的是 ＧＤＰ 的增长与经济结构， 其次要考虑的是能源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增长率近期出现下降可能标志着一种长期结构性趋势

的开始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Ｈｕ， ２０１５；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Ｐｅｔｔｉｓ， ２０１３；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 在此， 两类关键机制可以被观察到 （相关的）。 第一类

反映的是刘易斯拐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 这个概念在国内广为流传。 正如之

前讨论的， 第一类机制与大量剩余的劳动力相关， 是由产业投资、 廉价劳动

力和城市化拉动的追赶式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 （大量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

了与此类经济增长放缓相关的进程） （Ｄａｓ ａｎｄ Ｎ Ｄｉａｙｅ， ２０１３；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６； Ｇｒｅｅｎ ＆ Ｓｔｅｒｎ， 即将出版；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ｉ， ２０１４）。

第二类与中国储蓄和投资的动态发展相关。 如上所述， 投资在中国

ＧＤＰ 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但是这种高比例难以持续， 而且中国的金融领

域存在大量与债务相关的漏洞。 因此， 中国的投资率在未来十年会明显下降

（Ｐｅｔｔｉｓ， ２０１３）； 消费比例 （尤其是服务业的消费比例） 会相应上升。 原因

在于，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以扩大消费需求与提高生产率实现

高增长率， 远比过去依靠强劲的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要困难得多。 所以，
对于中国而言， 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势必造成 ＧＤＰ 的增速放缓 （尽
管这样种转型会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这种经济结构调整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速， 而且会以之前提及的方式继续

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虽然家庭、 运输和

商业领域相应的发展会增加这些领域的能源需求， 但是预计不久的将来， 与

产业转型相关的能源需求的下降会大大超过这些领域能源需求的增长 （Ｇｒｕｂｂ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预计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 随着诸如钢铁和水泥产业的产能过

剩， 能源需求会进一步下滑。 尤其在近期， 政府优先考虑 “供给层面的政策”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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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产能管理”， “十三五” 规划对这些领域的生产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合理规

划 （关于钢铁的例证， 参见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 ２０１６ａ， ２０１６ｃ）。
这些举措还远不能保证平稳而成功地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由

于投资率下滑， 实现经济转型有赖于国内消费日益扩大以及生产率特别是资

本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１；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即将出版）。 此外，
要实现这些目标， 势必要进行国内政策改革， 这又会在经济下滑的领域和受

影响的地区产生转型成本， 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成功转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种方法绝不会是 “延续旧有

的模式”， 因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至少在任何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中长

期延续旧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可取的， 具体原因前文已提

及。 不实行新经济增长模式 （或某些类似模式） 的另一种不幸的潜在后果

将会是增长率的急剧下滑以及经济滞胀 （Ｐｅｔｔｉｓ， ２０１３）。 尽管对原有经济增

长模式的推动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刺激可在短期内提升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ＧＤＰ 增长率， 但这是以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为代价的， 会破坏政策改革、 生

产率提升与可持续债务管理 （ＩＭＦ， ２０１５；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在向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 有很多比信贷刺激更好的方式来促

进中国建筑业和重工业的发展， 保持强劲的需求总量和低失业率。 第一， 增

加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 （教育、 医疗卫生、 养老、 福利援助） 的人均开

支， 并将覆盖面扩展到所有的城市居住人口 （不仅仅是城市户籍人口）。 第

二， 政府可以推广向社会保障过渡的具体形式， 比如提供就业培训和结构调

整援助， 促进经济结构性变革， 培训劳动者在日益发展的经济部门中所需的

工作技能， 减少经济转型对劳动者及社区的金融影响。 第三， 可以激励投资

重新定向， 即向经济领域的脱碳型、 环境净化型、 少污染以及能源资源高效

利用的部门进行投资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即将出版）。 这些领域中的每个部门

在 “十三五” 规划中都发挥着主要作用。 这些领域 （教育、 技能培训以及环

保服务等） 的许多部门的支出 （依照传统核算） 都属于消费 （公共或私人），
在我们看来， 能够并且应该将之视为人力和自然资本的投资。

能源密集型产业未来增长率的下滑也与产业内部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续提

高有关。 近几年来这种持续稳步的提升是由以下几个原因促成的： 中国目前

的能源利用率与能效前沿仍有很大差距 （Ｂａｅｕｍ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Ｈｏｖ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各国纷纷在其能源领域进行脱碳运动， 所以未来十年能效前沿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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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迅速扩展； 节能政策会带来大量的经济、 环境、 社会以及地缘政治的利

益， 将成为政府瞩目的关键政策， “十三五” 规划即证明了这一点①； 在激

励和监督提升能效方面 （如前文讨论）， 中国拥有相对成功的制度和政策，
这些制度和政策又会得到进一步地强化和建构。

对此， 必须衡量能效前沿存在的大量风险。 一方面， 能效的提升减缓了

重工业内部的发展， 造成结构性停滞或减退。 另一方面， 在快速发展的家庭

和商业领域中， 交通工具、 楼房建筑和家用电器对能源的需求快速增长。 在

这些情形中， 政策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价格因素到调控标准， 从

城市规划到政府采购， 确保和鼓励在新的资本存量 （例如楼房建筑、 交通

工具和家用电器） 和对现有建筑存量与工业设施的有效翻新及改造中高效、
持续地提升能效标准。

总之， 鉴于经济低速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效持续改善， 基于对每个

相关层面的保守假设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中中

国的主要能源消耗仅仅有小幅增长———年均增长低于 ２％。 如果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模式延续下去， 未来十年， ＧＤＰ 年均增速为 ５％ ～ ６％， 能耗强度年均减

少 ５％ ～６％。 在这种情况下， 主要能源消耗增速会趋向于 ０。 这意味着， 供应

层面节约的能源所减排的每吨二氧化碳会转化能源等效绝对减少。

供应层面： 超越煤耗峰值

现在转而分析能源供应层面的政策及走势。 首先， 观察中国能源供应的

多元化指标以及能源生产与发电结构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 其次， 考虑中国

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本身的主要目标及政策。 最后， 思考未来十年的能

源供应前景， 讨论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动机、 衡量指标和成果

长久以来， 煤炭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耗源， 在 ２０１４ 年的主要能源消耗

２９３

① 例如， 在 “促进绿色、 循环、 低碳发展” 规划的主要任务中， “更为高效地利用能源资源”
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实现经济转型与缓和气候变化： 中国的战略、 政策及走向

中约占 ２ ／ ３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煤炭消耗量的年度综合

平均增长指数超过 ８％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ａ）。 这一时期末， 中国的煤炭消耗量占

世界的一半。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 出于多种原因， 中国日渐寻求能源供应结构的多元

化 （Ｂｏｙｄ， ２０１２）。 第一个推动因素是能源安全。 在 ２１ 世纪前五年 （ＧＤＰ
的能源密集型增长仅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大幅增加

后， 中国的决策者认为能源安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 Ｂａｇｈａｔ，
２０１０； Ｂｏｙｄ， ２０１２）。 随后的十年当中， 由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性日益

增强， 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大国。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中国成为

能源净进口国， 越来越受到国际能源价格的制约。 这种制约不仅会为中国带

来地缘政治的风险， 而且伴随着经济风险。
同发达的经济体相比， 中国有着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结构和比例很

高的第二产业， 因此中国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价格方面存在高风险的经济部门约占 ＧＤＰ 的 ２０％ ， 这一比例比发达经济体

高好几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１４）。
因此， 能源安全问题在政府政策议程中也频繁出现。
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的第二个推动因素是可再生能源与核能源领域内以

创新为驱动的制造业的战略发展。 在这两个领域内， 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与帮助。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 中国大力支持风能 （Ｄ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太阳能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以及核能 （Ｗｏｒｌ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等产业的发展。 尽管波折不断， 但在这些产业中， 中国

在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公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Ｎａｈｍ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ｄ， ２０１４）。 正如先前所注意的， 随着中国向新经济增长模式过

渡， 既需要也的确希望更多地依托生产率提升、 创新和高附加值行业来推动

产业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已经将低 ／零碳发电、 先进的电网基础设施

以及清洁的运输行业 （其中包含节能技术和服务部门、 新能源汽车） 视为

产业增长的关键源泉， 并且针对这些产业给予持续的国家支持 （Ｘｉｎｈｕａ，
２０１５； ＥＲＩ， ２０１５； Ｎａｈｍ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ｄ， ２０１４； 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的第三个推动因素是治理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

染， 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空气污染。 这个动因在 ２１ 世纪前十年的后期已经

快速凸显出来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能源供应结构多元化的第四个推动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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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促进缓和气候变化 （Ｂｏｙｄ， ２０１２）。

这些不同的推动因素导致形成了一个目标、 政策和国家投资 （为简便

起见， 一并称之为 “举措”） 交织的复杂网络， 目的在于使中国的能源供应

打破以煤炭为主的结构， 变得更为多元化。

首先， 这包含扩张 “非化石” （可再生和核能） 发电规模， 以及天然气

在发电、 产业和楼房建筑方面的供应等多种举措。 政府设定的总体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 非化石燃料占主要能源消耗总量的 １５％， 至 ２０３０ 年， 所占比例

为 ２０％。 此外还设定了每种能源的绝对产能目标。 同时， 引入各种支持机制，

鼓励风能、 太阳能①、 核能②发电以及在这几个能源领域进行创新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Ｓｐｅｅｄ， ２０１２）。 随着电能结构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向不断增加的可变因素

（风能和太阳能） 和不变因素 （核能） 多元发展， 政府也会鼓励增加高压输

电网， 发展能源存储技术 （尤其是泵水蓄能站和蓄电池行业） （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４； Ｍａｔｈ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ａｎ， ２０１４）。

近几年， 减少空气污染成为一个愈来愈迫切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政府

的能源政策不断扩展， 而不仅仅包括通过增加非煤炭能源相对份额和绝对水

平来完成对煤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控制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例如， ２０１３

年， 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３）， 在占中国煤炭消

耗量 ３０％的九个省份设立煤炭限制计划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在空气污染影

响严重的主要经济区域———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一带———禁止新建燃煤

发电厂， 并设法去除这些经济发展区的部分重工业企业。 这一整套举措远胜过

推广长期 （和持续） 措施 （用大规模、 高能效的发电厂取代低能效、 高污染的

发电厂， 提高中国燃煤发电行业的能效） 的最初设想 （Ｍａｉ ａｎｄ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产业煤炭消费约占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一半， 减少产业煤炭消费的工作

也正在进行。 工业煤炭用量的下行压力源自钢铁和水泥产量的下降。 这一下

行压力随着产业内部的排放密集型生产过程被替代 （如使用电弧炉进行废

钢回收） 而加剧。

从非煤炭能源产能扩展的角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所有举措的影响

４９３

①

②

这些支持包括 《可再生能源法》 （２００５ 年引入， 随后进行了修订）、 太阳能屋顶发电装置的

分配采用固定价格以及省级可再生能源的配额指标 （Ｃｈｕ， ２０１５）。
包括制定批发价 （Ｗｏｒｌ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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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果 （见图 ４）。 例如， ２０１５ 年， 中国首创性地建立了大量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站 （分别超过了 ３ 万兆瓦和 １ ８ 万兆瓦）、 １ ８ 万兆瓦的水力发电站和

６０００ 兆瓦的核电装置。

图 ４　 中国不同发电源的电容量

注： ２０１５ 年总电容量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 ２０１５ 年新增电容量依据国家统计局

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推算而来； 热能发电一类囊括了煤炭、 天然气、 生

物量、 热电联供和废物发电， 在中国的数据中不分散计量； 总电容量为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 出于未知原因， 这一总量要大于其公布的各要素电容量之和。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２９＿１３２４０１９ ｈｔｍ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ｃｅｃ ｏｒｇ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ｋｕａｉｄｉ ／ ２０１５ －０３ － １０ ／ １３４９７２ ｈｔｍｌ。

近年的非煤炭能源产能扩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电结构变革， 比如过

去的两年中燃煤发电量下降， 以及其他发电源的发电量上升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５； ＮＢＳ， ２０１６； Ｐｌｕｍｅ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能源供应结构的变化与能源需求增速的大幅放缓导致

中国煤炭消费的明显变化 （见图 ５）。 按能源消耗总量衡量， ２０１４ 年①中国

５９３

① 依照煤炭的物理量来衡量， ２０１４ 年中国煤炭消费下降 ２％ （ＥＩＡ， ２０１５）。 能源含量 （标准煤

当量， ＳＣＥ） 和物理量的差异反映出中国 ２０１４ 年煤炭消耗平均值 （此处为能源含量） 的增

量。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ｂ） 的初步统计认为， 中国 ２０１４ 年以标准煤当量核算的煤

炭消耗下降了 ２ ９％， 这一估计并未将平均能源含量的因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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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不同发电源的主要能源消耗总量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ａ），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ＮＢＳ ） （ ２０１６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２９＿ １３２４０１９ ｈｔｍｌ。

的煤炭消费持平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ａ； ＥＩＡ， ２０１５）①， 据初步估计 （ＮＢ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这一指标又下降超过 ３％ （ＮＢＳ，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每年煤

炭消费的年度综合增长超过 ８％ ， 之后增长率的减少非常明显。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煤炭生产和进口数据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２０１４ 年煤炭生产下降

２ ５％ ， ２０１５ 年进一步下降了 ３ ３％ 。 ２０１４ 年煤炭进口下降了 １０ ９％ ，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２９ ９％ （ＮＢＳ， ２０１５ｂ， ２０１６）。 因为煤炭消费的下降是由供应与

需求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而这两方面在结构性因素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本

章认为， 中国未来的煤炭消费水平不再会达到其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的消费水

平。 换言之， 历史将表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煤炭消费达到了峰值②。

６９３

①

②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报告显示， ２０１４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 以标准煤当量计算， 煤炭消费

增长低于 ０ ０６％ 。 此处引用的数据将中国历史煤炭交易量上调的因素考虑在内。 中国煤炭

历史交易量数据是由中国统计机构按照五年一次的经济普查采集的。 该项普查于 ２０１３ 年进

行， 将中国煤炭的数据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上。
本章对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中国近期煤炭交易数据中的反常情况和调整给予了特别关注， 由于要

依照中国 ２０１３ 年进行的五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数据进行计算， 计算方法发生变化，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相对而言更为准确。 此外，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与市场走向一致， 与热能发

电 （该数据来自测量而更为可靠） 和重工业领域诸如之前讨论的钢铁和水泥的关联性更

强。 相应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煤炭数据不大可能歪曲这一时期的发展概况： 煤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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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本身

本章所讨论的所有战略、 政策和其他变化或多或少地以间接的方式影响

着温室气体 （主要是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 这些方式可能是对能源密集型

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或者对能源供应结构进行调整。 此外， 中国引入了大量

措施， 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此本章着眼于两类措施： 中国减少单位

ＧＤＰ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相应的治理措施； 碳排放交易。
自 “十二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规划以来， 中国通过制定针对 ２００５ 年基

准的目标， 来减少单位 ＧＤＰ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首先， 到 ２０１５ 年完成 １７％的

减排目标， 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到 ２０２０ 年， 实现 ４０％ ～ ４５％ 的减排目标①。
“十三五” 规划的目标是， 到 ２０２０ 年， 与 ２０１５ 年的减排水平相比较， 达到 １８％
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这等同于和 ２００５ 年的基准相比， 达到 ５０％的减排目标，
意味着与最初制定的 ４０％ ～４５％的减排目标相比， 这一目标提高了。 这说明了，
中国到 ２０２０ 年很可能会超额完成 “十二五” 规划制定的减排目标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６）②。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主要是由前文提及的经济因素和政策措施促

成的。 相对而言， 特别是同之前能源节约和非煤炭能源推广相比较， 以下两

个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建立稳定体系， 以及激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减

少本身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微观层面上， 明确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不仅需要经

济发展中更为精确的数据资料， 而且需要一个详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监测、
报告与核查 （ＭＲＶ） 体系。 这一排放规模与绩效评估相关。 例如， 对于省

级官员， 减排目标是省级规模的； 而对于企业负责人减排目标是工厂或企业

规模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 建立这样的体系是一项主要任务； 在中国这样一

个庞大且行政机构复杂的国家， 这一任务非常艰巨。 尽管中国在不断改善二

７９３

①

①

②

上页注②） 炭的消费、 生产和进口先持平， 继而下降。 参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Ｃ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ｅｎｈｕ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５ ）； Ｇｒｅｅｎ， 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Ｎ （ ２０１５ ）； Ｗｉｌｓｏｎ， Ｒ
（２０１５）； Ｗｙｎｎ， Ｇ （２０１５）。
可以用经济发展和能源的数据来推算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 不需要工厂及企业层面的二氧

化碳数据。
然而， 按照我们的预期， 即便是强化目标也可能会取得突破。 参见 Ｇｒｅｅｎ 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Ｎ
（２０１６）。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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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监测、 报告与核查 （ＭＲＶ） 机制， 但是系统的制度仍然缺乏。 例如，
尽管 “十二五” 规划中包括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但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国

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才发布了对此目标的绩效评估实施计划。 许多省份至今

仍未落实省级的计划实施方案， 并且直到 ２０１５ 年，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也没有针对各省份目标完成情况展开任何的正式评估。
工厂和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稳定监测、 报告、 核查 （ＭＲＶ） 体系是形

成有效的碳排放交易机制 （ＥＴＳ）① 的众多制度性先决条件之一， 这一机制

本身是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另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期间建立了七个碳排放交易机制试点地区， 包括

两个省份与五个主要城市。 交易机制的设计依据地区自身的经济特征各不相

同。 这些交易机制将作为政策实验， 并将得出有益的经验。 之后可以根据这

些有益经验进行交易机制建设， 并在 “十三五” 规划期间探索出一个全国

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
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实施中的事前分析 （Ｂａｒ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Ｌｏ， ２０１３； Ｌｏ ａｎｄ Ｈｏｗｅｓ， ２０１４；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３； Ｔ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试点机制运行早期的事后分

析 （ Ｊｏｔｚｏ ａｎｄ Ｌöｓｃｈｅｌ， ２０１４； Ｌｏ， ２０１５； Ｙｕ ａｎｄ Ｌｏ， ２０１５；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与专家的调研数据 （ｄｅ Ｂｏ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明确了中国在有效

实施这样的方案过程中会遇到的一系列挑战与障碍。 这些障碍和挑战包括：
制度设计方面的技术复杂性， 比如关于排放上限设置的透明、 具体、 全面的

法律规定， 补贴分配， 监测、 报告与核查 （ＭＲＶ）， 责任与执行情况； 在技

术与组织方面， 如稳定的排放测量与报告体系的建立， 注册、 交易与管理部

门的市场监管； 关于作为补充的电力市场改革的制度和政治挑战； 相关商业

部门不一致的文化和激励结构； 市场运行中国家的过度干预； 不完善的监管

制度。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和挑战， 中国 “十三五” 规划已明确将建立全国性的碳

排放交易机制， 包括监管体系的发布， 这些都会建立在当前的试点方案基础上

（Ｒｅｋｌｅｖ， ２０１６ａ）。 在本章撰写过程中， 曾有主要公务人员预言全国性的碳排放

８９３

① 采用这一机制很有必要， 可以确定工厂或企业的年排放量， 以及工厂运营者或企业所有者

购买碳排放许可证 （在履约期末， 向有关监管部门上交） 的排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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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机制将于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发布 （Ｒｅｋｌｅｖ， ２０１６ｂ）。 据说会将累计 １８％的全国

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分别分配到各个省份， 这些省级的目标会再次分配到地方的

各个行业当中。 这些行业包括石化、 化工、 建筑材料、 钢铁、 有色金属、 造纸、
发电、 航空等部门 （Ｒｅｋｌｅｖ， ２０１６ａ）。 政府会基于行业排放强度基准确定分配指

标， 减轻依据绝对排放目标进行过度分配的风险 （Ｒｅｋｌｅｖ， ２０１６ｂ）。
以上提及的障碍和挑战在许多先进的发达国家对碳排放交易机制造成了

困扰。 它们可能会对中国规划的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产生制约， 中国希望该

系统在可预见的未来充分发挥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正如试点方案已经

展现的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部署很可

能间接性地有利于全局工作， 包括能力建设、 ＭＲＶ 体系的改善和提高企业

和政府官员缓和气候变化的机遇战略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 针对产业内部调

整结构以促进二氧化碳减排 （似乎是首选方向）， 在重工业能源效率改善的

困难时期可能会有积极意义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然而， ＭＲＶ 体系和

碳排放交易的障碍和挑战表明供应方面有其他值得考虑的新措施， 这些措施

可作为快速缓和气候变化的手段。 在过去， 我们认为采用直接管理和上游税

收相结合的措施来减少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使用， 在中国的背景下会相对

有效而且高效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尽管国际气候政策共同体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和新兴的碳排放交易

机制具有浓厚兴趣， 但实际上， 这些措施对中国过去几年已经出现的碳排放

发展轨迹的重大转型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此

外， 尽管在未来十年中这些措施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强， 我们认为其在需求

（更早的讨论） 和供应两方面仍然不如本章提及的其他因素重要。 本章下一

部分将讨论未来供应方面的主要推动因素。

中期能源供应： 没有增长的转型？

未来十年， 中国的能源供应会继续转型， 尽管变化的速度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 此处主要分析电力部门和运输部门。
正如先前所讨论的， 未来十年电力需求相对持平。 这将造就一种新的动

态： 尽管之前中国非煤炭产能投资可以满足渐增的能源需求， 目前新的能源

供应会在一个相对静态的市场进行配置竞争， 加剧市场份额的竞争。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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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中国非煤炭和非化石燃料的发电能力继续保持飞速发展态势，

这一发展的原因与前文论述的相同： 能源安全、 减少空气污染、 工业现代化

与缓和气候变化。 “十三五” 规划的中心议题是 “绿色”， 围绕支持新能源

产业、 绿色城市、 绿色金融、 现代能源体系、 清洁能源创新和限制温室气体

的排放展开。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 更为详细的方案和政策即将出台， 国家将

优先考虑并大力支持金融业、 制造业、 部署、 研究和开发零排放发电源以及

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 （例如，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储存） （ＰＢＳ

ａｎｄ ＵＮＥＰ， ２０１５； Ｋｕｉｊｓ， ２０１５）。

此外， 由于成本骤降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 能源规划机构相应上调了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特定技术产能扩张的绝对目标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Ｒｅｅｄ，

２０１５）。 随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快速摒弃对化石燃料的使用， 太阳

能和风能发电目标 （目前分别为 １５０ ～ ２００ 吉瓦和 ２５０ 吉瓦） 目标将被上调，

并且这一趋势会继续保持。 尽管存在适宜水力发电地点的制约， 但未来五

年， 水力发电产能会增加。 中国的核能和天然气发电产能目标非常高， 可能

达不到， 但我们仍希望可以大量扩张核能和天然气发电产能 （更为详尽的

讨论参见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非煤炭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扩张凸显了中国在工程、 制造以及调动基础设施建

设融资方面的制度优势，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有力措施也为未来乐观的发展潜

能提供了明证。 根据近期的 《巴黎协定》， 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国际市场、 技

术和融资方面的优势将有利于中国该领域的扩展。

另一方面， 确保中国零碳和低碳发电源的不断增长能够完全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目标， 需要中国克服大量的制度及政治困难， 而事实证明这些困

难非常艰巨， 极具挑战。 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电力部门的市场化和价格

改革。 目前， 化石燃料生产和电能生产享有一系列的政府补贴， 普遍缴税

较低 （ＣＣＩＣＥＤ， ２０１４）， 使得可再生能源处于竞争劣势。 首先应取消补

助， 对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增加课税， 以使这些污染强度高的商品价格切

实反映出其全额社会成本①。 其次， 电力部门的改革需要确保消费者支付

００４

① 我们提议征收碳税， 这是一个高效且有效的行政措施， 非常适合中国的体制环境。 参见

Ｇｒｅｅｎ， 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Ｎ （ ２０１４ ）； Ｇｒｅｅｎ， 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Ｎ （ ２０１５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ＣＩＣＥＤ）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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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能够完全反映出电力企业的社会成本， 因此在电力调度规划中应优

先考虑低碳、 低污染的发电源 （即绿色调度）。 从行政层面上来说， 对于一

国而言， 其有效的外部税收和市场调控经验有限， 推行这些改革很可能困

难重重。
实施这些改革措施的政治挑战也会相当艰巨。 在一个电力不景气的市

场， 改变定价和调度安排以促进零碳和低碳能源的发展， 意味着现存的燃煤

发电工厂年均运作时间的绝对值会持续下降 （正如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一

样）。 事实上， 个体燃煤发电企业的发电时间将有更大幅度的下滑： 燃煤发

电产能的持续浪费性扩张意味着燃煤电力企业扩张的同时， 其份额在不景气

的电力市场中正逐渐下滑 （Ｍｙｌｌｙｖｉｒ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Ｓｐｅｎｃｅｒ， ２０１６）。 这些

走势很可能加剧电力企业和体系运营者之间关于优先调度权 （优先调度权

决定哪类企业会得到补偿） 的持续冲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这一冲突导致风

能和太阳能发电企业大比例地 “萎缩”， 而煤炭消费则超出了必要限额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４）。
从根本上讲， 电力部门产能大量过剩， 没有实质增长 （可能非但没有

增长， 反而出现缩减）， 其转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任务， 需要成功

应对与煤炭相关的全行业衰退。 这将涉及大规模的闲置资产， 数百万人需要

重新就业， 并且， 在一些地区中， 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将消失 （这不仅

适用于煤炭产业， 而且同样适用于钢铁、 水泥和其他处于旧经济增长模式核

心的重型工业）。 成功处理中国能源转型中的 “负增长” 要求政府对这些产

业的各个层面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 令人欣慰的是， 中央政府已经在这一方

向上发出了有力指示。 “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议题是供应侧改革和减少产能

过剩。 尤其在煤炭和钢铁领域， 政府已经公布了目标， 包括关闭大量产能过

剩的企业， 暂缓三年一次的新煤矿验收， 设立基金以支持煤炭和钢铁行业的

整改， 重新安置数百万名钢铁和煤矿工人 （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 ２０１６ｂ，
２０１６ｃ）。 国际研究与政策群体未来关注的重点将会是监测并切实支持这种根

本性的转型。
在运输部门， 中国的发展前景更不确定。 一方面， ＧＤＰ 增长速度和重

工业的发展放缓， 像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一样， 继续加大石油需求的下行压力，
直至达到 ２０１５ 年柴油消费下降的较低点 （Ｏ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ｇｅｌｅ， ２０１６）。 随着

家庭和商业运输领域的发展， 不断增加的需求推动了石油消费增长， 这与新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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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一致。 然而， 未来交通工具存量预估存在巨大的变化

（Ｇａｍｂｈｉ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尽管政府给一桶原油定的最低限价为 ４０ 美元， 这

一价格会体现在汽油价格当中， 从而减缓国内石油消费需求的变化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 ２０１６ａ）， 但是全球油价低迷可能增加国内石油需求。 现

存的许多供应层面的可变因素使预测变得更为复杂， 包括新能源交通工具领

域可能发生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出现大量电动车、 混合动力车辆以及自动

驾驶汽车。 中国已经通过政策支持构建这一市场， 这也是 “十三五” 规划

关注的重点之一 （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总而言之， 未来十年中国石油需求会出现增长， 尽管增速会比之前的十

年更为缓慢， 也慢于近些年世界主要经济预测专家所预测的增长速度

（Ｃｏｕｌｔｅｒ， ２０１５； Ｏ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ｇｅｌｅ， ２０１６）。
整体上， 未来十年中国能源领域的转型会持续进行并不断深化。 预计煤

炭消费的绝对数值及其在一次能源消耗 （ＰＥＣ） 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 可再

生能源消费则会迅速增长， 核能与天然气消费稳步增长， 石油消费需求的增

长幅度则会较小。

结　 语

通过对中国能源转型需求和供应两方面的经济与政策因素进行分析， 可

以得出结论： 中国未来十年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仅仅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

长并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刻达到峰值 （对这一情形的详细阐述参见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２０１５ 年似乎出现下降 （ Ｂｏｒｅｎ， ２０１６；
Ｐｌｕｍｅｒ， ２０１６）， 并且未来十年将持续下降， 可以推断出 ２０１４ 年是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的一年， 这并未超出预期的结果范围。 实际的情形将取

决于本章所讨论的风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缓解。
最终， 无论确切的发展轨迹如何，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中国二氧化碳排

放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全球减缓气候变化付出的努力而言， 这

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中国的碳排放量以类似于 ２１ 世纪前十年的速度继续增

长， 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 ２°Ｃ （与工业化之

前的水平相比） 以内会极其困难 （ 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５）。 中国减排发展走势的新前景表明， 升幅小于 ２°Ｃ 的缓和途径比之前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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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更具有可行性。
本章的分析对于中国国际气候变化策略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气候政策

均具有启示。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 在成功磋商制定新的国

际气候变化协议的过程中， 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巴黎会议的协商过程当

中， 中国政府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整体态度和方法非常灵活且富有建设

性。 中国承诺，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 比以往磋商达成的

承诺更为严格。 本章的分析阐明了中国国际气候变化策略中出现这一建设性

转折的国内结构性推动因素。 可以确定， 国内的经济和政策走向使政府对于

实现所承诺的减排目标充满信心。 同时， 中国政府也相信， 其他国家关于世

界经济去碳化的主要行动不仅在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方面符合中国的利

益， 在中短期内也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一致。
实际上， 假设本章的分析正确， 与其他目标 （如非化石燃料能源份

额和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一样， 中国到 ２０３０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的官方目标基本上可以实现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 这种可能性凸显

了 《巴黎协定》 所体现的动态气候治理模式的优势。 其要求各国随着时

间的推移， 不断以更远大的减排目标和更完善的政策更新、 修正其减排

承诺。 中国很可能在 ２０２０ 年的第一个为期五年的修订期之前使其减排承

诺更严格。
为了让 《巴黎协定》 的最终长期目标合理且具有可能性， 包括中国

在内的各国需要在 ２１ 世纪后半叶迅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并向全球

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努力。 因此，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通过贯彻落实

改革避免 “高原期” ， 并在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无论何时出现） 之

后， 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迅速下降。 考虑到中国有

各种不同的向一个清洁、 低碳、 资源密集度低、 服务导向型的经济体转

变的理由 （如社会、 环境、 经济、 金融方面的理由） ， 而这些理由与减

缓气候变化并无关联， 但这些目标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互

补性。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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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丽

引　 言

中国电力产业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 （见图 １ 和图 ２）。 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 世纪末， 电力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８％
和 ７ ９％ 。 这意味着从 １９９６ 年起，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电力装机容量和发电

量第二大的国家。 ２０１１ 年， 中国的发电量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电力生产者 （ＢＰ， ２０１５）。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电力建设行业年度报告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底中国的电

力装机容量达到 １２４７ 吉瓦 （ＧＷ）， 超过了美国。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发电

量达 ５６４９ 太瓦时 （ＴＷｈ）， 占全球发电量的 ２４％ （ＢＰ， ２０１５）， 同时电力装

机容量超过 １３６０ 吉瓦， 占全球总量的 ２２ ６６％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５）。

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当前发电主要依赖煤炭资源。 火电装机总容

量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９ ８４ 吉瓦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９１５ ６９ 吉瓦。 火力发电量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１１ ９ 太瓦时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３３ ７３ 太瓦时。 过去的 ３６ 年里，
在中国的电力结构中， 就装机容量和发电量而言， 火电装机容量和火力发电

量增长最快。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火电装机总容量和火力发电总量在所有发电形

式中的占比分别为 ７０％和 ７５％ 。 这一比重以及中国巨大的发电总量又带来

了严重的环境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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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中国电力装机容量构成

资料来 源：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２０１４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ＮＢＳ）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图 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电力结构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Ｐ）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 ［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ｐ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ｈｊｔｊ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ＮＢＳ） （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ＮＢＳ）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ａ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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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显示了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不同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 其中

热电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 图 ４ 表示中

国火力发电排放的 ３ 种污染物———烟尘、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变

化， 以及它们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中的占比。 作为电力需求和发电量不断

增加的结果， 中国电力产业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７４０ 万吨

波动增长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２０ 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长趋势已经通过脱

硫技术得到了抑制， 这一目标在 “十一五” 规划 （ＦＹＰ） 里具有优先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术 （脱
硫率达到 ９２％ ）， 这一做法被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 平均脱硫率高于

９５％ 。 因此， 二氧化硫排放量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３２０ 万吨下降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８０ 万吨。

图 ３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不同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

注： “其他能源使用部门” 包括石油提炼、 固体燃料的制

造、 采煤、 油气开采和其他能源制造业。

同时， 中国广泛适用的火电排放标准日益严格， 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

准由 ＧＢ１３２２３ － １９９６ 提升为 ＧＢ１３２２３ － ２０１１， 目的是在环保方面少走弯路。
因此， 烟尘排放量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４７０ 万吨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９８ 万吨， 当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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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国火力发电污染物排放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比例

注： ２０１４ 年， 电力产业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３４ ６１％ 、 １３ ５３％和 ３７ ６９％ 。

也得益于电厂除尘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效率的提高。 电力产业烟尘总排放量的

占比从 ３９％ （１９８８ 年） 下降到仅 １６ ２％ （２０１４ 年）。 另外， 火电产业的氮

氧化物排放量由 １９８８ 年的 ３６０ 万吨增长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０７０ 万吨。 但在第十

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期间， 这一数值似乎已经下降到 ７８０ 万吨 （２０１４ 年）。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总排放量从 １６４０ 万吨 （１９９８ 年） 增加至 ２２４０

万吨 （２００６ 年）， 然后又明显降至 １３４０ 万吨 （２０１４ 年）。

图 ５ 表示中国和美国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２００２

年， 中国电力产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超过美国； ２００５ 年， 中国的二氧化硫

排放量也超过了美国。 根据图 ６， 中国电力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于 ２００９

年超过美国。 然而，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２０１５） 的统计， 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这一转变发生在 ２００６ 年， 也就是说， ２００６ 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

碳排放国。

中国电力产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美国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中国的发

电量在 ２００６ 年达到 ５６５０ 太瓦时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而美国

的发电量是 ３８８０ 太瓦时。 第二， 中国发电总量的 ７５％ 来自煤炭 （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显然高于美国的 ４０％ （ＥＩＡ，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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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 年中美电力产业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的比较

图 ６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 年中美电力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

资料来源：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ＩＡ） （２０１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ａｎｎｕａｌ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ＢＳ）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４ａ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对中国电力部门的外部环境成本的评估

我们使用一种被称为选择实验 （ＣＥ） 的方法来定量评估中国的煤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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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产业的外部环境成本。

选择实验法是衡量各种环境经济价值的最佳方法， 因为它涉及一系列

具有不同特性的模式选择， 而不仅仅依赖于估计支付意愿 （ＷＴＰ） （Ｋｕ

ａｎｄ Ｙｏｏ， ２０１０）。 选择实验也被用于分析其他的环境问题 （Ａｄａｍｏ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４； Ｃａｒｌ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１；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ａｎｄ Ａｌａｖａｌａｐａｔｉ， ２００４）。

此外， 与用于评价外部环境价值的另一种方法即条件价值评估法 （ＣＶＭ）

相比， 选择实验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够获得商品或服务属性的边际价值

（Ｈａｎ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选择实验法更实用， 因为许多政策关注的是环境

属性水平的变化， 而不仅仅是环境整体利益的得失。

在设计选择实验时， 本章设置了四个属性并规定了属性等级 （见表 １）。

其中包括三个环境属性， 即 ＣＯ２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比例、 ＰＭ２ ５ （烟

尘排放量减少的比例）、 酸雨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以及一个价

格属性， 即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 （ＡＴＰ）， 以家庭每月电费的增加量来衡量。

价格属性的水平是通过预调查和咨询西澳大利亚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决

定的。 每月电费下限为 ０， 上限为 ２５ 元。

表 １　 属性和属性水平的描述

属性 定义 级别

ＣＯ２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比例

１％ ～５％ （低）
６％ ～１０％ （中）
１１％ ～２０％ （高）

ＰＭ２ ５
空气质量水平，相当于烟尘排放量减少

的比例

空气质量优

空气质量良

轻微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酸雨
酸雨的分布，相当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排放量减少的比例

无酸雨

轻度酸雨

中度酸雨

相对严重的酸雨

重度酸雨

额外支付的电费 每月电费增加量 ０ 元，５ 元，１０ 元，１５ 元，２５ 元

　 　

８１４



中国电力产业绿色化问题研究

调查数据收集自 ６００ 份问卷， 每份问卷包括 ６ 个选择集。 共有三种不同

的调查问卷， 共 １８ 个选择集。 剔除未完成的问卷后， 其中 ４１１ 份符合条件，
产生了 ２４６６ 个观测点 （４１１ 有效受访者 × ６ 个选择集）。

抽样分布遍布中国东部地区 （１４５ 个样本， 占总数的 ３５ ２８％ ）、 西部

地区 （９９ 个样本， 占总数的 ２４ ０９％ ） 以及中部地区 （１６７ 个样本， 占总数

的 ４０ ６３％ ）， 包括城市和农村。 城市共有 １７０ 份问卷， 其他的 ２４１ 份问卷

来自农村， 分别占总数的 ４１ ３６％ 和 ５８ ６４％ 。 调查样本是随机抽取的， 从

而能更直观地反映一个普遍范围内的教育水平、 年龄水平和收入水平。
问卷调查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问卷选项的设计， 这些选项是根据表 １ 中给

出的四个属性的不同水平的组合而设计的。 为了解决选择实验信息过载的问

题， 即太多的属性水平与复杂属性的结合形成的组合数目庞大， 我们采用正

交实验设计来减少可能的属性组合的数量。 正交实验设计主要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操作， 筛选出 １８ 种选择集。 根据以往的文献 （ Ｓｕｓａｅ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Ｌｅｅ ａｎｄ Ｙｏｏ， ２００９） 和专家的建议， 每一个受访者填写 ４ ～ ６ 个选择

集。 我们将 １８ 个选择集分为三份调查问卷， 即问卷一、 问卷二、 问卷三，
每一份问卷包含 ６ 个选择集。 选择集的一个示例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选择集示例

属性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保持现状

ＰＭ２ ５ 良 优 优 中度污染

酸雨 无 无 轻度 相对严重

ＣＯ２ 排放减少 ６％ ～１０％ 排放减少 １％ ～５％ 排放减少 ６％ ～１０％ 排放无减少

额外支付的电费 ２５ 元 ２５ 元 ２５ 元 ０

您的选择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保持现状

　 　

随机效用理论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１９８６） 是评估环境外部性的原则性理论。
根据 Ｔｒａｉｎ （２００９） 和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１９７３） 的观点， 受访者 ｎ 在选择集 ｔ 中选

择方案 ｊ 的基本间接效用可以从数学上表达为公式 （１）：

Ｕｎｊｔ ＝ Ｖｎｊｔ ＋ εｎｊｔ 　 　 ∀ｊ，ｔ （１）

在公式 （１） 中， Ｕｎｊｔ被分解成一个确定性分量 Ｖｎｊｔ和一个随机分量 εｎｊｔ。

Ｖｎｊｔ表示受访者 ｎ 在选择集 ｔ 中选择方案 ｊ 的效用。 更进一步地， 如果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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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ｔ 中对所有 ｉ≠ ｊ 有 Ｕｎｉｔ ＞ Ｕｎｊｔ， 那么选择方案 ｉ 的效用大于方案 ｊ。 此外，

Ｖｎｊｔ可用公式 （２） 表示：

Ｖｎｊｔ ＝ Ｖ（Ｘｎｊｔ，Ｓｎ） 　 　 Ａｊ，ｔ （２）

在公式 （２） 中， Ｘｎｊｔ是一个包含与环境质量相关的属性的向量； Ｓｎ 是

一个包括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相关属性的向量。
随机效用模型可以通过改变对误差项分布的假设， 在不同类别的选择模

型之间转换 （ｖａｎ ｄｅｒ Ｋｒｏ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如果误差项 εｎｊｔ独立同分布， 所

有 ｉ 为极值分布， 选择概率的函数可以表示为公式 （３）：

Ｐｎｉｔ ＝
ｅｘｐ（Ｖｎｉｔ）
Σ ｊｅｘｐ（Ｖｎｊｔ）

（３）

公式 （３） 描述了多元 Ｌｏｇｉｔ （ＭＮＬ） 模型， 它在选择模型中应用最为广

泛 （Ｔｒａｉｎ， ２００９）。 同时它也是选择模型最基本的一种。 ＭＮＬ 模型不涉及其

他因素的相互作用， 因此被用作分析的第一步。
为了解释个体间的偏好异质性和支付意愿的变化， 考虑一些特别的变量

是必要的 （如社会经济条件、 受访者的态度和经验） （Ｌ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本章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ＭＮＬ、 具有交互和随机参数 ｌｏｇｉｔ
的 ＭＮＬ、 ＲＰＬ）， 分析受访者面对环境改善选择的偏好。

根据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的观点， 边际 ＷＴＰ 表示为公式 （４）：

ＭＷＴＰ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 － （β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 βｃｏｓｔ） （４）

在公式 （４） 中， β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是环境属性系数， 在本章中应用于 ＣＯ２、 ＰＭ２ ５

和酸雨三个环境属性中； βｃｏｓｔ是成本属性系数。
本章使用由 Ｋｒｉｎｓｋｙ 和 Ｒｏｂｂ （１９８６） 提出的程序来估计三个属性

（ＰＭ２ ５、 酸雨和 ＣＯ２） 的每一个的边际 ＷＴＰ， 置信区间是 ９５％ 。 每个属性

的边际 ＷＴＰ 代表成本和每个环境属性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边际 ＷＴＰ 可以取

ＷＴＰ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的样本分布的平均值。
除了估计个体环境属性的边际 ＷＴＰ， 也需要对与现状为基础的未来三

种情景下的补偿盈余或福利变化进行估计。 比较任意替代方案与参考替代方

案的效用， 我们计算出为了达到更高水平的环境质量所要花费的电力成本，
称为总 ＷＴＰ， 其由公式 （５）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１９８４）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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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ＴＰ ＝ － （１ ／ βｃｏｓｔ）［ｌｎΣ ｅｘｐ（Ｖ１） － ｌｎΣ ｅｘｐ（Ｖ０）］ （５）

在公式 （５） 中， βｃｏｓｔ是估计的成本系数， Ｖ１ 表示任意替代方案的效用，
Ｖ０ 表示参考替代方案的效用。

最后， 本章获得了中国煤炭发电的外部环境成本的计算结果， 表示受访

者对改善环境质量而产生的 ＷＴＰ。 所有边际 ＷＴＰ 显著正相关， 受访者给予

热力环境改善以积极价值。 以 ＲＰＬ 模型结果为例 （见表 ３）， 为了改善

ＰＭ２ ５ 水平， 即从中度污染 （现状） 到优良、 良好、 轻度污染， 边际 ＷＴＰ
分别是 １３ ３ 元 ／月、 １０ １ 元 ／月、 ６ 元 ／月。 酸雨水平从强酸雨转为无酸雨、
轻度酸雨和中度酸雨， 每户家庭的边际ＷＴＰ 分别是 １８ ５ 元 ／月、 １３ ６ 元 ／月
和 １２ ２ 元 ／月。 使二氧化碳从无减排向高减排 （１１％ ～ ２０％ 减排）、 中度减

排 （６％ ～１０％ ） 和轻度减排 （１％ ～ ５％ ） 转变的边际 ＷＴＰ 分别为 １０ ８ 元

／月、 ９ ８ 元 ／月和 ７ ２ 元 ／月。

表 ３　 ＭＮＬ、 具有交互参数的 ＭＮＬ 和 ＲＰＬ 的边际 ＷＴＰ

ＭＮＬ 具有交互参数的 ＭＮＬ ＲＰＬ

ＰＭ２ ５（优）
１６ ２５８∗∗∗

（１２ ０６４，２０ ４５３）
１６ １０５∗∗∗

（１１ ８５０，２０ ３５９）
１３ ２８２∗∗∗

（５ ３５６，２１ ２０７）

ＰＭ２ ５（良）
１５ ７７９３∗∗∗

（１１ １８８，２０ ３７１）
１５ ５１６∗∗∗

（１１ １４８，１９ ８８５）
１０ １１０∗∗∗

（３ １９３，１７ ０２７）

ＰＭ２ ５（中度）
５ ９８３∗∗∗

（１ ６１８，１０ ３４８）
５ ８９４∗∗∗

（１ ７８８，１０ ０００）
５ ９８２∗∗∗

（１ ６０８，１０ ３５６）

无酸雨
１７ ６１２∗∗∗

（１０ ３１０，２４ ９１４）
１７ ６１４∗∗∗

（１０ ６２５，２４ ６０２）
１８ ４５２∗∗∗

（９ １２０，２７ ７８５）

轻度酸雨
１２ ５８０∗∗∗

（４ ９８６，２０ １７３）
１２ ６９４∗∗∗

（５ ４３５，１９ ９５２）
１３ ６２８∗∗∗

（６ ０９８，２１ １５７）

中度酸雨
１０ ２５４∗∗

（２ ２７９，１８ ２２８）
１０ １２４∗∗

（２ ２３２，１８ ０１６）
１２ １７８∗∗∗

（３ ９９３，２０ ３６３）

ＣＯ２ 减少量

（１１％ ～２０％ ）
９ ７２７∗∗∗

（４ ６０４，１４ ８４９）
１０ ０１１∗∗∗

（４ ９３５，１５ ０８８）
１０ ７５７∗∗∗

（５ ０３７，１６ ４７７）

ＣＯ２ 减少量

（６％ ～１０％ ）
９ ０１０∗∗∗

（４ ０８２，１３ ９３９）
９ ０７８∗∗∗

（４ ３４５，１３ ８１０）
９ ８３６∗∗∗

（４ ５６５，１５ １０８）

ＣＯ２ 减少量

（１％ ～５％ ）
５ １３６∗∗

（０ ７２９，９ ５４４）
５ ２６９∗∗

（１ ０３６，９ ５０１）
７ ２２３∗∗∗

（２ ０８４，１２ ３６２）

　 　 注： ∗∗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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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估计， 将环境质量从当前状况改善至最佳情况的总 ＷＴＰ 是 ４０
元 ／月。 将其用于热力发电规模， 我们查阅国家能源局 （ＮＥＡ， ２０１５） 数据

后发现， 中国居民的平均用电量为 ６９２８ 太瓦时 ／年。 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有 ４ ３
亿家庭， 因此每户家庭年用电量为 １６１１ 千瓦时， 或者说家庭用电量为 １３４
千瓦时 ／月。 基于这些数字， 我们估计， 在最好的情况下， 改善环境的 ＷＴＰ
是 ０ ３０ 元 ／千瓦时。 这表明在中国火力发电的外部成本是 ０ ３０ 元 ／千瓦时。

为了确保这些结果是可信的， 我们需要做理论检验和实证检验。
理论有效性检查检验了这项研究的结果和根据理论得到的预期结果之间

的一致性。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住宅用电量 （６９２８ 太瓦时） 和家庭数量 （４ ３ 亿

户）， 可以计算得到中国每个家庭的月平均耗电量为 １３４ 千瓦时。 同时， 我

们知道， 中国居民用电费用约 ０ ６ 元 ／千瓦时。 因此， ２０１４ 年， 平均每户每

月电费为 ８０ ４ 元。 然而， 根据本研究结果， 受访者愿意支付额外的 ４０ 元，
以减少发电对环境的影响。 由于保险费占每月电费的约 ５０％ ， 它与理论上

预期的范围一致 （不超过 ５０％ ）。
经验上， 我们也可以将本章研究结果与类似的 研 究 进 行 比 较。

Ｍａｈａｐａ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２） 用剂量—反应模型计算印度火电厂的环境成本。 得到

的外部成本是 ０ ２６ 元 ／千瓦时， 这一结果略低于我国。 Ｇｅｏｒｇａｋｅｌｌｏｓ （２０１０）
用基于 Ｅｃｏｓｅｎｓｅ ＬＥ 法评估希腊火电厂的环保成本， 发现外部成本是 ０ ２６ 元 ／
千瓦时， 这一结果与本章研究结果也是相近的。 欧洲委员会 （１９９５） 用

ＥｘｔｅｒｎＥ 方法计算了欧盟火电厂的环境成本， 范围是 ０ ２３ ～ ０ ３４ 元 ／千瓦时。
国际能源机构分析了 １９ 个国家的不同发电方式的环境成本， 发现火电厂的

环境成本为 ０ ２０ ～ ０ ４５ 元 ／千瓦时。 本章的结果在这些研究结果的范围内。

中国的电力市场改革的环境足迹

中国的电力产业改革可分为两大阶段。 在第一阶段，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８４
年， 电力产业 （像其他能源产业） 被简单地当作一种最终会被淘汰的经济手

段———换句话说， 电力产业作为一个下属部门， 其目标是支持下游工业部门

的发展。 因此， 电力产业本身的表现及其管理效率的提高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一般来说， 鉴于这些工具的目标， 高度集中的行政机制被认为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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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第一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４ 年

在这一时期， 有四个关键阶段对中国的发电和配电管理产生了重大影

响。 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此时中国受苏联影响， 高度集中的行政

机制在这一阶段的电力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 “大跃进” 时

期， 即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６０ 年， 其间中国政府需要大量增加钢铁生产， 能源消耗

迅速增加。 第三个关键阶段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 即 １９６６ 年到 １９７６ 年，
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阻碍， 能源需求增长缓慢。 第四个阶段是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电力市场改革时期。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经济走上了快速

发展的道路， 但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电力供应短缺日益严重。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电价低于平均生产成本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９）。 这意味着电力部门不可能为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 最终严

重地阻碍了电力产业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 单位不仅为工作用电支付电费，
而且承担工人居住在单位时的生活用电费用。 电力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权

利， 加上电价非常低， 人们浪费用电的情况非常普遍。 与政府供水一样———
水基本上也是免费的———电在单位也是免费的。

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 电力短缺变得普遍， 以至于对工业生产和人们的生

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于是开始实施配给制， 并要求家庭和工作场所在白

天尽量减少用电， 以确保工厂有足够的电力。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由于电力

短缺， 即使在大城市， 学生在下午晚些时候经常无法在大学图书馆里学习。

中国电力市场发展的第二阶段： 全面改革

为了减轻低于成本价格下的电量需求与可用的发电量之间的巨大不平衡

程度，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监管政

策。 １９８５ 年， 中国政府发布了 《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

规定》 和 《多电价实施办法》 两个文件。 这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 Ｍａ
和 Ｈｅ （２００８） 的报告里， 成功地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 事实上，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和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中国电力供应出现盈余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９）。 这一方面是由于对电力产业的持续投资和新的投资政策带来的电力

供应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是由于 １９９７ 年东亚金融危机引发的电力需求下降。
无论如何， 电量过度供应导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从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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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 ２００２ 年电力供应短缺。 然而， 限制电力供应的新

阶段持续了较短时间。 ２００２ 年国有电力公司 （ ＳＰＣ） 的垂直垄断的失败，
促使中国第二次投资兴建发电厂。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中国政府拆分了 ＳＰＣ， 成

立了五个相互独立的大型发电公司。 五家公司之间的资源竞争在 ２００３ 年大

大加快了对电力产业的投资 （见图 ７）。

图 ７　 中国每年额外增加的电力容量

资料来源：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２０１４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发电能力的快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短缺问题。 然而， 直到

２０１１ 年， 依然没有完全解决煤炭供应短缺引起的相关问题。 总之， 在 ２０ 世

纪的后半段， 中国电力系统的集中管理导致了能源配置的严重问题， 这将由

标准价格理论预测得到。 截至 １９８５ 年， 电力的持续短缺引发了各种改革。
然而， 对政府控价而不是市场定价的持续依赖导致从电力短缺到电力过剩的

急剧变化， 并再次回到电力短缺状态。

电价改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为了解决 １９８５ 年之前的电力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 在 《资本和利率价

格》 （１９８５ 年） 和 《经营期价格》 （１９９６ 年） 影响下， 中国政府对新建的

发电厂实施了定价制度。 这两个价格是成本加调节价格 （或回报价格）。 在

这种机制下， 利润得到保障， 极大地激励了对发电厂建设的投资。 另外， 新

工厂通过夸大他们的成本获得更高的电网价格。 此外， 在此期间建造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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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工厂成本高、 能源效率低， 因此造成了严重污染。 在资本和利息定价机制

下， 投资成本可在短时间内回收。 大多数投资者选择建造小规模发电厂， 因

为小规模发电厂资本要求较低， 审批程序较简单， 即使它们效率低下。 截至

１９９６ 年底， 火电机组平均容量仅为 ４６ 兆瓦。 中国电力局更精确的数据显

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电容量在 ３００ 兆瓦以上的火电机组占总火电容量的

７７ ７％ ， 电容量超过 ６００ 兆瓦的机组占 ４１ ５％ ， 并且大多数具有小于 １００ 兆

瓦电容量的发电机组已经关闭， 以提高能源效率。
２００４ 年起，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标尺电价 （类似于固定电价）， 其特征

在于上限电价。 到现在为止， 在相关监管政策讨论中， 学术界和政策实践者

都越来越多地支持价格上限监管作为回报率调节的替代方式 （Ｂａｕｍｏｌ ａｎｄ
Ｓｉｄａｋ， １９９４）。 Ｊｏｓｋｏｗ （１９９１） 认为旨在促进高效 （和清洁） 的电力供应的

激励机制侧重于对电费成本的具体组成部分的 “尺度” 性比较。

电力投资改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１９８５ 年， 《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 的政策文件出

台。 其部分目的是鼓励各类投资者———包括私人、 地方政府和外国投资

者———进入发电领域。 基于这一政策以及为了吸引更多的电力投资， 中国政

府允许发电厂拥有非常高的回报率 （Ｍａ ａｎｄ Ｈｅ， ２００８）。 特别地， 外国投资

者的回报率为 １３％ ～１８％， 甚至可以达到 ２０％， 远远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
１９８５ 年电力投资改革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资本用于发电

厂建设。 在原则上和能源效率方面， 这一改革效果显著： 二滩水电站的建设始

于 １９９１ 年， 竣工于 ２０００ 年。 二滩水电站的投资者包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四川

投资集团公司和四川电力公司。 中国另一个著名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

项目是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的大部分投资来自对公众发行的债券和股票。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 这类投资使得总发电量迅速增加。 在十年

内， 电力供应严重短缺问题几近消除———但只是暂时的。 此外， 截至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 电力短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在 １９９３ 年， 因电力短

缺而损失的工业增加值约为 ２７６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Ｌｉ
ａｎｄ Ｄｏｒｉａｎ， １９９５）。 相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发电投资的快速增长阻

止了这类损失的扩大。
不幸的是， 为了规避中央政府复杂的审批流程， 并尽量减少风险， 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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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发电厂电容量不超过 ２００ 兆瓦。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 电容量为

６００ 兆瓦及以上的大型发电厂占新建发电厂的份额最小 （见图 ８）。 从这一

方面来说， １９８５ 年的改革尽管推动了对电力产业的必要投资， 但是对与产

业规模相关的环境和经济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图 ８　 １９８６ ～ ２０１４ 年火力发电机组规模的变化

注：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表示电容量。
资料来源：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２０１４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垂直垄断改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２００２ 年， 国有电力公司 （ＳＰＣ） 被拆分后， 成立了五家独立的大型发

电公司： 华能集团、 大唐集团、 华电集团、 国电集团公司和电力投资公司。

他们的资产来自被解散了的 ＳＰＣ， 从 ２００３ 年起就完全独立于国家电网公司。

电力产业这一垂直垄断的终结推动中国第二波发电投资。 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新的发电厂快速地拔地而起。

２００２ 年垂直垄断终结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电力企业的产能效率已经大

大提高。 除此以外， 中国的电力部门也转向清洁生产。 ２００２ 年以后建成的

电厂主要是大型发电机组 （见图 ８）。 图 ９ 显示， 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 中国电力

产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迅速下降， 特别是 ２００５ 年以后。 这些变化归因于两

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政策因素。 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的电力改

革非常重视提高效率 （质量）， 而不是增加电力供应 （数量）。 第二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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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因此随着电网标准价格的实施和市场竞争的出

现， 效率更高的公司受益更大。 自此， 发电能效显著提高。

图 ９　 中国火电产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资料来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Ｐ）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４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ｐ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ｈｊｔｊ ／ 。

中国环境法规及其对电力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中国的环境监管政策

中国大多数环境法规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 具体涉及提高能源效率的规

定包括 １９７９ 年 《关于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１９８０ 年

《关于逐步建立综合能耗考核制度的通知》 和 １９８１ 年 《对工矿企业和城市

节约能源的若干具体要求 （试行）》。
关于环境保护， １９８３ 年颁布了 《中国环境保护标准管理指南》。 这为空

气、 水和土壤质量、 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监测制定了标准。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随着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日益增强， 中国电力部门和其他污染密集型行业

的监管者更加重视控制污染。 例如， １９９１ 年中国颁布了 《燃煤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２２３ － １９９１）， 并于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进行

了修订。 这是一项基于绩效的监管措施， 最新修订版的标准对若干污染物的

排放设定了标准， 如： 烟尘排放上限为 ３０ｍｇ ／ ｍ３， 新建锅炉的二氧化硫排

放上限是 １００ｍｇ ／ ｍ３， 现有锅炉的二氧化硫排放上限是 ２００ｍｇ ／ ｍ３， 氮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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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上限为 １００ｍｇ ／ ｍ３， 汞和其他化合物排放上限为 ０ ０３ｍｇ ／ ｍ３。 在此期

间， 还批准了相关技术法规来遏制电力产业的污染。 例如，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发

布的 《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 要求正在建设中的热

电厂和将来所有的热电厂都要安装脱硫设施 （Ｌｉ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ｍｂｉｅｒ， ２０１１）。
虽然这不是主要方法， 但我国也开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机制

（ＭＢＲ） 来促进电力产业的环境保护。 例如， １９８２ 年的 《污染收费临时措

施》 规定， 企业应对超过规定标准的二氧化硫或氮氧化物排放量支付 ４０
元 ／吨的费用， 对超过规定标准的硫酸雾、 铅和汞支付 ３ ～ １０ 元 ／千立方米。
这是一个典型的污染收费方案。 同时， 政府补贴 （ＧＳｓ） 通常通过提高电价

来实施。 例如， 为了鼓励电力产业的脱硫和脱硝， 中国关税在 ２００４ 年增长

了 １５ 元 ／兆瓦时， ２０１３ 年增加了 ８ 元 ／兆瓦时。 虽然这些补贴不足以涵盖所

有的污染减排成本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但它们是企业减少二氧化硫和氮

氧化物排放的重要经济支持。
除了污染费和补贴， 两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也已进入实施或试行阶

段： 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 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为促进清洁发展机制

的发展，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０４ 颁布了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
同年， 第一个 ＣＤＭ 项目在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投入运营。 中国的 ＣＤＭ 项

目主要集中在电力产业。 到 ２０１０ 年底， 可再生能源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占

获批项目总数的 ７１％ 。
至于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的

背景下， 中国环境保护部 （ＭＥＰ） 优先推广重点污染物排放交易权。 环境

保护部 （ＭＥＰ） 特别选定了八个省份———江苏、 浙江、 天津、 湖北、 湖南、
山西、 内蒙古和重庆———作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 然而， 在实践

中， 二氧化硫排放权没有实质性的自愿交易。 连发生的少数交易中的大多数

也是政府促进的。 在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方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在深圳成立了

第一个试点。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 六个省级单位上海、 北京、 天津、 重庆、
广东和湖北紧跟深圳的脚步开放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但是， 二氧化碳

排放权的交易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有限。
总之， 尽管市场监管机制 （ＭＢＲ） 和政府补贴 （ＧＳｓ） 的措施越来越

多， 但是指挥控制调节机制 （ＣＣＲ） 在中国电力产业的环境监管中仍占据

主导地位。 一般情况下， 不同类型的环境法规可能对企业的效率和环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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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下面的小节， 笔者经验性地分析政策的变化对中国企业

的效率和中国电厂环境绩效的影响。 分析结果后， 笔者结合环境问题的背

景， 对促进中国电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给出政策建议。

样本和数据

数据有两个来源： 电力产业统计资料汇编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４） 和笔者带领的研究小组对电厂管理者的调查 （见表 ４）。 中国电力委员

会 （２０１４） 提供了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电容量和煤炭消费数据。 据笔者所知，
电厂的全部员工数不会公开。 因此， 我们根据电力产业的劳动力配额估计工

人数量。 具体来说， 我们遵循 《火力发电厂的劳动力配额》 （ＳＰＣ， １９９８）、
《一般火力发电厂的劳动力配额》 和 《新火电厂的劳动力配额》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来估计所有发电厂的工人数量。 在此估计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因素： 发电厂容量、 发电厂建立时的发电容量以及发电厂

内每个机组的发电容量。 具体来说， 在调查问卷中， 受访者被要求将其工作的

电厂按人数归为以下四个类别之一： 少于 １００ 名员工、 １００ ～５００ 名员工、 ５０１ ～
２０００ 名员工和多于 ２０００ 名员工。 来自调查的劳动力信息都用于回归分析。

表 ４　 变量和数据源

变　 量 变量说明 变量名 数据来源

因变量
效率改善 ＥＦ 作者计算得来

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Ｏ２ 作者计算得来

自变量

指挥控制调节机制 ＣＣＲ 问卷调查

市场监管机制 ＭＢＲ 问卷调查

政府补贴 ＧＳｓ 问卷调查

其他变量

电容量 ＰＣ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４）

员工人数 ＳＣ 问卷调查和计算

发电厂建成时间（年） Ｔ 问卷调查

煤耗 ＣＣ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４）

发电量 Ｐ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４）

　 　

这一调查实施于 ２０１２ 年， 问卷调查涵盖中国 ２２ 个省份的 ３０８ 个电厂。
该样本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发电厂 （见图 １０）。 此外， 样本还包括各种规

模的发电厂 （见图 ２） 和五家大型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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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采样发电厂的区域和规模分布

为了确保调查的准确性， 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 （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Ｌｉｕ， ２００９）。 此外， 我们还采访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

华电公司和中国国家电网能源研究所专门研究节能减排相关问题的九位领

导。 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为完善调查问卷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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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要求工厂的经理从政策角度———ＣＣＲ、 ＭＢＲ 和 ＧＳｓ （用于表现

三种国家策略的项目示于附表 １ 中） ———评估他们感知到的影响并记录发

电厂的成立时间。
为了测量 ＣＣＲ、 ＭＢＲ 和 ＧＳｓ 的直观影响， 我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设计了

一组问题 （ Ｌｉｋｅｒｔ， １９３２）， 这是最常用的感知测量方法 （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Ｏａｓｔｅｒ （１９８９） 表示， 七点量表最可靠， 因此被用在本研究中。

这项调查通过两种方式实施： 电子邮件和现场调查。 电子邮件目标企

业是根据现有的联系人列表选出的， 问卷分发给这些公司负责制定战略和

其他管理决策的领导。 实地调查的受访者主要是在华北电力大学举办的电

力公司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遍布全国）。 培训班的课程集中在企业战略和管

理问题。 因此， 受访者也是在他们各自的公司负责制定战略和其他管理决

策的领导。
如果调查问卷未答题目达到很大比例或答案全部一样， 那么该份问卷无

效。 总共有 １７２ 份问卷被收回， １３７ 份是有效的 （５５ ８４％ 的回应率和

７９ ６５％的有效率）。 幸运的是， 无效的问卷随机分布在各公司， 这意味着

无效的问卷不会给评价引入系统偏差。

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电厂为单位统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不公开。 我们利用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推荐的方法估计这一数据， 专门计算了中国 １３７
个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一结果列在表 ５ 中。

表 ５　 采样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汇总统计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吨）
发电量

（１００ 吉瓦时）
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吨 ／ １００ 吉瓦时）

平均值 ８０９５ ０８ ５６ ５８ １７１ ６４

中值 ４５１２ ２９ ３３ ７ １４０ ５３

标准差 １３３７１ ５８ １０１ １０ １６０ ９２

　 　

环境规制的类型

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同 （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Ｂｌ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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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本章将环保法规分为三种类型： ＣＣＲ、 ＭＢＲ 和 ＧＳｓ。 ＣＣＲ 是强制性

的， 管理者难以依据个人自由违抗这一法律法规。 以往的研究 （Ｗ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１９９４；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Ｔｅｓ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和专家访谈表明从逻辑上

可以将 ＣＣＲ 分为 ５ 种类型： 排放标准、 罚款、 监督、 环境评价制度和生产

技术标准 （见附表 １）。 我们重点要求管理者评估他们受这 ５ 种监管方式影

响的程度。
同时， ＭＢＲ 发出市场信号， 公司能灵活决定适当的治理水平对市场

信号做出响应。 基于以往的研究 （ Ｍａｇａｔ， １９７９； Ｄｏｗ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１９８６； Ｍｉｌｌ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Ｗ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１９９４） 以及对熟

悉中国电力产业的专家的咨询意见， 我们重点关注三种基于市场的环境政

策： 税收抵免 （免税融资， 一种一般服务）、 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 和排

放权交易制度 （见附表 １）。 我们也要求管理者评估他们受这 ３ 种政策影

响的程度。

模型

本章构建了环境法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模型如公式 （６）：

ＣＯ２ ＝ α ＋ β１ＣＣＲ ＋ β２ＭＢＲ ＋ β３ＧＳｓ ＋ β４ＰＣ ＋ β５Ｔ ＋ β６ＣＣＲ·ＧＳｓ ＋ β７ＭＢＲ·ＧＳｓ ＋
β８ＳＣ ＋ β９ＡＰ·ＳＣ ＋ β１０ＭＢＲ·ＳＣ ＋ β１１ＣＣＲ·ＳＣ ＋ ε （６）

在公式 （６） 中， ＰＣ 代表电容量， Ｔ 是发电厂的年龄， ＳＣ 是电厂的规

模； ε 是影响效率的随机因素， 但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

将年龄、 规模和电力需求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分析。 Ｊｏｓｋｏｗ 和

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 （１９８７） 指出， 发电机组的技术资料， 如年龄和规模， 可能是

影响效率的潜在的重要因素。 因此， 将电厂的年龄引入模型， 并将其定义

为日历年减去初始操作的年份。 至于电厂规模， 我们将企业分为两组： 拥

有 ５００ 名及以下员工的发电厂被定义为中小型企业， 拥有超过 ５００ 名员工

的电厂被定义为大型企业。 定义 ０ 表示中小型企业， １ 表示大型企业。
文献强调， 电力需求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确有影响 （Ｄｅｃｌｅｒｃｑ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本章用电容量来衡量这一点。 中国电力市场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 为了应对节能减排压力不断增大及电力需求不断增加， 促进

电力设施的快速升级。 这一情形主要体现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中国电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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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整个部门实施的 “建大关小” 的政策里。 在这一背景下， 电力产业的

重点工作是用大容量的机组替换小容量机组， 结果是随着电力需求增加， 电

厂电容量扩大。 因此， 本章将电容量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研究结果

表 ６ 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 这表明 ＣＣＲ 对因变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没

有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对电厂指挥和控制的环境法规主要集中在安

装脱硫和脱氮设备， 以及二氧化硫、 烟尘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方面。 到目

前为止， 还没有关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政策。
表 ６ 还显示， 基于市场的监管机制和政府补贴政策的系数显著为负， 受

市场监管政策和政府补贴强烈影响的发电厂比其他发电厂具有更低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表 ６　 环境法规对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 统计量 Ｐ 值

ＣＣＲ ０ ３６２３ ０ ４６０６ ０ ７８６５ ０ ４３３５

ＭＢＲ － １ ０１１８∗∗∗ ０ ３２１１ － ３ １５１７ ０ ００２２

ＧＳｓ － １ １３９６∗∗∗ ０ ３２４１ － ３ ５１６３ ０ ０００７

ＣＣＲ·ＧＳｓ － ０ １５２９ ０ ２４６８ － ０ ６１９５ ０ ５３７０

ＭＢＲ·ＧＳｓ － ０ １１９３ ０ １９６５ － ０ ６０７０ ０ ５４５３

ＴＩＭＥ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１０５ ４ １３１５ ０ ０００１

ＰＣ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０２１ ７ ５４９３ ０ ００００

ＳＣ ２ ５１８７∗∗∗ ０ ３８６７ ６ ５１２６ ０ ００００

ＣＣＲ·ＳＣ － ０ ４３１７ ０ ５４５４ － ０ ７９１６ ０ ４３０６

ＭＢＲ·ＳＣ ０ ７４１６∗ ０ ４０１９ １ ８４５４ ０ ０６８１

ＧＳ·ＳＣ １ １４８０∗∗∗ ０ ４０３２ ２ ８４７６ ０ ００５４

Ｃ ５ １８９８∗∗∗ ０ ０２３７ ２１９ １７１９ ０ 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７３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８８４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 ２１６０

Ｐｒｏｂ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 ０００９

　 　 注： ∗∗∗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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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 一般而言， 较大的发电厂比较小的发电厂有较高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更重要的是， 相较于小型发电厂， 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和补贴

对大型发电厂的影响略小。 本研究用员工数来衡量发电厂的规模。 一般情况

下， 工人数较多的电厂历史更悠久。 由于设备老化， 较高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常见的， 依靠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或政府补贴来降低排放的难度可想

而知。 这与时间系数是一致的， 即在统计上为正， 表明老的电厂有较高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

结论： 中国电力产业的绿色化未来

为了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改善环境状况， 中国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 中国电力产业的特点是高能耗和高排放， 特别是正在使用的燃煤发

电站。 中国电力产业的绿色化是实现 “绿色” 的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
由本章可知， 电力市场改革和环境监管在提高中国电力产业能源效率和减排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发现特别是 ＭＢＲ 对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碳排放有

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意识到， 完善市场机制可以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作用， 可

以在电力管理部门制定环保法规时强化 ＭＢＲ 的作用。 中国在七个试点省份

实施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和交易权制度， 应该做一些改进以帮助这一制度更好

地发挥作用。 例如， 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合理确定碳排放因素， 这对于测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决定交易量至关重要。 另一个挑战是适当地确定发电厂的

二氧化碳排放配额。 这对于控制某些煤基发电厂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风险

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 中国电力产业的 ＭＢＲ 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需要更

加注意使用这种类型的政策工具来制定未来的监管措施， 而不是仅仅依靠

ＣＣＲ。
同时， 中国的决策者需要协调不同的政策工具。 中国电力部门的一个重

要特征是大多数电力企业为政府所有。 此外， ＣＣＲ 仍然是指导电力企业进

行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 探索如何更好地协调 ＭＢＲ 和 ＣＣＲ 以改善未来的结

果， 引起了中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兴趣和关注。
最后， 促进中国电力产业的绿色发展、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至

关重要。 目前，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份额是有限的，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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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自2006年以来迅速提高。然而，截至2015年，在总

发电量中，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比例分别仅为3.3% 和0 .7 % 。提高可再生能

源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是中国未来电力发展战略的

选择。再次强调，为了实现这样的策略，应该协调M B R 和 C C R 以构建适

于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集成的弹性电力系统，从而促进中国电力产业的持续

绿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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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 １　 管理者对环境法规的感知的描述性统计

ｌｔｅｍ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ｉｔｅｍ －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

ａ ｖａｌｕｅ 累积方差

ＣＣＲ

排放标准 ４ ３８ １ ６８７ ０ ６７８

罚款 ４ ５３ １ ７７８ ０ ７５２

监督 ４ ８７ １ ７２６ ０ ７９３

ＥＳＳ２ ５ ０４ １ ７５０ ０ ７１２

ＰＴＳ３ ５ ０１ １ ６４６ ０ ７０１

０ ８８７ ６８ ９９０％

ＭＢＲ

税收抵免 ４ ４２ １ ８２７ ０ ５００

ＣＤＭ ４ ３４ ２ ０１６ ０ ７２９

排放权交易制度 ４ ０４ ２ ０５４ ０ ５７４

０ ７６６ ８２ ３１２％

ＧＳｓ 新技术研发补贴 ３ ７２ ２ １３５ ０ ９０３

新技术生产补贴 ３ ８７ ２ ０５０ ０ ８９７

优惠贷款担保 ３ ８４ ２ １６６ ０ ９４２

０ ９４１ ８９ ５４３％

　 　 注： 累积方差的值如果大于 ６０％ ， 则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ＥＳＳ 表示环境评价制度。 ＰＴＳ 表示

生产技术标准。

（李晓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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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密度与碳排放

吴建新　 吴延瑞　 郭秀梅

引　 言

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 （ＧＨＧ） 排放国，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挑

战。 这些挑战主要来源于城市， 因其占中国能源消费的份额最大。 ２００６ 年

的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全部商业能耗的 ８４％ 发生在城市地区 （ Ｄｈａｋａｌ，
２００９）。

在经济学理论领域， 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是， 城市集聚会引起规模经

济、 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 并因此降低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

外， 人口空间分布 （包括人口在城市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分布） 和经济活

动是影响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的能源消耗中心， 是应对全球和

国内能源相关挑战的关键。 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以及相关

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因此对中国的城市化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在过去的 １０ 年里， 城市化政策使得每年有超过 ２０００ 万的农村人口涌入

城市。 这一进程也得到了有利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转移政策的支持。 由于

这些优惠政策会影响人口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分布， 故而也会对环境产生巨大

１４４

本章的撰写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３３３００７、 ７１４７３１０５）、 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１５ＺＤＡ０５４） 以及必和必拓集团访问学者项目 （西澳大利亚大学） 的支持。 本章初稿完成于

吴建新访问西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期间。 在此对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和宋立刚的点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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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一些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一直考虑通过建立紧凑型城市来降低能源消耗

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一种假设是， 紧凑型城市较

其他类型的城市来说， 较少地使用私家车， 这会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最近的一些理论和实证文献指出了一种影响机制， 即城市密度通过通

勤水平影响环境 （ Ｂｒｏｗ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ｏｂ， ２００９；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０；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一些针对发达国家样本的家庭层面的研究发现了强有

力的证据， 表明城市人口密度与通勤产生的能源消耗负相关 （Ｂｒｏｗ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ｏｂ， ２００９；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０； Ｃｉｒｉｌｌｉ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ｒｉ， ２０１４；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Ｂ Ｌｅｅ， ２０１４）。 然而，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体影响仍不能确

定。 因为研究人员仍在争论紧凑型城市在能源效率方面是否优于分散型城

市， 所以环境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稳妥地采用一种全面的、 适用于全市范围的

政策， 而不是只考虑通勤或运输因素的影响。
本章的目标是对城市密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实证

检验。 这对本章有三大贡献。 首先， 中国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完整的面

板数据的使用， 使得我们不但可以控制时间不变的遗漏变量 （这些变量可

能会扭曲横截面估计）， 而且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样本选择偏差， 即避免了大

多数现有研究仅使用部分样本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调查样本的缺陷。 其次， 我

们研究了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的三种体系， 包括市内通勤、 交

通运输和整个城市体系。 最后， 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 紧凑型城市比分散型

城市更环保。 然而， 我们也发现， 中国紧凑型城市的居民更多地依靠公共交

通运输方式， 也因此通过市内通勤造成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章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门是数据和变

量； 第四部分介绍有关中国城市密度的一些典型事实； 第五部分进行实证分

析； 第六部分是结论。

文献综述

运输在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中的贡献占据很大份额， 并且这一份额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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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不断增大， 因此， 实证文献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城市密度对交通运输排

放温室气体的影响方面， 尤其是市内通勤方面。 Ｈｏｌｄｅｎ 和 Ｎｏｒ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
对来自挪威大奥斯陆地区八个住宅区的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在住房

和运输的能源使用方面， 密集型城市比分散型城市更环保。 同样地， Ｍｕñｉｚ
和 Ｇａｌｉｎｄｏ （２００５） 对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１６３ 个城市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
更密集的中心地区在通勤方面比周围地区具有更低的能耗。 基于 ２００１ 年美

国家庭交通情况调查的加利福尼亚子样本， Ｂｒｏｗｎｓｔｏｎｅ 和 Ｇｏｌｏｂ （２００９） 发

现每平方英里 （２ ６ 平方公里） 减少 １０００ 套住房 （４０％ ）， 会导致每户家庭

每年使用的燃料增加 ６５ 加仑 （２４６ 升） （５ ５％ ） 以及行驶路程增加 １２００ 英

里 （１９３０ 公里） （４ ８％ ）。 关于住宅密度对燃料使用率的影响， 增加的里

程导致 ４５ 加仑 （１７０ 升） 的差异， 其余 ２０ 加仑 （７６ 升） 与车辆选择有关。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Ｂ Ｌｅｅ （２０１４） 发现， 翻倍的人口加权城市密度与家庭旅行和住

宅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有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４８％ 和 ３５％ 。
Ｃｉｒｉｌｌｉ 和 Ｖｅｎｅｒｉ （２０１４） 对 ２００１ 年 １１１ 个来自意大利的较大城市的横截面数

据分析后发现， 更小、 更紧凑的城市降低了通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上研

究大多数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横截面数据。
鉴于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还有一些文献集中在城市

密度对其他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和颗粒物） 的影响。 Ｈｉｌｂｅｒ 和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１４） 对来自 ４５ 个国家的 ７５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 汽车和

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城市中心区的空气污染浓度。 汽车密度与污染

的负相关关系来自汽车密度对住宅和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影响。 研究结果显

示， 私家车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质上比预期的复杂。 Ｓ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研

究了 ２００５ 年全球范围内 ８０３８ 个城市的数据样本后发现， 紧凑型城市能够产

生较低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交通运输在欧盟 １５ 个国家和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的贡献分别占

２０％和 ３０％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８）。 据估计， 在中国地市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
运输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总排放量的 １８％ 。 交通运输在能量消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中起重要作用， 但是其他因素也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并且不容

忽视。 最近的研究还试图通过更一般的框架来探讨城市紧凑性对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影响。 Ｌａｒｓｏｎ 和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创建了一个城市仿真模型， 包括城市

内源性人口、 住房供求关系和通勤。 模拟结果表明， 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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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的影响不显著。 在更一般的均衡框架下， Ｇａｉｇｎé 等 （２０１２） 创建了一

个仅包括 ２ 个城市的城市系统模型， 研究发现， 理论上紧凑型城市的家庭不

一定更环保。 较高的人口密度可以减少通勤产生的二氧化碳， 但由于价格、
工资和地租的变化， 经济活动的迁移可能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换句话说，
只有当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分布保持不变时， 紧凑性的增强才是环

境所需。 因此， 紧凑性增强可能不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当人们考虑到城

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活动可能迁移， 并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更高的人口密度

及其相关的后果时。 与 Ｌａｒｓｏｎ 和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Ｇａｉｇｎé 等 （２０１２） 不同的

是， Ｂｏｒｃｋ 和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开发了一个新的经济地理模型， 解释城市内通

勤、 城际物品运输、 制造业、 农产品生产及住宅能源使用所产生的综合污染

物排放。 他们发现城市规模对污染的影响不明显。 这些结果基于理论分析或

模拟得出， 因此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验证这些假设。
还有一些文献试图调查城市布局和规划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８） 使用来自 ４５ 个大城市的数据， 从

环境角度分析城市紧凑性的成本和收益， 得出的结论是： 许多中国城市的人

口密度通常小于可以最大化城市环境质量的临界密度水平。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４）
构建了二氧化碳经济效率 （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二氧化碳排放的比率） 和二

氧化碳社会效率 （社会福利措施与总二氧化碳排放的比率） 的指标。 基于

３０ 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城市紧凑性与二氧化碳经济效率正相

关， 与二氧化碳社会效益负相关。 Ｑｉｎ 和 Ｗｕ （２０１５） 研究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中

国 ２５ 个省份的数据后发现，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集中度之间存在非线

性关系。 更特别的是， 他们发现随着城市集中度的提高，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先增加后下降。 他们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城市集中度之间的钟形关系归因

于规模经济、 技术进步、 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变化等的相互作用。 Ｊｅｎｋｓ 和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２０００） 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来突出紧凑型城市的可持续特性；
然而， 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总是受到样本量小的限制。

一般而言， 由于数据限制， 大多数现有研究针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

和欧洲城市的横截面家庭调查数据。 这种类型的研究有三个潜在的局限性。
第一， 横截面数据忽略了技术和结构随时间的变化， 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某

些类型的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城市能源消费的行业构成和结构也

可能随时间变化。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 模型的倡导者认为， 随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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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增长， 污染首先增加， 然后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清洁技术的采用而下

降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４）。 这种下降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 例如环境规制、
环保意识增强以及污染工业的迁移等。 第二， 使用家庭数据的研究只考虑由

消费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忽视生产方面的排放。 然而，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很大。 因此， 忽略了生产性二氧化碳排放

量可能会导致明显的结果偏差和不正确的政策影响。 第三， 在发达国家， 私

家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而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交通如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是

最常见的。 根据 Ｚ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１） 的观点， 私家车在中国能源使用中占比

很小。
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收集城市层面的经济数据， 因此大多数实证研究

采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横截面数据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幸运的

是， 中国政府定期收集和报告城市水平的经济数据， 为从城市层面分析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数据库。 本章的目的是分析城市密度对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

整个城市系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数据和变量

我们的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的一系列官方出版物。 三个主

要来源是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ａ）、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ｅ）、 《中国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有 ２８７ 个城市是地级以上城市。 由于拉萨市大部分数据不可

用， 我们的面板数据集包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８７ 个城市中的 ２８６ 个城市。

能源消耗

因为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计基于能源消耗， 我们首先需要估计

能源消耗量。 在本章中， 我们考虑四种主要的能源消耗： 煤炭、 煤气和液化

石油气、 运输以及城市供暖。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统计了每个城市电力、
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的原始年度数据。

作为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集中供热是为中国北方城市 （指淮河以北的

城市） 提供冬季供暖 （从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下一年的 ３ 月 １５ 日）。 中小型工业锅

炉通过烧煤供热。 城市集中供热的数据可以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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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 根据中国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５３１７ － ２００９ “燃煤工业锅炉节能检验和

监测标准”， 我们采用 ７０％ 的热能效率。 根据热值、 热效率和平均低热值

（２０９０８ ｋＪ ／ ｋｇ） 的数据， 我们可以估计每个城市冬季供热的煤耗。
交通的能源消耗在城市能源消耗中占很大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 城市层

面没有直接提供运输的能源消耗数据。 然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却提供

了详细的陆路、 铁路、 水路和航空的货运量 （吨 ／公里） 和客运量 （人 ／公
里） 信息。 《中国统计年鉴》 提供了运输部门所有类型能源消耗的数据。 Ｌｉ
等 （２０１３） 报告了不同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类型。 因此， 我们可以计算每

个运输模式的能量消耗强度。 通过城市级货运量、 客运量和每种交通模式的

能源强度数据， 我们还可以估计每个城市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耗。 最终， 利用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的标准转换因子， 四个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量被转

换为标准煤当量 （ＴＣＥ）。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运输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于前一节讨论的能耗数据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Ｏ２ ＝ δ１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δ２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δ３ × Ｈｅａｔｉｎｇ ＋ δ４ × Ｆｕｅｌ （１）

在公式 （１） 中， δｉ （ ｉ ＝ １， ２， ３， ４） 是转换系数。 运输部门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与运输消耗的能源的计算方法是相似的。 燃料燃

烧和供暖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用煤气、 液化石油气和取暖用煤量结合相

关转换系数预估出来。 本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换算系数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

指导委员会的报告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
由于不同的城市使用不同的自然资源发电， 不同地区的电力转换系数显

著不同。 中国国家电网包括六个区域电网。 幸运的是， 近年来各区域电网的

基准排放因子由国家气候协调委员会预估和报告。 由于通过区域电网传输的

电力可能重复计算， 我们在各地区使用基准排放因子将电力消耗折算成二氧

化碳排放量。
市内通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城市内的通勤方式包括公交车、 出租车、 私家车和地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有 ９ 个城市开通了地铁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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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沈阳、 成都、 武汉）， 但只有 ３ 个城市在本研究进行期间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有地铁运行： 北京、 上海和广州。 其余 ６ 个城市在研究样本的后

期建成地铁且只开通了一条线路。 地级以上城市中的私家车数据缺失，
Ｚ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１） 估计， 私家车只占公共交通的一小部分。 因此， 我们认为

地铁和私家车对市内通勤的贡献相对较小。 按照 Ｚ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１） 方法，
我们利用市内公共交通 （即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来表示市内通勤。 每个城

市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数量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是可查询的。 燃

料消耗量 （汽油和柴油） 是根据国家标准 ＪＴ ７１１ － ２００８ “营运客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计算得到的。 通勤消耗的汽油和柴油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可以通过 ＩＰＣＣ 指南 （２００６ 年） 里的转换系数计算得到。

因变量

本章的目的是研究城市密度对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整个城市系统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因此， 我们使用以下因变量： 通勤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 （ＣＰＣＣＥｓ）、 交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ＴＰＣＣＥｓ）、 城市

系统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ＵＰＣＣＥｓ）。

解释变量

城市密度

借鉴本研究领域的文献， 我们使用每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数表示城市密

度 （记为 ｄｅｎｓｉｔｙ）。 由于人口密度高可以缩短平均通勤距离， 城市密度对

ＣＰＣＣＥｓ 的影响预计是负面的。 然而， 正如一些研究人员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认为的， 城市密度

对交通运输部门和整个城市系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是复杂的。
因此， 城市密度对 ＵＰＣＣＥｓ 和 ＴＰＣＣＥｓ 的影响是不明确的。

收入水平

我们使用城市人均市内生产总值 （ＧＣＰ） 代表城市收入水平 ［记为 ｌｎ
（ 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 预计

收入水平将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
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 （ＧＣＰ 的单位能耗， 记为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始终是环境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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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标准替代指标 （如 Ａｕｆｆｈａ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ｓｏｎ，
２００８；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预计能源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

产业结构变量

产业结构变量由第二、 第三产业的收入份额衡量， 分别记作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和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产业组成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 首先， 不

同的行业在直接能源来源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 第二

产业通常比农业和第三产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次， 第二产业是

资本密集型产业， 因此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

反地，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此客运运输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因此， 为了全面掌握城市的产业组合随时间推移可能产生的变化， 第

二、 第三产业的产出份额被纳入研究范围。
贸易开放度

我们使用一个城市的对外贸易额占 ＧＣＰ 的比例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替代

指标 （记为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对外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在文献中被广泛

讨论 （Ｈａｌｉ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０９； 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ｎ， ２０１０；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企业可以

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清洁生产技术 （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然而能源密

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能会增加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因此， 对外贸易对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的总体影响仍不明确。
外国直接投资

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东道国之一， 我们将外国

直接投资 （记为 ＦＤＩＹ） 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这一变量用一个城市实际利

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市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 外国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

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与 “污染避难所” 理论相关。 “污染避难所” 理论是

说， 来自环境法规严格的发达国家的高排放企业倾向于转移到环境法规薄

弱的发展中国家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但是， 这种效应的经验证据仍然不

明确。
本章中， 城市密度是按实际居住人口计算的， 而不是通过户口 （户籍

制度） 计算的。 实际居住人口和外贸数据成交量是从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ｄ） 中得到的， 而管辖权、 名义 ＧＣＰ 和外国直接投资

数据是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ａ） 中直接获得的。 以 ２００７
年为基准年， 名义 ＧＣＰ 是通过省级特定地区生产总值 （ＧＲＰ） 平减指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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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通胀因素得来的。 具体的地区生产总值 （ＧＲＰ） 平减指数是从 《中国统

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ｃ） 得到的。 表 １ 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并揭示了不同城市之间巨大的异质性。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ＵＰＣＣＥｓ（吨 ／ 人） ２ ６４０ ４ １５６ ０ ０６７ ４８ １３７

ＴＰＣＣＥｓ（吨 ／ 人） ０ ３９７ ０ ３９９ ０ ０３３ ３ ４７４

ＣＰＣＣＥｓ（吨 ／ 人）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１ １ ２２８

城市密度（人 ／ 每平方公里） ４１３ ３ ３１１ ８００ ４ ７００ ２５６５ １００

收入（万元 ／ 人） １ ８６９ ２ ３１４ ０ １６３ ３２ ０６６

能源强度（吨 ／ 千元） ０ ３０６ ０ ２５７ ０ ０５９ ２ ８７１

第二产业份额 ０ ４８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９０ ０ ９１０

第三产业份额 ０ ３５８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６ ０ ８５３

贸易开放度 ０ ２７８ ０ ７７９ ０ ０００ ２６ ９７０

ＦＤＩＹ（ＦＤＩ ／ ＧＣ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２０

　 　 数据来源： 笔者计算。

中国城市密度程式化事实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相较于其他国家， 中国耕

地短缺。 例如， ２０１１ 年， 中国人均耕地约为 １０２３ 平方米， 约占全球平均水

平 （２５００ 平方米） 的 ４０ ９％ 。 中国政府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实施严格的土

地调控政策， 导致城市密度持续增加。
图 １ 展现了平均城市密度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１ 年的变化。 在中国三大地

区， 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中西部地区高出很多。 根据 《中国统

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ｃ） 的分类标准， 通过人口数量我们可以把城市分

为五种类型： 小城市 （小于 ５０ 万人）、 中小城市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人）、 中等

城市 （１００ 万 ～ ２００ 万人）、 大城市 （２００ 万 ～ ４００ 万人） 和特大城市 （４００
万人以上）。 我们发现， 城市密度与城市规模高度相关 （见图 ２）。 特大城市

平均人口密度是小城市的 ６ １１ 倍。 在中国， 由于行政权力的分布不均，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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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好的公共服务———如教育、 医疗和公共设施———集中分布于大城市。 这

导致了大城市的人口进一步集中， 因此接下来的数十年， 城市密度增加的趋

势更为明显。

图 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城市密度演化

图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

实证分析

探讨城市密度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建立公式 （２） 如下：

ＰＣＣＥｓｉ，ｔ ＝ φ０ ＋ φ１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Ｚｉ，ｔβ ＋ η ｉ ＋ Ｔｔ ＋ εｉ，ｔ （２）

在公式 （２） 中，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表示一个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的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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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Ｚ ｉ，ｔ记为控制变量的向量， 包括收入水平、 能耗强度、 资本密度、 产业

结构、 贸易开放度和 ＦＤＩ。 φ０ 是常数， φ１ 是标量， β 是参数向量。 变量 ηｉ

捕捉城市固定效应， 用来表示不可观测的、 时间不变的城市特色。 Ｔｔ 是年

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不可观测的、 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冲击， 对所有城市都是

一样的。 εｉ，ｔ是误差项。

我们对于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城市系统的每个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ＰＣＣＥ） 进行了不同的估计 （见表 ２ ～表 ４）。 每张表的列 （１） 给出了普通

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 然而， 由于没有控制可能出现的时间不变的城市

特性和时变的年度固定效应， ＯＬＳ 估计可能会有偏差。 因此， 我们在列

（２） 列出了城市固定效应， 列 （３） 是城市固定效应与年固定效应。 引入豪

斯曼检验来检查应该采用哪种回归方法。 通过广义矩方法 （ＧＭＭ） 来解决

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列 （４） 是一个进一步的稳健性检查。

城市密度和通勤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ＰＣＣＥｓ）
对于市内通勤的回归结果列在表 ２。 由列 （１） 可知城市密度的系数显

著为负。 这一发现表明， 市内通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人口较稠密的城

市低。 这个结果可能由于缺乏对城市特征的控制而出现偏误。 如表 ２ 的列

（２） 和列 （３） 所示， 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后， 结果彻底反转。 列 （２）

的估计结果整体上与列 （３） 一致。 城市密度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城市密度越高， 通勤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 考虑到市内

通勤模式的差异， 这一结果与以往根据发达国家的家用车辆的数据得到的研

究结果不同。 原因之一是， 中国规模较大和人口较密集的城市的居民更依赖

于公共交通， 而规模较小和人口分散的城市的居民更多地依靠自行车和摩托

车。 通勤产生的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与理论上的结果一致， 即增加人口密度

可能会产生更高的市内通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

ＧＭＭ 估计方法下， 列 （４） 中城市密度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尽管仍然

是正的。

ｌｎ （ ｉｎｃｏｍｅ） 的系数在所有估计中都是正的， 在表 ２ 的第 ２ 列里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通勤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收入水平之间具有正

相关关系。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系数为正且在固定效应估计中显著。 然而， 其他控制

变量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ｅｃ＿ Ｓｈａｒｅ， Ｔ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ＦＤＩＹ） 的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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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密度和交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ＴＰＣＣＥｓ）
对于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结果列于表 ３。 城市密度系数在四个回归中的交

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为负， 表明在整个运输网络中， 较

高的城市密度与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强的相关性。 换句话说， 就运

输部门而言， 人口密集的城市比人口分散的城市更环保。 这个结果与对通

勤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 考虑到交

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同城和城际客运和货运， 对于这一

结果也就没有那么惊讶了。 对 ＣＰＣＣＥｓ 和 ＴＰＣＣＥｓ 相反的评价结果突出了

计算交通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复杂性。 虽然一些理论研究试图将

城际货物运输纳入他们的分析框架， 但是交通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与城市密度的关系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释。 此外， 实证证据表明， 中国

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一体化 （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５； Ｌｕ
ａｎｄ Ｔａｏ， ２００９）。 因此， 中国大多数城市往往比发达国家城市的自给自足

能力更强。 中国区域市场的分割减少了城市间的交通运输， 特别是较大的

城市之间。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更稠密的城市在运输方面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更少。
与 ＣＰＣＣＥｓ 的结果对比， 在对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中， 许多控制变量变得

显著。 ｌｎ （ ｉｎｃｏｍｅ） 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二氧化碳排放

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能源强度系数在四个回归中在 １％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说明能源强度对交通运输部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着

强烈而积极的影响。 Ｓｅｃ＿ Ｓｈａｒｅ、 Ｔｅｒ＿ Ｓｈａｒｅ 和 ＦＤＩＹ 的回归系数在城市固定

效应的估计中是显著的， 而开放程度的系数在表 ３ 中的全部回归中都不

显著。

表 ２　 ＣＰＣＣＥｓ 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０ ００９００∗∗∗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７５８

（０ ０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０９０８）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０８２４∗∗∗ ０ ０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０７２８） （０ ０００７６７） （０ ０００９１９） （０ ００１１０）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０７２２∗∗∗ ０ ００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０７２７∗

（０ ０００３４１） （０ ０００３５５） （０ ０００３５６） （０ ００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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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７０９∗∗∗ － ０ ００６８１ － ０ 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６２４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１８３）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６８９ － ０ ００７７９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３２０）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０ ００８５６∗∗∗ ０ ００６４８∗∗ ０ ００７０２∗ ０ ００４２０

（０ ００２７６） （０ ００３１６） （０ ００３５８） （０ ００４４６）

ＦＤＩＹ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０７９６ － ０ ００８１４ －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２７５）

ＣＰＣＣＥｓｔ － １ ０ ５８６∗∗∗

（０ ２１５）

常数项 － ０ ０８７０∗∗∗ －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１０７ － ０ ００４２６

（０ ００９５５）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８７）

样本数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１４４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５５８ ０ ２９１３ ０ ２９６１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３５０（０ ００）∗∗∗ ３５３（０ ００）∗∗∗

Ａｒ（１） ０ ０１７

Ａｒ（２） ０ ０７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２３ １８（０ １０９）

　 　 注：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表 ３　 ＴＰＣＣＥｓ 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０ １４４∗∗∗ 　 － ０ ５３４∗∗∗ － ０ ４９４∗∗∗ － ０ １７６∗∗∗

（０ ０３１１）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４） （０ ０５５３）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４２０∗∗∗ ０ ０８９７∗∗∗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０９２０）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１２５）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３７８∗∗∗ ０ ０６０３∗∗∗ ０ ０６１７∗∗∗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６１５）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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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１ ０６５∗∗∗ １ ０５４∗∗∗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１６） （０ ２１４） （０ ２２７） （０ ２２３）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１ ３７７∗∗∗ ０ ５３５∗ － ０ ２５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５３） （０ ３０３） （０ ３１２） （０ ２８７）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７５６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７３６） （０ ０６９５）

ＦＤＩＹ １ ７６１∗∗∗ ０ ９５２∗∗ ０ ８８６∗∗ ０ ３２４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９） （０ ３９８） （０ ５０５）

ＣＰＣＣＥｓｔ － １ ０ ９８４∗∗∗

（０ ０７９９）

常数项 － ０ ７７４∗∗∗ 　 － ０ ４７４∗∗ ０ ３１３ － ０ １７１

（０ ０７５１） （０ ２０２） （０ ２２９） （０ １９５）

样本数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１４４

调整后 Ｒ２ ０ ３７８４ ０ ２５８９ ０ ３０５０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５３ ７１（０ ００） ４１ ４９（０ 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２６ ２８２（０ ０６９５）

Ａｒ（１） Ｐ ＝ ０ ０００

Ａｒ（２） Ｐ ＝ ０ ６１１５

　 　 注：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城市密度和城市系统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ＵＰＣＣＥｓ）
对 ＵＰＣＣＥｓ 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４。 与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结果类似， 城市密

度系数在所有回归中为负且显著。 然而该系数比对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系数大。
这可能意味着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不限于交通运输部门， 也可

以通过其他渠道， 如住宅采暖和空调、 公共设施共享等。 对比前述观察结

果， 本研究表明， 人口更稠密的城市在市内通勤方面可能不如分散的城市更

“绿色”， 但他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和整个城市系统更环保。 这些研究结果不

支持一些最近的理论研究里提出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城市密度之间的关

系的争论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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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的那样， 收入水平和能源强度仍然是 ＵＰＣＣＥｓ 的关键因素。 考

虑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会持续提高， 减少能源强度将是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主要途径之一。
与 ＣＰＣＣＥｓ 和 ＴＰＣＣＥｓ 回归结果相比， ＵＰＣＣＥｓ 回归结果中 Ｓｅｃ＿ Ｓｈａｒｅ 的

系数都为正且显著， 表明在城市中第二产业的增长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同样地， ＦＤＩＹ 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为正， 且在列 （２） ～ 列

（３） 中显著。 考虑到 ＦＤＩ 的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的制造产业， 外商直接投

资量的增加会使城市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然而， Ｔｅｒ＿ Ｓｈａｒｅ 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

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显著的， 表明第三产业和贸易开放度对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影响不太显著。

表 ４　 ＵＰＣＣＥｓ 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１ ５３８∗∗∗ － ２ ２４９∗∗∗ － ２ １４４∗∗∗ － １ ５６２∗∗∗

（０ ２３０） （０ ７５３） （０ ８１３） （０ ３５０）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６５０∗∗∗ ０ ６１３∗∗∗ ０ ５４２∗∗∗ ０ ４６３∗∗∗

（０ ０６３７） （０ ０９５５） （０ １３４） （０ ０７９０）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８５５∗∗∗ ０ ５２９∗∗∗ ０ ５２８∗∗∗ ０ ６７８∗∗∗

（０ ０８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６） （０ １４２）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７ ６５３∗∗∗ ３ ２４５∗∗∗ ２ ２４６∗∗ ３ ４１８∗

（０ ８２９） （１ ２３４） （１ １１０） （１ ９９６）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 ０ ５２７ １ ６５９ １ ２８３ １ ７１６

（１ ３０４） （１ ８６３） （１ ４７５） （２ ２９８）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 ４３５∗∗ － ０ １９５ － ０ ３２０ ０ ００８３５

（０ ２２１） （０ ２９１） （０ ３１３） （０ １９６）

ＦＤＩＹ ２ １０６ ３ ８０３∗∗ ３ ５９６∗∗ １ ９７０

（１ ８９８） （１ ７６６） （１ ７８３） （１ ６４９）

ＣＰＣＣＥｓｔ － １ ０ ３６９∗∗∗

（０ １０５）

常数项 － ４ ３６３∗∗∗ 　 － １ ４４７ － ０ ７１５ － ２ ９４９∗

（０ ６１６） （１ ２８５） （１ １７４） （１ ７０３）

样本数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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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６２３ ０ ６０６２ ０ ５７９６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５９ ７２（０ ０００） ６４ ９６（０ 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 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１） Ｐ ＝ ０ ２８９９

Ａｒ（２） Ｐ ＝ ０ ４６５７

　 　 注：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结　 论

本章采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８６ 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 研究了城市密度

对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城市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城市密度与交通运输部门和城市总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显著负相关， 但与市内公共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 这一结

果不支持最近的一些理论研究中紧凑型城市比分散型城市更不环保的论证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本章的研究结果还突出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通勤模式的一些显著差异。
特别是， 中国城市更多地依赖于公共通勤模式， 而发达国家的城市更多地

依赖私人汽车。
由于严格的土地规制， 中国越来越多的公寓楼拔地而起， 以适应农村人

口涌入城市的快速城市化政策。 由于这一趋势， 中国城市比大多数发达国家

的城市更加紧凑。 然而， 近几十年来， 城市密度的增加主要原因是节约土地

政策而不是环境问题。 但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紧凑型城市规划从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角度是积极的。
然而， 更广泛的环境政策应基于对城市系统产生的各种污染物 （例如

二氧化硫、 颗粒物和二氧化氮） 的综合评估。 为此， 迄今为止发表的研究

应被视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城市系统理论的初探 （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６５４



2012）。本章的研究结果对此做出了贡献，并有利于鼓励学者、城市规划

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城市密度增加的一系列后果。要知道，今天选择

的城市化模式未来将对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应该尽可能仔细、谨慎

地考虑。

当然，本章的研究结果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的数据来源

不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区分城内和城际交通。此外，城市公共通勤数

据排除了私人车辆使用部分的数据。鉴于中国私人车辆使用率的快速增长，

通勤方式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考虑上述变化，研究结果可能会

有所变化。虽然城市层面的数据是不完美的，但它们是目前可用的最好的数

据。其次，由于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因此研究

也受到了限制。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揭示更多的影响机制和它们的作用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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