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
一个概念性框架和新的实证证据

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

１９７８年，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富余的经济体开始了市场改革和持续强

劲增长的时代。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这个现代的工业经

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个特点也造

就了中国在改革后期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相对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储蓄和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贸易与经常账

户盈余出现增长的趋势，以及收入分配方面日益严重的不公平。

现在，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劳动力过剩和合理的、稳定不变的

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往的实际工资较少变化

是以人口不断大规模地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支撑的。这

种改变对于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来说都影响深远。本章将探索这些实际影

响，并重新考虑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急迫性。

四年前，本系列丛书是以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６）为题目。那本书开

启了一个热烈的讨论，即中国正处于或接近一个由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向劳动

力短缺经济体转变的过渡点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６；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６：第 １，２，９章）。对于这个讨论有

重要贡献的学者们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这次研讨会

上的一些论文经过遴选和编辑之后作为一个专题发表在了 ２０１０年的 《经济

学季刊》（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上。蔡窻等人在那次研讨会上建议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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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精确的时间点———２００４年———作为这个转折点。

２００６年的那本书的第二章是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黄益平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中国

经济进行了宏观分析，总结了不断出现的证明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短

缺的证据，同时证明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存在加速的趋势。这都符合阿瑟·刘

易斯的有关劳动力过剩的理论，正是他的理论首先提出了与劳动力有关的经

济发展中的转折点理论。Ｇａｒｎａｕｔ的那篇文章通过展示一些人口统计学和劳

动力市场方面的图表，证明中国经济到 ２０２０年将会产生结构转变，而原因

就是快速增长的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供应的矛盾。

蔡窻和王德文在２００６年那本书的第九章指出，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

贸组织 （ＷＴＯ），那时候还远没有像一些人害怕的那样出现失业问题，相

反，入世使得中国以国际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加速。不断增加的对于城市劳动

力的需求以及中国新兴的人口转变都导致了农民工短缺，这在某种程度上表

明农村劳动力供给正在从无限过剩向有限过剩转变 （Ｃａｉ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

１４３）。

而当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影响到中国的时候，早先认

为劳动力短缺和实际工资上升会很快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观

点被淹没在相反的现实大背景中。在２００８年末和２００９年初，对中国出口品

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度、急剧的下滑，相伴出现的还有中国沿海城市对劳动力

需求的减少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尤其是第九章）。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衰退非常严重，但这种衰退也是很短暂的。非熟练工

人的短缺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快又成为现实，这部分是由于 ２００８年末中国

开始实施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复苏。

所以，现在是时间来再次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问题了。

本章将会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研究中国的转折点的影响，并检验目

前的实证证据和未来可能的趋势。这方面的一些概念性的材料将另外构成一

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即将发表于 《经济学季刊》上。本章的实证方面的

内容则是通过吸收和列举 《经济学季刊》上相关专题中的其他文章的观点

来对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黄益平 （２００６）以及蔡窻和王德文 （２００６）的观点进行更

新、升级。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

“转折点”这一概念来自于一个很流行的关于某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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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的模型，该模型首先由威廉·阿瑟·刘易斯 （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提出。这个模型后来被不断完善，并被 Ｆｅｉ和 Ｒａｎｉｓ（１９６４ａ，１９６４ｂ，

１９６６；Ｒａｎｉｓ和 Ｆｅｉ，１９６１，１９６３）用来研究东亚的情况。同时该模型还被

Ｍｉｎａｍｉ（１９７３，１９８６）使用在他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著名著作中。

这个模型中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是二元的，包含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

和活力的 “现代的”、“城市的”、“工业化的”、“资本化的”部分和一个相

对来说非生产性和停滞未发展的 “传统的”、“乡村的”部分。在典型的劳

动力过剩经济模型中，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远远低于农村地区的贫

穷居民所享受的生活标准 （在这个模型的某些版本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

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是负数。）

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在这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上，这是因为他们

得到了制度的扶助，这类制度包含一些收入和劳动雇佣的共享因素。对于这

些人来说，从农村移居去城市是存在风险和成本的。除了农村典型的生活标

准之外，通过评估这些风险和成本，就可以确定劳动力的 “保留价格”，或

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决定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工资水平。而城市中的劳动力

的边际产出是绝对的正数。

当一个工人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整个经济的产出就提高了：城市的产出

提高较多，而农村产出几乎没有减少或减少得较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

是平均生产力和总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从数学方面来看，农村地区的平均

产出增长也是由人口迁移造成的 （因为产出不变而人口减少）。但是在现代

经济扩张的早期阶段，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仍会很低甚至为零，而且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农村劳动力的

保留价格也会依然很低，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因为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增加而有所提高。

来自农村的具有 “无限弹性”的劳动力的供给的存在对于城市经济和

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经济的快速扩张和增长可以不引起实际工资的增长。随着时间推

移，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从投资回报率提高、现代产业收入利润率增长中就可以

反映出来。经济中现代产业份额的增长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利润率的提高。

相比于工资来说，储蓄是利润中占比例更大的一个部分，因此收入利润

率的提高常常伴随着整个经济中储蓄率的提高。而更多的储蓄反过来又会支

撑更多的投资，因为一般情况下各国都偏爱投资。接下来，高投资回报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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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促进和鼓舞本国投资的发展。

消费占比的下降则是储蓄占比增加的另一个后果。同样从数学角度来

看，如果储蓄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投资方面的需要，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会降

到较低的水平，而这也与近些年中国的现实情况高度相关。在一个劳动力过

剩的经济中，这并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日益利用不足，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增长

率的无谓降低，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

城市现代部门的进程有所延缓。

另外，如果现代部门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而且不断增长的话，投资在经济

中的比例将会比储蓄所占的比例增长得更快，这就会使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

有出现赤字的趋势。而如果公共部门所占用的资源增加得很快，甚至比吸收

多余的私人部门储蓄所必需的资源增长速度还要快的话，那么同样的结果也

会出现。只有在该国允许资本自由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这样的对外经常

账户赤字才是可持续的。如果赤字是可持续的，那么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率也

会提高，而这一增长率正是农村的剩余非充分就业劳动力被现代的、更具效

率的产业吸收的增长率。

随着投资回报和利润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储蓄在收入中占比的增长，

我们可以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在经济中的比率也会增长。而投资的

增长和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可能会导致产出增长率随

着时间不断加速上升。

在农村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出仍然远远低于通常的最低收入水平。现代

行业的扩张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得人们没有压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农

村地区的平均生活标准提高了，却没有对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中的低收入工

人的典型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当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产业出现之前，比较

优势起初在商品出口中并不重要。而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使

得国际贸易在比较优势的指导下转向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为主，随着现

代部门的扩张和这些现代化产业所占据的出口份额的增长，出口的增长越来

越有赖于比较优势了。随着资本在现代部门中快速积聚，以及劳动力快速学

习行业纪律和技术，在现代产业中生产多种可贸易品和服务就变得利润丰厚

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产品的生产中出现了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却没有减弱劳

动密集型可贸易产品生产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在可贸易品部

门中也没有要求缩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力。

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随着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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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日益严重。投资和产出增长得越快，收入

分配不公恶化的速度也就越快。但是经济增长得越快，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

移的速度也就越快，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更具有生产力的现代化部门吸收

的速度也越快，这个经济也就能越早达到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稀缺转变的

那个转折点。

转　折　点

如果现代化部门经济增长的速度比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快得

多，甚至快于农村中就业年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农村地区迟早将

不再会有剩余劳动力。当达到这一点的时候，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任何迁移

都会使得农村地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该地区的工资，从而使得农村和城

市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这一点就是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

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开始上升，而利润的比例

开始下降。而消费所占的比例应该会随着工资的增长而上升。消费在整个经

济中的比例上升，而储蓄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

城市中工资水平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现代化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投资利润率下降，而一般家庭开始偏向于投资使得储蓄

减少，都可能使总投资减少。

如果所有条件保持不变，一般认为随着投资的减少，经济增长率也会下

降。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转折点时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在两种情形

下，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下滑。第一种情况是，在转折点之前，储蓄就达不

到投资的需要，致使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出现盈余。这样，转折点之前的经

济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因此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就会不必要地被延后。在这种

情况下，经济消耗的再平衡由投资需求向消费转变，收入中工资所占的份额

也上升，但不会引起资本存量增长率的降低。

第二种在经济发展到转折点之后可以不引起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情况，则

是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的增加可以平衡降低的投资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我

们有理由相信在转折点之后生产力增长率会有所增加。工资的增长会促使人

们节约劳动力使用量，并且会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生产力增长率。

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会更高，在转折点之后的增长率则会与劳动力过

剩时期的增长率相似或稍低。

无论转折点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如何，储蓄率下降的趋势都可能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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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投资率下降的趋势，导致对外贸易盈余减少或赤字增加。

转折点之后，经济增长会有逆转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会恶化。

但最终，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低技能工人也可以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果实。

转折点之后，投资、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率越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

得就越快，农村和城市中的工人的收入水平增长得也就越快。转折点之后的

增长率越高，收入差距过大也就能越快得到遏制。

转折点之前的经济快速发展对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所起的最主要的作

用，在于它可以及时显示出劳动力何时变得稀缺以及劳动收入从何时开始增

长。而在转折点之后，经济快速增长在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所起的最主要

的作用，则在于它加速了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加速了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改善

的速度。

在转折点前后，劳动收入在收入比例中的份额变化是解释 “库兹涅茨

曲线”的一种方式。“库兹涅茨曲线”是描述这样一种趋势的曲线：现代的

经济增长一开始总是会加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而后来又可以减轻收入分

配不公的现象，至少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缓解这种现

象。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必然会达到转折点。只有当现代部门的增长率

足够快，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地区人口

的自然增长的时候，转折点才会出现。如果劳动力过剩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

相对于人口增长率来说增长得太慢，或者政策的扭曲导致增长与对劳动力的

低需求相伴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增长就可能伴随着实际工资的持续稳定和收

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恶化。

实际工资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快速增长。而

这是不是通货膨胀则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只要经济增长适度地、强劲地持

续下去，那么相对于国际可贸易产品的价格来说，实际工资的增长会提高国

内成本。也就是说，实际汇率会上升。而且无论名义汇率管理机制是怎样

的，实际汇率都会上升。实施使国内货币的国际交换价格上升———也就是名

义汇率升值———的货币政策可以在实际汇率上升的同时更有效地将通货膨胀

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转折点之后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的出

现，需要在名义汇率升值的时候执行坚挺的货币政策。

当然也会有经济政策错误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那就会不必

要地降低经济增长率，并降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

高的速度。如果政府在试图避免名义汇率升值 （或许是出于保护竞争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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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考虑）的同时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就可能寻求紧缩

政府购买来力图使通胀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又会使得对外贸易和国际

账户出现盈余。短期内，经济增长率会被拉低到可持续增长的水平之下。贸

易账户的盈余也会产生货币政策扩张的趋势，同时也会使通胀压力再次出

现。最后，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向着可持续的水平发展，实际汇率也会在通

货膨胀之后升值。

任何试图保护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最终希望阻止本国货币升值的行

动，最终都被证明只会有暂时的作用。而这种暂时的行为可能会潜在地产生

更大的成本：整个经济会经历不必要的通货膨胀，而且会无谓地损失一部分

经济产出、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增长机会。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通货膨

胀会破坏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稳定，并对经济增长和潜在的生活水平改善方面

造成更大的损失。

转折点之后，国际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会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更为资

本密集型或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上去。这些技术上更为复杂的产品

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教育和培训）投入，还需要通信设施以及金融和

管理上的安排。这些需求都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之前相比，这些领域更可能在转折点之后成为阻碍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瓶

颈。

典型的劳动力过剩模型在现实世界中的变动

像其他任何模型一样，刘易斯 （Ｌｅｗｉｓ）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体模型也具

有现实意义。这其中有一些对于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意义。本部

分将揭示当把这个模型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时候，中国的现实与模型中

的典型经济可能存在差异的几个地方。

中国的现实与该模型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在广阔的中国经

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地理上的自然分化。在中国，劳动力在各省

和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因为在各个农村地区和城市间存在着不同

的壁垒。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和各种各样的壁垒可以由中国不同地区存在

着不同的工资水平和不同的物质生活标准体现出来。这一特点的结果就是，

当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的时候，某个地区提供的劳动力数量与其他地

区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相比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多或少。农村的某个地区可能

会发现当地的富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现代经济部门所吸收，由该地区迁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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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增长，但是在其他地区却又可能还存在着过

剩的劳动力和 “传统”的低工资现象。在某些城市，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

可能会变得相对稀缺，而且实际工资会增长，但是在其他一些城市又可能以

低成本找到足够的劳动力。

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各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最主要

的结果就是随着实际工资大幅增长，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 “转折期”而非

“转折点”。某些城市的实际工资大幅上涨，迫使收入利润率开始下降，消

费开始增加，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技术开始出现结构性变革，但同

时，在某些其他地区的城市中低工资依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继续

繁荣和扩张。农村地区也与此类似，某些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

缺，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生产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与此同

时，某些地区的农村仍然存在富余劳动力。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中国现实的第二个差异在于，对于那些潜在的农村移

民来说，模型假定生活标准是稳定不变的，一直到有足够的移民可以将农村

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提高到这个标准之上为止。而事实上，在农村居民向城市

转移的早期，更高的平均的物质生活标准和消费水平都可能通过农村这些潜

在移民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反映出来。结果，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农村劳

动力的保留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会上

升。经济进入转折期的标志是工资增长加速，而非实际工资从基本稳定变为

大幅增长。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现实的第三个背离在于，在现实中，由于教育、培

训和在现代经济中经历的不同，劳动力在技能方面会存在着高度的差异。

模型强调的是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但是这类劳动力随着教育、培训和各

种经历的增加会不断减少。这个因素的变化会影响转折期的到达时间和持

续时间，因为正是在转折期内，这类非熟练劳动力变得稀缺而他们的工资

也开始上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均教育水平上的投资不断增加，现

代经济中的人们在实际中的技能累积也在增长，这些都在减少低技能劳动

力的储备。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提前到来。再加上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所带来的人口逐步减少，所有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国与其他正走向和已经走出转折点的劳动力过剩经济

体相比，会在转折期内和转折期后经历一个更为急剧的实际工资增长的过

程。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现实的第四个背离在于实际经济中不仅仅只存在

４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传统的”和 “现代的”两个部门。因为还存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为经济

提供服务并修正各类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同时也会影响农村和城市地区的

生活标准和水平。政府部门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关键要素。在一个劳动力

过剩的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部门对于资源的掌控管理和其提供经济增长的

关键要素的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较小。随着现代部门的发展，政府对于资源的

潜在掌控不断扩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也会在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变得更为重要。

模型与现实的前两个差异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其会把转折点变

为转折期。

而模型和现实的第三个差异的主要影响在于，它可能使经济及时到达这

个转折期并缩短转折期的长度。

至于第四个差异，它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农村地区政府的改进可以提

高农村劳动力的保留价格，因此也就提高了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

平。而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可以缩小过剩劳动力的来源池，从而使经济加速到

达转折点。公共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扩大经济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各项需

求，同样可以使经济加速到达转折点。

政府的政策可能影响人口增长率，随着时间流逝，也会影响农村地区的

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从而也可能影响现代部门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度。在

转折点之前，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有效地提供各种要素也会影响经济

增长率。但是，在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大，因为这时候

的经济增长会对基础设施、教育、技能、财政服务以及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

的合理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２００６年中国进入转折期的证据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黄益平 （２００６）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的一系列

因素，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将在不久之后达到这个转折期。最近各个地

区关于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和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已经开始证明这一点。大约

一代人之前的出生率开始突然大幅下降导致的人口结构转变、现代部门经济

强劲增长、农村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状况改善，再加上一些农村和城市地区

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说明转折点即将到来。

我们观察到，在 １９７８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后的最初几年，农村地

区存在的严重的非充分就业和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所释放出的潜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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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为这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在经济改革开始

后的 ２０年里，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工业部门，而这些农民工的实际工资

基本上一直保持稳定。我们也注意到，那些说农民工短缺的报道是存在问

题的，因为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还有 ３亿农业工人，这个数字大大高于目前

的农业技术水平下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数。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说明

为什么当前的短缺只是反映了暂时性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已经渡过了经

济发展的转折点的结构性因素。不断增长的食物价格和政府各项改善农

村人口生活状况的措施都提高了农村工人的供给价格。而缺乏一个高效

的、可以反映真实情况的劳动力市场也使得中国出现了地区性的劳动力

短缺现象———即便中国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城市中的雇主

们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并渴望找到具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工人，因此某些

关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报告可能与直接来自于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无关。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来自于农村的工人都是城市所迫切需要的，１８～２５

岁的女性是最抢手的，但在总共 ７０００万工人中，这类人已经基本被发掘

殆尽了。

尽管如此，有许多人都声称劳动力已经短缺而且还有一些统计数据支

撑。农民工的货币工资在２００４年上涨了 ２０％ ～４０％。劳动者的附加福利在

范围上和数额上也都经历了快速的扩大和增长，因为雇主们都试图使自己提

供的合同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在成功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以美元价格计算，中国 ２００６年的

实际制造业工资是当年美国水平的 ５６％。韩国的这项数据在 １９７５年时是

当年美国数据的５２％，直到 ２９年之后达到了美国工资水平的 ４９７％。我

们不禁要问：要使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超过美国水平的一半，我们需要的

时间将长于还是短于韩国所耗费的时间？

在过去 ２０多年的改革时期内，中国的名义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起

伏波动，但是实际工资只有很小幅度的上涨。大约从世纪之交开始，实际工

资的增长开始大幅度加速，而且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在那些

次发达地区，实际工资的增长比广东和上海这种工业化城市的实际工资增

长得更快。直到 ２００３年，实际工资的增长一直慢于平均生产力的增幅，但

是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开始便领先于生产力的增速了。这一点可以从 ２００４

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５年从业人员收入在工业生产附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中看

出，在这一时间段，这一比例有了大幅增长，彻底扭转了多年以来不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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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趋势。

这些归纳概括都是基于一般性的工资数据，而且是混合了熟练工人和非

熟练工人的因素。一项关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历史数据的研究也指出，非熟练

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紧缩。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出生率的快速

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意味着现在总的劳动力数量将基本不会增加，因

此任何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出农村都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这一趋势将随

着时间而不断强化。非熟练劳动力群体的减少可能会尤其严重，因为不断增

长的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是投资于数量不断减少的儿童身上，这会增加具有

较高技术知识人口的数量，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大军中更多的新成员被排除在

“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的范围之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成功的劳动力

过剩的经济体都曾经过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而这对于该经济体的结构

和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中国

也不会例外，而且中国的这个时刻将很快到来。

蔡窻和王德文 （２００６）分析了农村迁移而来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

发展状况，认为这两者在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过剩劳动力的消耗方

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需求层面上，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加速了国内的贸

易自由化，这些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

增长模式更加偏向劳动密集型，当然这也是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相一致的。因此，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２０年里，尽管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了

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对于非熟练工人的需求还是经历了快速大幅的增长。

在供给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了非熟练劳动力急剧减少的时代。适龄工

作人口的数量将在２０１６年达到顶峰，然后会稳定地减少。劳动力中的那些

比较年轻的人员，也就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这些人，将会在这一时间

之前就开始减少，因为可以从事低技能工作的这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将会随着

教育扩张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快速减少。

蔡窻和王德文因此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个转折点。

２０１０年的证据

２００６年该丛书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已在前文中进行了介绍，

它也是说明中国进入转折期的部分证据。而 《经济学季刊》上的那篇专题

所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则显示出中国正在更加果断、深入地进入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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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使我们难以理解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新证据

了，但是这种影响是比较小的。危机的影响很快就被长期的劳动力市场的紧

缩趋势所掩盖。全球金融危机在２００８年末和２００９年初导致了以出口为导向

的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一时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

移出现了逆转，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回到农村。而当 ２００９年被裁减的农民工

重新回到城市工作的时候，有报告称就业出现了下滑。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萧条，中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来消除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Ｇａｒｎａｕｔ

与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到 ２００９年中期，这一系列扩张性政策的成功

表现在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开始重新出现，之后这一迁移的趋势甚至

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水平，从而也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和通过转折期的

进程。

而我们在中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现象也正是这两个

事件所引起的综合效果。

Ｄｕ和 Ｗａｎｇ采用复杂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最

终得出坚定的结论：在经过 ２０多年的停滞之后，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

在 ２１世纪初期开始大幅度增长，而且实际工资的增长态势在金融危机冲

击之后很快恢复过来。非熟练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势头在危机之前

是非常强的，仅 ２００８年一年就增长了 ２０％，这一势头在后来劳动力市场

紧缩时期一度短暂中断，但在 ２００９年又迅速恢复，当年的实际工资增长

率又恢复为正数。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间，农民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增长了

９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间就增长了 ８０％。非工资福利收入比工资收入增长

得更快。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将评估基于目前还有的３亿农村工人之上

是极具误导性的。这些农村工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有大笔的非农业收入。

对于许多人来说，非农业收入甚至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根据 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统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 ３０００万和 ５０００

万。经济增长中就业的弹性和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扩张都预示着，在接下

来的几年中就业量将每年增加约 ２４００万 （如果这种弹性或者经济增长不被

劳动力短缺或上涨的实际工资所制约的话）。

那么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会支撑就业以这样强劲的速度增长吗？人们普遍

预计，适龄工作人口数量会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年均增长 ７００万人下降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年均增长 ３１０万人，然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则会年均减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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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万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更是会年均减少５００万人。教育方面的人均投资的

快速增长意味着未来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缩减巨大。政府近些年来着重

于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和服务的政策，再加上农村人口非农业收入的增

长，城市在过去一些年又吸收了大量的年轻的农村工人，这些都进一步限制

了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Ｄｕ和 Ｗａｎｇ的分析使人们注意到了劳动者总体的实际工资增长有加速

的强劲趋势，而非熟练工人更是如此。

蔡窻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口数据显示出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可能

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定期的农业成本调研显示，农村剩

余的劳动力中潜在的可能会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人数要远低于其他被广泛引

用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人数。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就是劳

动力的供给价格，要远远高于此前我们普遍预计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上

涨。

居民调查数据和城市住户报告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说明在城市地区有超过

９５００万农民工，这一数量也大于此前普遍推测的数量。

进一步的，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和２００５年的样本统计数据显示，国民的

出生率低于我们平时进行测试所采用的出生率水平。

所有这些证据都给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预期，即保持实际工资快

速增长，其中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更快，是使失去控制的劳动力需求

重新与劳动力的可得性保持一致的唯一方法。

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那么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以及

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什么影响和启示呢？作者在此会聚焦于四个最重要的结

果，提及一个大家广泛预期和担心的结果，同时还会简要探讨一个在进入转

折期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理念受到影响的方式。

随着中国更深入地进入转折期，实际工资水平以及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

都将会继续大幅增长。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日益严

重的不公平的趋势将得到逆转。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而收入中工资所占的

比例提高可能会反映在经济中消费所占比例的提高。国民的储蓄率则会出现

下降。

投资率可能会上升，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而无论是否出现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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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中国的储蓄率将会比投资率降低得多。这将会使贸易和经常账户的盈余

降低，因此也就有助于缓解经常账户不均衡和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中国来

说，确保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组成的国内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张，从

而确保上述情形出现将是很明智的行为。

因此，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下降是经济走向转折期的第二个后果。

这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紧张感，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将中国

的经常账户盈余当做导致它们自己经济问题的首要原因。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的盈余的缩减将不会像这些国家想象的那样有助于解决其自身的经

济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大幅度减少将会使全球长

期内的利率面临上涨压力，同时也会迫使那些在管理对外债务和公共债

务方面存在问题的国家减少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国内花费，这其中就包

括美国。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而非

更加简单。

中国走向转折期所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

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核心将会迅速由相对较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更

大范围、更具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上去。这一点有助于缓解中

国在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时所存在的某些贸易问题 （其他发展中国家就竞争

问题所施加的压力和工业化国家就某些行业的调整所施加的巨大压力），

当然也会使得某些问题变得复杂 （工业化国家将会有更多的产业感觉到竞

争的压力）。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多样化可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停止

下滑，因为此前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大部分集中于较少种类产品出口的扩

张。

中国进入转折期所带来的第四个后果涉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关系到经

济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风险。不断增长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的

对非贸易品和服务的需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除非与此

同时中国实施坚实的货币政策并使人民币升值。尽管如此，中国当局可能会

试图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以避免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

整压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这类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

在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只能推迟而不能避

免结构调整，因为这种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到目前阶段的一种必然产物。经

常账户盈余最终会压倒政府的努力，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最终调整还是会

发生，而且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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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很可能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高通胀。这将会

不必要地降低经济增长率 （指降低到可持续增长率之下），从而使应该在转

折期前后发生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迟。通货膨胀和推迟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可

能会破坏国内政治的稳定性。而推迟削减对外账户盈余则必然会破坏中国与

国际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互动合作。

我想通过指出一个经济体进入转折期和在此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来

结束本文，很多人担心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只有在出现了错误的经济政

策的时候才可能变得重要。同时我还要指出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理念方面的重

要启示。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进入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其单位工人产出的增

长率会下降。当中国走向转折期，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导致全要素生产

率也上升。在本质上，这都会集中于那些生产相对来说更为复杂和资本更

密集的产品的产业中，因为这些产业对实际工资的增长不太敏感。而为了

减少对外经常账户盈余，中国需要增加国内需求，这又需要投资率在一定

时期内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增长的加速，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单位工人的产

出增长率有所提高，比 ２１世纪早期的水平更高。这一点将会给世界一个

惊喜，同样也会使中国感到惊喜，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则需要维持内外

的平衡。

在实际工资增长的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将取决于

经济的灵活性，也取决于在对外贸易、投资方面的开放性，以及吸收世界上

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有效性，还取决于过去的 ２０多年里快速扩张的教育体

系所培养的人力资源的质量，以及将在更复杂的经济环境中采用的管理体系

的质量。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总产出的增长率将会维持在改革开放以

来的几十年的平均水平上下，直到中国 “追上”工业化国家并接近工业化

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无论中国能否在达到世界经济水平之前保持如此高的总体经济增长速

度，既然现在中国进入到了转折期，大多数观察家们将会被中国如此迅速追

上世界经济所震惊。中国的实际汇率会快速上升，无论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

式、名义汇率升值的方式还是二者结合的方式。而中国的产出的价值，无论

是以本国货币衡量还是根据当今的汇率转换成为国际货币衡量，都将会代表

更高的 “购买力”。通过研究增长率这样的传统方式衡量国民产出的中外人

士会发现，中国追赶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并赶上美国的总

产出的速度将会远远高于他们的预期。

１３

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一个概念性框架和新的实证证据



致　　谢

本章概念上的核心内容来自于即将发表于 《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

文： 《经济转折点的宏观经济含义》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作者在此感谢该杂志主编同意将相关内容在此发表。

（王之堂　译）

参考文献

１Ｃａｉ，Ｆ（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ａｎｄＬｅｗ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Ｃａｉ，ＦａｎｄＷａｎｇ，Ｄ２００６，‘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ｌａｂｏｕｒ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ｄ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ＲＧａｒｎａｕｔａｎｄＬＳｏｎｇ（ｅｄｓ），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ｐｐ１４３－７１．

３Ｄｕ，ＹａｎｄＷａｎｇ，Ｍ（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ｉａ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Ｌｅｗｉｓｉａｎ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

４Ｆｅｉ，ＪＣＨ ａｎｄＲａｎｉｓ，Ｇ１９６４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ｕｒｐｌ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Ｉｒｗｉｎ，Ｈｏｍｅｗｏｏｄ，Ｉｌｌ．

５Ｆｅｉ，ＪＣＨ ａｎｄＲａｎｉｓ，Ｇ１９６４ｂ，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ｕｒｐｌ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４１，ｐｐ１４７－７４．

６Ｆｅｉ，Ｊ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ｉｓ，Ｇ１９６６，‘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ｄ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ＡｄｅｌｍａｎａｎｄＥ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ｅｄ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７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２００６，‘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ＲＧａｒｎａｕｔａｎｄＬＳｏｎｇ（ｅｄｓ），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ｐｐ１－１１．

８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

９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ａｎｄＨｕａｎｇ，Ｙ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ＲＧａｒｎａｕｔａｎｄＬＳｏｎｇ（ｅｄｓ），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ｐｐ１２－３４．

１０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ａｎｄＳｏｎｇ，Ｌ（ｅｄｓ），２００６，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１１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ｗｉｔｈ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Ｓｍｉｔｈ，Ｄ２００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ｒａｓｈｏｆ２００８，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３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１２Ｌｅｗｉｓ，ＷＡ１９５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ＸＸＩＩ（Ｍａｙ），ｐｐ１３９－９１．

１３Ｍｉｎａｍｉ，Ｒ１９７３，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ｐａｎ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ｉｎｏｋｕｎｉｙａ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Ｔｏｋｙｏ．

１４Ｍｉｎａｍｉ，Ｒ１９８６，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５Ｒａｎｉｓ，ＧａｎｄＦｅｉ，ＪＣＨ１９６１，‘Ａ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１，ｎｏ４，ｐｐ５３３－６５．

１６Ｒａｎｉｓ，ＧａｎｄＦｅｉ，ＪＣＨ１９６３，‘ＴｈｅＲａｎｉｓＦｅｉ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ｌ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３，ｎｏ３，ｐｐ４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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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一个概念性框架和新的实证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