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 Economy 宏观

“中国经济即将崩盘”是一个颇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假设，但现实情况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近在咫尺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会崩盘吗
文｜柯成兴 (Danny Quah)

看空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两年前，人们谈
论的是中国经济拯救了世界。而如今，观察人士
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中保罗 · 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提出了一种形象的说法 ：
“中国模式即
将撞上长城，眼下唯一的问题是这次撞击会有多
么严重”
。
看空中国的理由所在皆是。中国经济年度增
长率已经从 2010 年的 12% 降至 2013 年的 7%。中
国经济若崩盘，不会以渐进方式，而是突然爆发，
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经济崩盘源自于多重
失误。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过度扩张信贷，
这种由债务引发的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泡沫肯定会
破裂，令巨量的隐性不良贷款浮出水面。
中国凭借“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推动了经济
增长—阿瑟 · 刘易斯 (Arthur Lewis) 以这种动人
的笔触来形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储备。
但任何国家的劳动力储备都不可能真的“无限”
。
因此，当一国经济触及“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
储备大幅下降，导致薪资开始上升时 , 依赖廉价
劳动力实现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以往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爆
发大规模饥荒、陷入极度贫困的风险。计划生育
030

Oct. 2013

WWW.BOAOREVIEW.ORG

令人口增长放缓，使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储蓄和投
资的经济盈余，但这也造成了人口迅速老龄化。
因此目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既来自大量没有生
产能力的老年人口，也来自人口红利的消失。
（人
口红利是指一国经济由于拥有大量年轻、精力充
沛的劳动者而享受到的增长优势。
）
导致短期有利、长期无益的不仅仅只是计划
生育政策。中国投资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0%，这在短期推动了经济增长，却导致长期产
能过剩。中国强大的出口，短期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长期而言，却让中国更容易遭受全球经济低迷
的影响。
过去 30 年来中国通过指令和调控分配资源，

5

个成功跨过中

他们大多居住在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中国东

等收入陷阱的

部沿海制造业产业带的工资和成本不断上升，污

东 亚 经 济 体， 染和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相比之下，西部地

全都与当今中国有着

区依然发展不足。将东西部数据平均之后，中国

共同的特征。它们全

人均收入水平依然低于 9 个非洲国家。虽然北京、

都是具有鲜明儒家传
统的东亚国家 ；全都
是高储蓄率经济体 ；
全都是通过出口主导
型模式发展，并以制
造业为重点 ；全都缺
乏自然资源的比较优

或许成功地引导了经济增长，但在批评者看来， 势。它们在发展过程
中全都受到过政府的
这将导致机会和结果的严重不平等。因此，中国

上海以及东部沿海制造业产业带其他城市的收入
超过了全球中产阶级的水平，我们仍会很容易推
断出，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依然极低，而这些地
区的劳动力人口几乎与整个美国或者欧盟 (EU) 相
当。
将中国西部劳动力整合到全国（或者说，实
际上是全球）经济之中，并不需要把这些工人迁
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和城市。只要这些劳动
力生产的产品溶入到中国其他地区销售即可。为
此，中国需要改善和扩大交通基础设施，需要更

现在只有通过不断推高经济增长率，来提供大量

大力干预，它们全都

多的政府投资而不是减少。投资方向应该是私企

就业岗位以稳定社会。

在早期通过外国直接

几乎从来就做不好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

所谓“中国经济崩盘”不是指中国经济正在

投资、雇佣和与中国

在美国，整个内陆经济由州际公路系统连

逐渐放缓（比如说，当迅速增长的贫穷经济体逐

部分地区发展关系，

接在一起。在联邦政府和总统的大力推动下，从

渐向富裕经济体靠拢时，会出现放缓）
，而是说中

都曾借助中国庞大而

1938 年到 1956 年，美国通过了一系列《联邦资助

国经济崩盘就在眼前。中国经济增长会停滞，不

自律的劳动力队伍。 公路法案》(Federal-Aid Highway Acts)，最终建成

可避免地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花板”
。

按照定义来说，最后

了这一体系。在此期间，由于担心这些计划只会

几项实际上正是中国

无谓地扩大联邦政府的角色，许多参议员表示了

中国经济崩盘的证据有多可信？
中国经济崩盘的证据基础确凿吗？
银行业及金融问题错综复杂。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之前，许多观察家发现发达经济体的相关
问题难以解读，而评估中国真实金融状况的难度

自身已经在做的事
情。

反对。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才通过长期审慎
的政府政策，拥有了目前完善的交通网络。
“美国
的州际公路体系，及其籍以建成的联邦政府与州
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改变了美国的面貌”
。中国
需要同样的体系。
目前，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仍远远落后于高

更大。悲观者的观点似乎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撑，

收入经济体。中国的公路里程只有美国的 60%。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公共机场数量仅为美国的 10%。尽管中国更依赖

证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证据并不全在金融

铁路，而美国对铁路交通不感兴趣，但中国目前

领域，也需考量实体经济。这方面的证据好坏不

的铁路里程仍然只有美国的 40%。尽管人们担心

一。中国仍然有 1 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1 美元，

资金被误导性地过度投向房地产领域（随后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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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中等收入陷阱

大量房屋空置）
，但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
不到美国的 40%。不当投资在哪里都是
有害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其他地
区。中国是否投资过度了呢？中国投资

赤道几内亚

毛里求斯

爱尔兰

葡萄牙

日本

占到了 GDP 的 50%，这意味着不当投资
导致产能过剩吗？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

韩国

中国与许多新兴经济体一样，实施

希腊

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正确地认识到

中国台湾

波多黎各
西班牙

本国市场规模不足，因此通过向全球市
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

场提供产品来寻求规模效应。认为人口

以色列

数量逾 10 亿的中国市场规模不足，似乎
有些怪异，但市场规模是以购买力、而

新加坡

非消费者数量来衡量的。事实证明，中
国富裕城市的消费增长最为强劲。在一

的历史增速。因此，通过降低东西部发
展的不平衡来加大经济一体化，自然会
提升整个国内的需求，降低对变幻莫测
的国际市场的依赖。
因此，试图强迫中国弱化出口倾向，
有可能会弄巧成拙。这将削弱中国的经
济增长活力，让中国变得更穷，进而还

2008年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之比的对数

线城市，消费增长甚至超过了全国 GDP

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

一直处在高收入状态

会导致国内支出下降，从而让中国今后
更加依赖出口。

由低收入进
入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会未富先老吗？如果人口红
利因素的确起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经济
增长将会因为人口日益老龄化而放缓。
此外，中国社会将需要留出资源，赡养

低收入“陷阱”

那些没有生产能力的老人。如果不再工
作的老年人在中国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

1960年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之比的对数

那么经济需要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会减少。
因老年人不再工作而担心他们没有生产
能力有些奇怪，同样，由于没有创造足
够的就业岗位而担心引发社会骚乱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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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未来世界中，有些国家当然会拥有更多的
年轻人，但 2030 年谁的经济将更为成功？是 3.4
亿老人在公园里心平气和地打着太极拳的中国，
还是 1 亿年轻人由于未能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而
愤然走上街头的阿拉伯国家呢？
要评估中国经济即将崩盘的可能性，必须进
行严谨的研究，综合评估各种因素，收集足够数据，

一，5 个具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经济体 ：中国
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二，4 个欧猪四国 (PIGS) 经济体 ：葡萄牙、
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
三，4 个各不相同的经济体 ：赤道几内亚、
以色列、毛里求斯和波多黎各
对于希望向成功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学

从而逐项进行必要而明确的权衡。然而，如果没

习的政策制定者而言，第二类的欧猪四国肯定不

有此类研究，而是像我那样仅仅研究实证，则很

是学习的对象。这些经济体是通过不可持续的信

难让人相信中国经济即将崩盘。

贷或债务扩张实现增长的，它们不可能成为经济

不过，某些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一旦发展

成功的榜样。第三类国家则各不相同 ：美国的政

中经济体的人均 GDP 达到特定水平，经济就更有

经体制对以色列和波多黎各影响重大，但对其他

可能突然停滞，无论这些经济体的结构如何。中

两国则并非如此—它们只是两个非洲小国。

国也存在陷入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如此一来，只剩下了第一类国家。这 5 个经

在此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包括世界银行

济体全都与当今中国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全都

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研究。他

是具有鲜明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 ；全都是高储蓄

们绘制的一个简单图表指出了问题的核心 ：谁陷

率经济体 ；全都是通过出口主导型模式发展，并

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谁将得以幸免？（图 01）

以制造业为重点 ；全都缺乏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

在上述图表中，每一个圆点都代表着一个经

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全都受到过政府的大力干预，

济体。成功的经济体出现在图表上方 ；那些失败

它们全都在早期通过外国直接投资、雇佣和与中

的经济体则出现在下方。在图表中，从原点引出

国部分地区发展关系，都曾借助中国庞大而自律

的 45 度线代表着到 2008 年人均 GDP 与美国之比

的劳动力队伍。按照定义来说，最后几项实际上

的对数和 1960 年一样的国家。这意味着尽管那些

正是中国自身已经在做的事情。

经济体的经济有所增长，但它们的增速只是和美
国一样。它们未能从最初的位置有所增长。出现

结语

在 45 度线下方的经济体表现更差，它们一开始相
对贫穷，之后进一步落后。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辩

中国经济即将崩盘是一种颇具影响力和说服

称，如果按相对收入分为低、中、高三个集团（这

力的假设，但实际情况并不支持这种不约而同的

样划分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到 2008 年只有 13 个

看法。中国经济或许真有可能会崩盘，但也有可

经济体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余 88 个经济体则

能不会崩盘。30 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让许多唱衰

全部落入陷阱。

者大跌眼镜。这次，会有所不同吗？

分析这 13 个成功经济体的关键共同特征，即
可大概推断出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我

柯成兴

看来，这 13 个幸运的经济体分为三种类型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与国际发展教授 , 科
威特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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