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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ｎａｎＭａ，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ａｎｄＬｉｌｌｉｅＬａｍ

引　言

不断扩大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从本世纪初 ＧＤＰ的 ２％左右上升到了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的１０％，这导致了要求人民币 （ＲＭＢ）升值的呼吁。其

原理在于更强劲的人民币会使中国出口品的竞争力减弱并且降低国内消费者

面临的进口品的价格。其原理是将外部盈余看作相对价格的函数，因而汇率

升值能够将经常账户盈余减小到一个可欲的水平。①

在许多方面更为丰富的中国外部盈余的另一个内涵在于它反映了与经济

体的生产能力相关的内部产品消化能力的不足———无论是消费、投资或者政

府支出。从这一点来看，本世纪中国经济表现出了与产出相关的投资的上

涨，但是储蓄有更大的上涨。投资的显著上涨和更为强劲的储蓄上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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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所表达的观点不代表 ＢＩＳ的观点。我们感谢在２０１１年５月布鲁塞尔召开的 ＳＵＥＲＦ研讨

会的参会者和 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以及卢锋的讨论。

顺着这一思路，Ｃｌｉｎｅ（２０１２）认为由更高的石油价格和更低的全球利息率所导致的人民币

升值解释了大部分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占 ＧＤＰ７４％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下降。此外，他还

报告说 （ｐ１２）“人民币真实有效水平以每年３％的水平上升的政策模拟显示这将会使中国

在２０１７以前实现大致的经常账户平衡”。Ｃｌｉｎ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国际资产的回报率是决定

经常账户的因素之一。Ｈｅ等人 （２０１２ａ）考虑了这些国际资产的回报如何被中国外部资产

中私人所占份额的上升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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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扩大了经常账户盈余。在这一点上，理解不断扩大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

需要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储蓄上涨？

相对于家庭储蓄，我们对中国储蓄率的考察更多强调了企业和政府储蓄

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对中国储蓄率上升的流行解释———即更高的家庭收入

风险———在完全没有提及企业和政府储蓄这一点上存在不足，企业和政府储

蓄相对家庭储蓄增加得更多。企业储蓄以典型的收入中利润增长和工资下降

的模式得到增长。政府储蓄的增长则是由于来自经济增长的收入分红涌入了

公共资本形成。

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的支出增加了，而地方政府部门从银

行借款以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公共投资。这一反应显著地减少了经常账

户盈余，但是只是通过将投资占产出的比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持续的

水平来实现的。由这一投资导致的信贷损失的规模和分布仍然在引起激烈争

论。

向前看，人口和国内政策正在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上同时发挥作

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确实在 ２０１１年下降到了 ＧＤＰ的 ３％以下。随着劳

动力增长的减缓，真实工资在快速上升，使得出口品竞争力减弱，提高了消

费并且挤压了企业利润和储蓄。就其本身而言，政府可能会将支出从兴建公

共设施转向提供服务。

在中国经济向着消费和政府服务再平衡的情况下，汇率能够继续扮演补

充性的角色。如果人民币真实汇率继续升值，将帮助生产从出口品转向国内

消费品和服务。事实上，在 ２００５年政策制定者打破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之

后，人民币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已经逐渐对一篮子贸易伙伴货币升值。这一

政策试验被全球金融危机中断了，不过 ２０１０年中期以后升值又以某种方式

重新开始了。

无论如何解释背后的政策，人民币名义汇率从２００５年６月到 ２０１１年底

已经相对其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了 ２１％。中国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

这一时期的真实有效升值达到了 ３０％。而且如果关注的是单位劳动成本而

非消费者价格，那么这一实际升值接近 ５０％。非常可能的是，如此大规模

的真实汇率升值正在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行为，记录它们随时间的更为独立的

演变。然后回顾了中国对人民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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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投资视角

在最近几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在 ２０１１年减少到

ＧＤＰ的３％以前，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 ２００５年自身 ＧＤＰ的 ５％增大到了

２００７年 ＧＤＰ的 １０％。以全球 ＧＤＰ衡量，分别占到了 ０３％和 ０７％。其结

果是，十年间，中国从拥有占 ＧＤＰ１０％债务的净国际债务国变为了拥有占

ＧＤＰ３０％规模的净国际债权国，尽管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仍然低于 ５０００美元

（Ｍａ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９）。为了考察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来源，我们首先关注

储蓄和投资，根据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储蓄和投资差额即为经常账户余额

（见图４－１）。

图 ４－１　中国总国民储蓄和总资本形成占 ＧＤＰ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笔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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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储蓄和投资都很多。在２０１０年，总国民储蓄占到了 ＧＤＰ的

５３％，而投资支出占到了 ＧＤＰ的 ４８％ （见图 ４－１），使得经常账户盈余占

到ＧＤＰ的５％。如此高的储蓄和投资对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的贡献已经吸引

了大量的注意 （ＡＤＢ，２００９；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２００５；Ｚｈｏｕ，２００９）。

高的和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意味着低的和不断下降的消费份额。私人消费

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０％下降到了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３％。然而，与通常的

看法相反，中国的私人消费在过去 ２０年间以平均每年 ８％ ～９％的速度增

长；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普及率增长了十倍。

然而，中国总体经济比消费需求增长得更快。主要由于更强劲的投资需

求的推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 ＧＤＰ以每年超过 １０％的速度增长。在这二十年

间，总资本形成以到达瓶颈的每年 １５％的速度增长，其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

３６％增长到了２０１０年相对稳定的４８％。显而易见的是，如此快速上涨的投

资更多的是由 ２０００年早期开始的更快的储蓄增长所支撑的。中国的总国民

储蓄从１９９０年不到 ＧＤＰ的４０％增长到了 ２０１０年的 ５３％。正如前面所提到

的，经常账户盈余在下降到２０１１年不足 ＧＤＰ的３％之前，从２０００年代早期

占 ＧＤＰ的２％增加到了２００７年 ＧＤＰ的１０％。

因此，从储蓄—投资的视角来看，不是虚弱的投资，而是极其强劲的储

蓄提供了理解中国近期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的关键。我们首先更进一步地考

察了中国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接下来考察投资率的趋势，并指出两者对中国

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需要承认的是，储蓄和投资相互作用并且被联合决

定。的确，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强大的赢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储蓄并继

而提供了投资激励，而高投资又推动了增长，从而提高了储蓄。尽管如此，

分别讨论储蓄和投资仍然是可能的，因为尽管存在有约束的资本控制，近年

来中国经济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了。

具体地说，一个简单的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Ｈｏｒｉｏｋａ（１９８０）分析显示储蓄和投资

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紧跟着对方 （见图 ４－２）。尽管中国的年度数据表明投

资变化和储蓄变化之间的一对一关系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没有明显不同，在这之

后，与给定的储蓄率变动相关的投资变动更小了，使在从 １９８４年开始的更

长时期中，以滞后期 ＧＤＰ比例衡量投资变化对以滞后期 ＧＤＰ比例衡量的储

蓄变化的回归所得到的 ｂｅｔａ系数下降到了 ０９。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使用

结束于 ２０１０年的同一样本，在十年期滚动窗口上估计得到的 ｂｅｔａ值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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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Ｈｏｒｉｏｋａ时间序列回归：中国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笔者的估计。

了０５。① 给定伴随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组织 （ＷＴＯ）的经济开放，Ｃｈｏｗ检验拒

绝了使用１９８４～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两个子样本数据估计得到的 ｂｅｔａ值相

等这一假设。０５的系数值接近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和Ｇｉａｖａｚｚｉ（２００２）报告的对１９７５～

２００１年间 ＯＥＣＤ国家的估计值０５８，但是大于他们对 １９９０年代欧盟的估计。

这些回归显示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开讨论。

中国异乎寻常的高储蓄率及其背后因素

相对于其自身历史，相对于其节约的亚洲邻国们的储蓄或者相对于任何

经验模型的预测，中国的总储蓄率都异乎寻常的高。在 ２０００年代，中国的

３６

① 在统计意义上，单位检验没有拒绝值为０９的２０１０年递归估计 ｂｅｔａ等于 １，而使用结束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任意一年的十年期滚动回归得到的 ｂｅｔａ估计值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小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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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边际储蓄倾向超过６０％。相对于 ＧＤＰ，中国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储蓄

率最高的国家。在跨国横截面回归或者面板数据回归中，中国表现为一个很

大的奇异值，其实际储蓄率比预测值典型地高出 １０～１５个百分点 （Ｍａ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１０）。

中国不断上升的总国民储蓄的动态和构成均无法简单地进行解释。中国

经济的全部三个部门———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是高储蓄者。然而，单个

来看，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没有一个是超乎寻常的。反而，是全部三个部

门的高储蓄使中国的总储蓄率异乎寻常的高。并且同传统观点相悖，１９９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０年代中国总国民储蓄的增加只有六分之一来自家庭部门。企业

和政府部门对中国的总储蓄上升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见图 ４－３）。具体而

图 ４－３　各部门储蓄占中国总国民储蓄的比例

注：ＣＮ＝中国；ＤＥ＝德国；ＦＲ＝法国；ＩＮ＝印度；ＪＰ＝日本；ＫＲ＝韩国；ＰＨ＝
菲律宾；ＴＷ＝中国台北；ＵＳ＝美国。

资料来源：亚洲发展银行 （ＡＤＢ）；ＣＥＩＣ；ＮＢＳ；ＯＥＣＤ；笔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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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政府部门储蓄几乎上涨了三倍：从 １９９２年占 ＧＤＰ的 ４４％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占 ＧＤＰ的１１％———因为这一时期大部分政府收入的稳健增加都投向了物

质基础设施而非用于推动服务业发展。中国政府储蓄所占的份额同韩国以外

的其他国家相比同样相当高 （见图４－３）。

中国较高的和不断上升的储蓄率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有许多谜题需要

解答，并且表明再平衡中国经济可能需一套政策组合。至少，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代的高储蓄的首要原因包括两组相互作用的力量 （Ｍａ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０）。

一组包括国内经济中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正如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所描述

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容许与资本扩张性投资同步的快速工业化，并且提供了

随时愿意在当前工资水平下工作的农村迁移人口。这一潜能被农村公社制度

和快速的人口转型进一步增强了。农村的公社制度曾将几百万的剩余农民固

定在了农业活动上，而人口转型使得少年儿童抚养比快速下降了。人口从农

村向城镇的迁移开始自邓小平时代农村公社的瓦解。在相对稳定的工资水平

上发生的这一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中心后果是不断下降的劳动占产出的份额

和不断上涨的利润和储蓄率。高的资本回报刺激了投资，推动了更快的经济

增长，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中国加入 ＷＴＯ和２０００年早期支持性的

全球增长环境容纳了这一深刻的转型。

另一组因素包括１９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代的制度变迁。这些制度变迁包括

国有企业劳动力缩减，养老金制度改革和私人住房所有权的引入。首先，在

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数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差不多下

降了一半。这一国有企业重组提高了企业效率和利润，但是增大了职工的失

业风险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这同时增加了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私人储蓄。

其次，养老金改革降低了养老金支付水平，增加了政府养老金的投入，因此

同时提高了私人和公共储蓄。最后，１９９０年代私人住房所有权的引入推动

了商品房住房规划，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增加了政府土地收入，再

次同时推高了私人和公共储蓄。

此外，其他政府政策在提高中国的储蓄率上有可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这些政策包括晋升投资型的官员而非提供社会服务的官员，在大规模国

有企业工人下岗之后减缓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保留服务业的进入壁垒

（并且对服务业征收重税）和维持对小企业和家庭获得信贷的限制。在所有

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官员晋升政策。由于任期内快速的经济增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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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上级奖励，地方政府官员通过更多地将公共收入用于投资来推动短期

ＧＤＰ增长和增大他们的晋升机会。中国政府的消费为 ＧＤＰ的 １２％，低于

ＯＥＣＤ国家１５％的平均水平。

其他经常被提到的政策在解释中国储蓄的路径方面不那么令人信服。有

时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源于政府补贴，价格扭曲和通信及能源部门

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势力。尽管这些摩擦能够解释低效率，它们不能为解释

２０００年代中国总储蓄率的突然上涨提供有用的见解。２０００年代中国总储蓄率

的突然上涨发生在一段显著的经济自由化时期之后 （Ｍａ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０）。

有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事情。首先，大部分企业储蓄都

来自本土私有企业。它们在获取信贷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受到的限制可以解

释它们对留存利润用于企业扩张的依赖。在这一点上，并非是政府补贴和垄

断的国有企业而是对私有企业贷款的限制解释了企业的高储蓄；然而，受限

制的小企业外部融资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情况

比其他新兴经济体更为糟糕。其次，另外一个被频繁提到的原因———受到限

制的消费信贷———确实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家庭进行更多的储蓄。但是在本世

纪，家庭贷款相对于家庭收入和总体经济已经显著扩张了，而这一扩张恰恰

发生在总国民储蓄率和家庭储蓄率显著上升的时期。

影响未来储蓄率的结构性因素

对中国储蓄率的中期展望不仅仅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路径，还影响到全

球经济的再平衡。在下一个十年中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一个核心挑战是

如何在使经济向消费平衡时维持稳健的内部需求。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和政策

措施都可能影响到这一转型。有三个结构性因素：国有企业重组，人口转型

和进一步的城市化。

首先，大规模的劳动力精简已经在我们身后了。往前走，大规模的一次

性成本缩减和效率增进的余地已经很有限，同样的还有相关的中国家庭户收

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再者，因为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由中央政府提供

的，新的重组只会引起较小的不确定性。更少的重组和风险会进一步抑制企

业和家庭储蓄，从而抑制总的私人储蓄。

其次，在下一个十年，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更缓慢的劳动力增长都难以

避免。确实，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 ２０１５年停止增长并开始长达十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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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久的下降。这将导致不断下降的家庭储蓄率和企业投资支出的放缓，从

而很可能导致更低的潜在产出增长，除非生产率增长以相互抵消的方式上

升。

最后，尽管在接下来几年中从农业部门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还将持续，有

信号表明中国已经到了 “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上，现代部门已经

吸收完了过剩的农民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１０）。当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压力达到这

一点的时候，工业部门工资会上涨以进一步吸引迁移工人。然后，工资可能

以超过生产率的速度增长，从而提高收入的劳动份额并抑制企业储蓄 （同

时导致真实人民币升值），并且个人消费可能会取代投资。最近报告出来的

两位数的工资增长使这一预测变得可信了。

总之，这些中期结构性力量表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国的总储蓄率将会

处于稳定然后显著地从当前储蓄占总产出一半的水平上往下降。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政策能够在帮助实现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转型上发挥作用。这一更

为平衡的增长模式包括：①进一步去管制化以减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进入

壁垒，从而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支撑劳动力需求和工资增长；②一个更强

大的但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③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更好的激励 （Ｍａ

ａｎｄ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２０１２）。

中国的高投资率及其背后因素

我们接下来转向中国的投资率，强调中国投资率的新近趋势并对其可能

的决定因素进行讨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总资本形成像储蓄一样维

持在高水平并且相对于总产出不断上升。在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０年间，中国投资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３６％上涨到了 ４８％———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一个

异乎寻常的高水平 （见图４－１）。中国投资率的显著增长的大部分发生在中

国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以后。中国的投资率达到或者超过了韩国和新加坡高速

增长阶段的投资率的峰值，也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其他亚洲经济体投资

率的峰值 （ＰａｒｋａｎｄＳｈｉｎ，２００９）。因此，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过度投资了。

正如储蓄一样，对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投资的细分显示三个部门都增加了投

资，但是是非均衡的。以 ２００８年为例，中国的企业、家庭和政府分别占到

总投资的７０％、２０％和１０％———和 ＯＥＣＤ国家平均６０％、２５％和 １５％的构

成相似。这对这样一种论断提出了质疑，即认为近来中国的住房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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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度，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为职工提供住房较少的十年中。在这一时期，

所有三个部门都对总投资率的上升做出了贡献 （见图４－４）。具体来说，政

府投资相对于 ＧＤＰ的规模增长了超过一倍———从 ２２％到 ４８％。相反，企

业和家庭部门投资增长少于 ＧＤＰ两个百分点。最后，当政府和家庭投资占

ＧＤＰ的份额稳定增长时，企业投资波动剧烈，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下降了超过

３％，然后又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上升了５％。

图 ４－４　中国的投资和家庭贷款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１房地产投资包括土地购买和拆迁支出，相对于总资本形成可能有所夸大。
２家庭贷款包括按揭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和其他。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

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市场参与者对于中国是否过度投资并没有达成一致

意见 （Ｋ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ｉｎｇ，２０１０；ＰａｒｋａｎｄＳｈｉｎ，２００９）。根据国内需求构成，

中国的投资率经常被认为过高———是所谓 “内部失衡”的一个信号。但是

投资率仍然低于储蓄率，使得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的经常账户盈余上升———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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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失衡”。

各种证据所表明的高的投资回报同存在广泛过度投资的主张格格不入。

坊间流传的浪费性投资的例子包括空置的公寓，没有车辆行驶的高速公路，

空旷的体育场和一些行业存在的闲置产能。然而，大部分研究都发现过去二

十年间资本回报很高，通常达到两位数 （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Ｋ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０）。高投资回报有时候被归因于低利率，然而受到补贴的企业借款者投

资更多回报率应该更低。无论哪种情况，尽管低于均衡水平的行政性利率能

够刺激投资，由于它们给予了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获取廉价贷款的机会也应

当导致无效率。结果，如果通行的基准利率向更高的均衡水平收敛，资本的

回报就会由于分配性效率的改善而上升。

在我们看来，过去二十年间持续的高投资至少有四个直接的决定因素。

首先，是高的资本预期回报，正如我们下面所讨论的。其次，是投资风险的

减少，这源于更多的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和不断增加的对私有产权的官方认

可。再次，即使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在更多地享有基于利润的物质奖励。

最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晋升激励，在同私有部门的竞争中受到更少的约

束，这促使他们开展投资项目 （Ｍａ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０；Ｘｕ，２０１１）。

导致高投资回报的一些因素已经被认为是支撑中国高储蓄的因素，尽管

增加了的全球一体化减弱了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最初大量的剩余农

村劳动力和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抑制了工资增长，提升了利润。

大规模的资源再配置，通过劳动力迁移实现的从农业到制造业的再配置和通

过企业重组实现的从国有企业到非国有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改善了配置效率。

高增长、高储蓄和高投资倾向于相互增进，特别是源自最初的低资本劳动比

（Ｋ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ｉｎｇ，２０１０）。中国２００１年的入世为容纳这一结构转型提供了帮

助，允许不断扩张的出口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和通过国外销售增加储蓄来为

增加的投资进行融资。最后，私有房屋所有权和更多的家庭贷款导致了房地

产投资的上升，这占到了２０００年代中国投资率上涨的一半 （见图４－４）。

影响未来投资率的结构性因素

展望未来，这些相同的力量可能影响中国投资率的前景。一方面，有三

个因素可能导致相比过去二十年而言更为缓慢的投资节奏。首先，来自中国

企业重组和加入 ＷＴＯ的一次性好处将会消失，而人均资本存量已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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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两者都会导致资本回报下降。如果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中期全球增长减

弱，来自国际贸易的刺激也会消失。其次，对中国储蓄率下降的预期会推高

资本成本。但是，正如先前所讨论的，更高的利率也能够增进效率和提高资

本回报。最后，最近的财产价格上涨可能会显著冷却下来，导致房地产投资

的崩溃。如果房地产投资对总资本构成的贡献被夸大或者来自公共住房建设

的刺激被忽视，这一可能的负面冲击可能会被高估。

另一方面，高的风险调整后的资本预期回报可能会持续。首先，尽管中

国的资本劳动比在上升，仍然只占到 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水平的很小比例 （Ｑｕ，

２０１２）。其次，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铁路、地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

都可能有扩张的空间。尽管近来存在地方政府银行贷款问题，持续的城镇化

和大规模的环境工程能够在未来几年中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再次，进

行中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放缓的劳动力增长能够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

投资。最后，迫切需要的法律规则和合同执行上的进步能够进一步减少投资

风险，而改善了的制度可能能够抑制周期性波动并提高监管效率。

总之，在未来几年中，中国政府和企业可能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能力上

持续进行强劲投资，以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增加其物质资本存量 （以及对应

的养老金资产），在制造业部门投资于劳动节约型技术，扩张城市和应对环

境挑战。因此，中国的投资率看起来不大可能会很快出现迅速下降。换言

之，在未来十年中任何预期的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国内再平衡都会是温和的

和渐进的。

展望中国的经常账户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分别讨论了中国储蓄和投资的决定因素和未来前景。

我们已经表明在未来十年两者都可能下降。然而，评估它们对储蓄—投资

（或者经常账户）平衡的影响需要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内探求两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这两个变量的小变化可能引起均衡的重大变化。

未来十年，中国的国内再平衡和外部再平衡将如何进行？国际经验没有

提供清晰的指导。正如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６７）以及随后的 Ｇｒａｎａｕｔ（２０１０）所

强调的，由于工资份额的上升导致储蓄下降，刘易斯拐点本身很可能会导致

经常账户盈余的减少。就中国而言，Ｋｕｉｊｓ（２００６）给出了一套政策措施和

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能够使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占 ＧＤＰ的份额分别下降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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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１５％。这些估计意味着经常账户盈余会下降到 ＧＤＰ的 ６５％。然而，

日本在１９８０年代的经验警示我们国内再平衡并不必然会带来外部再平衡。

事实上，与日本的国内再平衡相伴的是外部失衡的加剧———日本的经常账户

盈余在转型阶段显著增加了 （ＦｕｋｕｍｏｔｏａｎｄＭｕｔｏ，２０１１）。

作为一种基准情况，我们设想一个渐进的场景，其中变革的结构性力量

和明智的政策将再平衡中国经济。尽管增长率仍然可观，储蓄率会比投资率

下降更多，进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分别从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上往下降 ８％和 ４％，分别达到 ＧＤＰ的 ４５％和 ４４％。当前的经常

账户盈余将在未来十年中从 ２０１１年的占 ＧＤＰ的 ３％下降到 １％。尽管这需

要更多的私人和公共消费支出以驱动经济增长，投资可能仍然是增长的主要

动力。有助于形成此种情景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中国的汇率。

人民币汇率管理

除了对人民币合理价格的争论，大部分观察家认为自２００５年在单位美元兑

换８２８的水平上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开始，中国的货币管理就被卡在了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上 （见图４－５）。在他们看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２００５年中期到

２００８年中期之间缓慢上升，在随后两年中保持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确保了

货币安全，然后在２０１０年６月开始重新缓慢上升 （见图４－５）。

在这一观点看来，自２００５年中期以来，人民币在再平衡中国经济上没

有像期望的那样扮演支持性的角色。这一支持性的角色要求人民币相对中国

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对美元的缓慢升值只是偶然能够实现这一结果。

我们认为这一通常的有关人民币管理的观点是相当不完全的。２００５年至今

的七年间，人民币管理上的两项发展为以汇率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做出贡献做

了准备。首先，汇率变动已经表现出了多货币倾向，其次，人民币真实汇率已

经被允许大幅度升值 （Ｍａａｎｄ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脱离盯住美元的汇率

制度转型和真实汇率升值都有助于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所写的一系列出色文章同时强调了名义有效汇率

（ＮＥＥＲ）和真实有效汇率 （ＲＥＥＲ）。Ｈｕ（２０１０ｂ）观察的起点是，理论上讲，

衡量可贸易品国际相对价格的最好指标是真实有效汇率。更低的可贸易品价格

（真实有效汇率升值）显示服务生产 （无论是理发还是卡拉 ＯＫ）比出口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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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５　双边人民币美元汇率 （ＲＭＢ／ＵＳＭＹＭ，日数据）

汇率隐含了估计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线性趋势 （ＮＥＥＲ）。线性趋势估计的时
间跨度是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这一两年期，通过将人民币 ＮＥＥＲ对常数项
和交易日趋势进行回归得到。

资料来源：ＢＩＳ；笔者估计。

的利润更高，从而有助于经济再平衡。然而，她指出，对于政策制定而言 ＮＥＥＲ

有两项实用性的优势：首先，没有必要就一个合适的和可比的价格指数达成一

致意见；其次，ＮＥＥＲ具有 “实时”可得性。Ｈｕ（２０１０ｃ，２０１０ｄ）还提到了人

民币升值对于抑制进口型通胀的作用，指出 ＮＥＥＲ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此，

ＮＥＥＲ和ＲＥＥＲ均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照点。

接下来我们首先讨论人民币相对于中国贸易伙伴的一篮子货币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展示真实或者价格调整的人民币是如何升值的，除基于消费者价

格的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指数以外，我们考虑了一个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构

建的新的指数。根据这一新的度量，人民币的竞争力在本世纪已经显著受到

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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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有效汇率的管理

在２００５年７月放弃盯住美元之后的一年中，人民币相对美元只有缓慢

的升值。结果是人民币 ＮＥＥＲ的变动同步于美元 ＮＥＥＲ。然而，从２００６年９

月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观察家们在搜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大幅度的日

常变动，但是以任何标准来看，变动都仍然很小。然而，尽管对人民币汇率

日常波动的严格管理在持续，几周和几个月后人民币 ＮＥＥＲ不再和美元

ＮＥＥＲ同步变动 （见图４－６）。

图 ４－６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

１ＢＩＳ有效汇率指数基于６１个经济体。趋势线估计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１日
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通过将人民币 ＮＥＥＲ兑交易日趋势进行回归得到。调整后的 Ｒ平
方为０４８，常数项和趋势项系数均在１％水平上统计显著。粗的虚线表示趋势线的上下
２％，细的虚线表示趋势线上下１％。

资料来源：ＢＩＳ；笔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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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人民币 ＮＥＥＲ表现出稳定的上升。简而言之，缓慢的和不易察觉

的人民币相对美元的缓慢爬升转向了人民币相对以 ＢＩＳＮＥＥＲ指数衡量的一

篮子货币的缓慢爬升 （见图 ４－６）。日常变动显示汇率管理主要针对美元，

但是周或者月变动倾向于更广泛的多货币情况。①

在２００８年中期，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由于美国以外的银行争相持有美

元使得美元价格高涨。人民币悄然无声地重新变为熟悉的易于理解的盯住美

元 （Ｈｕ，２０１０ｄ）。考虑到美元快速升值，一个持续的 ＮＥＥＲ稳定要求人民

币相对美元贬值———即使周边货币没有进一步贬值以对人民币的变动做出反

应 （见图４－５）。很难说如果人民币没有保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离岸非可

兑换人民币会进一步贬值多少，以及有多少资本会流出中国。

在２０１０年６月，当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结束盯住美元的 “特别措施”之后，

人民币恢复了对美元升值，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升值了大约８％。一些观察家发现在

２０１１年８月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债券评级后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有所加速。

从图４－６来看，２０１０年 ６月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不清晰的。从

２０１０年中期到２０１１年中期，ＮＥＥＲ对中国贸易伙伴货币的交易在一个相当

窄的区间内进行，只是在２０１１年底出现上升。如果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人民币

ＮＥＥＲ被表述为篮子、区间和爬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１称其为 ＢＢＣ），那么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人民币汇率并未回到这一安排 （见图４－６）。

这一发现对于 ＲＥＥＲ同样成立吗？毕竟，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ＲＥＥＲ

的升值为国内消费型生产而非净出口提供了激励。对于中国在全球再平衡中

的角色而言，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人民币 ＲＥＥＲ是关键所在。

基于消费者价格的真实有效汇率的管理

一个不断上涨的 ＲＥＥＲ将会为中国经济实现向国内消费拉动型增长的再

平衡提供补充。之前章节所描述的渐进性 ＮＥＥＲ升值的经验同时也发生在略

微更快升值的 ＲＥＥＲ上，ＲＥＥＲ通过消费者价格进行定义。下一节介绍基于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衡量，那将表明一个显著更快的升值。

４７

① Ｍａ和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２０１１ｂ）认为 ２００６年中期到 ２００８年中期的数据不能拒绝新加坡风格的

ＮＥＥＲ管理，ＮＥＥＲ以每年２％的幅度上升，大部分时间货币交易在中心价格 １％以内，并

且保持在上下２％的区域内 （见图４－６，分别对应细虚线和粗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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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中期至２００８年中期的人民币 ＲＥＥＲ升值要比 ＮＥＥＲ升值更为明

显 （见图４－７）。也就是说，这些年间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国更高的通货

膨胀意味着人民币 ＲＥＥＲ相对于 ＮＥＥＲ有更陡峭的路径。具体地说，使用月

度数据———通货膨胀数据在大多数经济体只有月度的———升值率为 ０４４％

每月或者５％每年 （见图４－７）。

图 ４－７　ＢＩＳ名义和真实人民币有效汇率 （指数，２００５＝１００）１

ＩＢＩＳ有效汇率指数基于６１个经济体。趋势线估计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至
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通过将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趋势项进行回归得到。粗的虚线表示趋势
线的上下２％，细的虚线表示趋势线上下１％。

资料来源：ＢＩＳ；笔者估计。

从２００５年中期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人民币 ＲＥＥＲ升值了 ３０％，而名义有

效汇率只升值了 ２１％。２０１０年 ６月，人民币仍然保持对美元的相对波动，

从那时起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ＮＥＥＲ升值了大约３％，而 ＲＥＥＲ升值了６％。

同 ＮＥＥＲ相反，ＲＥＥＲ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回到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趋势。

就这一观点而言，尽管早期的数据无法在 ＮＥＥＲ和 ＲＥＥＲ的变动路径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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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区分，２０１０年中期以后的数据分离出了 ＲＥＥＲ的路径。

展望未来，一些观察家总结认为允许工资和扭曲的行政性价格上涨

（例如能源价格、水的价格等）隐含着未来的 ＲＥＥＲ升值更可能通过国内价

格水平上涨而非名义汇率升值。

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人民币真实汇率

提到工资上涨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制造业者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

对制造业者而言，有影响的通货膨胀不是消费者价格，消费者价格主要影响

的是观光旅游者。相反，制造业者更倾向于对比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即工资相对于生产率增加的上涨。如果工资的增加正好和生产率增长相匹

配，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维持不变；如果工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

与汇率相结合，两个经济体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能够回答一个经济体的制

造业产品成本是如何相对于另一个经济体制造业产品的成本而变化的。① 汇率

变动是简单地抵消了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还是放大了其相对变化？

同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汇率相结合，单位劳动力成本能够更好地回答一个经济

体制造业成本是如何相对于贸易伙伴经济体加权平均制造业成本变化的。

在任何经济体，衡量制造业的工资和生产率都是富有挑战性的。在中国

这种结构变迁迅速的国家更为困难。我们用制造业总名义工资除以制造业真

实 ＧＤＰ来估计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我们依赖于

ＯＥＣＤ成员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 （例如巴西和印度）的 ＯＥＣＤ数据以及一些

重要的中国贸易伙伴的国家数据，这些贸易伙伴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北。我们最终得到 ４３个经济体的数

据———少于用于计算 ＢＩＳ有效汇率的６１个经济体。②

６７

①

②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可贸易品和非可贸易品之间的内部兑换率是如何变化的。Ｈｅ等人

（２０１２ｂ）发现相对于可贸易部门，非可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显著更快，并且中国的内部真

实兑换率以超过人民真实汇率的速度升值。

中国的总工资数据的覆盖面在１９９８年发生了变化，所以 １９９８年之前和之后的数据不可比

（Ｌｕ，２００７）。我们首先连起了制造业工资序列在１９９８年的断点，然后使用旧的数列的百分

比变化填补了直到１９９４年的新数列 （更多细节参见图４－８）。我们所搜集的具有单位劳动

力成本数据的４３个经济体占到了６０个 ＢＩＳ经济体同中国贸易的 ９５％。我们对每一个经济

体增加了５％的权重使得４３个经济体的权重加总为 １００％。我们的估计同随后被 《经济学

家》所引用的世界银行 （２０１０）的估计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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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于消费者价格的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相比，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

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在时间变动上表现出相似性，但是在变动幅度上存在差

异 （见图４－８）。两者都在 １９９８年有一个局部峰值，该年亚洲金融危机导

致了像韩国和泰国这样的地区竞争者货币的急剧贬值。两者随后也都显示出

图 ４－８　基于 ＣＰＩ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人民币真实汇率 （２００５＝１００）

１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 ＲＥＥＲ篮子包括４３个贸易伙伴的货币，已经占 ＢＩＳ篮子
９５％的贸易权重。４３个 ＢＩＳ的贸易权重重新进行了标准化。

２欧元区工业部门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使用制造业总名义工资对真实 ＧＤＰ的比值估算。总工资的覆盖
范围从１９９８年起发生了改变。１９９７年工资通过假设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增长率等于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年增长率和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增长率的简单平均进行估算。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的工资数
据使用原有数据的增长率进行估算。

３基于 ＣＰＩ的 ＢＩＳ篮子的 ＲＥＥＲ和 ＮＥＥＲ包括６１个贸易伙伴的货币。
４名义双边汇率通过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或 ＣＰＩ进行了调整。
资料来源：ＢＩＳ；ＣＥＩＣ；国家数据；ＯＥＣＤ；笔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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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通货紧缩的效果直到 ２００２年美元达到峰值。由于中国的工资和通胀

相对于其贸易伙伴上升更快，两者随后都上涨了。

数量上的差异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较早的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萎缩相

对于消费者价格要严重得多，因为从１９９０年代晚期到２００２年真实产出的增

长都超过了工资增长。同样的，随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高于消费者

价格。结果，相对于基于消费者价格的人民币真实汇率，基于单位劳动力成

本的人民币真实汇率变动要显著得多。从１９９０年代晚期到２００３年，伴随着

国内成本的下降，中国的制造业者获得了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成本优势。中

国竞争力的稳步提升在解释中国随后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上为从工资到

利润的变动这一解释提供了补充。

出于同样的原因，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快过真实产出增长，中国的制造

业者不得不同成本优势过早的和快速的消退进行抗争，成本优势消退的速度

快于消费者价格所显示的。相比基于消费者价格的真实人民币汇率，基于单

位劳动力成本的真实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轨迹要更陡峭。具体地说，伴随着

２００５年人民币同美元的脱钩，人民币真实汇率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年间升值了

４０％，以平均每年７％ ～８％的速度升值———高于基于消费者价格的 ４％ ～

５％的年均增长。至２０１１年底，可能升值达５０％。

尽管一个多边视角能够最好地代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广泛趋势，通过

简单审视美元兑人民币真实汇率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测度和消费者价格测度

之间的差异即使在更窄的背景下仍然成立。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动相对于基于消费者价格的汇率更为剧烈 （见图 ４－８）。

不仅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超过了相对于中国贸易伙伴总体货币的升值，

并且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形成了鲜明对

照。因此，在过去十年间，相对于大部分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美国的制造

业者在同中国的制造业者竞争上面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

通过我们上文所讨论过的２％的净储蓄下降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真实汇

率升值？Ｏｂｓｔｆｅｌｄ和 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７）分析了一个假设的美国储蓄变动对真实

汇率的影响，给定需要维持非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将他们的观点应用到中

国，挑战是给定这些非可贸易品和服务的短期生产能力，阻止储蓄的突然下

降所导致的对非可贸易品和服务的过度需求。还需要考虑中国经济结构同美

国的差异，中国的可贸易品部门更大，而不可贸易品和服务部门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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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这些作者所承认的，如果调整是在中期发生的，问题就会

改变。给定最终更低的储蓄和更高的消费，对于引致非可贸易品和服务部

门的私人投资以使得供给充分而言什么样的价格信号才是充分的？对于这

一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严格的答案。在未来 ５～１０年，我们预测一个持续的

年均大约 ５％的真实汇率升值可能是充分的。就任何情况而言，这一规模

的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升值都很可能有助于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Ｃｌｉｎｅ，２０１０）。

总　结

本章认为，由于储蓄下降超过投资并且人民币仍将持续升值，在未

来 １０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趋于从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占 ＧＤＰ的 ５％ ～

１０％下降到 ＧＤＰ的 １％。在近 １０年中，那些在过去 １０年中引起中国储

蓄率上升的因素，诸如一次性的生产率增进和富余的劳动供给都将减弱。

由于处于中国早期赶超阶段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和技术升级，投资

尽管可能会减缓但是仍然会保持稳健。因此，就趋势而言，中国未来的

储蓄—投资平衡将会收缩。政策的放松将会在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政

府可能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国家资助的养老

金和发放国有行业的红利收入，同时为官员提供激励以提供服务而不是

进行基础建设。

在转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上，汇率能够扮演支持性的角色。正在发生的

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提供了信号表明在非可贸易部门进行投资有利可图。在

过去的七年间人民币真实汇率一直在升值，真实有效汇率以大约每年 ４％ ～

５％的速度升值，这源于相对于贸易伙伴货币人民币名义汇率每年 ２％ ～３％

的升值以及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更快的通货膨胀。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而

非消费者价格的新的估计表明了更高的年均 ７％ ～８％的真实汇率升值。没

有理由认为这一真实汇率的升值不会继续。工资和价格的相对上涨，以及名

义货币升值会继续存在。

展望未来，更少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货币升值将会使人更能感受到人民币

交易的双向风险。伴随着中国向更平衡经济的转型，这种感受会为金融自由

化和更多的货币自主性提供更有利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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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Ｘ，２００９，Ｏｎｓａｖｉｎｇｓｒａｔｉｏ，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ｏｓｔｅｄ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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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川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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