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
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胡永泰

引　　言

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预测中国经济前景黯淡和失败方面有着悠久的

传统。例如，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专家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Ｌａｒｄｙ（１９９８）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强调中

国银行体系出现资不抵债和破产可能性，并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银行很可

能会出现挤兑并导致金融部门崩溃。进入 ２１世纪，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１）

又作出此类预测，他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这会导致大规模

的失业，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将会崩溃。

这两个可怕的预测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２００１年之后，中

国的 ＧＤＰ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加速增长。Ｌａｒｄｙ错了，虽然中国的银行实际上

已经破产了，但是拥有它们的政府却并没有破产，而且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救

助它们。政府强有力的财政能力使得储户去银行挤兑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

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ａｎｇ也错了，因为 ＷＴＯ成员国的身份使得中国对 ＦＤＩ更具有吸引

力，因为这确保了中国产品更顺利地进入美国市场，而不必等待美国国会每

年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ＭＦＮ）身份进行审查讨论 （ＭｃＫｉｂｂｉｎ和 Ｗｏｏ，

２００３）。

虽然这些中国经济失败论者们的预测迄今为止都是错误的，我们却不能

保证这些预测在未来也不会成真。这同样不意味着可以排除出现失败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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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因为这些预测者们可能仅仅是在他们判断这些失败具体会从哪个方

面发生上出现了错误。本章首先对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

作出评估，然后提出一些有助于中国克服这些障碍的建议。

中国走向繁荣的崎岖道路

考虑到过去 ３０年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那些预测中国经济失败和崩溃

的预言着实令人惊讶。事实上，现在热情洋溢地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的观

点远比轻视和悲观的观点更具普遍性。例如，高盛的 Ｊｉｍ ＯＮｅｉｌｌ等人

（２００５）预测说，中国的 ＧＤＰ将在 ２０４０年超过美国，尽管他们认为中国的

ＧＤＰ增长率将会逐步由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的年均 １０％下降到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年的

年均３８％的水平。①

２００６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有关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新出现的对中国经济的乐观主义和传统上的悲观主义。六中全会通过

了一项正式决议，承诺中国共产党到 ２０２０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种提

法显示出的最显著的一个含义是：现在中国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趋

势可能无法引领中国进入一个和谐社会，或者至少无法足够快地达到和谐社

会。

在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

到的不和谐因素中，包括全国各省之间和各省市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的

不平衡、日益严重的人口和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不完善以及

严重的腐败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在法治前提下构建的民主社

会、一个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一个诚信和充满爱心的社会、一个稳

定而又充满活力和秩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过去 ３０年中国的经济可以被比作一辆不断加速的汽车。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层在 ２００６年看出这辆车未来可能出车祸，因为多处存在隐患可能造成

故障并导致经济崩溃。具体来说，主要可能产生三种故障：硬件故障、软件

故障和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

“硬件故障”是指一种经济机制的垮台，我们可以将之比拟成汽车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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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解释的争论，以及当由一个中央计划制的经济体转

变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联地区那样经历经济衰退这一类讨论，

详见 Ｓａｃｈｓ和 Ｗｏｏ（２０００）与 Ｗｏｏ（２００１）。



散架。可能的硬件故障包括一次会导致信用崩溃的银行业危机、一次可能导

致需要削减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的预算赤字 （而且很可能导致高通

货膨胀和收支平衡出现问题），这种故障还包括政府干预导致非效率情况逐

渐累积，最终致使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等现象。

“软件故障”则是指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这常常会导致广泛的社

会动乱并扰乱整个社会生产，也会打击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和车内

的人打架导致汽车出现车祸有些相似。软件故障可能会源于目前的高增长战

略正在不断产生很多不平等和腐败现象，而这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同

样的，软件故障还可能源于政府没能有效应对不断上升的社会期望，从而导

致社会和经济混乱。

“能源供给故障” （或者我们称为 “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指由于

遇到了内在因素的限制或者外在施加的限制，致使经济无法继续前进，这种

情况类似于汽车燃料不足 （内在限制），或者遇到了外人设置的路障 （外在

施加的限制）。这类故障的例子包括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导致的中国出口的

下滑。

在可能导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下去的每种故障之中，都存在

很多事件，这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我们将把讨论限于在 ２０１０年 ６月的

时候看起来较有可能发生的那些问题上。

潜在的硬件故障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会面对两个主要的潜在的硬件故障：财政政

策弱化和生产增长率放缓。为了研究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的来源，我们首

先需要回顾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并回忆一下这次危机是通过何种方式

影响中国的，然后，我们还要回顾一下中国是通过何种类型的经济机制使得

２００９年的 ＧＤＰ增长率达到令人震惊的８７％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于世界范围内爆发，投资银行雷曼兄

弟在那一天宣布破产。这个事件对流动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大批资金撤出，

致使全球金融市场崩溃。这一扩大化的金融事件反过来又影响到总收入水

平。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美国和英国的 ＧＤＰ增长率 （同比）都变为负数，其

中美国为 －１９％，而英国的数据为 －２１％。

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发达国家的 ＧＤＰ骤然下滑进而转化成为一次巨大

的、突然的外来冲击，这种冲击包含两个部分：负向的出口冲击和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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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冲击。① 这次冲击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发生在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开始

放缓的时候，当然，中国经济的放缓是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立即

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在十七大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使 ＧＤＰ

增长率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上升到了２００６年的１１６％和２００７年的１３％。而

接下来，在紧缩货币政策影响下，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的 ＧＤＰ增长率下降到了

１０４％，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为 ９６％，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更进一步下滑到了

６１％，当然这其中出口和外国投资大幅下降所带来的挤出效应也起到了一

定作用。

为了抵消外部紧缩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的回应是推出极度宽松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初，中国政府宣布推出一个 ４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

刺激计划，这个计划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实施，投资额约占这两年 ＧＤＰ总额的

７％。而货币上的宽松则更为明显，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广义货币 （Ｍ２）数量增

长了２８％。

虽然２００９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为令人放心的 －０７％，但是

“从全国来看，土地价格……在２００９年几乎上涨了一倍”（“中国要求银行

收紧对地方政府的贷款”，《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５日）。２００９年房地

产交易总额较２００８年上升了８０％ （“市场不相信人们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

恐惧”，《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３月 ４日）。② 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土地

价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在几个主要的沿海城市。③ ２０１０年 ４月

中旬，中国政府出台了收紧第二、三套房房贷的政策，希望以此来稳定地产

价格。

快速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对非经济手段 （例如限制购买）的运用

都是一些深层经济问题的症状，而如果中国经济想要在长期内持续增长的

话，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讲，房地产业的繁荣是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开

始实施的 ４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整体投资繁荣的一部分。

在这 ４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只计划出资其中的 １／３，这样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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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同比数据来看，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突然变为负数 （－２２％），而且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继续保持负数。ＦＤＩ增长率同样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突然下降为负数 （－３６％），

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 ＦＤＩ增长率还为３５％。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ＦＤＩ增长率继续为负。ＦＤＩ增长率

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该篇报道同样指出在上海有人以每栋４５００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联排别墅。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土地价格上涨了 ２００％，广州则上涨了 ４００％，温州更是上涨了 ８７６％

（“中国：没有一个家”，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 《金融时报》）。



可能会使人们认为，这项经济刺激计划只是政府创造足够的激励措施促进

投资达到所提出的水平的一项工作议程，但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对此项经

济刺激计划恰当的解读应该是：中央只是允许额外的投资达到规定的水

平。

对政策的不同解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还是由国

家控制和所有的①，而这部分经济中的主体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还有其

他目标。由于国家控制的企业 （ＳＣＥｓ）在其投资失利的时候常常能够得到

国家的援助，所以国家控制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会患上 “投资饥渴症”，这会

导致利率无弹性现象出现。由政府委派的国家控制企业的负责人总是热衷于

扩大企业的经营领域和范围，因为这会给他 （或者她）个人带来三个主要

的好处：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可以掌控更大的局面，那么也就有更大的获得提

升的可能；企业规模扩大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 “赞助能力”以建立自己的

政治基础；同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潜在来源。与此相类

似，地方政府的领导们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而热衷于使他们所管理的地区的经

济快速增长。

在中国的金融业中，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当国有银行扩大放贷规模

以适应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高涨的投资需求的时候，一种 “流动性探戈”

（是指流动性强烈波动的现象，如探戈一般）现象就产生了。而一个长时间

的 “流动性探戈”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和不良贷款

（ＮＰＬｓ）② 增加。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时任总理朱基严厉惩处出现不良贷款的

国有银行负责人，使得这种 “流动性探戈”几乎绝迹。其实事情的关键在

于，无论什么时候，当国有银行的经理觉得自己受到的是一种软预算约束的

时候，他们便会乐于扩大贷款规模，因为放贷规模的提高可以给他们带来前

文所提到的那三种好处。

目前，中央政府主要有两套制度来防止 “流动性探戈”失去控制。一

个是规定所有的大型项目都需要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准。再一个

是所有银行都分配了信贷配额。

所以，当温家宝总理批准４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提出中央只

承担其中的１／３的投资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发放许可证： （１）允许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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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控制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那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具有控股权的上市公司。

更详细的关于自１９７８年经济放权以来经常性的救助国有企业 （也被称为政府的软预算行

为）怎样导致经济更易出现通胀的讨论，可以参考 Ｗｏｏ（２００６）。



业和地方政府增加投资以抵消私人部门购买力下降带来的影响； （２）允许

国有银行扩大必要的放贷规模从而为被批准的项目提供资金。这其中也包含

了使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成功的机制：通过最大化释放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能力来刺激总需求。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被国家赋予了任务，如果将来

某些被指定的项目失败的时候，企业和银行的管理者们也就可能无法完全被

追究责任。

意料之中的，公众媒体偶尔会指出，某些行业的新投资导致生产过剩

（例如钢铁、水泥、铝等）、炫耀性投资 （例如宏大的城市中心区建设、高

速铁路投资以及某些政府机构大楼的建设）、某些项目资金的私有化 （例如

大规模采购政府用车）。① 人们对这项经济刺激计划的另一个担忧在于，国

有银行正把流动性洪水导入国有企业之中，却忽视了全球金融危机下私人部

门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迫于营运资本短缺的压力，两家知名的私人企

业———日照钢铁和蒙牛集团，都不得不同意被国有企业收购。

尽管中国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使中国摆脱了不利的外部冲

击带来的紧缩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计划也将在未来造成两个潜在的

“硬件故障”。

第一个 “硬件故障”是，这项经济刺激计划会使未来国家的财政位置

弱化。２００９年，许多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是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的 ８０００

多家本地的投资公司实施的。据估计，这些投资载体的贷款额占到了 ２００９

年 ＧＤＰ总量的 ５１％ （当前中央政府债务只占 ＧＤＰ的 ２０％）。② 最近的经济

刺激政策使国有企业的贷款再度增长，有可能会产生更大规模的不良贷款。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应该看到，不良贷款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

也是一个财政问题。美国和英国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救助它们的金融体系的行

为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考虑到中国的 “流动性探戈”现象的历史，我们很担心此次经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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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以参考 Ｆｏｒｓｙｔｈｅ（２００９）；“中国：没有一个家”，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 《金融时报》；“审计

发现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存在资金乱用现象”，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９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ａｕｄｉｔｉｎｄｓｍｉｓｕｓｅｆｕｎｄｓｔｉｅｄ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８２１〉；“中国

扩大审计者的权利以应对经济刺激计划中出现的腐败问题”，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１日 《中国日

报》（海外版），〈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９０００１／９０７７６／９０７８５／６８９８３５４ｈｔｍｌ〉。

５１％这一数据是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得出的：Ｓｈｉｈ（２０１０）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债务占到了

ＧＤＰ的２０％，而 《金融时报》（“中国对不断增长的土地贷款威胁提出警告”，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８日）报道说总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例为７１％。



计划中放出的大部分贷款最终都会成为不良贷款。① 而最终的金融危机也

可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像 ２００９年的美国和英国那样几近崩溃，除非中国

政府再一次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 （就像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那次一样）。如此

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国家将不得不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投

入。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引发的第二个潜在的 “硬件故障”

是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减缓。除非国有部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扩张 （有时

还是以损害私人部门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能够被私人部门的大规模增长

所取代，否则，从１９４９年至今的历史来看，我们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认为

温家宝总理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通过扩大产能来提振经济的做法不会拖缓未

来的生产力增长 （“共产党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控制”，《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３月２日）。③

潜在的软件故障

一个市场经济体若要顺利运行，需要一系列广泛的监管机构，包括简单

直接的宣扬法治的机构和复杂的法律裁定机构。中国的增量改革策略和旷日

持久的制度改革都意味着，中国的许多监管制度和机构是缺失或无效率的。

这导致很多领域在管理上的失败，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消费者和工人福利遭

受的损害。

中国在保证食物供给和医药产品的安全性方面一直都存在着监管上的问

题。为降低生产成本，在牙膏④、治疗咳嗽的药品⑤和动物饲料中⑥中添加有

５３２

第十三章　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２００３年政府第二次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以来，不良贷款比率一直维

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他们认为国有银行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它们的内部激励和风险评估

能力，高不良贷款比率也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就宣称国有银行改革取得成功

还为时尚早，因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是一个贷款快速增长的时期。

Ｔｏｎｇ和 Ｗｏｏ（２００６）分析研究认为国家持续地对国有银行注资削弱了财政的稳定。

关于国有企业是以私人领域的退步为代价来取得增长的这类讨论通常被冠以 “国进民退”

（即国有部门扩大而私人部门收缩）的称号。

“中国对被污染的牙膏展开调查”，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２２日 《纽约时报》；“中国禁止在牙膏中添

加有毒的工业溶剂”，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 《纽约时报》。

“从中国到巴拿马：有毒药品的轨迹”，２００７年５月６日 《纽约时报》。

“动物饲料中的掺入杂物在中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２０日 《纽约时报》；“宠

物食品领域再次出现化学添加剂”，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 《纽约时报》。



毒的化学制剂①，儿童玩具中大量使用含铅颜料②，而渔业中也存在着过量

使用抗生素的问题③。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是造成这些监管问题的主要原

因。大家熟知的一个事件是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

被判死刑，其承认受贿并帮助药品和食品生产企业拿到产品生产许可

证④。

在保护劳动者方面，中国也存在着明显的监管问题，尤其是在职业安全

和工资支付领域。最近发生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涉及强制劳动的事件是，陕西

省和河南省出现绑架儿童去黑砖窑工作的事件⑤⑥。《中国日报》官方报道称

“在中国中部地区可能有高达 １０００名儿童被卖作奴隶劳动力”⑦。而一名试
图进入黑砖窑寻找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当地警察不仅不愿意提供帮助甚至还

向他索取贿赂⑧；在事件的另一方，当地村主任的儿子是这座砖窑的所有

者⑨。

这些关于黑砖窑奴隶劳动力的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两个令人极度失望

的信息：一是这种可悲的状况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瑏瑠；二是 “随着中国人口拐

卖变得日益严重，强制劳动和性剥削现象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瑏瑡。公安部

高级官员尹建忠 （音译）承认，目前中国拐卖人口问题有恶化的趋势，他

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 “法律体系和劳动体系中存在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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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具被召回，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中国”，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９日 《纽约时报》；

“火车出轨了”，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 《纽约时报》；“费雪公司宣布召回 １５０万件中国制造的

玩具”，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 《金融时报》。

第一篇文章还报道了召回一款用煤油填充的假眼球，以及召回可能导致窒息危险的一款儿

童手链。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 ５种来自中国的海产品销售”，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２９日 《纽约时

报》；“一项棘手的、痛苦的贸易纠纷”，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 《纽约时报》。

“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因受贿被判死刑”，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３０日 《纽约时报》；

“对于这两名儿童来说，这种药品禁止的太晚了”，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 《纽约时报》。

“中国将调查胁迫劳动事件”，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６日 《中国日报》（海外版）。

“中国的奴役劳动丑闻导致公众要求有关官员辞职”，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８日 《纽约时报》报道

说 “工人们像被关进监狱一样被囚禁起来，有恶狗看管而且经常被打……那些被解救出来

的工人在电视屏幕上展示了他们化脓的伤口和瘦弱憔悴的身体”。

“中国黑砖窑中被胁迫的儿童劳动力可能多达１０００人”，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 《中国日报》海

外版。

“关于被胁迫劳动的报道震惊了中国”，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６日 《纽约时报》。

“５人因强制劳动案件被逮捕”，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 《纽约时报》。

这一观点来自于中国广受欢迎的一份报纸———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奴役劳动丑闻导致

公众要求有关官员辞职”，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 《纽约时报》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制卖淫、劳动”，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洞……具体来说，刑法在打击拐卖人口方面只保护妇女和儿童，忽略了成年

人和十几岁的男性。目前还没有相关法规可以惩罚这类强迫被拐卖人口劳动

和卖淫的行为”。这些法律漏洞也支持了我们的这一争论：当前政府监管失

败的主要原因就是 “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

但是，监管机构的玩忽职守并非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紧张的唯一原因。

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也造成社会高

度紧张，因为在过去的 １０年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

是失败的，甚至还极大地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Ｗｏｏ等，２００４；Ｄéｍｕｒｇｅｒ等，２００２）。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０４年发布的一份

关于亚洲 ２２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的研究报告显示，只有尼泊尔的

基尼系数 （４７３０）高于中国 （４７２５）。同时，２００４年，中国最富裕的

２０％人口的收入与最贫困的 ２０％人口的收入之比 （１１４）是亚洲最高的，

而且远高于第二高的尼泊尔 （９５）。中国可能是当今亚洲最不平等的一个

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显著地降低贫

困。但是现在，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许多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机会。他们

首先需要的是获得一些帮助 （例如通过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介入来提高他们

的人力资本）以使他们有能力去接受这些工作机会。

此外，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催生出大量挪用国有资产、霸占土地用作

工业发展以及贪污腐败的机会，因为中国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监管政府工作人

员的机制 （Ｗｏｏ，２００１）。这些情况必然使社会和谐难以持续。

如果中国具有更好的管理体系的话，发生公共事件的数量会很少。如果

政府的行为受到独立机制的严密监控或者政府对于自己的表现更有责任心的

话，那么政府在前期就会努力调节斡旋，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政府工作人员

也会减少权力的滥用。

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这辆车正面临两个最主要的 “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亦即增长动

力不足的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和环境危机。大家普遍认为二者之中贸易保

护主义更可能在中期导致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在得出结论之前下文将主要集

中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且作者对于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Ｗｏｏ等，

２００７；Ｗｏ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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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空气质量变得极差，也正在污染越来越多

的水源，可能也正在改变中国的气候。

水资源短缺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威胁。① 目

前，中国每年消耗可用的８０００亿 ～９０００亿立方米水中的 ６５％ ～７５％，而按

照当前的发展趋势，到２０３０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７８％ ～１００％②。当前的水

资源状况已经非常危急，因为水资源的分配很不平均，而过去 １５年的降雨

量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的 ６６０个城市中大约有 ４００个城市面

临水资源匮乏的局面，其中１１０个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③④。

随着中国北方旱季的延长、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抽取地下

水，这导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 ３～６米⑤。运用卫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北方北纬 ３６°地区正在 “以每年两毫米的速度下沉”⑥⑦。具体来看，

“上海、天津和太原是最严重的地区，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以来已经分别下

沉了两米以上 （６６英尺）”⑧。黄河的命运就反映出了中国北方水资源的总

体状况，“黄河自１９７２年开始每隔几年就干涸，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干涸的

持续时间不断加长，几乎整年都有数百公里的河道是干涸的”⑨。

但是，水资源短缺和不断加重的水资源污染并非是威胁中国北方经济唯

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人类造成的沙漠化日益严重。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

计，１９９９年时中国国土的 ２８％面临沙漠化，３７％面临着水土流失的危险。

这份报告指出，沙漠化面积的 ６５％都是由 “过度开垦、过度放牧、采伐森

林和落后的灌溉方式”造成的瑏瑠。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沙尘暴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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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大气污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世界银行确认的全球 ２０大空气最脏的城市中，有 １６个

是中国的城市。令人震惊的是空气中有毒的铅和汞含量要比预期的高，详见 “中国的经济

奇迹包含着汞的威胁”，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１８日 《金融时报》； “毒气在繁荣发展中的中国扩

散”，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 《华尔街日报》。

“高层官员警告称将出现水资源危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日 《南华早报》。

“中国可能会一直高温和干旱”，２００４年１月３日 《海峡时报》。

据报道，山西太原和天津的水资源短缺是最严重的 （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３）。

“中国北方城市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而出现下沉”，２００１年 ８月 １１日 《南华早报》；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３）。

“中国北方正在下沉……而南方在上升”，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８日 《海峡时报》。

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３），“天津市将近６０％的土地处于危险之中”。

“包括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都在缓慢下沉”，法新社，２００４年 ７月 ２３

日。

“中国可能会一直高温和干旱”，２００４年１月３日 《海峡时报》。

“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而人类是罪魁祸首”，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 《南华早报》。



现频率大增①，而沙尘暴 “对中国北方的航空运输造成了巨大影响，损害了

许多高科技制造业，同时造成人们的呼吸系统疾病。这种影响已经远达日

本、朝鲜半岛甚至美国西部地区”②。根据水利部副部长陈来的估算，“根据

目前中国控制水土流失的能力来看，中国需要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控制

水土流失并使生态系统恢复正常”③。

中国北方正在变得越来越干旱而且正经历着沙漠化，另外，大自然似乎

在补偿我们或者嘲笑我们：自 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南方几乎每年夏天都会被
大雨侵袭并带来严重的洪水，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④ 中国北方

的干旱和南方的洪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事件，二者可能都是由中国的污染所

引起的关联事件。我们在下文中将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更多的探讨。

很明显，没有水的话，经济增长也不能持续。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中国

政府２００２年开始实施毛泽东１９５２年就提出的建造三条运河来把水引至北方
的设想：一条是东部沿海的运河，将水由江苏引往山东和天津；一条是中部

的运河，将水由湖北调往北京和天津；一条西部的水路，将水由西藏引往西

北各省市⑤。东部的这条运河 （将在现有的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挖掘）已经

于２００２年开工挖建，而中部的运河也已于２００３年开工。根据计划，西部的
运河将于２０１０年中部运河第一期完工的时候开始挖建。

这一系列宏大的建设工程不仅将会遇到技术上的挑战，还会极具政治敏

感性，在环境方面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中部的运河需要从黄河地上河的大堤

下面打通穿过，而西部运河在引水时将穿越温暖地区和寒冷地区。三峡大坝

建造时移民数量达１１０万，而这个调水工程将会是一个更大的工程。使人们
非自愿地迁移肯定具有政治上的潜在风险。而在国际层面，这项工程在政治

上同样容易引起争论。西部运河的设计方案需要 “在雅鲁藏布江上建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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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主要的沙尘暴的发生次数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间是５次，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间是 ６次，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年间是１３次，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间是１４次，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是 ２３次，而仅 ２０００年一年

就发生了１２次，２００１年为２６次，２００２年为１６次，２００３年为１１次，数据来源于 “时间的

沙持续流逝：沙漠化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吞噬健康的土地”，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 《北京周报》。

“数十亿棵树被栽植但是沙漠几乎没有减少”，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１日 《纽约时报》。

“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而人类是罪魁祸首”，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报告 （２００７）指出： “降雨量的地区性分配显示，中国北方、西北地区

东部、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年均降雨量都在显著减少，平均每 １０年降低 ２０～４０毫米，其中

北方降雨量减少得尤其严重。而中国南部、西南部年均降水量显著上升，平均每 １０年增加

２０～６０毫米……过去５０年里，中国范围内的重大气候和天气问题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发

生了改变。中国北方和西北的干旱、长江中下游和中国西南部的洪水都变得越来越严重。”

“雄心勃勃的运河网计划意在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南华早报》。



坝然后每年转移 ２０００亿立方米的水进入黄河”，这一计划被称为 “使印度

政府夜不能眠”的计划①。

许多反对这项调水工程的人士认为节约用水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

国目前的缺水问题，因为目前大量的水是被浪费掉的②。而中国水利用之所以

如此低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的农民、工厂和家庭享用的是世界上价

格最便宜的用水”③，而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④。
还存在另一种令人沮丧的可能：价格机制和三条运河可能都无法解决中

国缺水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除非目前的这种经

济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为避免在通往繁荣的路上崩溃而应该遵循的改革议程

解决潜在的硬件故障

　　温家宝总理为了保持产能的充分利用，实施了大规模的以国有企业和国
有银行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本文指出了其可能引致的两种 “硬件

故障”：大量的不良贷款可能致使国有银行崩溃，而救助这些银行则可能引

发一场财政危机；国有部门排挤私人部门，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生产力增长放

缓。中国使用的宏观经济刺激工具在短期内使产能维持在充分利用的水平

上，却破坏了长期产能高速扩张的基础。

我们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用以下三个新的互相关联的增长引擎来代替目

前的宏观刺激计划：（１）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出现；（２）根据未来人们的住
房拥有情况来推进城市化；（３）发展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以更大程度地发挥
私人部门的作用。

通过帮助在沿海省份失去工作机会的内地农民工创业，可以适当抵消国

有企业的扩张。这其中很多人有足够的经验去创建自己的工厂或作坊，全球

金融时期，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不断发展的国际交通运输网络给内地省份带

来生产成本方面的竞争力。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信

贷资金问题，政府应该立法承认中小私人银行机构，因为这类机构在满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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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的运河和大坝计划令印度担忧”，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印度时报》。

“日益逼近的水资源短缺警告”，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 《海峡时报》。

“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将使中国很快面临严重干旱”，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 《南华早报》。

“日益逼近的水资源短缺警告”，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 《海峡时报》。



些新企业家的需求方面比四大国有银行更具比较优势。而这类银行的健康发

展又需要强化谨慎的监管体系，同时降低对利率的管制。农用地也应该私有

化，从而使创业者在向这些新的私人银行贷款的时候就有了附属担保物。由

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自于西部省份，政府应该首先在西部各省试验性地启动这

第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

一个新的私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可以带来三个主要的好处：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来说，这个新的群体的消费在维持总

需求的水平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国有企业和银行相比，私人企业的生产力增长率可能更高

 这些中小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劳动密集性

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在未来可承受的住房拥有率基础上的城市

化。过去１０年和最近出现的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增长反映的不仅仅是投机需

求，其中还包含着一直被抑制的真实的购房需求———已经与高度的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真实的购房需求。① 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那些人无法

满足从银行申请房贷所需的条件，所以很多投资者买了多套房屋并出租给那

些刚进入城市的人，这些投资者还希望不断提高房租，因为这些租客的收入

也是不断提高的。以此来看，近来大部分的住房需求都是投机性的。

我们建议中国大陆学习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廉租房模式，建立一个国民

住房项目，这个项目允许新进入城市的人群可以租赁政府的房屋最长达 ７

年，７年之后这些人可以以建筑成本价格优先购买这些房屋。这种城市化中

的 “未来拥有”模式可以防止由于投机导致房屋空置进而引发不良贷款现象。

中国也可以负担大规模的国民住房项目，因为在其他国家这类项目的最大成

本是土地成本而非建筑成本，而在中国土地基本上都是国家所有的。②

我们提出的城市化形式可以在三个方面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通过维持房地产业的投资来供给所需要的住房，同时有助于维持目

前的总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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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投机性需求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导因素，那么房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因为投

资者们倾向于将他们所有的房屋都租出去）。但是，相比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北京市 ２０１０年 ３

月的租金水平上涨了１９６％。具体可见：“调研显示房屋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中国日报》

海外版，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ｍｅｔｒｏ／２０１０－０５／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８３９０５４ｈｔｍ〉。

我们应该注意到，房地产建筑业相对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房屋装修更是高度劳动密集

型的。



 通过将银行的贷款重新引导至那些由农村移居来的人群，同时建立

新的住房管理机构担当中介，可以有效防止不良贷款的出现

 这项住房计划可以将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分配给来自农村的移民
（这同样有助于预防 “软件故障”），这一点有助于提振消费，从而可以有效

抵消当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完结时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个和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互相强化的。来

自农村的移民成立自己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位于或者靠近城镇，从而可以更

好地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和集聚溢出效应。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使第二

个引擎充分发挥作用而需要进行的制度调整同样有助于第一个新经济引擎的

运行：农地私有化、取消户口制度、金融体系的自由化。

第三个相关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则是使私人拥有金融机构合法化。① 健

康的中小银行的出现有助于降低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因此当国有银行因不

良贷款崩溃时，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就要小得多。私人银行 （国内的和国外

的）的进入可以降低四大国有银行的任何一个存在 “太大而不能倒闭”的

可能，因而也就可以减少现在的寡头垄断的银行体系所享有的软预算保护。

国有银行中某些部门的私有化和大的国内私有银行的出现同样有助于加强国

有银行的管理者们所受到的预算约束。而一个私人部门占据主要地位的现代

化的银行体系的发展还可以在增加银行贷款数量的同时提高银行贷款的质

量，这相当于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代替宏观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也降低了

不良贷款的规模。②

解决潜在的软件故障

中国目前仍然存在赤贫现象，这一情况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当

今的中国，继续推出更多相似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产生有益的结构，因为发展

的问题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前文曾经就此举例，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提

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通过减少经济管制）就可以有效减少贫困，而最近提

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已经不再有很好的效果了。

更加复杂的情况是，人们现在不仅仅希望政府发挥传统的职能 （例如

协调水资源的使用），还希望政府在更多领域有更好的表现 （例如减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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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那些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 （尽管通常通过 “法人”等政府控制的媒介持有股权）不列入我

们所说的私人银行的范围之中。

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金融体系监管模式也需要进行改革，以减少不断对国有银行注资和重

组的现象。



分配不公）。

最近中国农村地区出现的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在将农用土地转

变为工业用地的时候没有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和国务院于２００６年１月联合签发的 “一号文件”宣称不仅要 “稳定和监

管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加快土地流通改革”，还要 “扩大农村地区的民意传

达通道并改进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政府承诺给予农民更大的发言权”，

《南华早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０日）。①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从而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最终赶上美国，民主、

法治、消除腐败、土地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要避开软件障碍肯定要比避开硬件障碍更加困难，因为政治改革是政

府 “软件”进行成功配置的核心。而中国治理 “软件”的现代化需要实行

自由选举、言论出版自由和独立的司法审判。

解决环境退化导致的动力不足问题

制定环境领域的有效政策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

很多科学我们还不清楚。例如，现在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中国排放的大量

炭黑 （未经充分燃烧的碳颗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气候模式改变，从而致

使北方干旱而南方频发洪水 （Ｍｅｎｏｎ等，２００２；Ｓｔｒｅｅｔｓ，２００５）。大众媒体

所称的 “亚洲黄云”的最大来源就是中国和印度燃烧煤和化石燃料。污染

和水资源短缺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降低了通过价格机制或者三条运河解决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可能性，除非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性的修正。

中国不能再分别制定实施水资源战略和能源战略了。在政策制定方面必

须采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政策产生的结果之间是有联系的，这

极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环境破坏。如果中国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

部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就需要重新考虑人口中心的位置和各国在全球

气候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

中国面临的一个不利的现实是，除非在中期内重塑生态平衡，否则环境

的限制将会中断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世界其他各国面临的一个不利的现实

则是，从地理上来看的一个大国若发生严重的环境恶害，其负面影响将不会

仅限于一国之内。中国不断恶化的沙漠化首先给北京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沙

尘暴，而且自２００１年４月起，中国的黄色灰尘不仅开始漂洋过海影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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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一号文件签发意味着这将是新一年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日本和韩国，甚至越过大洋到了美国。中国的环境治理现在不仅关系到中

国，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福祉。

当我们讨论调水计划的环境影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注意

到，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对这个重要的政府设施项目进行公开争论，而且这种

争论不仅仅限于技术人员之中。这些争论的公众性 （这些争论涉及的不仅

仅是科学家、工程人员和经济学家），表明社会对环境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发

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公众预期的这种转变需要中国政府与自然和谐相

处。但是任何政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哪怕它们很希望这样做。因为绿色增

长政策涉及体系化的方法以及科学性地理解许多生态子系统，同时，我们对

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的理解也不完全。

全球环境是中国可以协助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体系的领域。① 具体来

说，中国应该调动全球达成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国际研究联合体以研发清洁燃

烧煤的技术，因为中国现在平均一个星期就新建一座火电站，因此中国有更多

的机会来试验清洁燃煤技术。此外，考虑到中国和周围许多国家出现日益严重

的水资源短缺现象 （尤其在中国北方），中国应该筹办一个区域性的研讨会，在

情况恶化之前，联合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来自西藏高原的水。中国还应该调动和

促进建立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来研究海水淡化饮用技术。如果清洁能源研究和

海水淡化研究方面的全球合作取得成功，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动力不足问题

最后，我们主要探讨一下怎样减少这辆正在加速的汽车 （也就是中国）

撞上一个路障 （而且是以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出现的路障）的可能性。不可

否认的是，自从２００４年以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的非议越
来越多，而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些不满进一步加深。中国被指控在许多国际

问题上负有责任，例如，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便宜的信贷从而导致了此

次全球金融危机②，中国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其实是一种以邻为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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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ｃＫｉｂｂｉｎ等 （２００８）提出了一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采用的达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协

议的例子。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Ｌａｒｄｙ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说 “我们美国是一个对消费上瘾

的瘾君子。而中国则是 ‘毒贩子’，他们向我们提供信贷，这样就使得我们过度消费成为

可能”（“中国与美国关系匪浅”，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在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美国明尼苏达的 Ｓｔ

Ｃｌｏｕｄ大学研讨会上发布，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日正式发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ｃｌｏｕｄｓｔａｔｅｅｄｕ／

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ｓｔｏｒｙＩＤ＝２８１２６＞）。



的贬值政策①。

中国经常账户的长期盈余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储蓄总

额超过了他们的投资消费总额。长期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揭示了中国经济

中一个深层次的、严重的问题：金融体系的功能失调 （Ｌｉｕ和 Ｗｏｏ，

１９９４）。中国之所以产生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中

介和产品。而之所以这些盈余随着时间不断增长，则是因为功能失调的

金融体系无法分散风险以减少为防止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也没有能

够成功地提供贷款来减少那些为投资进行的储蓄。解决中国的过度储蓄

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中介机制来协调私人储蓄和私

人投资。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必须指出，贸易的不平衡反映的是两个国

家的经济状况：如果美国不是储蓄不足的话或许中国就不会出现过度储蓄。

对于两国的贸易紧张局面，美国的肆意挥霍与中国的勤俭节约一样应该首先

受到指责。此外，正如 Ｗｏｏ（２００８）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国的贸易平衡

表上贸易没有顺差也没有逆差，美国依然会遭受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结构调整

和收入再分配的痛苦，美国的制度变革也会发生，全球化和移民进入美国也

同样会出现，相比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工人因这些问题产生的愤怒和不满

会更多。

如果现在美国加强自己的社会保障网络建设，从而降低更换工作的成本

的话，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便有望得到缓解。特别是，美国国会

应该加快降低财政不平衡状况并扩大贸易调整项目，尤其应该提高年轻工人

的技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中国和美国都实施正确的政策而非只有中

国行动的话，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为了缓解因贸易不平衡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关系，中国和美国除了应各自

独立采取行动之外，还应该共同努力以防止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 （ＧＡＴＴ

ＷＴＯ）的自由贸易机制弱化。尤其是，中国从 ＷＴＯ体系中获益良多，但是

迄今为止，中国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顺利完成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很小。正因

为中国的缺席，巴西和印度在贸易谈判中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根据

２００７年 Ｇ４（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波茨坦会议中的美国贸易代表

ＳｕｓａｎＳｃｈｗａｂ的说法，巴西和印度收回了它们此前作出的削减制造业关税的

承诺 （该承诺是以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为交换得出的），并声称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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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会服从吗？”，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７日 《纽约时报》。



“害怕会导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①。

随着美国保护多变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不断减弱，中国应该在多哈回合

谈判中变得更加主动，从而使世界贸易可以在减少贸易管制的道路上走得更

远。这样的一个角色将很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目前巴西正在通过与欧盟进

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来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事实上，越来越多像巴西一样的

国家 “都越来越对一些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因为这类协议往往要求削减

关税，而这会使得这些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中。相反，这

些国家正在寻求与富裕国家签订只符合双方需求的双边协议”②。现在是时

候轮到中国站出来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之中，从而显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参

与者。这种国际姿态同样可以减少这类问题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且这类问题的影响就属于经济动力不足问题的一种。

结　　论

据我们的估计，中国经济这辆汽车出现 “软件故障”或者 “动力不足

问题”的可能性要高于其发生 “硬件故障”的可能，因为前两种问题相对

来说更加难以解决。对于大部分 “硬件故障”，中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

经验中学习应对方法，特别是东亚比较富裕的国家，而且中外在经济管理方

法上的意识形态差异正在缩小。１８６８年日本的 “明治维新”在经济追赶方

面取得了成功，其敢于实施和采取 “最好的国际化实践”的思路也适用于

中国。

处理 “软件故障”比处理 “硬件故障”更困难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

一是中国发展政策的制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随着人民收入的快速

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多，民众对于政府的

管理工作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望。

第二个原因是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有效的重新配置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度

娴熟的政治技巧，还需要有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温和的国际环境，而后

两个因素是大多数政治家们所难以掌控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

党是否足够自信，也取决于其是否有足够的技巧来引领民主变革并能在变革

６４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①

②

“Ｓｃｈｗａｂ对印度和巴西的立场感到惊奇”、“中国阴影笼罩着多哈的失败”，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２２

日 《金融时报》。

“巴西———将多哈脱离原本贸易协议的国家”，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 《华尔街日报》。



后继续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幸存下来。历史告诉我们，法国的君主和英国

的君主在面对民众要求改革管理体制的呼声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当然

结局也是非常不同的。

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比解决 “硬件故障”问题更加困难，这是因为

解决动力不足问题通常都需要进行一些迄今为止在世界上还绝少有成功经验

的工作，有时还牵扯到一些强大的外国合作者，而本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可能

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甚至互相之间还存在隐性的竞争，有时为了解决问题

我们可能会同时面临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动力不足问题需要国际各方的高度

合作，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比较孱弱，从而无法实际参与国际合作，如果要

想在更多问题上形成合作局面，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就需要重新考虑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责任问题。①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社会中也

正在拥有越来越多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中国经济持续

的高增长使得实行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成为必要，这种新战略除了保持经济发

展以外，还应该强调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和一个和谐的世界，而这需要中国

改善管理体制，同时还需要全球为之提供动力和支持。

（王之堂　译）

参考文献

１Ａｓｉ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ＤＢ）２００７，Ｋｅ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Ａｓｉａ，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Ｍａｎｉｌａ．

７４２

第十三章　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① 有关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最新探讨可以参见 Ｇａｒｎａｕｔ等人 （２００９）的论文集中

的文章，例如 Ｗｏｏ（２００９）的文章。中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汇率机制上的争论就体现

了处理一个 “动力不足问题”所具有的困难。就这个问题，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使人民币大

幅度升值，但是这种解决方式是典型的欠缺全面考虑的一个实例 （其他例子还包括，仅仅

建设运河从南方向北方调水是不全面的，中国还需要减少碳排放并集中关注南部的城市化

问题）。具体来讲，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种经济上更有效率同时政治上更加友好的解决

方法需要以下条件：（１）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贸易不平衡 （也就是说，不仅仅对人民

币进行升值，还需要中国政府使采购政策自由化，同时，美国政府也需要努力扩大出口）；

（２）如果问题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政策，那么所需要的就不仅是一方调整政策了 （也就是

说，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实施正确的政策，而非只有中国需要行动）；（３）需要追求的不能是

一个单一的政策目标，而应该是一系列更加直接的福利目标 （也就是说，不仅要减少中国的贸

易顺差规模，还应该加强ＷＴＯ的裁决体系，并使所有国家的ＧＤＰ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２Ｂｅｃｋｅｒ，Ｊａｓｐｅｒ，２００３， “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ｖｅｒｓ，”ＡｓｉａｎＴｉｍ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
２６．

３Ｃｈａｎｇ，ＧＧ２００１，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４Ｄéｍｕｒｇｅｒ，Ｓ，Ｓａｃｈｓ，ＪＤ，Ｗｏｏ，ＷＴ，Ｂａｏ，Ｓ，Ｃｈａｎｇ，ＧａｎｄＭ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Ａ２００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１，ｎｏ１（Ｗｉｎｔｅｒ），ｐｐ１４６－９７．

５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２００４，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ＲｕｎｓＢｌａｃｋ：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Ｃｈｉｎ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ｔｈａｃａ，ＮＹ．

６Ｆｏｒｓｙｔｈｅ，Ｍ２００９， ‘Ｉｓ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ａｉｌｓ？’，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２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

７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Ｓｏｎｇ，Ｌ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ｅｄｓ）２００９，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Ｕ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８Ｌａｒｄｙ，ＮＲ１９９８，Ｃｈｉｎａｓ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９Ｌｉｕ，Ｌ－Ｙ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１９９４，‘Ｓａｖ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ｄｅｒ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４２４
（Ｍａｙ），ｐｐ５１２－２７．

１０ＭｃＫｉｂｂｉｎ，ＷＪ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３，‘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ｎ ｉ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２，ｎｏ２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ｐｐ１－３８．

１１ＭｃＫｉｂｂｉｎ，ＷＪ，Ｗｉｌｃｏｘｅｎ，ＰＪ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８， ‘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ｇｒｏｗａｎｄ
ｈｅｌｐ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２ｃｏｍｍｏｎｓ’，ｉｎＬＳｏｎｇａｎｄＷＴＷｏｏ（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ｐｐ１９０－２２５．

１２Ｍｅｎｏｎ，Ｓ，Ｈａｎｓｅｎ，Ｊ，Ｎａｚａｒｅｎｋｏ，ＬａｎｄＬｕｏ，Ｙ２００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９７，ｎｏ２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ｐｐ２２５０－３．

１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ＤＲＣ）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Ｊｕ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４ＯＮｅｉｌｌ，Ｊ，Ｗｉｌｓｏｎ，Ｄ，Ｒｏｏｐａ，ＰａｎｄＳｔｕｐｎｙｔｓｋａ，Ａ２００５，Ｈｏｗｓｏｌｉｄａｒｅ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３４，１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５Ｓａｃｈｓ，ＪＤ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ｖｏｌ４，ｎｏ１，ｐｐ１－５０．

１６Ｓｈｉｈ，Ｖｉｃｔｏｒ，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ｓ８，０００Ｃｒｅｄｉｔ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８，２０１０．

１７Ｓｔｒｅｅｔｓ，Ｄ２００５，‘Ｂｌａｃｋｓｍｏ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４，ｎｏ２（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ｐｐ１－２３．

１８Ｔｏｎｇ，Ｊ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６， ‘Ｋｅｅｐｉｎｇ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

８４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ＲＧａｒｎａｕｔａｎｄＬＳｏｎｇ（ｅｄｓ），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１９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１，‘Ｒｅｃｅｎｔ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Ｗ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ｎｏｓ２－３，ｐｐ１０７－
３６．

２０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６，‘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ｐｐ１－２０．

２１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８，‘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ｄｅｂａｔｅｄｉｖｅｒｔ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ｏｐｔｉｍｕｍ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７，ｎｏ３（Ｆａｌｌ），ｐｐ６５－９９．

２２Ｗｏｏ，ＷＴ２００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ＲＧａｒｎａｕｔ，
ＬＳｏｎｇａｎｄＷＴＷｏｏ（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Ｎｅｗ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Ｕ 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ｐｐ１５－３２．

２３Ｗｏｏ，ＷＴａｎｄＸｉａｏ，Ｇ２００７，‘Ｆａｃ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ｓｔＷＴＯ ｂｌｕｅｓ’，ｉｎＲＧａｒｎａｕｔａｎｄＬＳｏｎｇ（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２４Ｗｏｏ，ＷＴ，Ｌｉ，Ｓ，Ｙｕｅ，Ｘ，Ｗｕ，ＨＸａｎｄＸｕ，Ｘ２００４，Ｔｈｅ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９４２

第十三章　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