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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格局正朝着日益多极化的方向发

展。作为世界银行新推出的第一版旗舰报

告，《全球发展地平线2011》主要关注三个

国际经济趋势：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由发达国家

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新兴市场企业作为一股新

的商业力量在全球崛起；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

迈进。

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进一步融入全

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并不断扩大在传统贸易和

金融渠道中的影响力。由新兴市场企业发起的

跨国并购大约占全球并购活动的1/3。新兴经

济体的投资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同时，新兴

经济体掌握的金融资产和财富大幅度攀升：目

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

占全球的3/4。

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张，新

兴市场企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新兴经

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仍比较边缘化。

纵观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商品及服务支付、国

际债权计价和汇率定锚所使用的货币，仍找不

到任何新兴经济体货币的身影。事实上，所有

发展中国家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

面临着巨大的货币错配风险，这一问题有望在

未来数年内得到缓解。目前，决策者的首要任

务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迈进，为此，

他们需要尽快就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改革问题

达成共识。

我们在《全球发展地平线》纸质出版物的

基础上，提供了在线网站版本(http://www. 

worldbank.org/GDH2011)，网站版本包括报

告中的基础数据和研究方法、相关博客以及背

景文献等内容，同时还引入了互动功能，读者

可以进一步探究报告中的相关情景分析。该网

站未来将作为相关文献的存储站继续推动全球

多极化的研究，政商学界的机构和研究人员

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针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变

革及其对发展政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交流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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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 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经

济变革% 最明显的结果之一是! 许

多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场变革

中脱颖而出! 开始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到

"#"D 年! 像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

亚和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国家很有可能与发

达国家一起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 此

外! 这些国家的公司也在全球商业和跨国

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们一

方面向国外寻求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还享

受着国内的优惠政策% 国际货币体系也将

结束单一货币统治的时代! 新兴市场经济

体将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角% 这些国家拥有

全球 ",( 的官方外汇储备! 其主权财富基

金和其他资金储备也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的

主要资金来源% 总而言之! 以经济力量多

元化为特点的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世界正向多极化迈进%

纵观历史! 重大经济转型总会面临诸

多挑战% 如何界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出

现的全球问题- 如何界定适宜的政策- 如

何界定制度响应- 总之! 在以上各个方面

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世界银行启动的

#全球发展地平线$ '-./01.2343./56378

9/:;</7=! -29(

$ 正是要探讨这些问题%

这一新的报告将作为新思想和研究的平

台! 促进各方对全球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

迁进行思考和研究% 遵循全球经济多极化

方向以及世界银行的发展和减贫主题! #全

球发展地平线$ 系列丛书将主要关注新兴发

展议题和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如全球收入失

衡& 经济威胁& 老龄化和未来金融发展格局%

#全球发展地平线$ 创刊版描绘了世

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 尤其是与之相关的

全球增长模式& 公司投资以及国际货币金

融制度都将随之发生变革% 当然! 不同国

际关系领域对多极化有不同诠释% 在国际

政治方面! 多极化意味着世界无极化! 各

国实力强大但却没有形成单一中心 '与冷

战时期的两极化政治格局截然不同(! 有

关政治多极化的讨论屡见不鲜% 在国际经

济方面! 多极化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体系

中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增长极! 这一情形在

过去也曾出现过% 然而! 让如此之多的发展

$! #全球发展融资$ 和 #全球经济展望$ 的探讨主题目前被放在了 #全球发展地平线$ 中% #全球发

展融资$ 还将继续出版! 但没有了主体章节% #全球经济展望$ 则主要关注数据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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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引领多极化经济体系还前所未有%

世界经济将翻开崭新的篇章% 在接下来的

"#年中! 新兴经济体将对全球经济和地缘

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个经济金融多极化的世界中! 政

策制定者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合理

运用政策工具以及把握发展机遇) 另一方

面! 还要在全球经济大起大落中驾驭自己

的国家抵抗无处不在的经济风险% "#$$ 年

( 月席卷日本的地震和海啸& 中东和北非

的政治骚乱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

金融动荡! 这些近在眼前的危机事件给全

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蒙上了厚厚的阴

影% 当世界跌跌撞撞地走在增长轨道上!

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却居

高不下! 许多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也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 全球需要采

取切实果敢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

市场重拾信心& 银行和商界恢复动力对设

备和技术进行借贷和投资! 就有可能提高

生产力& 创造就业以及孕育长期增长% 事

实上! 只有投资和经济不断增长才能为中

东& 北非和其他地区的年轻士兵创造就业

机会! 才能让地震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进行

灾后重建! 才能使美国和欧洲的财政紧缩

政策得以实施%

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带动了国际

货币体系的变革% '# 年前! 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瓦解结束了固定汇率制度 '在这一制

度下! 全球货币都与美元挂钩(! 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美元的实力% 自 "# 世纪 A#

年代末期以来! 美元更是日趋衰落% 不过

即便如此! 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但是! 美元的这一地位正日益受到其他国

际货币的挑战% 首先是欧元! 近年来欧元

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和官方储备货币越来越

受到青睐% 日元和英镑紧随其后! 只不过

在官方储备中所占的份额较小! 还不到

$,$#% 长期来看! 人民币也不容小觑! 中

国经济的规模与活力以及中国企业和银行

迅速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最终将把人民币推

上国际舞台前沿% 到 "#"D 年! 全球很可

能会围绕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形成一个多

极化的货币体系% 到那时! 美国& 欧元区

和中国可能依然还是拉动全球增长的三大

引擎! 通过贸易& 金融和技术推动其他国

家发展! 从而也使其他国家对这些国家或

地区的货币产生更多需求%

在向多极化世界转变的过程中! 各个

力量中心在相互竞争的同时! 也要加强跨

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治合

作! 这样才能降低政治和经济风险% 金融

危机爆发前! 国际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解

决宏观经济失调问题! 如汇率错位和收支

失衡% 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汇率制度越

来越灵活! 国际收支失衡对国民经济的制

约大大缓解! 政策合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

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的政治因素%

转型往往产生波动! 国际金融机构肩

负的一项复杂任务就是保护最不发达国家

'Q2)=( 免遭波动的侵袭% 许多 Q2)=国

家都是靠外需拉动增长! 能否处理好外部

关系将决定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 对于实

行浮动汇率制的 Q2)=国家来说! 其首要

任务就是确保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因此

需要搭建必要的制度政策框架& 微观市场

组织结构和金融制度% 由于国际金融机构

已经适应了全球多极化环境! 由这些机构

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有助于 Q2)=国家

实现平稳过渡%

世界银行认为! 如果一部出版物是为

了激发人们对全球格局的转变进行思考和

研究! 那么这个出版物本身也应该有所革

新% 因此! #世界发展展望$ 将以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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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站电子版 ' G885" ,,HHH&H/:.R017S&

/:T,-29"#$$( 的形式同时面世! 电子版

将作为纸质版的延伸和补充% 网站上包含

的信息有" 报告的原数据& 计算方法& 博

客以及相关背景资料% 访问者登录网站还

可以通过交互界面搜索 #全球发展地平

线$ 所描述的各种情景% 这正与世界银行

的共享数据倡议和加强思想交流的主旨相

吻合 ' G885" ,,R181&H/:.R017S&/:T(! 以

此推动 .民主/ 式发展% 网站今后还将收

集更多发展机构的相关研究信息! 以及与

各个智库& 商业组织和政策制定机构合作

交流! 共同关注全球经济的长期演变及其

对发展政策的影响%

林毅夫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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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 报告 由 世 界 银 行 发 展 预 测 局

'2K)+-( 的 .全球新兴趋势/ 团

队完成% U17=//:21;.16;是该团队的负责

人! 同时也是本报告的第一作者% 报告在

917=V;663:的直接领导下完成! 世界银

行高级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为报

告进行了全局指导%

概论部分由U17=//:21;.16;在其他团

队成员的帮助下撰写完成% 第一章由 W1X

6Y=W3:/63Q;6和 W/718G/7 OR16=CZ173

执笔! 2/6;7;[Y3417 R3:U37=0:YTTG3使用

世界银行的关联模型构建了可计算的一般

均衡模型% U/=G;7 >&Z1G7 '目前在彼得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为经常账户模型提供了资料和指

导! W/G7 ?1JJ3=为大宗商品提供了技术建

议! 怀俄明大学的 VG/:=837 W17Y=为多极

化程度的度量方法提供了技术建议% 第二

章由 U17=//:21;.16;& W1I[Y3.;73*:4;7T和

美国大学的\/03:891Y=H1.R执笔完成! 其

中部分内容由 >3:T;/ZY:.18& ]Y3[;7TW;1和

^;..;16>G1H协助完成% 第三章由U17=//:

21;.16;和多伦多大学的 +1Y.U1==/7 执笔

完成! 其中部分内容由 9_Y7T>;S Z;6&

>3:T;/ZY:.18& -10:;3.1UY7R1I1和 ]Y3[;7T

W;1协助完成%

本报告还得到了世界银行执行董事的

帮助% "#$$ 年 ' 月 "$ 日在一次非正式董

事会议上! 各位董事对报告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

在报告构思和写作的不同阶段中! 还

有很多人提供了相关建议& 资料和意见%

作为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总裁! O77 91:X

:;=/7协调完成了对报告的评估! 并给报告

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 >G1G:/SG E1:X

R/Y=8在不同阶段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U1:I3./-;YT1.3& U17Y3.1̀ &E3::/& W3JJ:3_

2&Q3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W/7

E1Y=8参与了报告开题阶段的同行评议%

U17Y3.1 &̀E3::/& W3JJ:3_2&Q3H;=& U1:X

I3./-;YT1.3& Z1.5171Z/IGG1:和加州大学

圣克鲁斯分校的 W/=GY1O;<37617 参与了

全行评估阶段的讨论% 另外! 世界银行内

部的 OYTY=8/R3.1V/::3& \;841\3;7;SS1&

*7R3:6;8-;..& OG61R OG=17& O=.;236;:TYIX

ZY78& *41;./*<4/:=S;& Q;7R1 1̀7 -3.R3:&

;̂..36417 K3TG37& >G1781_1717 2341:1a17&

OS;G;S/ @;=G;/& U3::3.. VYISX+:;6R1G.&

O71E3:717R3=& O1R;8_1U188//& 9;1Y Q//;

Z33& U1TT;3 )G37& 9;7G 2;7G& ;̀4;17

9/7& W317XW1I[Y3=238G;3:& /̀.S3:V:3;IG3.&

QY;=>3:437和214;R \/=370.188都对报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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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宝贵的意见%

很多世界银行以外的专家通过会议&

讨论及研究陈述等途径为本报告提供了大

量帮助! 包括哈佛大学的 21.3W/:T37=/7&

国际清算银行的 +G;.;5 VY:73:以及印度国

家公共财政和政策研究所的Oa1_>G1G等%

214;R 9/:/H;8<& W16Y=W3:/63Q;6&

\303II1b7T& >1:1G ):/H 和 Z18G3:;73

\/..;7=共同完成了 #全球发展地平线$ 在

线版的网站制作% \/Y.1]1<;T;和 1̀6=33

Z:;=G71Z17IG;为网站制作提供了技术支

持! OYTY=8/).14;a/协助规范了报告最终版

本中的图表格式% 背景文献和相关报告可在

以下网址下载" G885" ,,HHH&H/:.R017Sc

/:T,-29"#$$%

2171 /̀:;=3S 对报告进行了编辑%

\/=1.;3U1:;3Q/Y:R3=>;7T=/7 在协助 .全

球新兴趋势/ 团队完成出版工作的同时!

还 协 助 U3::3..VYISX+:;6R1G.& \303II1

b7T& )_78G;1)1=3和 >H18;+:;_1R1:=G;7;

U;=G:1进行宣传推广% 本书的设计& 编辑

以及出版工作由世界银行出版局的 );7R_

E;=G3:& 237;=3?3:T3:/7& >178;1T/+/60/X

?3a1:17/和 +18:;I;1U&Z181_161协调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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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本 报告引入了一些在世界银行出版物中

不太常用的术语% 这份术语表列出了

报告中使用的部分关键术语和定义%

增长极! 显著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经

济体%

增长极性! 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

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指标! 这

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 金融& 技术以

及移民渠道来实现%

潜在增长极! 指未来有望成为增长极

的经济体! 包括已经被公认为增长极的经

济体%

潜在新兴市场增长极! 既是增长极又

属于新兴市场的经济体%

多极化! 指世界经济中存在两个以上

的增长极的现象! 用增长极性的集中度来

衡量 '集中度越低! 多极化程度越高(%

发达经济体! 指传统上被认为是工业

国的经济体"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元区

及欧盟 $D 国& 冰岛& 日本& 新西兰& 挪

威& 瑞士和美国% 在与发展中经济体对比

时! 我们称之为发达经济体! 在与 .南

方/ 国家对比时! 我们称之为 .北方/

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的官方

标准! 被归类为低收入& 中低收入和中高

收入国家的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 指那些

经济发展潜力和国际参与程度相对较高的

经济体! 相对于道,琼斯 '2/HW/73=(&

富时指数 'EV>K(& 摩根大通 'W+U/:T17

)G1=3( 和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 'U>)*(

等公司的传统定义更为广泛" 阿尔及利

亚& 阿根廷&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巴西& 保加利亚&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

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格

鲁吉亚& 加纳& 危地马拉& 匈牙利&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牙买加& 约旦& 哈萨克

斯坦& 肯尼亚& 韩国& 科威特& 拉脱维

亚& 黎巴嫩& 立陶宛& 马来西亚& 墨西

哥& 蒙古& 摩洛哥& 尼日利亚& 阿曼& 巴

基斯坦& 巴拿马&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南非& 斯里兰卡& 泰国& 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 乌克兰&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和越南%

:;6<==6& >:?& >@:& 7:@& AB:&

=:6" 世界银行的官方地区分类 '分别指

非洲&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非& 南

亚(! 包括位于该地区内的高收入国家%





全球发展地平线!"## '%$$

缩略语

O2\=!!!!! !! 美国存托凭证

O*U 另类投资市场

O>d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 国际清算银行

?*V= 双边投资协定

?\*) 金砖四国

?\**)Z> 新金砖国家

)?b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K) 误差分量

K)? 欧洲中央银行

KE>E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KE>U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KU 新兴市场国家

Kb* 出口导向工业化

Ke 欧盟

E2* 外国直接投资

-OV> 服务贸易总协定

-OVV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2+ 国内生产总值

--? 德国政府债券

-UU 广义矩估计方法

-@* 国民总收入

9?> 哈罗德*巴拉萨*萨缪尔森

*)b\ 资本*产出增量比

*)\- 国际风险指标 '+\> -:/Y5(

*2\= 印度存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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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国际企业局 '新加坡(

*KO 国际能源署

*E> #国际金融统计$ '*UE(

**+= 国际投资头寸

*U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进口替代工业化

*̀ 辅助变量

Q2)= 最不发达国家

Q>K 伦敦证券交易所

U$ 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

U" 货币持有量

UfO 并购

@O>2Og 美国一所证券交易所 '前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

@]>K 纽约证券交易所

bK)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U- 混合组平均数

+++ 购买力平价

\f2 研究与开发

>2\ '=( 特别提款权

>-d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E= 主权财富基金

VE+ 全要素生产率

e>K*O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2* #世界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

^*+b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所有美元数额都是美国美元!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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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经 济变革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新世

纪已进入第二个十年" 世界挺过了

"##$#"##% 年的金融危机难关" 正在崛

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推动世界经济向多极

化迈进! 全球增长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特

点" 全球经济局势不再由单一经济体主

导!

经济变革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在过

去 "# 年中" 世界见证了新兴经济体的崛

起" 这些经济体在国际生产$ 贸易和金融

领域不断发展壮大! 发展中国家占国际贸

易的份额逐年稳定上升" 从 &%%' 年的

(#)上升至 "#&# 年的 *')! 而且新增贸

易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较小! 同

样" 发展中国家超过 &+( 的外国直接投资

也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 此外" 新兴经

济体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也在增长! 目

前"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官方

外汇储备占全球储备总量的 "+( %与前些

年正好相反" 当时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占

总储备的 "+(&" 这些经济体的主权财富

基金及其他资金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来

源! 与此同时" 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风险也

显著下降! 巴西$ 智利和土耳其的公债利

率比一些欧洲经济体的公债利率还要低!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投资者和跨国公司" 外界对这些新兴

经济体货币的需求也将随之增长" 从而为

多极化全球货币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新

兴经济体实力的增强也将对政策环境产生

影响" 促使国际社会制定更多普惠性经济

政策!

这场全球性经济变革可以说是历史发

展进程的又一次轮回! 全球经济走势随着

大国的崛起和没落而起起伏伏" 力量强大

的经济体不但推动全球增长" 而且还通过

跨境贸易和金融刺激其他国家发展! 公元

" 世纪上半叶" 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经济增长引擎! 随着工业革命

的来临" 西欧经济体走上了国际舞台前

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开始引领世

界经济" 同时" 德国和日本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近年来" 全球经济再一次发生巨大转

折" 各经济中心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期

都更加分散! 更为重要的是" 发展中国家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经济多极化的

前沿! '全球发展地平线 "#&& ( 预测"

"#&&#"#"' 年"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将

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就

像过去几次大型变革所带来的影响那样!

由于全球增长点和经济实力日益分

散" 全球各国需要群策群力" 才能解决经

济多极化带来的各种挑战! 多极化的全球

经济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存在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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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 一是维护体系运转的成本和责

任分摊机制* 二是全球增长带来的好处和

利益的共享机制! 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主

要围绕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协

议展开" 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以及与外界建立经济联系时被边缘化" 只

能寄期望于从发达国家的快速增长中得到

些许好处! 在这一体系下" 美国的重要盟

国###西欧经济体和日本###与美国一同

承担起国际责任" 例如" 维护体系运行$

作为开放市场的最后贷款人以及发行国

际储备货币" 但作为交换" 这些经济体

也从中分享了美国的特权###铸币税收

入$ 自主制定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灵

活的国际收支安排!

虽然这一体系目前仍然主导着国际

经济秩序" 但其衰败的迹象已然显露!

&%,& 年战后时期的金汇兑本位制结束"

浮动汇率制 %&%,- 年牙买加协议提出&

登上历史舞台"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参与其

中! 尤其在 &%%,#&%%$ 年亚洲金融危机

爆发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波动幅度进

一步增大! 此外" 国际货币结构也发生了

变化!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欧元在国际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持续

上升! 同时" 发展中国家也从贸易往来和

经济开放中受益颇多" 不但增长潜力极大

提升" 还将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与日益

开放的国际秩序联系起来! 在新的国际秩

序下" 许多具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在

全球经济中寻求自己的位置" 要求建立多

极化体系并重新评估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

三大支柱###集中的经济力量$ 以南北合

作为基础的资金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

货币体系! 来自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左右着

国际发展政策和话语权的未来走向!

'全球发展地平线( 创刊版瞻望未来

全球经济格局" 描绘出发展中国家在多极

化的世界中所肩负的发展任务以及面临的

各种挑战!

新兴力量的崛起将打破全球

增长平衡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新兴经济体将逐

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 到 "#"' 年"

新兴经济体将主导全球经济增长! 当许多

高收入经济体还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缓慢

前行"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回到了危机

前的增长轨道! 中国是第一个摆脱危机困

扰的经济体" 很快就恢复到 &#)的增长

率! 印度的经济萎缩程度相对严重" 但该

国的增长率在 "#&# 年也达到了 &#)以上"

而且印度政府还实施了新的五年计划 %完

善各项政策以及进行必要投资& 以保持这

一增长水平! 拉丁美洲在经历了 "##% 年的

衰退后" 也于 "#&# 年强势回升! 甚至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有望达到 -)的年增长

率" 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而且" 即

便没有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的推动" 全球

增长平衡也会发生巨大转变!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转变" 这些

国家的经济$ 企业部门和金融体系也将发

生重大变革! 这一浪潮可能会席卷各个领

域! '全球发展地平线 "#&&( 回首历史"

放眼未来" 根据当前人口$ 劳动力$ 储蓄

和教育等因素的发展趋势" 描绘了一幅世

界变革的蓝图! 世界在未来 &' 年中的平

均增长率将大大低于 "#&# 年的高点水平"

但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仍将保持

*.,)的年均增长水平 %预计 "#&&#"#"'

年间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 ".()" 只有发

展中国家的一半&! %考虑到长期增长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基准模型设定了一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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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以涵盖尽可能多的发展成果&! 到

"#"' 年" 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

亚$ 韩国和俄罗斯这六个新兴经济体的增

长总量将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其中" 有

些经济体还将与发达国家一起成为全球增

长的主要动力! 在 '全球发展地平线

"#&&( 描绘的多极化世界中" 增长中心

将分布于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中!

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平衡就要提高生

产率并摆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发展中国家的适度增长并不能带来

'全球发展地平线 "#&&( 所描绘的变革" 打

破当前平衡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

的转变! 这些经济体未来的增长动力将主要

源自各国的技术活力###通常以全要素生

产率 %/01& 来衡量###和国内需求!

回顾过去"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往

往遵循两条道路! 一条是以中国$ 印度和

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的全要素增长方式"

另一条是近年来出现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

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动驱动型的增长方式!

但是" 即便在第一种模式下" 全要素增长

也不是单纯依靠创新能力" 更多的还是靠

现有技术$ 经济要素再分配和制度治理结

构的完善! 因此" 新兴经济体只有通过投

资人力资本和建立研发 %234& 激励机

制" 才能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从而保持

长期稳定的增长势头!

事实上" 新兴经济体的创新成果和创

新能力一直在增长! 自 "### 年以来" 中

国和印度对 234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中

国投资于234的资金相当于其国内生产

总值 %541& 的 &.*)" 印度为 #.$)"

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的投资

水平! 中国迎来了微软的主要研发机构"

印度塔塔 %/676& 公司研制出世界上最小

的869:汽车" 俄罗斯不断在航空航天领

域取得进展突破" 这些都表明新兴经济体

也拥有通过技术革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

潜力!

为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新兴经济体

还要摆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让内需成为

增长的动力###这一转变正在进行之中!

以中国为例" 到 "#"' 年" 中国的消费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可能从当前的 *&)上升至

'')" 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东欧的新兴

经济体的情形可能与中国类似! 而拉丁美

洲经济体的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目前已

高达 -')" 未来可能仍将保持这一水平"

上升空间不大! 东亚和东欧经济体的储蓄

率可能会大幅下滑" 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从东欧地区来

看" 由于少数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减

少" 因此" 只有降低投资才能提高消费!

进而" 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缩

小! 与之相反" 一些亚洲国家的经常账户

盈余可能随储蓄率的下降而下降! 金融危

机后" 美国的国内储蓄开始增加! 从种种

迹象来看" 新兴经济体在崛起的同时" 国

际收支失衡的局面可能开始好转!

消费占产出的比重上升是新兴经济体

从外部驱动型增长模式向内部驱动型转变

的关键" 要提高消费比重就要扩大中产阶

级" 这又需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

者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并完善国内社会保

障体系! 为了满足国内对多样化消费品的

需求" 新兴市场政府还需要扶持中小企业

以及开放贸易!

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占国际贸

易比重地位的变换! 全球财富和资产

也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到 "#"' 年"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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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出口量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将大幅增

长! 以印度为例" 到 "#"' 年" 该国的出

口额预计将增长到 "#&# 年的两倍" 进口

额将为 "#&# 年的 &.' 倍! "#&##"#"' 年

间" 全球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也将提

高" 从 *%.%)上升至 '(.-)!

从当前全球国际收支状况来看" 新兴

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持有的国际资产净头

寸正在不断增加 %虽然增速逐渐降低&"

这主要由于对发达国家的净投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的净负债因此也将增加&! 因

此" 全球财富和资产将进一步向存在盈余

的新兴经济体转移" 如中国和中东地区的

主要石油输出国! 当前金融格局已经反映

出这一转变趋势) "#&# 年" 新兴经济体

持有的国际储备达到 ,.* 万亿美元的历史

高位 %约为发达国家持有的 ".& 万亿美

元储备的 ( 倍&" 新兴经济体公司的跨境

并购也占到全球并购总量的 "%)!

尽管各界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持

谨慎乐观态度" 但这些经济体也在短期和

长期内面临着下行风险! 如果全要素生产

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不能通过机构改革和

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 那么全球

经济可能会沿着两极分化的方向渐行渐

远" 发达经济体$ 低生产率经济体和高生

产率经济体将走上不同的增长道路! 同

样" 如果内部需求疲软的外向型经济体不

能有效地提高消费占产出的比重" 那么这

些经济体的资金将流向低效率$ 低收益的

投资! 此外" 自 "##( 年以来居高不下的

商品价格也对商品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增长造成了一定冲击! 如果情况理想"

新兴经济体能够有效地提高人均收入$ 改

善基础设施以及推动企业部门改革" 那么

这些经济体未来的增长潜力可能会超过基

准情景的预期! 此外" 经济和地缘政治领

域的突发事件也会给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

景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正在重塑

工业全球化格局
作为第二层力量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

正日益成为全球工业和金融领域的主要参

与者! 我们可以从外国直接投资 %04;&

的流动方向看出这一发展趋势! &%%,#

"##( 年间" 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并购交易

进行的跨境投资约 &$%# 亿美元" 相当于同

期全球并购投资交易总量的 *)! "##*#

"#&# 年间" 这一数额上升至 &.& 万亿美

元" 占全球总量的 &,)! "##( 年以来" 约

'<### 家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了 &"<'&- 项绿地投资" 投资总额约 &.,"

万亿美元! 目前"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04;

中有 &+( 以上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

"#&# 年全球共发生 &&<&&( 起跨境并购交

易" 其中 '<-"( 起###交易总量的一半以

上###都有新兴市场企业参与" 这些企业

要么作为购买方" 要么作为发达国家企业

的并购对象! 新兴市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是为了获取优质资产以帮助其实现各种不

同的目标) 多样化增长模式$ 扩大全球市

场份额$ 寻求国内市场没有的增长机遇$

规避糟糕的国内经济环境!

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

求增长机遇" 它们在国际商务中发挥的作

用日益重要" 并与发达国家企业在自然资

源$ 技术和国际市场准入等方面展开竞

争! 新兴市场企业在适应其他发展中国家

复杂的政策环境方面较发达国家企业具有

一定的优势" 因为这些企业在国内也处于

类似环境之中! 在这两大趋势的推动下"

加之南#南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南#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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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将持续增长! 此外" 新兴市场企业在发

展中国家的并购活动日益频繁" 并逐渐成

为04;的主要来源! 由于这些交易大都发

生在地理位置相邻的区域" 因此" 不但加

深了区域经济联系" 还促使低收入国家融

入全球经济! 与此同时" 新兴市场企业也

积极参与南#北并购交易" 尤其是与股权

市场成熟$ 增长前景良好的发达经济体的

企业进行并购交易! 到 "#"' 年" 由新兴

市场企业发起的跨境并购年交易额将达到

目前的两倍之多" 交易笔数将达到目前的

( 倍 %从 "#&& 年不到 "<'## 笔上升至

"#"' 年 $<### 笔&! 这一增长速度将超过

新兴市场企业所在国的541增长速度!

新兴市场企业根据自身利益参与全球

化并成为主要动力" 这将改变跨境资本形

成$ 技术创造和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融资

模式! 许多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新兴市场

企业正在逐渐成长为该工业领域的全球领

袖###与发达国家企业半个世纪前走过的

道路十分相似! 许多新兴市场企业在技术

创新和工业流程创新方面已经超过了发达

国家的竞争对手" "##% 年全球 234开支

最多的前 &<### 家公司中有 &&* 家来自新

兴经济体" 是 ' 年前的两倍之多! 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向来不是 234的

主要资金来源这一事实" 新兴市场企业取

得的这些成绩就更引人注目了! 到 "#"'

年" 现代 %=>?9@6A& 或塔塔 %/676& 可

能成为像梅赛德斯 %BCDEC@CF& 或雷克萨

斯 %GCH?F& 一样的名车代言品牌" 其燃

料可能来自俄罗斯卢克 %G?I:AJ& 石油公

司或印度尼西尼国家石油公司 %1CD76KAL

96&" 这些公司可能成为像埃克森美孚

%MHH:9B:NAJ& 或英国石油公司 %O1& 一

样的石油巨头" 给 234项目提供融资的

可能是中国的 ;POP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或巴西的伊塔乌银行 %;76Q&"

而不再是花旗或法国巴黎银行 %O8116DAL

N6F&!

商业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在相互加强

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实力

日益增强" 跨境公司的融资模式也随之改

变" 新兴市场企业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市场

的主要参与者!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

在完善各项国内机制政策" 使其更加透

明" 这些国家的企业因此也更容易进入国

际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从而不断在全球

范围内拓宽发展领域! 自 "# 世纪 %# 年代

后期以来" 近 "+( 的新兴市场企业都积极

参与跨境并购###这些企业至少发起了 &#

次并购###并通过银团贷款$ 发行债券和

上市等方式创新了国际市场的融资模式!

许多新兴市场企业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后" 两年内至少会发起一次并购" 而且越

来越多的新兴市场企业正在加入这一行

列" 使得商业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相互交

错和加强! 自 "#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

国际债券发行量大幅增长" 其中" 来自新

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行量涨幅最大" 现在已

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资金来源! &%%' 年以

来" 许多新兴市场私人公司开始参与国际

债券市场大额交易" 其中" $# 家企业单次

债券发行量不少于 &# 亿美元" &# 家企业

的单次发行量不少于 "# 亿美元! 这些企

业中较为著名的有) 巴西石油国际金融公

司 %1C7D:ND6F;97CD967A:96J0A969ECP:KR69>

:SOD6TAJ&" 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 %UKVDAE6

BWXAJ:SBCHAE:&" 印度诺夫利斯公司

%8:XCJAF;9E:S;9@A6& 和俄罗斯外贸银行

%Y/ON69I :S2?FFA6&! 在接下来十年或更

长的时间内" 更多新兴市场企业将进入国

际资本市场" 其融资条件将更加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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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巴西$ 智利和墨西哥等新兴

经济体的国内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成熟" 使

得这些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两

个渠道获得发展融资! 此外" 从一些迅速

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来看" 尤其是亚洲的新

兴经济体" 其国内资本市场正逐步发展为

区域金融中心! 在未来十年内" 随着新兴

市场经济体的国内需求快速增长以及这些

经济体的资本市场不断深化和监管的完

善" 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和消费品企业也

将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寻找机

会! 发达国家企业跨境上市起初是为了提

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但这一行为最终将吸

引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资金!

从政策角度来看" 新兴市场企业在全

球投资和金融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将

有助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强对跨境投资的

多边监管" 以避免再次出现像 "# 世纪 "#

年代以来那样的跨境投资危机! 与国际贸

易和货币关系不同" 目前" 还没有双边机

制来推动和治理跨境投资! 现今各国在协

商跨境投资时用的最多的是双边投资条约

%O;/F& ###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的

"'# 个激增至 "##, 年的 "<",' 个###在

双方出现争端时提交国际仲裁! 从经济角

度来看" 双边投资条约目前仅仅是一个次

优选择" 但随着这一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被

广泛采纳" 以及在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签约$ 协商和执行中不断发展

完善"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一机制最终将

演变为多边框架安排! 签订条约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投资壁垒" 这也有助于推行多

边自由主义! 此外" 双边投资条约还能作

为全球投资机制的补充! 事实上" 投资争

端国际解决中心 %;97CD967A:96JPC97DCS:D

7ZC[C77JCKC97:S;9XCF7KC974AFR?7CF" ;PL

[;4& 接到的跨境投资争端诉求正在逐年

上升###从 &%$&#&%%# 年间平均每年 " 起

上升至 "##&#"#&# 年间平均每年 "' 起!

这一需求的增长将促使多边框架基础设施

的发展完善" 为国际投资提供法律支持!

国际经济多极化将使欧元有

更大的扩展空间! 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也将扩大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使其积累

了大量财富和对其他各国的债权" 从而也

提高了它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截

至 "#&# 年底" 全球外汇储备约 % 万亿美

元" 其中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持有

的外汇储备就占据了总量的 "+(" 较这些

国家和地区在 "### 年底的 (,)的储备份

额大幅上升! 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

和其他形式的资金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的主

要来源! 在 '全球发展地平线 "#&&( 中

所描述的基准情景下" "#&##"#"' 年间"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国际

投资盈余预计将超过 &'." 万亿美元 %以

"##%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 与当前发达国

家的国际投资赤字大致相等!

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融资中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 但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

规模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却存在很

大差异! 从目前来看" 还没有任何一个新

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

作为官方储备$ 进出口计价货币和汇率

锚! 事实上"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货币

错配的问题" 其国际贸易$ 投资和金融交

易积累了大量风险敞口! 国际货币体系存

在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以保持这一体

系的正常运行 %目前" 主要由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B0, 负责&" 并使该体系形成稳

定的长期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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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明显滞后性并且

易受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使得已经被广泛

使用的货币最具吸引力! 美元就是一例"

虽然自 "#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 美元储

备在全球储备中的比重日渐下降" 但美元

依然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 不过

美元的这一地位正受到来自潜在对手的挑

战! 从目前来看" 欧元对美元构成的威胁

最大! 如果欧元区能够平稳渡过眼下面临

的主权债务危机" 并避免由于救助成员国

而产生的道德风险" 那么欧元的国际地位

势必将进一步提高!

从长远来看" 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

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跨境贸易和融资

的日益活跃" 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尤其

是人民币###也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中国目前在国际领域的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 但对外币的依赖程度却十

分严重" 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中国解决

这一问题! 一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出口国" 持有的外汇储备也居各国之首

%"#&# 年底为 ".% 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

该国面临的货币错配问题却非常严重" 因

为该国政府$ 公司和其他实体与国外发生

的交易几乎全部以外币计价" 主要是美

元! 由于私人部门无法直接解决货币错配

问题" 这一责任就落到政府身上! 中国当

局正在从两个方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 在跨境

贸易中鼓励以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 这

些举措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

作用奠定了基础!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出发" '全球发展

地平线 "#&&( 构想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

可能出现的三种格局) 美元保持现状不

变" 多极化货币体系和以特别提款权

%[42& 为主要国际货币的体系! 其中"

多极化货币体系出现的可能性最大! 在这

一格局中" 美元目前的主导地位将于 "#"'

年前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元$ 欧元和

人民币作为完全国际货币的货币体系! 当

然" 这样的变革会引起一些疑问! 第一"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的都

是外币" 多极化货币体系会对这些国家产

生什么影响- 第二" 现有的制度框架是否

适用于多极化经济体系以及能否应对这一

体系存在的不稳定风险" 是否有必要进行

一次彻底改革- 第三" 如何熨平在向多极

化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波动" 是对国际货币

体系进行临时调整还是彻底改革-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货币体系

中仍将面临货币风险

无论是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多极化货币体系都是

以国别货币为中心" 这样的架构存在许多

内在缺陷! 其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国

家调节国际收支和外部融资的成本收益不

对等! 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掌握国内

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 获得铸币税收

入$ 享受较低的借贷利率$ 拥有金融市场

竞争优势" 而且在调整外部账户时面临的

压力也相对较小! 与之相反" 非主要货币

国家的国际收支调节空间却十分有限" 不

断变化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令这些国家在

调整外部账户时需付出昂贵的代价! 近年

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状况日益严峻" 其背

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各国调节国际收支的成

本不同! 此外" 这一局面还潜伏着其他不

稳定风险) %&& 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同

时也是最大的债务国* %"& 全球最大的债

权国中国在对美国融资的过程中积累了大

量货币错配风险! 当前的货币体系还有一

个缺陷" 那就是作为国际主导货币发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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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往往是从国内需要出发制定货币政

策提供全球流动性" 而不会考虑全球对流

动性的总需求! 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当前全

球面临的美元短缺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比

"# 世纪 '# 年代的美元危机更加糟糕"

"##$ 年雷曼兄弟的倒闭推倒了第一块多

米诺骨牌" 非美国银行受到的冲击尤其严

重!

以国别货币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可能无

法再满足多极化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 但

是"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 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多边货币体系###全球大多数国家都

明确表示赞同###也只是镜花水月" 因为

建立这一体系需要各国交出货币政策控制

权! 此外" 当前围绕国别货币展开的国际

货币体系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这也是建立

多边货币体系的一大障碍" 全球经济实力

越分散" 将使得跨境经济政策协作越困

难!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国际经济政策

主要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失调问题" 如汇

率错配和收支失衡! 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

以及汇率制度变得更加灵活" 国际收支失

衡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得到了很大缓解" 政

策合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内货币政策和

财政政策中的政治因素! 除非一个国家的

借贷和贸易全部以这三种货币中的一种计

价结算" 否则就无法避免汇率波动" 这将

影响该国资产负债的价值和竞争力" 从而

制约该国制定经济政策并损害该国居民的

利益! 因此" 非主要货币国家需要建立对

冲机制应对汇率波动" 发展中国家更需如

此!

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可以解决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于 "# 世纪 -# 年代创立了特

别提款权" 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和记账单

位! 其价值目前由四种主要国际货币组成

的货币篮子决定###欧元$ 日元$ 英镑和

美元! 提高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

的作用" 有助于降低全球金融震荡和汇率

波动风险! 从操作层面来说" 可以通过两

条途径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一

是在官方借贷中鼓励以特别提款权记账*

二是中央银行以特别提款权为载体进行货

币互换" 这样的货币安排在金融危机期间

更具有优势" 而且可以考虑将人民币和其

他主要新兴市场货币也纳入特别提款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别提款权将成为天然

对冲手段" 尤其对于金融市场欠发达的低

收入国家来说" 更是如此!

全球经济多边决策仍然是最理想的治

理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中心日益向

多极化迈进" 世界各国之间的依赖程度将

不断提高" 进而将影响经济外交$ 国民经

济政策的制定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 伴

随多极化进程而来的是不同力量中心之间

日益激烈的竞争" 因此" 各个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加强政策

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 全球经

济一体化程度越深" 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的外溢效应就越强! 因此" 政策协

作不仅要提高全球经济的平均绩效" 还要

抵御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 各国需要迅速

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失衡" 加强金融监管"

对更多领域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相互监

督! 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如提供紧急

金融援助和承诺实行开放政策以放宽国际

市场准入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

由于各国相互依赖而产生的波动" 这种依

赖性将使各国分享全球繁荣带来的好处!

即便不对国际政策协作模式进行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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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改革" 各国也可以采取一系列切实的行

动贯彻落实 5"# 已达成的合作框架" 保

持 "##$#"##% 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央银行

和金融监管已取得的合作成果! 更为重要

的是" 协作应该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

上" 让大多数国家都能享受协作的成果

###如环境保护技术等国际公共物品###

而不是零和博弈 %一个国家的收益必然

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 只有当各国

认识到多边协作能够提高所有参与方的共

同福利时" 一个国家才会考虑其他国家的

利益!

多极化带来的好处和发展中

经济体面临的新的挑战
总的来说" 全球经济多极化将有利于

发展中国家###当然" 并不是每一个发展

中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增长的外溢效应

###通过贸易$ 金融$ 移民和技术等渠道

扩散###将推动技术传播$ 刺激出口$ 改

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使这些国家有

能力发展国内农业和制造业! 举例来说"

自 &%%# 年以来" 最不发达国家 %G4PF&

与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

( 倍" 最不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

贸易额目前已超过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

的贸易额! 此外" 全球增长点日益分散将

培育更多的外部需求" 这就意味着处于一

个增长极的各经济体遭遇的特定冲击对这

些经济体的外部需求造成的影响将比目前

要小很多! 这一特性在 "##$#"##% 年金

融危机后就开始显现" 这一时期新兴市场

经济体发起的跨境并购占到 "##%#"#&#

年全球并购总量的 &+*! 全球经济多极化

也对外国援助模式产生了实质影响" 新兴

经济体对外援助的增长使最不发达国家的

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进一步

上升!

全球经济多极化对各个国家造成的影

响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最不发达国

家###其中许多国家的增长对外部需求的

依赖性很高###面临的风险最大" 因为这

些国家可能无法应对由于经济转型而产生

的各种风险! 随着全球对原材料的需求越

来越多" 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大宗商品和矿

产资源净进口国将面临高企的价格成本!

即便这些国家中有大宗商品和矿产资源的

净出口国" 出口依赖性增长也面临着演变

为贫困化增长的风险! 对于实施浮动汇率

制度的最不发达国家来说" 应对全球经济

多极化的关键是要建设制度政策框架$ 培

养市场微观组织结构和金融机构" 这样才

能确保外汇市场的平稳运作!

多边机构也在全球经济向多极化转变

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这些机构提供

技术支持和政策研讨平台" 促进各国对多

极化经济秩序有更深入的了解! 随着发展

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可运用的政策工具

的不断增加$ 多极化意识和金融监管能力

的不断增强" 他们就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应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并有

效利用并把握本国的优势和机遇! 国际金

融机构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

援助也能减缓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转变过

程中遭遇的经济冲击和波动! 此外" 诸如

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框架安排也有利

于跨境投资的发展! ;B0也做好了引领国

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准备" 建立多元国际货

币制度的协调机制" 提供各种支持! 多元

国际货币制度将降低汇率波动" 从而降低

最不发达国家的外部汇率风险!

全球经济多极化这样的大变革往往面

临着巨大挑战" 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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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不确定因素" 而且应对措施也错综复

杂! 正在发生的这一转变不仅仅要取代旧

的经济规范" 更为重要的是" 还要形成正

确的思想认识和适当的政策和机构反应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和多边机构

###以促使这一转变取得更多的发展成

果! 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融入传统的国际

贸易和金融领域" 并逐步提高本国在这一

领域的形象! 在全球经济向多极化转变的

过程中" 各方还需要做大量工作以确保发

展中国家能够适应这一潮流" 提高他们在

开放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使他们承担起

相应的维护体系正常运转的重任! 同样重

要的是" 发达国家在制定政策时" 也应该

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和由此产生的各国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

性"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加强国际合作

并促进世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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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全球增长极
和金融格局

!"!#

年的世界经济格局与 "#&& 年的

世界经济格局存在显著的差

异! 届时" 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出 %以实

际值测算& 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将达到

*')" 而这一比重在 "#&& 年是 (,)"

"##* 年是 (#)! 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额

以及跨国投资所占的全球份额将接近发达

经济体水平! 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将不仅

仅局限于发达国家" 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和印度 %两国未来 &' 年将保

持高速增长& ###也将发挥不容忽视的

作用! 同时" 新兴市场国家所持有的全球

财富的份额 %以国际投资净额衡量"

;;1F& 也将显著增加!

全球经济大国地位的流转嬗变并不鲜

见! 纵观世界经济史" 每一轮经济增长都

是由一小部分国家驱动的! 从唐朝立国到

明朝中兴 %公元 -###&-## 年&" 中国毋

庸置疑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每年的产出

接近全球产出的 &+*" 经济增长占全球增

长的 &+(! 文艺复兴则见证了西欧诸国的

崛起###先是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

接着工业革命成就了比利时$ 法国和英

国" 这些国家的收入$ 产出和贸易随之繁

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 不断

涌现的技术创新和膨胀的消费需求使美国

脱颖而出" 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德国$ 日本和前苏联紧随其后!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 全

球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增长极 %在本书中"

增长极是指显著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经济

体&" 其中" .新兴/ 经济体尤为突出! 尽

管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这种现象被称

作 .新常态/ %MJ\MDA69" "##%&" 但发展

中国家已经从危机中复苏" 并表现出强劲

增长的势头! "& 世纪的前 "' 年" 全球经

济增长很可能是由日渐崛起的中国$ 印度

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所驱动! 本章详细梳理

了世界经济格局转型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格

局造成的影响! 第 & 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

!基于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预计

未来 &' 年 ""#&&#"#"' 年$! 新兴经

济体将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到 "#"' 年" - 个主要新兴市场

国家###巴西$ 俄罗斯$ 印度$ 印度

尼西亚$ 中国和韩国 %即所谓的金砖

国家" O2;;P]F& 的实际产出加总之

后将与欧元区不相上下! 预计在

"#&&#"#"' 年间" 新兴市场国家的平

均经济增长率为 *.,)" 同期发达国

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 消

费$ 投资和贸易份额将随之作出重大

调整! 尽管目前来看" 发达国家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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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两方面仍占有绝对优势" 但到

"#"' 年"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

的国际贸易所占的比重将迅速趋同"

双方将各占一半的份额! 部分新兴市

场国家正在经历结构转型!

!

!随着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长极的变

化! 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显著% 在

"##*#"##$ 年间" 美国$ 欧元区和

中国三足鼎立" 共同发挥了核心增长

极的作用! 到 "#"' 年" 新兴经济体

%包括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韩

国&" 以及日本$ 英国等发达经济体

都有望成为新的增长极" 与美$ 欧$

中三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拉动全球经济

增长! 但是" 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

展$ 成为真正的增长极" 新兴经济体

需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 通过持续提

高劳动生产率" 释放本国消费需求"

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内生

性! 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协调国内储蓄

和投资" 合理配置资本" 同时要敢于

大胆采用新技术" 完善创新激励机

制!

!

!新兴经济增长极的崛起之路各具特

色% 从发展历程来看" 亚洲增长极

%如中国和韩国&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出口的增长" 而对拉丁美洲

增长极 %如巴西和墨西哥& 而言"

国内需求则更为重要! 发展中国家涌

现出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在几个主要

的东亚国家中" 人口的跨阶层流动趋

势正在不断增强! 按照这种趋势" 强

劲的消费势头还会进一步持续下去"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源泉! 同时" 旺

盛的投资需求还能驱动全球经济向前

发展"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潜

力! 许多大型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经

历结构转型" 消费和投资趋势也在随

之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最不发

达国家 %G4PF& 经济的增长往往依赖

于外部需求" 因此" 世界经济增长极

的演变带来的需求结构多样化可能会

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

响!

!

!作为一个整体!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

对全球投资& 国际贸易和外部失衡的

影响将越来越大% 目前" 全球贸易模

式和投资模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南#南/ %也即发

展中国家之间& 贸易量的大幅提升!

然而" 全球经济的动态失衡不仅取决

于各国的政策" 同样取决于有关当局

对私人贸易和资本流动作出的调整!

例如" 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举措有助

于缓解储蓄过度" 并促使经常项目顺

差国作出调整* 类似地" 培育出口导

向的商业氛围有助于贸易赤字国扭转

局面!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极与全球

宏观经济

新增长极的兴起

"##$#"##%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许多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增长

势头! 新兴经济体中的主力军" 如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即所谓的金砖四

国 % _̂8CAJJ" "##&& ###开始挑战七国集

团 %5\,& 的经济实力" 这主要归功于全

球贸易份额$ 金融和劳动力流动的前所未

有的增长!

金融危机强化了这种趋势! 不可否

认" 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好于

发达国家 %"##% 年" 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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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 发达国家下降了 (.*)&!

最新的短期预测数据显示" 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经济扩张的速度仍然明显快于

高收入国家" 全球增长极开始扩展到发达

经济体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未来几年" 中国和印度有望成为新兴

经济增长极中的领头羊! 中国的势头更为

强劲) "##% 年超越德国$ "#&# 年超越日

本之后" 中国的出口额目前位居全球之

首! 中期来看" 其他新兴经济体" 如巴

西$ 印度尼西亚$ 韩国和俄罗斯" 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幅度提升! 加上中国

和印 度" 这 些 国 家###以 金 砖 四 国

%O2;P& 为代表" 但不仅仅是这四个国家

###将日益成为全球消费$ 投资及出口的

主要来源" 并对与之往来密切的发达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产生显著影响!

从核心到外围! 增长极驱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渠道

尽管 .增长极/ 一词在政治学领域

应用广泛" 但其定义仍然有些模棱两可

%见专栏 &.&&! 笔者将 .增长极/ 定义

为本国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有明显外溢效

应的经济体! 从这个意义来看" 经济增长

极不仅仅激活本国经济" 而且能带动与其

联系密切的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此"

基于本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本国

与全球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笔者对增长

极进行了量化!

&

由于本章的重点在于梳理实际经济增

长在国家间的传导模式 %以及实际经济

增长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因而" 本文中

.增长极/ 的含义与其他研究领域###如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在这些领域" .增

长极 / 通 常 是 指 极 性 和 权 利 的 分

布 & ###中 的 定 义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0CJFC97Z6J和 B6EZ:XCD" &%%$* B69FSAJC@"

&%%(&!

" 尽管如此" 研究经济影响力的分

布对于协调国际货币关系和国际政策以及

相关政策选择 %第 ( 章将对此展开讨论&

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相关经验或理论已证实存在多种经济

传导渠道! 由于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 持

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2:KCD" &%%#* [:J:̀"

&%'-&" 因此" 在经济增长向其他经济体

外溢的过程中" 技术扩散尤为重要! 技术

扩散的主要渠道包括) 贸易$ 金融和移民

过程中的知识传播$ 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

转移过程中技术的直接扩散等 %见图

&.&&! 例如" 在美国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的过程中" 技术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传播)

通过美国设计的厂房和机器间接转移到中

国* 通过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而直接转

移* 通过对一线工人$ 后台职员和管理人

员的业务培训而转移* 通过本国供应商学

习海外技术经验而转移!

除了技术扩散" 通过模仿其他国家的

先进制度###如鼓励企业研发或采用新技

术的制度以及限制企业采用某种技术的制

度###同样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UECK:aJ?$b:Z9F:9 和 2:NA9F:9""##'* 2:L

@DAI$[?ND6K69A69 和 /DCNNA" "##*&! 制度

模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是制度变革历

时较长" 而且难于精确测度!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通过测量潜在增

长极的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来间接实现对

制度模仿的测度! 有理由相信" 如果一个

国家通过实施制度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的国民就会要求本国政府进行类

似的制度改革! 而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率先实施改革的国家的经济规模

越大$ 经济增长越显著" 则越容易引起其

他国家国民的关注! 贸易$ 资本流动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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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什么是增长极" ###基于理论和经验两种视角的定义

!!在本书中" 增长极指本国经济增长有助于驱

动他国经济实现增长的经济体! 之所以如此定

义" 一方面在于强调增长极经济增长的活力 %即

.增长极/ 中的 .增长/&" 另一方面兼顾了外溢

效应$ 知识传播和贸易所得 %即 .增长极/ 中的

.极/&! 然而" 鉴于学者对 .增长极/ 的定义持

不同见解" 对不同的定义进行比较和探讨是大有

裨益的!

&%*% 年" 法国经济学家0D69c:AF1CDD:?H首次

将 .增长极/ 引入到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

最初" .增长极/ 是指企业或行业的综合体" 该

综合体不但自身增长极快" 而且内部企业之间以

及内部和外部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此

后" .增长极/ 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空间因素或

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内涵的差异主要在

于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不同! 例如" 在讨论区域发

展政策时" 界定城市是否是经济增长极" 除了考

虑经济增长是否迅速$ 集中之外" 还应考虑是否

与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了纵向联系$ 是否具有外部

规模效应等! 事实上" 支持产业聚集的学者与支

持生产专业化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 正是

对这种分歧的研究催生了经济地理学 %0?dA76$

]D?aK69和YC96NJCF" &%%%* 世界银行" "##%N&!

紧接着" .增长极/ 这一概念被研究全球问

题的学者采用" 国际关系学中的 .极/ %在国际

关系学文献中" .极/ 指具有地缘政治权力和影

响力的国家或地区& 也在同一时期产生! .增长

!!

极/ 与 .极/ 之间的联系部分源于这一直觉) 地

缘政治影响力最终决定于经济规模* 同时" 要清

晰界定 .增长极/" 必须排除地缘政治影响力决

定因素的影响! 全球 .增长极/ 与区域$ 国家或

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增长极/ 存在着显著差异!

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经济规模之间的差

异" 而且还在于国家经济联系与区域经济联系之

间的差异!

即便在全球层面上" 增长极仍然具有多重含

义! 我们可以定性地从不同含义中归纳出一些共

通之处! 本书中被称为全球增长极的经济体" 不

但本国经济增长迅速" 而且能够显著带动他国经

济增长" 并最终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因

此" 基于本国经济增长率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之间

的相对关系以及本国与全球经济增长之间的联

系" 可以给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量化定义 %见附

录 &.&&!

在定义和评估全球增长极时" 常以国家作为

最基本的单位" 因为很多数据都是在国家层面上

进行加总得出的! 当然" 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

地区 %例如" 经济和货币联盟&" 将其作为整体

进行评估更为合理! 因此" 我们必须对地区进行

明确界定! 本书中" 欧元区$ 两个非洲法郎区$

东加勒比海货币联盟$ 南部非洲货币联盟 %[:?7Z

USDAE69 B?J7AJ67CD6JB:9C76D>@:JJ6DT:9C& 等分别被

作为整体! 另外" 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也被看做一个整体!

其是外国直接投资& 和移民有利于先进制

度的扩散" 进而有助于强化知识和技术转

移等传统传导渠道!

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从增长极外溢到

其他外围国家的主要渠道! 本国企业与外

国企业商贸往来越频繁" 本国企业从中获

取的工业和技术知识越多* 因而" 技术进

步和比较优势互相促进$ 相辅相成

%5D:FFK69 和 =CJRK69" &%%&6&! 中间品

贸易是技术扩散和增长外溢的另一渠道)

中间品本身蕴含技术" 因而" 进口中间品

能够降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

% M67:9 和 ]:D7?K" "##"* 5D:FFK69 和

=CJRK69" &%%&N* 2AXCD6\O67AT和 2:KCD"

&%%&&!

部分实证研究表明" 贸易也是技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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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增长极经济增长溢出的渠道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增长极能够拉动其他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 其中箭头表示影响的方向" 文字注解表示特定的刺激因素!

散的主要渠道! 例如" 随着企业开放程度

的提高" 东亚国家的后发优势日趋明显

%=6JJ̀6D@ \4DACKCACD$ ;6D:FFA和 [:I:J:SS"

"##"&! 尽管实证研究倾向于认为进口比

出口更有利于技术扩散" 但事实上经济增

长极可以通过吸收出口推动外围国家出口

产业的发展" 进而带动其经济增长! 在行

业内部" 出口能够促进生产从生产效率较

低的企业转移至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 在

某些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 出口有助于实

现市场的规模效应 %]D?aK69" &%,%&! 因

此" 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是通过双向

贸易驱动的###既向经济增长极进口" 又

向经济增长极出口!

资本流动 %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 有

望成为重要的技术扩散渠道! 从跨国企业

母公司流向子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 %或绿

地投资& 可能引起技术的直接转移" 或者

至少通过以下途径使技术由子公司间接转

移至东道国的其他企业) 人员流动$ 提供

蕴含先进技术的中间品或服务 %4?$ =6DL

DAF:9 和 bCSSCDF:9" "#&&* M7ZACD" &%$-*

0:FS?DA$ B:776和 2SA9@C" "##&* B6DI?FC9"

"##** 2:@Dea?CT\PJ6DC" &%%-&! 除了技

术扩散" 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通过以下渠

道促进经济增长) 引导生产向经济体内生

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或引导生产向部门

内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转移! 从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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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 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同时实施有助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和经济增长的配套制度改革的情况下" 这

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OCEI 和 GCXA9C"

"##'* f?A99和/:>:@6" "##$&! 因而" 资

本流动是增长极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渠道!

图 $%!&$#!""' 年部分经济体单一增长极性的历史演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6@@AF:9 %"##(& 的计算!

注) 单一极性指数被定义为经过离差标准化处理的$ 以 &%%# 年国际元表示

的541加权增长率!

实证研究并非完全支持 .外国直接投

资是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 这一论断! 案

例研究表明" 产业内部大规模的技术外溢

主要发生在科技含量较高的外国直接投资

项目中" 例如" 微芯片制造商 ;97CJ公司

在哥斯达黎加的案例 %G6DD6e9$ GWRCT\

P6JX6和 2:@Dea?CT\PJ6DC" "##&& 以及一

些其他行业的案例 %]CJJCD和 gC6RJC"

"##%&! 基于更广泛行业样本的研究显示"

行业内部的技术外溢往往只局限于很小的

范围内 % 5DASSA7Z$ 2C@@A9a和 [AKRF:9"

"##** =6FICJ$ 1CDCAD6 和 [J6?aZ7CD"

"##,&! 研究表明" 在某些情况下" 企业

间存在技术的纵向溢出! 立陶宛的例子说

明" 技术能够通过逆向联系由合资企业扩

散至本土供应商" 而对于外资全资企业则

不存在类似的技术外溢 %b6X:DEAI" "##*&!

由于技术知识很难或无法完全书面

化" 这意味着一些技术知识只能通过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进行传播" 因此" 劳动力的

流动也对知识传播至关重要! 经验证据表

明" 移民或短期商务旅行有助于隐性知识

的传播! 国际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助于技术

流向雇主企业" 而且还有助于技术扩散至

其他企业 %=:XZ699AF>69 和 ]CJJCD" "#&#*

]AK$ GCC和 B6DFEZIC" "##%* Ĉ77J和

UaD6̀6J" "##$&! 移民的增加能够促进贸

易往来和知识传播" 并产生交叉效应

% ]CDD" "##$* ]CDD和 GA9E:J9" "#&#*

26?EZ" "##&&* 同时移民具有工作勤奋$

珍惜就业机会的优点" 他们往往成为移民

目标国经济增长的源泉%BEPD6̀" "#&#&!

在历史上" 移民曾是启动欧洲现代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该现象常被称为 .流动

转型/ %=677:9" "#&#&!

全球增长极的更迭

过去两千年间" 引导全球经济增长的

经济体历经多次更迭! 直到第二个千年上

半叶" 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增长

极!

( 从 &- 世纪初开始" 西欧国家日渐崛

起" 其产出所占的全球份额不断提高

%B6@@AF:9" "##,&" 同时" 对全球经济增

长格局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以上现象也

能从单一极性指数的变化趋势中反映出

来" 该指数衡量了一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

献的程度 %见图 &."&!

*

尽管 "# 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

法国和德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使西欧保持住

了全球增长极的地位" 但是日本$ 美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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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等国家后来居上" 同时加入了世界

经济增长极的行列! 如图 &." 所示" 单一

极性指数普遍存在上升趋势" 由此我们可

以判断从 &- 世纪初到 "# 世纪 ,# 年代"

全球经济一直处于增长加速期!

"# 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

大型工业化国家" 但是他们的作用似乎正

在日趋减弱! 在此引入一项衡量增长极极

性的综合指标###综合极性指数" 该指标

能够综合反映经济增长通过贸易$ 金融和

技术等渠道的溢出效应! 如图 &.(6所示"

大型发达经济体的综合极性指数下降趋势

十分明显! "# 世纪 %# 年代初资产泡沫破

裂之后" 日本的综合极性指数大幅下挫"

此后" 该指数再未达到泡沫破裂前的水

平! 与日本类似" 美国和欧元区的极性指

数分别于 "# 世纪 %# 年代末期和 "& 世纪

初期开始逐渐下滑!

图 $%(&$)*)#!""' 年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增长极性的演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B0的 '贸易方向统计($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

展指标(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

注) 综合极性指数被定义为以不变美元计价的贸易$ 金融和技术加权增长份额的第一主成分! 某经济体的集中度指数基于该经济体的

综合极性指数得出" 并且以 ' 年作为一个观测期 %由于数据不足" 第一期缺省&!

如图 &.(N所示" 不同于发达经济体"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综合极性指数却开始

整体上扬! 然而" 除了中国" 这些国家的

极性指数仍比发达经济体低一到两个数量

级! 从绝对量来看" 在 "##*#"##$ 年间"

中国的极性指数已先后超过欧元区和美

国* 而且" 排名前五位的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 韩国$ 俄罗斯$ 印度和新加坡&

的实际综合极性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几乎与

排名前五位的发达国家相等 %见表 &.& 第

一列&!

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潜在增

长极是中国###中国是目前唯一能被看做

增长极的新兴市场国家! 以任一替代指标

衡量经济增长" 情况都是如此* 例如" 经

实际汇率调整后" 中国的极性指数相对较

低 %见表 &.& 第二列&"

' 但是经实际购买

力平价调整后" 中国的极性则相对较高

%见表 &.& 第三列&! 在使用其他方法的研

究中" 中国同样显示出了巨大的增长溢出



#*$$$ 变革中的全球增长极和金融格局 全球发展地平线!"##

表 $%$&排名前 $# 位的经济体的综合极性指数! !""+#!""' 年的平均值

经济体 真实指数 经济体 ,-.指数 经济体 ///指数

中国 "-."# 欧元区国家 *,.(* 中国 -(.,#

美国 "#.(( 中国 *&.'* 美国 '&."-

欧元区国家 &#.$- 美国 (#.'& 欧元区国家 *#.&'

日本 '.'% 俄罗斯 "'.-# 日本 "$.&'

英国 '.'& 加拿大 "".-& 俄罗斯 "-.#"

韩国 '.*& 英国 "".*% 韩国 "*.',

俄罗斯 *.,% 韩国 "#.*% 英国 "*.#&

印度 *.-" 澳大利亚 "#."- 印度 "(.($

新加坡 *.(# 巴西 &%.*$ 新加坡 "".%'

加拿大 *.#$ 挪威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 "&.((

马来西亚 (.&" 土耳其 &%.&, 土耳其 "&.((

土耳其 (.#, 印度 &%.&* 墨西哥 "&.",

墨西哥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沙特阿拉伯 ".%* 波兰 &$.,- 澳大利亚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B0的 '贸易方向统计($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世

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

注) =O[ h哈罗德#巴萨#萨缪尔森* 111h购买力平价* 阴影区域表示潜在增长极! 综合极性指数被定义为用离差

标准化处理的 %&%-%#"##$ 年&$ 以不变美元计价的贸易$ 金融和技术加权增长份额的第一主成分! 实际综合极性

指数$ =O[综合极性指数和111综合极性指数分别为经 "### 年实际美元计价的541调整后的指数$ 本币按现有名

义汇率折合美元计价的541调整后的指数和基于购买力平价的541调整后的指数!

效应 %UD:D6和Y6KX6IA@AF" "#&#6&!

新兴市场国家中其他的潜在增长极包

括) 印度和俄罗斯###同属于 .金砖四

国/" 以及其他发展迅速的国家如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土耳其###部分国家

属于 .新钻十一国/ % _̂8CAJJ等" "##'&!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 把这些国家

视为潜在增长极并不奇怪* 但其中有几点

值得注意) 首先" 在 "##*#"##$ 年" 许

多大型发展中国家并不足以被看做潜在增

长极###例如" 印度尼西亚* 其次" 有一

些国家 %如波兰和俄罗斯& 成为增长极的

潜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规模所反映的水

平* 此外"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如巴西和

墨西哥& 成为增长极的潜力低于其经济规

模所反映的水平! 原因在于" 这些国家参

与国际交往的模式决定了其经济增长的溢

出效应十分有限! 最后" 一些区域性的经

济巨头如埃及和南非并没有出现在表 &.&

中" 原因是一方面在于从全球范围来看"

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小" 另一方面在于

其增长的溢出效应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区

域! 然而" 并不排除这些国家成为区域性

增长极的可能 %见专栏 &."&!

同样" 显而易见的是" 在全球范围内

增长极的分布高度不均###以 "##*#"##$

年的实际极性指数衡量" 排名最靠前的三

个国家 %中国$ 欧元区国家和美国& 几乎

占到全球极性的 $#)! 经济地理学的结论

与之相似) 疆域较小的国家往往参与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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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区域增长极

!!本书在对增长极进行定义时" 十分注重经济

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的溢出效应! 根据该定义" 某

一经济规模较小或全球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若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即便该经济体能

显著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也不能被视为增长极! 当

然" 在全球层面上讨论多极化现象时" 把这类经

济体排除在外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讨论区域增长

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经济体

能够显著影响最不发达国家 %G4PF& 的经济发展

前景!

表O&.".& 是相关区域性指标的汇总! 与直

观感觉一致" 全球增长极往往也是该经济体所在

区域的增长极! 由于经济体在区域层面和在全球

层面上的重要程度往往存在差异" 因此" 该经济体

的相对地位在两个层面上并不绝对一致! 例如" 巴

西对拉丁美洲经济的重要性大于墨西哥" 但是在全

球层面上" 两国的相对地位刚好相反 %见表 &.&&!

根据表 &.& 所提供的信息" 最值得注意的

!!

是" 从全球增长极位置上被挤下来的国家仍然能

够在区域内发挥重要的作用! 例如" 研究显示"

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重要增长极! 事实

上" 南非的单一极性指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遥遥领先" 是排在第二位的尼日利亚的 &.' 倍!

在考虑区域经济问题时"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是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是如何驱动本地区经济

发展的! 尽管本书对相关问题讨论不多" 但不可

否认的是" 高度一体化的地区 %如海湾合作委员

会& 有能力成为区域 %甚至是全球& 的增长极!

以上事实表明" 区分区域增长极和全球增长

极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在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层面

和全球层面内部" 经济增长的溢出渠道不尽相

同" 因而在某一层面上相对重要的经济体可能在

另一层面上无足轻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增长

的溢出效应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 因此" 任何对

增长极排名 %包括本书中的排名& 的解读" 都应

严格依据其具体的定义!

表-$%!%$&区域单一极性指数排名前三位的国家 $!""+#!""' 年的平均水平%

国家 单一极性指数 国家 单一极性指数 国家 单一极性指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欧和中亚

南非 -(.%# 中国 %$.$, 俄罗斯联邦 -%.**

尼日利亚 *&.*" 韩国 &".-$ 土耳其 -*.&$

安哥拉 ",.', 印度尼西亚 '.,# 捷克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非 南亚

巴西 *'.-# 沙特阿拉伯 "$."- 印度 &##.##

阿根廷 ((.$* 伊朗 "-.&" 孟加拉国 &#.%-

墨西哥 "*.*" 埃及 "'.,& 巴基斯坦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的计算!

注) 区域综合指数是由按照各区域经济规模加权的541增长率$ 经过离差标准化 %&%-%#"##$ 年& 处理后得出的"

以 "### 年实际美元表示! 对东欧和中亚地区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时" 剔除了俄罗斯 &%%*#&%%- 年的数据" 以减少对

计算结果的误导! 应审慎解读南亚数据" 因为由于数据缺失" 计算南亚区域综合指数时" 仅基于该地区内的四个经

济体! 不同地区的指数不具横向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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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增长极性的决定! 直接因素和基础因素

!!在对经济增长极性进行回归分析时" 研究跨

国经济增长的文献中提供了诸多备选解释变量!

究竟哪些变量最为重要- 对此学者之间存在较大

分歧! 这些变量可以分为两大类) 直接因素和基

础因素!

文献中约 &+* 直接因素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关!

在扩展的索罗模型中" 人口增长$ 实物资本投资

和教育水平等直接因素均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

%B69IÀ$ 2:KCD和 iCAJ" &%%"&! 其他相对重要

的直接因素包括某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质量$ 人口

的健康水平$ 老龄人口抚养率以及政府规模 %[6J6

\A\B6D7A9$ 4:RRCJZ:SCD和BAJJCD" "##*&!

!!由于基础因素相对更加微观和多样化" 因而

常被用来解释收入变化的长期模式! 现有文献涉

及大量的基础因素" 如) 制度质量$ 经济一体化

水平$ 区位$ 民族语言的构成$ 人力资本以及社

会资本等 %UECK:aJ?$ b:Z9F:9 和 2:NA9F:9" "##'*

UJCFA96等" "##(* 0D69ICJ和2:KCD" &%%%* 56JJ?R"

[6EZF和 BCJJA9aCD" &%%%* 5J6CFCD等" "##**

]96EI 和 ]CCSCD" &%%,* 2:@DAI$ [?ND6K69A69 和

/DCNNA" "##*&!

总的来看" 就相关程度而言" 计量分析表明

教育水平与综合增长极性相关性最高 %详见附录

&.(&! 这符合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处于核心地

!!

较多的经济活动! 与区域增长极类似" 经

济增长的极性服从幂次定律 %也被称为齐

普夫定律&!

与经济增长类似" 增长极性同样受直

接因素和基础因素的影响! 厘清这两类不

同因素的影响" 有助于理解增长极性的决

定因素! 直接因素包括一些能够促进经济

增长的因素" 如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

.深层次/ 的结构性因素###如制度水平

和地理位置###则构成这些因素的基础!

标准的计量分析 %详见专栏 &.(& 表明"

主要的直接因素包括) 实物资本$ 人口的

健康水平$ 老龄人口抚养率$ 教育水平*

主要的基础因素包括) 制度水平和经济一

体化程度!

变革中的世界经济多极化

增长极的变化将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

分布产生怎样的影响- 由于增长极性是测

度经济影响力的精确指标" 因此" 我们可

以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旨在刻画世界经济

多极化程度的集中指数!

- 多极化指数以某

一经济体增长极性所占的比重为基础" 其

大小介于 # %完全扩散的增长极性& 和 &

%完全集中的增长极性& 之间! 根据多极

化指数" 多极化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多极

化程度在冷战后持续稳步提高" 在 "# 世

纪的最后十年开始下降" 并在 "& 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重新恢复增长! 事实上" 过去

十年" 世界的多极化程度已达到 &%-$ 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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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位的历史结论 %OAJF和 ]JC9:̀" "###* B69IÀ$

2:KCD和iCAJ" &%%"&! 实物资本投资与增长极性

正相关" 而人口增长与之相关程度不高! 与增长

极性呈负相关的变量有不良健康水平 %可以被看

做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 和非生产性人口负担

%以老龄人口抚养率衡量&!

两个基础因素对综合增长极性的影响较为显

著! 无论从统计角度来看" 还是从经济角度来

看" 高质量的制度都至关重要! 这一结论与大部

分学术文献的结论一致! 这些文献显示" 与其他

基础因素相比" 制度对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水平

的影响最大 %4CEICD和 GAK" "##$* 2:@DAI$ [?NL

D6K69A6K和/2CNNA" "##*&! 有趣的是" 经济一体

化程度与增长的极性呈负相关! 这可能是由两个

!!

原因造成的) 其一" 极性评估指标的构建主要基

于经济体的经济规模! 经济一体化与增长极性的

负相关仅表明这样一个事实" 即经济规模较小的

国家 %往往对贸易开放程度的依赖较高& 成为增

长极的可能性较小! 其二" 成功的增长极的经济

增长往往依赖于内部需求而非外部需求!

总体来看" 以上分析表明" 成功的增长极往

往人均年龄较低$ 人口都接受了一定的教育" 而

且能通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内生性增

长! 再者" 成功的增长极通常拥有完善的制度框

架以规范经济活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增长极

能够通过增强公民法律意识$ 遏制腐败问题$ 维

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等途径改善制度环境" 进而维

护自身的地位!

图 $%+&$))*#!""' 年综合极性指数视角下多极化格局

的演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多极化指数被定义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 综合极性指数排名前 &' 位的

经济体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所用数据使用 ' 年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

处理!

!!因此" 从进入 "& 世纪以来" 世界日

趋多极化! 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与全球化的

扩张相辅相成! 历史资料表明" 连续的经

济全球化浪潮通常会大幅提升多极化水平"

同时伴有地缘政治力量在全球重新调整所

引起的摩擦 %0A9@J6>和 0̂2:?DIC" "##,&!

伴随着全球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

展"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逐渐从七国

集团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见图 &.'&! 这

种转移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后国

际经济局势紧张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 贸易谈判破裂以及货币战争兴起!

然而" 进一步观察图 &.*" 增长极性

指数的动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发展

中国家增长极性的上升" 而并非全部由发

达经济体的衰退 %尽管这些国家在 "# 世

纪 ,# 年代初经历了绝对下降& 造成! 此

外"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

变化可能会改变这一态势" 但全球经济秩

序日益多极化的总体趋势似乎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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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和 !""+#!""' 年增长极的全球分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多极化指数被定义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 实际综合极性指数排名前 &' 位的经济体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基

准变量的选取是随机的" 以能反映全球增长极分布为宜!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

的特点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 精细化增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新兴市场国家中

的潜在增长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经济

增长的自持性 %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

译者注& 和内生性! 东亚经济 .奇迹/

与出口导向战略下的生产要素迅速积累以

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温和增长密不可分

%g:?9a" &%%'&! 此外" "# 世纪 %#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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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以来" 全球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美国

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持续增

长! 然而" 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

的经济衰退之后" 美国消费者在可预见的

未来很难维持强劲的消费势头!

长期来看" 一个经济体要保持其增长

极地位" 必须要能够培育创新能力和生产

能力以驱动经济增长" 同时能够不断扩大

内部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本国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能支撑其他地区经济的增长!

因此" 潜在的新兴经济增长极要实现经济

持续增长需要) 全要素生产率能显著促进

经济增长* 国内消费和投资要保持在强

劲$ 可持续的水平! 只有经济平衡发展"

增长极才能有足够的韧性缓冲全球的冲

击" 在动荡时期仍能带动全球经济向前发

展!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未来的任务是

相当艰巨的! 对于多数 .东亚龙头经济

体/ 而言" "##'#"##% 年间" 全要素生

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某些国

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甚至是负数&! 在此期间" 中国$ 印度和

韩国 越 来 越 依 赖 外 部 需 求* 例 如"

"##'#"##% 年中国净出口占 541的平均

比重为 ,)" 而在 "####"##* 年间" 这一

比重仅为 ".*)!

然而" 历史数据表明" 经济增长的内

生性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 年" 印度固

定资本形成总值的 541占比为 "*)* 到

"##% 年" 该比重已上升至 (') %此外"

"####"##% 年间" 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约为 '#)&! 同一时期" 巴西国内

消费对产出的贡献率高达 -#) %金融危

机期间仍然保持了充分的弹性&! 在出口

的拉动下" 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但不排除

某一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提

升" 例如" 在 &%%##&%%% 年间" 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 而同期出口的

贡献率为 *-)!

%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 全要素生产

率的变化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在技术和资源的

利用$ 生产效率以及创新等方面迥异的发

展趋势掩盖了这些要素作为整体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以及

最近几十年" 中国 %和印度& 的全要素生

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 波兰和

俄罗斯的情况类似! 然而" 在拉丁美洲国

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中###如印度尼西

亚$ 马来西亚和南非等" 全要素生产率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见图 &.-&!

在阿根廷和巴西"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甚至为负值 %&%-- 年以来"

两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率分别

为\$)和\(,)&! 在大多数时期" 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率相对较低!

&#众多学者在文献中提及这样

一个事实" 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

国家"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较低 %P:JC等" "##'* g:?9a" &%%'&!

&&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要素生产率对新兴

经济体的影响" 有必要严格区分技术创新

和技术吸收!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创新

被理解为科学技术进步) 科技进步能够促

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 从而提高生

产率" 拉动经济增长! 由科学家和工程师

研发的技术创新往往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产

生溢出效应! 相反" 技术吸收主要是指采

纳现有技术" 进而提升技术效率! 技术吸收

主要在企业家和企业层面上发生" 而且通常

只有技术在足够大的范围内被采用时 %即高

度扩散&" 才会促进整体的经济增长!

&"



!!!

图 $%*&部分潜在增长极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 即假设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规定的情形下" 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减去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即调整后的劳动力投入&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余量 %以十年为一期计算&! 假设所有国家的折旧率$ 教育回报率$

资本收入份额分别为 #.#-$ #.& 和 #.((! 增长率以 "### 年不变美元计算的541增长率表示! 由于统计数据不足" 印度尼西亚的全要素

生产率从第二期开始计算! 阿根廷 %&%%'#"##* 年& 和南非 %&%$'#&%%* 年& 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分别为 \".%(")和 \#.*,%)"

为避免对坐标轴的扭曲" 以上两个数据未在图中完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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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吸收或技术扩散可以用某项技术的推

广范围 %某项技术已被推广的时间或某项

技术的边际吸收量& 来衡量!

考虑到技术创新和技术吸收之间的

区别" 中国和印度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

率贡献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技术领

先国家的技术扩散" 以及该国企业对先进

技术的吸收" 同时还得益于生产要素在经

济体内的重新配置! 尽管自 "# 世纪 %# 年

代后期以来" 中国和印度的相关指标一直

在上升 %见图 &.,&" 但是历史数据表明"

这两个潜在增长极的技术创新滞后于拉丁

美洲国家 %以人均水平衡量&!

&*以下事实

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趋势) 中国和印度创新

活动的增加具有渐进性 %1?a6和 /DCSJCD"

"#&#&! 仅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解释中国和

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

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和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表现

突出"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两国通过技术吸收

实现了 .赶超增长/" 尤其是伴随着生产要

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至生产率较高

的部门! 在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 许多技

术的吸收和扩散快于拉丁美洲国家 %见图

&.$&! 例如" 从 &%%, 年到 "##& 年" 印度

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对于美国滞后 &*.& 年"

巴西滞后美国 &-." 年" 阿根廷滞后美国

"#., 年! 事实上" 以上国家的相对技术水

平能够进一步提高! 例如" &%$& 年后" 相

对于技术领先的国家而言" 中国在经济改

革过程中所吸收的技术大幅度增加! 一般

而言" 技术吸收和扩散的滞后能够解释国

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进而能够解释

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 %P:KA9 和 =:NAL

d9" "#&#* P:KA9$ =:NAd9 和 2:XA7:" "##$*

M67:9 和 ]:D7?K" &%%%&!

然而" 东南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率相对较低" 技术吸收和扩散的差异性

不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 要理解这一点"

需要重温一下中国 %从 "# 世纪 ,# 年代末

开始的经济改革& 和印度 %从 "# 世纪 %#

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改革& 在结构转型过

程中资源和要素的再配置过程###这可以

解释两个潜在增长极全要素生产率独特的

图 $%0&部分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的技术创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

注) 密集度以每十万人中获批的专利数量表示! 缺失数据已被忽略" 所得时间序列使用 ' 年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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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年部分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的技术吸收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跨国历史技术吸收( 和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注) 吸收滞后期以追随国技术水平达到标准国 %美国& 技术密集度所用时间表示! 总吸收滞后期以 $ 个部门$ &" 项技术 %包括 ( 项普

适性技术& 的吸收滞后期之和表示" 所用数据均使用 ' 年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 相对吸收水平以追随国家 $ 个部门$ &" 项技术 %包括

( 项普适性技术& 的技术覆盖率和发达国家技术覆盖率的峰值的比值表示* 技术覆盖率均使用541进行标准化处理" 所用数据均使用'

年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 总吸收滞后期有增加的趋势" 部分原因在于滞后期包括新研发技术的滞后!

历史变化轨迹! 就中国和印度而言" 全要

素生产率一直对经济增长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 而且目前这种作用仍在持续* 对

制造业部门的研究表明" 未来 '#) %中

国& 和 -#) %印度& 的全要素生产率收

益源于这些国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4?$ =6DDAF:9 和 bCSSCDF:9" "#&&* =FACZ

和]JC9:̀" "##%&! 就全要素生产率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 拉丁美洲和非洲国

家与亚洲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可

以用资源配置不当来解释 %BEBAJJ69 和

2:@DAI" "#&&&!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离不开相关的

制度改革" 例如" 放松对新技术吸收$ 技

术创新或资源再配置的限制 %16DC97C和

1DCFE:77" "###&! 在 &%%$#"##$ 年间" 部

分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的政府效率已显

著提高" 而且在新兴经济体中" 政府治理

水平有普遍改善 %尽管改善程度不太明

显& 的迹象 %]6?SK699$ ]D66>和 B6FL

7D?TTA" "#&#&! 未来几年" 不断深化的体

制改革有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

高!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 内部需求的

变化特点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的消费模式$ 吸

收模式以及出口模式与这些经济体的工业

化战略密切相关! 巴西和墨西哥在 "# 世

纪上半叶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消费增长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持

续$ 强劲* 另一些国家 %如韩国" 以及后

来的中国& 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实

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随后伴随着出

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上升" 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一直在下降 %见图 &.%&!

&'事实

上" 之前较为封闭的国家" 如印度和俄罗

斯" 已经实行了对外开放" 并开始积极扩

大贸易和出口! 这些国家的增长模式具有

消费和出口并举的特点 %见图 &.&#&! 然

而" 对于中国而言" 消费与出口的比率在

经济增长过程中急剧下降&-

!



图 $%)&部分潜在增长极的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消费 %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消费 %出口& 的年变化量和产出的年变化量的比值表示! 消费$ 出口和产出的年变化量均使

用 ' 年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 分子为正$ 分母为负的观测值在计算前被剔除! 增长率以 "### 年不变美元计算的541增长率表示! 印度

%&%$,#&%%& 年& 和土耳其 %&%$%#&%%* 年& 呈现的异常是由经济负增长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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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部分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消费 $相对于出

口% 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消费#出口份额差用消费的产出占比和出口的产出占比之差表示! 分

子为正$ 分母为负的观测值在计算前被剔除* 所得时间序列使用 &' 年移动

平均法进行平滑!

这些国家的增长模式并不足以成为支

持或反对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和进口替代

工业化战略的理由"

&,这些经济体的历史选

择并没有使开放经济体减少对出口导向型

增长的依赖!

&$事实上" 实行出口导向型工

业化的经济体发展成熟后" 完全可以重新

调整经济增长战略" 将内部需求提升到更

高和更加可持续的水平! 这种调整需要降

低储蓄率和融资成本" 以提高消费和投资

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 因此" 必须在结构

层面上理解家庭和企业高储蓄$ 高投资的

决定性因素!

新兴经济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无论

是传统的永久收入生命周期模型" 还是更

加现代的跨期消费#闲暇模型都认为" 可

支配收入和私人财富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

家庭的储蓄行为! 此外" 在发展中国家"

流动性约束也影响经济主体的储蓄行为!

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 决定储蓄的微观

因素就转化成了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因素"

如实际利率$ 收入增长率和人口结构

%U77696FA:和 iCNCD" "#&#* G:6>T6$ [EZKA@7

\=CNNCJ和 [CDXV9" "###* [EZKA@7\=CNNCJ$

iCNN 和 P:DFC77A" &%%"&!

与家庭储蓄相反" 企业的最优储蓄决

策与企业的最优融资决策密切相关! 然

而" 主流经济学理论却认为" 在理想条件

下" 企业的储蓄行为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无

关 %B:@AaJA69A和 BAJJCD" &%'$&! 在现实

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交易成本普

遍存在" 因而融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企业

的储蓄行为 %46AJ6KA" &%""&! 反过来"

现有的商业$ 金融和宏观经济环境也会影

响企业的融资方式! 例如" 发展中国家的

金融市场相对更为脆弱$ 代理问题相对较

为普遍" 这可能诱使企业更多地依赖内部

资金" 从而推动企业储蓄水平的提高

%UJJC9等" "#&#&!

近年来"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的储蓄

率稳步上升! 在此背景下" 如何激活这些

国家的储蓄显得至关重要! 尤其是中国"

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占 541的比重已分

别从 &%%" 年的 ((.()和 '.,)上升至

"##$ 年的 **.,)和 -.,) %见图 &.&&&!

&%

然而" 关于中国高储蓄的原因一直存在争

议" 文献中提及的原因主要有) 社会保障

体系不健全$ 金融部门发展滞后$ 伴随高

增长的生命周期平滑$ 不利于消费的产业

政策$ 婚育成本不断攀升等 %O6>:?KA$

/:9a和 iCA" "#&#* OJ69EZ6D@ 和 5A6X6TTA"

"##-* =:DA:I6和 i69" "##,* ]?AdF" "##-*

B:@AaJA69A和 P6:" "##** iCA和 jZ69a"

"##%&!

并非只有中国如此! 印度的国民储蓄

水平同样很高" 而且储蓄率呈持续上升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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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部分潜在增长极不同部门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所有中国数据中心的数据库 %中国&$ M̂P4的 [767MH7D6E7F数据库 %韩国$ 墨西

哥& 和中央统计局的国民账户统计数据库 %印度& 的计算!

注) 中国 "##% 年的居民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分别用 "##$ 年的居民储蓄额和企业储蓄额与 "##% 年私人储蓄的比值表

示! 印度 "##, 年的数据为临时的" "##$ 年的数据为估计值" 居民储蓄被定义为居民金融储蓄和固定资产之和!

势! 自 "& 世纪初以来" 伴随着经济增长"

印度企业的储蓄率已经翻番 %企业储蓄的

541占比由 "##" 年的 (.&)上升至 "##$

年的 ,.$)&! 这有点令人担忧" 因为印

度高企的企业储蓄率不像是由家庭对新储

蓄工具的正常反应造成的! 这很可能是金

融市场发展出现功能障碍的前兆###特别

是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通! 然而" 在企业投

资机会丰富而融资渠道匮乏的背景下" 印

度的高储蓄率很可能是当前的最优选择!

其他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的储蓄水平

相对较低并不令人担忧###事实上" 在国

际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 日益增加的投

资机会甚至需要各国提高国内储蓄水平!

例如" 自 "##& 年以来" 墨西哥的储蓄率

已稳步提升到 *")" 储蓄占 541比重在

"##$ 年达到 &-)" 为历年最高! 尽管上

升幅度不如墨西哥" "##" 年以来俄罗斯的

储蓄水平也在不断攀升! 然而" 俄罗斯储

蓄的增加主要源于政府储蓄水平的提高!

到 "##' 年" 俄罗斯政府储蓄占国民总储

蓄的比重已超过 '#)! 所有潜在增长极

中" 韩国可能是一个例外" 数据显示" 韩

国的国民储蓄水平一直在下降" 其中" 家

庭储蓄的下降尤其明显! 这一下降趋势很

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 老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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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加$ 贸易条件恶化以及私人信贷门槛

降低等原因造成的 %;B0" "#&#@&!

对中国来说" 未来几十年人口结构的

改变###即老年人口抚养率的提高###将

对家庭储蓄率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劳动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 中国的家庭

储蓄率也将下降! 由于劳动人口相对年

轻" 印度仍然能够在未来几年坐收人口红

利" 但是随后该国的人口结构将不可避免

地经历类似于中国的变化!

"#

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资本使用效率%

经济增长不但受到消费和储蓄趋势的影响"

同时还受投资趋势的影响! 投资趋势比消

费趋势更加易变" 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

相关理论 %资本积累是古典增长理论和内

生增长理论的核心& 和经验 %在多数国家

中" 投资和产出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都

表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图 $%$!&$)*##!""' 年部分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资本

#产出增量比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资本#产出增量比被定义为上一期投资和本期产出的变化量之比! 相

差两个数量级且仅持续一期的观测值被作为异常值剔除* 所得时间序列使

用 ' 年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 巴西$ 中国$ 印度$ 波兰和委内瑞拉的历年

总资本产出增量比分别为 '.-%$ ".$#$ (.$-$ '.&* 和 '.&"!

然而" 至少短期而言" 投资波动和经

济增长波动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事实上"

在一些潜在的新兴经济增长极###如韩国

和墨西哥" 这种相关性微乎其微!

"&之所以

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 全要素生产率能够

很好地解释既有经济增长路径! 再者" 以

.资本#产出增量比 %;P̂ 2&/ 来衡量时"

不同经济体的资本利用效率存在差异!

""中

国和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遥遥领先于其他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 但是某些国家的

.资本#产出增量比/ 却高于中国和印度

%见图 &.&"&! 事实上" 这种差异凸显了

一种可能性) 不同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途

径各不相同!

因此" 一般很难用标准的经济周期理

论来解释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长期波动

###中国和马来西亚较为明显" 而且投资

并非总能转化为经济增长 %见图 &.&(&!

尽管如此" 中国自 &%%# 年来的强劲增长$

以及马来西亚在 "#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强

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固定资本的形成

%该现象首先由 g:?9a在 &%%' 年观察到"

最近在 "#&# 年被 O6D@Z69 再次强调&! 由

于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 因而仅依赖于资

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最终将无法维持!

不同增长模式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

长的意义

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 潜在新兴

经济增长极的经济增长历程各具特色! 这

些特色关系到未来其增长模式是否能够继

续维持!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

风险和挑战有) 是否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是否能够实现经济向内生性增长的过渡!

未来!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必须更加

依赖于技术创新! 而非技术吸收% 随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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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不断赶超" 技术吸收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作用有限! 那么" 潜在新兴经济增

长极的创新前景如何- 提高技术创新和新

技术吸收能力需要) 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

研发 %M67:9 和 ]:D7?K" &%%-* 5DASSA7Z$

2C@@A9a和 X69 2CC9C9" "##*&$ 优化制度

环境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投资

和研发投资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 尤其是

当经济接近高收入阶段时 %见图 &.&*&!

"(

随着收入的提高" 这些国家的自主创新能

力同样有望提升! 事实上" 在第 " 章会提

到) 有证据显示"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内部

创新正在增加!

投资于研发同样有望促使经济体实现

内生性增长 %UaZA:9 和 =:̀A77" &%%,* 2:L

KCD" &%$-" &%%#&! 再者" 基于知识积累

的经济增长能够外溢至其他国家* 如此"

依赖于这种增长机制的潜在新兴经济增长

极将进一步巩固其增长极的地位! 对于中

国$ 印度以及俄罗斯而言尤其如此* ( 个

国家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相关领域显示出

了强大的实力!

未来国内需求的增加需要以不断扩大

的中产阶级为基础% 很多人担忧严重依赖

出口的经济体能否成功提高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 事实上" 经济体内的一些中

期和长期趋势有利于实现这种转变! 其

中" 全球中产阶级的兴起尤为重要" 这一

阶层将作为实现经济强劲增长$ 消除贫困

的重要动力 %O69CDdCC和 4?SJ:" "##$*

4:CRIC和 jAJAN:77A" "##'* M6F7CDJ>" "##&*

世界银行" "##,&!

"*在新兴经济体中" 中

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扩张趋势最为明显"

加上其他东南亚国家" 从 &%%# 年到 "##'

年这些国家共有约 %., 亿人加入到全球中

产阶级的行列!

"'

图 $%$(&$)0!#!""* 年部分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的投

资贡献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投资贡献率被定义为投资的年变化量和产出的年变化量的比值! 分子

为正$ 分母为负的观测值在计算前被剔除* 所得时间序列使用 &# 年移动平

均法进行平滑!

图 $%$+&!""+#!""' 年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比重的全球

分布 $平均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研发支出份额为研发支出的541占比" 研发人员比例为研发人员的总

人口占比! 基准变量用人均国民总收入表示! 依据世界银行 "##% 年收入类

别 %低收入" 人均收入
"

%%' 美元* 中低收入" %%- 美元 k人均收入

k(<%*'美元* 中高收入" (<%*' 美元
"

人均收入 k&"<&%' 美元* 高收入"

&"<&%' 美元
"

人均收入& 将有关国家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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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消费份额的全球分布以及部分国家人均收入中

消费份额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的计算!

注) 居民消费份额和政府消费份额分别为相应消费的 541%以美元计价&

占比! 基准变量用人均国民总收入表示! 依据世界银行 "##% 年收入类别

%低收入" 人均收入
"

%%' 美元* 中低收入" %%- 美元 k人均收入 k(<%*'

美元* 中高收入" (<%*' 美元
"

人均收入 k&"<&%' 美元* 高收入" &"<&%'

美元
"

人均收入& 将有关国家分为两类! 总消费份额以居民消费份额和政

府消费份额的代数和表示* 人均541以 "### 年不变美元计算!

!!预计全球收入不均问题将持续缓解"

中产阶级有望进一步壮大 %[6J6\A\B6DL

7A9" "##-* iAJF:9 和 4D6a?F69?" "##$* 世

界银行" "##,&! 由于中产阶级的消费欲

望普遍较为强烈" 中产阶级的壮大将有助

于实现消费模式的转变! 反过来" 这将提

高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能力" 从而增加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产阶级的扩张将

通过乘数效应提高 541水平* 相关预测

表明" 乘数效应将使中国的 541提高 $

到 &' 个百分点 %i:C7TCJ等" "##%&! 进

一步来看" 如果同时消费本国和外国的产

品和服务" 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内不断扩

大的中产阶级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产品

的需求!

高收入国家 %甚至一些亚洲国家& 的

经验 %见图 &.&'N& 表明"-

" 发展中国家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国经济向消

费驱动型经济过渡 %见图 &.&'6&! 部分

发展中国家已经完成了这种过渡" 其经验

表明" 这种转变可以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

%见专栏 &.*&!

然而" 至今仍不清楚需要多久才能

完成这种转变!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已经

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然而" 当局正在紧

锣密鼓地实施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但

是"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需求受到金融危

机的冲击" 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增长内生

化的转变显得尤为迫切! 消费的增加意

味着储蓄的减少" 以及随之而来投资水

平的下降###0CJ@F7CA9 和 =:DA:I6的研究

表明国内储蓄和投资高度相关! 因而"

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即意味着投资

水平的下降! 投资能否继续作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驱动力" 取决于未来低水平的

投资能否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投资能否继续拉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

投资是否能够流向合意的私人部门! 已经

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确定投资的方向

%GA9" "#&#&" 但是引导性投资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仍然充满变数! 例如" 与基于高

新技术产品的投资相比" 投资于绿色技术

产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外" 不同投资形式的选择对其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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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世界发展指数( 的数据计算!

!

专栏 $%+

!!

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成功案例

!! 最近几十年" 许多国家经历了出口导向型经

济增长" 但是很少有国家完成向消费驱动型增长

的转变! 即便有数据表明个别经济体实现了这种

转变" 但是这要么源于出口增长的放缓或出口的

萎缩" 要么仅仅是一种短期现象! 然而" 两个非

洲国家###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的成功转型

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见图O&.*.&&!

&%-$ 年独立以来" 毛里求斯的增长模式经历

了两次重大转型) 首先实现了由制糖为主向纺织

品和成衣出口为主的转变" 接着实现了向服务型

经济的转变 %"##% 年" 服务业产出占 541的比

重约为 -,)&! 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其人均国民收

入由 &%$* 年的 &<&&" 美元增加至 "##% 年的

-<(*# 美元! "# 世纪 $# 年代初" 出口占 541的

比重开始上升" 消费占 541的比重开始下降"

由此拉开了 "#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口驱动经济增

长的帷幕! 但是" 从 "##&#"##" 年左右" 毛里

求斯的增长模式开始发生转变) 到 "##% 年" 出

口的541占比由 -*)一路下滑至 '-)" 私人消费

的541占比由 -&)稳步增加至 ,()! 这一转变使

!!

得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 国内信

贷快速扩张$ 金融市场广泛发展6

$ 服务业也迅速

崛起!

钻石开采在博茨瓦纳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

主导作用! 在此期间" 人均国民收入从 &%-- 年独

立时的 $$ 美元增长至 "##% 年的 -<"$# 美元! 从

"# 世纪 -# 年代末期到 "# 世纪 $# 年代" 博茨瓦纳

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由钻石出口拉动! 同期" 出

口的541占比一路上升" 消费的 541占比却持

续下降! 然而" 在 "# 世纪 $# 年代" 增长模式开

始发生转变" 出口的 541占比从 ,#)的高位下

降" 最终稳定在略低于 '#)的水平! 新世纪以

来" 消费开始稳步上升###消费的 541占比由

"##"年的 "-)上升至 "##% 年的 *&)! 与毛里求

斯的情况类似" 消费水平的提高拉动了经济增

长" 与此同时" 金融市场显著发展$ 国内信贷随

之扩张$ 服务业也迅速崛起!

过去几十年" 有 ( 个非洲以外的国家也经历

了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转变" 但是相关证据较为

匮乏!

图-$%+%$&消费和出口份额的变化趋势! 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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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续%

!!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在 "# 世纪 ,# 年代经历了

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变" 但是随后又恢复到了

对出口的依赖! 现在" 初步迹象显示叙利亚正逐

步由出口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与博茨

瓦纳和毛里求斯类似" 叙利亚增长模式发生转变

时" 同样伴有国内信贷的扩张以及服务业的发展!

要从以上几个例子归纳出普遍结论有些牵

强! 然而" 这些国家的经验的确证实了增长模式

的转变会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信贷扩张和服务业

发展! 在增长模式转型阶段" 有关政府均实施了

旨在实现经济自由化和多样化的政策措施!

那么" 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新兴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呢- 如

果历史经验靠得住的话" 那么这些国家需要进一

步发展金融市场" 尤其是要扩大消费者信贷的覆

盖面和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因为中

小企业能够从供求两方面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事

实上" 金融市场确实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中国

的消费者信贷目前仅占 541的 &()" 低于其他

东亚国家" 如马来西亚 %*$)& 和韩国 %,#)&

%i:C7TCJ等" "##%&!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也

受到诸多限制" 中小企业信贷的541占比在全球

&$( 个家中仅排名第 -' 位" 落后于其他新兴经济

体如印度 %("&" 韩国 %&'& 和墨西哥 %*-&

%世界银行" "#&#6&! 最后" 实际汇率的渐进升值

同样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 并促进增长结构的

转变!

6.必须严格区分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市场自由化! 尽管

金融部门激烈的竞争和灵活的创新能力必然能够促进

金融市场实现增长" 但是促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 必

须强化金融监管和完善法律框架" 以确保将一切金融

违规行为控制在东道国政府的监测范围之内!

作用也不尽相同! 投资形式的选择对于最

不发达国家来说" 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这

些国家的出口和贸易条件严重依赖于其他

经济体对某种特定原材料的需求!

各国政府要审慎制定内生化发展战

略! 值得重视的是" 东亚新兴经济增长极

在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同时" 应引导生

产要素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 %可以

是三大生产部门的任一部门&" 以避免生

产要素单纯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部门流

动! 在转变发展模式时" 过分投资于实体

经济或虚拟经济都将增加资产泡沫堆积的

风险!

新增长极对国内产出" 贸易

模式" 国际收支失衡的动态

影响
增长极的未来蓝图

从全球市场来看" 增长极的流转变动

将诱使重点行业进行结构调整! 这一结果

表明" 运用收支平衡框架分析问题时" 应

协调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个维度上

的外部均衡! 同时应该认识到" 外部账户

持续失衡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有关国家的

巨额资产或负债! 金融账户头寸与全球动

态增长路径的互动会改变全球贸易的流动

模式!

然而" 现有文献要么关注贸易收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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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投资平衡等实体经济方面" 要么

关注采用资产市场法评估外部债务不断

积累时进行海外融资的前景" 或评估外

部盈余不断积累时进行海外投资的前景!

然而" 不同的全球增长态势对应着不同

的宏观经济均衡和外部失衡状况 %P6N6JL

JCD:$ 06DZA和 5:?DA9EZ6F" "##$&! 此外"

改变增长路径和外部平衡都可能影响汇

率水平 %BE4:96J@" "##,&" 进而影响进

出口! 事实上" 贸易正在向潜在新兴经

济增长极转移" 这种趋势会以中国为中心

而不断强化 %i69a和 iZ6JJC>" "#&#&!

基准情景为预测未来经济走势提供了重要

参考!

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基准情景

金融危机之后" 短期来看" 世界各国

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显著差异" 发达国家经

济增长速度远远滞后于发展中国家! "#&#

年" 全球经济增长近一半 %*%)& 是由中

低收入国家贡献的!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高收入国家以及许多东欧发展中国家经济

形势在 "#&& 年仍将持续低迷! 预期到

"#&" 年"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仅能恢复到

长期平均水平 %高收入国家和东欧国家的

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和 *.*)&! 相比

之下" "#&# 年之前发展中国增长势头强

劲" 但是随着需求收缩和产出缺口逐渐弥

合"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 %非

东欧发展中国家 "#&" 年的预期平均增长

率为 -.&)& %世界银行" "#&&&!

能否逆转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化的

现状" 部分取决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周期

的速率以及市场消化 "##,#"##$ 年金融

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程度! 扭转世界经济发

展速度持续差异化" 同样取决于发展中国

家能否抑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压力" 并沿着

经济增长内生化的发展方向实现生产率的

提升!

笔者认为" 世界经济的基准情景是)

%&& 发达经济体和东欧发展中国家都顺利

实施经济稳定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

%"& 避免外部冲击" 并于 "#&" 年走出周

期性衰退*

"$

%(& 短期内" 非东欧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

###能够有效控制资本流动和抑制通货膨

胀! 基准情景同样意味着" 目前的汇率制

度和贸易安排不会进一步激化经济矛盾!

中长期来看###到 "#"' 年" 笔者认

为所有经济体都将趋于潜在产出水平! 该

判断是基于以下假设" 即中期内" 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都将完成结构性改革" 同

时" 发展中国家将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化

转变! 在此前提下" 预计从 "#&( 年到

"#"' 年" 所有经济体都将达到潜在产出水

平!

此外" 除了内部调整" 基准情景还要

求有配套的外部调整" 并确保外部调整与

中期 %到 "#&' 年& 财政收支$ 国外资产

积累和能源需求相协调! 由此产生的经常

账户中期波动将首先转化为长期的外部失

衡" 并逐步过渡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水

平! 这条 &# 年期线性平滑路径表明" 如

果非能源出口国 "#&' 年经常项目余额超

过这一边界" 那么到 "#"' 年这些国家可

以采用l()的经常账户盈余目标 %采用

l()浮动目标" 仅仅是将经常账户逆差+

顺差维持在 "#&' 年的水平&!

"%对于能源出

口国而言" 由于出口不断增加" 经常项目

盈余的上限可以提高到 &#)!

基准情景的构建以及各种情况的对比

分析需要在中期经常账户模型和长期经济

增长模型的框架下进行 %具体分析见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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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构建经常账户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

!!本书中基准情景的构建基于两个独立的模

型) 旨在预测中期收支的经常账户模型和旨在预

测长期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型! 增长模型的部分输

入变量从经常账户模型中获得!

许多文献旨在研究储蓄#投资差额的中期决

定性因素" 本文构造的经常账户模型正是基于这

些因素 %PZA99 和 ;7:" "##,* PZA99 和 1D6F6@"

"##(* 56a9:9" "#&#* 5D?NCD和 ]6KA9" "##,&! 模

型的主要解释变量有) 财政收支$ 官方净资本流

入量$ 国外资产净额和能源净出口! 笔者搜集了

&*' 个国家 &%,##"##$ 年的相关数据" 在此基础

上" 对这些数据取 ' 年的平均值! 模型对以下 -

个国家集团的相关系数进行了估计) 发达国家$

亚洲发展中国家$ 非洲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发

展中国家$ 中东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我们比较了模型的预测值和历史数据" 并根

据 "##*#"##$ 年实际经常账户余额对模型进行了

调整! 我们用其他年度的预测数据对 "#&&#"#&'

年的经常账户余额进行了估计! 年度数据的来源

有) ;B0的 '财政监测报告( %财政收支预测&

!!

和国际能源署的 '世界能源展望( %能源预测&!

"#&-#"#"' 年经常账户余额的预测值通过对现有

数据进行线性拟合而获得! 然后" 将预测值带入

世界银行的关联模型 %世界银行" "##,& 对经济

增长数据进行估计! 构建关联增长模型 %详见

X69 @CDBC9FND?aaZC" "##'& 旨在获取相关国家经

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信息! 该模型属于动态可计算

的一般均衡模型" 使用经常账户余额作为主要的

输入变量! 该模型涉及 ""个国家和地区$ $个产业

部门$ $种可能的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要素! 该模

型使用扩展的索洛型新古典生产函数" 并假定人口

变化率$ 生产过程$ 储蓄和投资都是外生的!

最后" 由模型产生的贸易流动模式和消费#

投资模式被用以获取相应情况下的基准数据! 可

以通过改变影响主要变量的参数来实现基准数据

的变化" 这些参数主要有) 要素增长率$ 能源生

产率$ 人口和劳动供给! 由于本章的核心是经济

增长" 因此" 获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路径尤为

重要! 通过改变相应参数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发

生有意义的变动!

!!产出和增长模式% 在基准情景下" 新

兴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将会扩大! 将

会由 "#&# 年的 (-.")增长至 "#"' 年的

**.') %见图 &.&-&! 这种惊人的增长将

由中国带动! 投资减少与消费增长同步意

味着在这一阶段中国将保持 ,)的年增长

率!

(#预计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在 "#&##

"#"' 年间将会增长一倍" 人口老龄化趋势

不断上升" 这也是影响中国日益增长的消

费比重的基本因素! 尽管人口红利有所变

化" 但由于在 "#"' 年前劳动生产率持续

提高" 中国依然可以保持其在制造业上强

劲的比较优势!

在基准情景下" 与长期生产率趋势一

致" 印度在 "#&& 年和 "#"' 年分别保持

$.,)和 '.*)的年增长率" 在早些年间大

概是 $)#%)的增长率" 稍后则有所降

低!

(&这种增长是消费的增长$ 中产阶级的

扩大$ 外汇的低依赖率以及投资的降低

%预计占541的 (")#"$)& 共同发挥作

用的结果! 同时" 印度相对较高的人口红

利###劳动力的增加" 也由于教育水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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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下而得以缓解!

("印度能够保持目前

%)的高增长率" 但这需要能够充分动员

国内储蓄" 将其转化为长期生产投资" 尤

其是用于基础设施! 基准情景表明" 印度

尼西亚和新加坡将分别保持平均 '.%)和

'.&)的年增长率!

无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如何超越

发达国家" 在基准情景下" 未来的 &' 年

中发展中国家仍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

尽管在 "#"' 年发达经济体依旧占全球相

当大的产出份额" 但新兴经济体才是增长

的动力! 平均来看" 在 "#&&#"#"' 年间"

发达经济体将会保持 ".()的增长率" 与

此相比" 新兴经济体增长率为 *.,) %见

图 &.&,&! 这种增长解释了在平均收入

方面" 为何中国和巴西人均 541大体相

同 %大概为俄罗斯的 "+(" 韩国的 &+'&!

总体而言" 此情景表明" 从 "# 世纪出现

的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将在 "& 世纪持续

下去 %尽管这个过程并非可逆" 但许多

可能促使经济增长脱离预期轨道的风险

仍然存在" 这点将在本章的最后加以讨

论&!

其他研究表明印度的实际增长率将在

"#"' 年 超 过 中 国 % B6@@AF:9" "##,*

_̂9CAJJ和 [7?R9>7FI6" "##%* M̂P4" "#&#*

iAJF:9 和 1?D?Fa:7Z6K69" "##(&" 但在基

准情景下中国的增长要比印度稍快 %在以

上提及的研究中" 印度的实际增长率与本

书中所提及的相同&!

(*由于诸多限制" 此

处所用基准有所不同! 一般均衡模型的性

质使得该情景可以包含其他模型难以涵盖

的反馈效应" 同时" 基准情景假定印度经

常账户赤字有限增加" 这是因为印度在

&%%& 年时曾经历赤字危机 %在 &%%&#

"##% 年 间" 赤 字 平 均 占 到 541 的

#.$)&! 除非印度能够吸引大量稳定的国

图 $%$*&!"$" 年和 !"!# 年基于基准情景的全球实际

产出份额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实际份额以 "##% 年不变价为基准计算!

际资金流来提供国际资金融通" 否则其国

内储蓄难以保证印度达到较基准情景更好

的增长率!

基准情景也表明俄罗斯在 "#&&#"#"'

年间将经历缓慢增长! 尽管俄罗斯国内劳

动生产率不断提升" 全球能源需求持续旺

盛" 但对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担忧 %包

括对法律$ 产权规则的不信任& 将会妨碍

经济的稳步增长!

消费& 投资和经常账户模型% 在基准

情景下" 消费$ 投资趋势将在未来 &' 年

中发生显著变化 %见图 &.&$ 的6栏&! 东

亚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 其消费占国内产

出比重几乎接近美国和印度的水平" 上升

十分迅速! 对中国而言" 消费占 541的

比重增加非常显著) 从 *&)增长到 '')!

尽管目前很难设想长期消费不足的东亚经

济体的消费会如此快速地增长" 但依旧可

以预见人口的变化" 尤其是这些国家老龄

人口比例上升" 意味着消费的增加将会很

大程度上相对固定! 确实" 东亚地区的消



%*$$$ 变革中的全球增长极和金融格局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图 $%$0&$))*#!"$" 年 $历史% 和 !"$$#!"!# 年 $基准情景% 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

体的产出增长 $$# 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模型预测结果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计算!

注) 尽管模型本身存在由误差所致的不确定性" 但 &' 年的均值依旧可以较好地预测指定年份的增长值! 为了体现在

基准情景下结果可能出现的大范围波动" 我们在图中加入了误差带 %%')的置信区间&!

费#产出比重将在 "#"" 年超过美国" 也

部分由于后者增加储蓄以偿还债务以及应

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压力增大('

!

消费的增加会伴随着投资支出的减

少" 这在东亚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见表 &.&$N&! 中国的投资支出下降明显

%从占541的 *')降为 (%)&" 其他东亚

经济体与中国类似" 也将出现下降趋势*

但与其他潜在新兴经济体相比" 这些国家

的下降更为有限" 比如" 俄罗斯 %投资支

出占541的比重下降了 %)&! 若考虑发

展阶段因素" 那么考察一些新兴经济体投

资支出的下降可能不是最佳的方法!

同时" 这些长期趋势可以为这些新兴

经济体的结构转型提供保证" 并为当今世

界经济不平衡提供一个解决途径! 随着新

兴经济体内部需求在全球总需求中的份额

不断提升" 其增长将更具持续性" 这最终

不仅仅是新兴经济体的福利" 也同样惠及

发达国家! 重要的是" 由于新兴经济体中

中产阶级的增长" 对于欠发达国家出口增

加的需求将会加大!

从中期来看" 这个趋势将会日益明

显! 在此期间" 尽管主要的盈余经济体"

如能源输出的中东和俄罗斯" 以及中国依

旧会保持明显的账户盈余状态 %见表

&."&! 许多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

盈余相比历史高点会有所下降! 尽管经常

账户表明在此期间中国贸易收支状况将会

继续" 但如果其国内的再平衡比预期发生

的更快" 那么盈余将比预期的更少! 中国

不可预测的政策变化同样会有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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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基准情景下 $!"$$#!"!#年%& 当前及潜在增长极中消费和投资占产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拉丁美洲增长极是指一些潜在新兴增长极 %如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以及玻利维亚&" 这些国家在此区域内有

着最高的综合极性指数! 东亚增长极中的实际 %中国& 和潜在 %印度尼西亚$ 韩国和马来西亚& 增长极在该区域内

同样有着最高的综合极性指数! 所占比重按照 "##% 年的美元不变价计算!

作用! 比如" 盈余产生的最大推动力量###

政府对外投资" 将会迅速使得预期盈余逼

近 ')!

与此相反" 其余的大部分的发达经济

体 %除日本以外&" 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期

账户在 "#&&#"#"' 年间不是赤字就是平

衡" 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偏离了历史的平均

水平" 因此" 需要进行重新调整! 例如"

加拿大在 "#&&#"#&' 年间由于财政平衡

状况的急剧恶化而出现的预期赤字 %这

种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是由于其在

"##$#"##% 年间经历的周期性温和衰退

所致&!

在基准情景下" 其他大部分 %非能源

出口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显示出小幅盈余

或赤字的状况" 很大程度上与其历史情况

相一致" 以巴西为例" 在 "#&&#"#&' 年

间将会出现小幅盈余" 约占 541的 ")"

与此相似" 印度则是小幅赤字" 在此期间

表 $%!&!""+#!"!# 年当前和潜在增长极经常账户余额

情况

经济体 !""+#!""' !"$$#!"$# !"!" !"!#

澳大利亚 \'.-

\'.% \*.#

\(.#

加拿大 &.* \#." #.' #.'

欧元区 #.( \#.& #." #."

日本 (.% ".% (." (.#

英国 \".' \".* \#.% \#.%

美国 \*.' \-.# \*.' \(.#

巴西 #.- ".# ".$ ".$

中国 $." $.& '.- (.#

印度 \&.& \&.& \#., \#.,

韩国 &." &.( &., &.,

墨西哥 \#.$ \&.* \&.' \&.'

波兰 \(.- \(." \"., \".,

俄罗斯 $.' *.% *.& *.#

沙特阿拉伯 "-.# &,.* &".% &#.#

土耳其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B00AFE6J

B:9A7:D$ m[M;U的 '国际能源展望( 和 ;MU的 '世界能源展望( 的计算!

注) 所有值为所占541比重" 浅色区域为模型预测" 深色区域基于模型预

测值求得" "##*#"##$ 年为该时期的历史均值" "#&&#"#&' 年为模型预测

所得" 模型预测与以下因素共同考察) 财政平衡与经常账户模型$ 官方金

融资金流$ 国外净资产$ 净能源出口以及 "##*#"##$ 年间实际经常账户的

具体区域系数与校准! 为满足全球总量约束" 这些国家541的平衡余额未

被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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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保持在年均 &.&)的水平 %从 &%%& 年开

始" 印度一直保持着相当小的收支赤字"

只有 "##$ 年超过了 ")" 并且在 &%%&#

"##% 年间" 年均赤字率仅为 $)&!

长期来看" 新兴经济体内不断增长的

内部需求并不排斥其外部部门的持续扩

张! 在基准情景下" 潜在新兴经济体将经

历国际贸易带来的明显的资金流增长" 无

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

为例" 在基准情景下" 这些国家将会发现

出口的增长在绝对量上超过两倍" 分别达

到 "<*'# 亿美元和 (<&-# 亿美元 %其各自

的出口在其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将会趋

于一致&!

新兴经济体同样会增加进口! 与 "#&#

年相比" 在 "#"' 年"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的进口将分别增加 &#%)和 &-#)" 反映

出其 541的快速增长! 在未来" 新兴经

济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也将与发达国家的

水平趋于一致! 就出口而言" 新兴国家将

会与发达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份额上平分秋

色 %见图 &.&%&" 其全球贸易额占全球产

出量的比重在 "#"' 年将会从 *%.%)增长

到 '(.-)!

这些国家经常账户的不同走向" 意味

着未来其国际投资头寸可能会有显著差

异###也就是说" 外部资产扣除负债后的

余额不同! 尤其是潜在新兴经济体更倾向

于持有更大份额$ 不断增长的净国际投资

头寸 %见图 &."# 的 6栏&! 在很大程度

上" 这将被发达经济体巨额而且不断增长

的负债率相抵消!

虽然这种对比非常引人注目" 但意识

到由中国和美国的积累模式带来的利弊情

况依然十分重要 %尽管比轴线上的值稍

小" 两国国际投资头寸实际上与图 &."# 的

6栏类似&! 日本和中东经济体则拥有更

大的国际净投资头寸 %见图 &."#的 N栏&!

图 $%$)&在基准情景下 $!""+#!"!# 年%&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进出口所占全球贸易的

比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所得!

注) 所占比重是依据与同年 M̂P4规定的一篮子出口商品以 "##* 年的不变价计算的价格为基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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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基准情景下 $!""+#!"!# 年%&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以及部分净资产国的国际投资净

头寸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上述数据描述了基准情景" 两组国家的国际净投资头寸并不趋于零" 这是因为前 "- 名经济体的综合极性指数同样被计算在内" 发

达 %新兴& 经济体因此仅包括由各个部类相对组成的经济体! 中东包括马什里克中东和北非经济体" 其中" 沙特阿拉伯为最大的经济

体! 国际净投资头寸以 "##* 年不变美元为基准" 并假定资本账户占541的比重不变" 并以 M̂P4一篮子出口商品 %包括新兴经济体和

发达经济体& 作为衡量手段! 中东经济体的国际净投资头寸应当考虑沙特阿拉伯经常账户和储备资产的历史状况以及沙特阿拉伯 541

在整个地区所占比重上升的状况! 由于 "#&& 年东京地震和海啸" 日本的国际净投资头寸因此下降 &#) %根据日本政府估算的重建支出

上限" 假定由于国外资本的撤出产生的所有损失在未来一年内发生&!

其他情景

尽管基准情景已经描绘出未来世界经

济发展相对乐观的图景" 但是此情景暴露

的风险仍然明显! 从潜在新兴经济增长极

角度来看" 最值得考虑的就是上述情况)

技术创新而非仅仅吸收给经济增长带来的

潜在挑战" 制度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

及对于生产率的影响& 以及内部需求驱动

型增长模式的变革! 另外" 基准情景显示

外部平衡的路径可能脱离平稳收敛!

因此" 在基准情景之外考察其他未来

情景依然是有必要的! 之前已讨论潜在新

兴经济体不断变化的增长特征" 本部分将

考察 ( 种可能脱离基准情景的情况 %见表

&.(&!

!

!差异化生产力路径% 如先前讨论" 除

中国$ 印度$ 波兰和俄罗斯以外" 其

他许多新兴经济增长极增长表现强

劲" 但这与其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

匹配! 这 个 情 景 类 似 于 ]D?aK69

%&%%*& 提出的悲观前景! 尽管上述四

国试图达到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 %同时暗含了从技术吸收到雄厚的

技术创新能力的变革&" 但是其他的新

兴经济体则热衷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

重新分配" 并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低

水平而苦恼! 随着以上四个经济体经济

规模和影响力持续快速扩大以及其他经

济体的低水平增长路径" 新兴经济体世

界实际上已分裂为 .双速/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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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考虑干扰因素的其他增长情景和外部均衡情景

经济体 !""+#!""'年 !"!" 年 !"!# 年 !""+#!""'年 !"!" 年 !"!# 年

差异化生产力

$生产率增长&1%

失衡增长

$国内储蓄占23/的比重%

欧元区 #.* &.$ !#.$ !"".# !"(.$ "".$

日本 #.- &.& &.& ",.# ""., ""."

美国 \#.& #.& \#.& &(.# "&.( "#.'

英国 #.- "., &." &*.' %.% %.&

巴西 (.& #., &." &%.& &%.# &,.(

中国 -.& *.& -.# *%.' *-.$ *,.&

印度 *." ".# *.* "%.# "$.% "$.&

韩国 &." ".- ".( (#.$ "*.# "*.#

马来西亚 &.$ #.( \#.' *&.& ((.* ((.*

墨西哥 &.* #.' \#.( "#." &,.& &*.,

波兰 '.& *., '.* &-.( &#.( $.'

俄罗斯 &#.& (.' *.' "%.& "#.& &'.,

新加坡 -.' "., &., **." ('.- ('.%

泰国 (.- ,.' &&.* (#.$ "#.' "#.,

持续失衡 总体再平衡

$经常账户余额& 占23/的比重%

澳大利亚 \*.- \*.% \*.% \*.- \".' #.#

加拿大 #.* #.' #.' #.* #.( #.#

欧元区 &.( #." #." &.( #.& #.#

日本 (.% (.* (.* (.% &., #.#

英国 \&.' \#.% \#.% \&.' \#.* #.#

美国 \*.' \'.* \'.% \*.' \".% #.#

巴西 #.- ".$ ".$ #.- &.* #.#

中国 $." $." $." $." *.# #.#

印度 \&.& \#., \#., \&.& \#.* #.#

韩国 &." &., &., &." #.$ #.#

墨西哥 \#.( \&.' \&.' \#.( \#., #.#

波兰 \".- \"., \"., \".- \&.( #.#

俄罗斯 $.' *.& *.& $.' ".# #.#

沙特阿拉伯 "-.# &'., &'.$ "-.# ,.$ #.#

土耳其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生产率由劳动 %服务& 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衡量而非直接由全要素生产率得出"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定义为增长构

成的分解! 但是可计算的总体均衡模型并不能够提供这种解构" 因此" 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归因于最为重要劳动生产

率的贡献" 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 %O6DD:" &%%%&" 尤其是劳动质量和资本回归相差不大的情

况! 中国$ 印度$ 波兰以及俄罗斯的生产率增长在基准路径附近略有扰动" 在 "#"# 年分别为 ".%)$ #.%)$ (.')和

".()" 在"#"'年则分别为(.,)$ ".&)$ (.&)和".")! 中国$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的储蓄率在基准路径

附近也有扰动" 在 "#"# 年分别为 *".-)$ "".#)$ (".#)$ "%.#)和 &-.*)" 在 "#"' 年则分别为 (%.&)$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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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衡的内部增长% 先前提及" 新兴

经济体内部进行强劲$ 持续的合

并" 这样的转变是这些经济体摆脱

外部增长源而结盟的关键! 这种情

景认为通过内部改革以保持外向

型经济体较高的内部需求并不会

导致消费比重实质性的增长" 诸

如中国$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

坡和泰国! 此情景也考察了用于

投资的储蓄持续增长的意义! 同

时为应对资本外流带来的可能后

果" 此情景允许外部账户遵循基

准情景或是保持在 "#&- 年之前的

"#&' 年的水平!

!

!

!全球外部平衡% 最后一个情景反映

全球失衡的两个极端! 第一种可能

情形是这种失衡持续" 并导致中期

内经常账户的持续平衡 %这个假定

通过 "#"' 年来推定 "#&' 年的经常

账户水平&! 这可能是出于对政策

的反应" 比如" 财政政策调整不积

极! 在此情境下" 新兴经济体的财

政状况依然不令人乐观" 同时发达

经济体依旧保持投资机会比较优势

%4::JC>$ 0:JICD7LG69@6? 和 56DNCD

"##%&!

在第二种外部平衡的情景下"

伴随全球外部平衡模式的转变" 在

"#"' 年完全恢复平衡" 此时所有的

经常账户余额达到零 %假定实际调

整路径为线性&! 这种转变可能是

新兴市场顺差国投资机会显著改善

的结果" 并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

展以及发达经济体剧烈的财政整固

而产生! 另外" 在极端情况下" 国

际贸易关系破裂" 迫使外部账户趋

向于自给自足也是有可能的!

在附录 &., 中对于这些情景进行了更

加细化的分析! 主要观点如下)

!

!

!差异化生产力情景说明全球经济发

展可能日益分化! 发达经济体和低

生产率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低生产率

发展路径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高生产

率路径! 这种情况是否出现" 取决

于诸如阿根廷$ 巴西$ 印度尼西亚

和韩国等经济体能否持续提升其全

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

!

!失衡的内部增长情景表明成功地对

国内增长源进行内部再调整过程"

不仅取决于内部结构调整政策" 也

取决于有效的外部账户管理! 这种

相互依赖的情况也符合顺差国家内

外再平衡的需要!

!

!

!全球外部平衡情景表明国内投资的

变化尤其依赖于全球失衡表现的形

式! 假定顺差国家 %如中国$ 俄罗

斯以及中东石油出口经济体& 总体

上再平衡" 则更容易导致这些国家

投资所占份额下降的趋势放缓 %或

实际增长&" 而对于赤字国家 %如

印度$ 波兰和土耳其& 而言" 则会

出现相反的状况!

增长极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

多极化
"#"' 年" 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化的世

界! 按基准情景提供的 "#"&#"#"' 年间

的数据" 印度将加入目前的三个增长极

%见表 &.*&! 确实" 无论是依据单一极性

指数的检验 %见表 &.*" 第五栏&" 还是

根据考虑了增长外溢效应的贸易渠道的方

法 %见表 &.*" 第六栏&

(-

" 排名前七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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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前 $# 位国家增长极的度量 $!"!$#!"!# 年基准情景的平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图内下部的阴影区域内指数与上部指数差别很大" 用以说明增长极! 简单指数用经离差标准化 %&%-$#"#"'

年& 处理的规模加权541增长率表示! 可替代指数由经离差标准化 %"##-#"#"' 年& 处理的吸收加权增长份额表

示! 两指数都以 "##% 年不变的美元价格为基准! 中东包括马什里克中东地区和北非经济体" 在此地区" 沙特阿拉伯

为最大的经济体! 可替代指数前 &' 位的国家不包括中东地区国家和土耳其" 但是包括阿根廷 %".&%& 和南非

%".&"&!

体###中国$ 欧洲$ 美国$ 印度$ 日本$

英国以及印度尼西亚依旧不变 %见表

&.*" 第五栏&! 这种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

经济体的综合考察" 强调了未来经济力量

的分配与 "# 世纪乃至今天有何不同!

中国在 "#"' 年两个极性指数上均位

列第一" 这也反映出其持续的经济活力

和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 中国在此阶段

末期的增长将会占据全球增长的 &+(" 远

超其他经济体! 然而" 发达经济体" 尤

其是美国和欧元区" 依旧是世界经济的

引擎! 这种情形甚至在美国消费比重下

降 %在较小的程度上" 欧洲地区也是如

此& 或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依旧存

在!

基准情景显示" 印度将会与中国一

样" 成为新兴经济体增长极" 尽管印度

相对于诸如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而言"

经济规模较小" 但是其在 "#"' 年末期的

繁荣意味着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将会超过除美国之外的任何独立的发达

经济体! 同时" 中国和印度在 "#"' 年的

单一极性指数将会是美国和欧元区的

两倍!

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则可

能会组成其他潜在增长极" 比如" 日本和

英国将会与印度尼西亚$ 巴西一起成为世

界增长动力的重要支撑! 印度尼西亚的增

长极性指数非常突出" 比巴西$ 加拿大和

巴西 %经济规模几近两倍于印度尼西亚&

更高! 根据指数数据" 排名在 &' 名以外

的一些国家将会发生变动!

目前"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经常会断言

将来世界会更加多极化! 就目前情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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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因为考虑经济活动的分布" 多极化趋

势无疑是必然的! 多极化指数是以经济规

模作为基础" 这明显意味着从 &%-$ 年开

始" 世界就趋于多极化" 并将在以后更为

明显 %见图 &."&&) 在 &%-$#"#"' 年间

由 541构成比重计算得来的标准化了的

集中度指数降幅超过 *#)" 很明显" 多极

化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然而" 世界经济活动能力的扩散分布

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的平衡! 在 "#"&#"#"' 年期间增

长极将比 "# 世纪更为扩散###与 "# 世纪

%# 年代末的 #.#'% 相比" "#"' 年的标准

化了的集中度指数为 #.#*-" 大致为 "# 世

纪的一半 %见表 &."&& ###此下降趋势

在 "##$ 年达到最低" 为 #.#(#" 表示

"#"' 年的增长溢出效应将辐射更少的国家

%至少按照此考察方法看来是这个样子&!

(,

学界和政界较为普遍地认为后危机时

代的世界经济环境与过去不同! 未来世界

的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

细微的差别! "#"' 年发达国家依旧会在世

界经济中扮演中心角色" 尽管它们发展缓

慢" 但是其经济规模 %实际值& 将会抵消

其低增长率! 当然" 规模并非全部" 这些

大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会越来越

强!

($金融危机可能已经较好地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世界经济关系的转折点" 并为发展

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

及世界的进一步多极化做好了铺垫!

因此" 尽管经济危机重创全球经济"

但是全球经济可能因此更富弹性! 日趋分

散化的增长极也将巩固这一趋势! 事实

上" 一些非工业化国家在危机之后的迅速

复苏已经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点" 而且随着

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成熟" 这一趋势必将

进一步加强 %P69?7:和 5A?a6JC" "#&#&"

!!图 $%!$&$)*'#!"!# 年多极化演变& 经济规模和单一极

性指数 $预测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综合极性指数是将标准化了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前 &' 位经济体

的单一极化指数进行 ' 年平均后计算得出!

而这也正是多极化世界的先兆!

政策挑战和发展进程

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不断加剧的

挑战和风险

潜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前进道路伴随

着不断变化的生产能力和内部需求" 反过

来生产能力和内部需求也依赖这些国家国

内的发展状况! 目前" 表现强势的增长可

能掩盖了其国内发展的巨大挑战! 这些挑

战非常实际" 所造成的风险可能会使得潜

在增长极的其他方面与强劲的增长表现相

背离! 这样的挑战与影响其增长趋势的潜

在因素密切相关" 例如" 制度$ 人口以及

人力资本!

第一个挑战就是这些潜在新兴经济体

能否成功进行制度改革! 这些新兴经济体

为了更好地扮演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

色" 其在经济管理结构$ 金融和社会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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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的广泛改革应更好地反映新的实际

经济情况!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俄

罗斯面临不同的制度及管理的挑战! 实际

上" 保证制度改革更富弹性对于这些增长

极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在人口因

素上同样面临着问题" 尤其是中国$ 韩国

以及新加坡在未来时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

比例持续上升的局面! 忽视生产率的提

高" 尤其是国内创新能力" 老龄化人口可

能会拖累国内经济! 为提升国内创新水

平" 上述三国的政策制定者长期关注技术

创新" 近年来" 极高的研发支出以及旨在

提高本国创新能力的国家倡议等就是例证!

图 $%!!&$))$#!"$" 年最不发达国家与部分发达经济

体' 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贸易方向统计( 计算!

注) 因数据所限" 本处所指的最不发达国家不包括不丹$ 厄立特里亚$ 莱

索托以及东帝汶! 5\( 经济体为欧元区$ 日本和美国* 金砖国家包括巴

西$ 俄罗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中国和韩国!

最后" 在探讨潜在增长极时" 人力资

本也应当考虑在内" 尤其对于巴西$ 印度

和印度尼西亚! 缩减教育差距以及保证受

教育机会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

高人力资本以及刺激本国的技术吸收$ 技

术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 而这些转变同样

可以对其他经济体的增长起到刺激作用"

如拉丁美洲$ 南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发展效应和最不发达国家 $4356%

尽管多极化世界最重要的是使得增长

极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一些国

家仍将处于重整的边缘" 尤其那些在全球

经济中影响力和控制力极低并一直力争持

续发展的最不发达国家! 这一论断意义重

大" 因为新的多极化世界可能会给最不发

达国家带来一系列与发展中国家迥异的新

的问题!

就其本身而言" 多极化对非增长极有

益! 世界增长极更加分散使得前述任何增

长极所特有的振荡趋于缓和! 因而" 非增

长极国家将拥有更稳定的外部需求! 另

外"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也可能因为这些外

部拉动 %来自新兴经济体& 而受益" 以刺

激其国内增长! 而增长将最终溢出到这些

最不发达国家 %4::J6D和 ]D66>" "##"&"

以及新兴经济增长极中的较不发达的国

家!

这样的增长溢出可能会通过贸易渠道

而产生! 未来 .南#南/ 贸易的扩大会持

续巩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在过去的

一个世纪中" 在制造业上拥有比较优势的

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与内部商品需求旺

盛的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稳固

了双边贸易 %见图 &.""& 并加速经济增

长 %;B0" "#&&&! 这样的互补性在新兴

经济体 %见图 &."(& 和最不发达国家表

现得更为明显" 也说明这种互补性将改善

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状况!

金融渠道同样重要" 尤其是 .南#

南/ 国家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 如第

二节详细探讨的兼并和收购以及绿地投

资" 可以激活最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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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要最不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计算!

注) [;/P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部分新兴经济体为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和俄罗斯! 贸易流量取自主要年份的进出口

数据!

产制造 %以及一些制造业&" 刺激当地就

业" 促进技术转移! 由于潜在新兴增长极

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与发达增长极不

同" 因而" 外国直接投资将增强经济的多

样性" 而且最不发达国家也会因此受益!

多极化同样可以对国际救援模式产生

实际影响! 自 "# 世纪 $# 年代开始" 发展

援助委员会 %4UP& 成员国对最不发达国

家的官方开发援助 % 4̂U& 一直十分稳

定" 保持在约占欠发达国家 541的

*.')#$.')之间 %见图 &."*&! 而潜在

新兴增长极日益扩张的支出将会使官方发

展援助比重逐渐增大! 比如" &%%$#"##%

年" 源自沙特阿拉伯的双边官方开发援助

增长了大约 (# 倍" 从 &.#, 亿美元增长到

"% 亿美元! 土耳其的双边官方开发援助在

此期间也增长了一个数量级! "##% 年中国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约占其全部支出的

*#)" 援助主要流向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非洲地区!

然而" 最不发达国家所受到的实际影

响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 例如" 世界对源

!!图 $%!+&$)*"#!""' 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对最不发

达国家的净官方发展援助占最不发达国家23/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M̂P4发展援助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计算!

注) 在图中" 国际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

表示为占后者541的比重!

自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需求性质###

典型商品和矿产资源###可能会因此改

变" 同时最不发达国家中对这些商品的净

进口的国家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全球价格

%见专栏 &.-&! 即使在全球需求旺盛的情

况下" 最不发达国家在特定的产品或资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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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多极化和商品

!!商品价格高企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 全球气候变化 %以及与气候相关的灾难&"

商品市场日益金融化" 能源政策 %尤其是涉及生

物能源" 比如" 乙醇的政策& 以及发展中国家收

入增长这些因素共同诱导商品市场价格暴涨! 价

格上涨的压力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政策) 如粮油补

贴$ 出口禁令$ 关税壁垒$ 预防囤积甚至是宏观

经济政策 %比如"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历史上" 价格高企并不能长期持续! 许多商

品价格上涨的趋势都因为地缘政治冲击效应的减

弱和供给面上的调整 %比如" 矿产资源开采量的

增加$ 技术创新以及各种投入增加& 而有所减缓

%见图O&.-.&的6栏&! 另外" 这种情况已经导致

某些商品价格超过目前的价格" 并达到价格上限!

然而" 多极化意味着用于缓解价格上升压力

的传统机制在当今已经失效" 至少对于某些商品

是这样! "##(#"##$ 年间商品价格的上涨比以往

更为持久" 原因也更为广泛! 这可能是由于新兴

增长极更加旺盛的需求所致 %尤其是矿产&! 同时"

也对供给面调整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提出了疑问!

金属资源尤为如此! 最不发达国家不仅在农

产品产量上与别国存在巨大差距" 而且其矿产资

!!

图-$%*%$&$)+'#!"$" 年间商品价格指数和 $)0$#!"$" 年间商品需求强度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0Û [/U/$ ;MU的 '世界能源展望( 和iOB[ '世界金属统计( 的数据计算!

备注) 商品指数是以 "### 年价格为基准计算后的实际值! 商品需求强度可以定义为每单位541商品需求量" 各指数

标准化至 &%,& 年的基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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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续%

源的开采能力也十分有限###特别在能源价格攀

升的情况下! 从 &%%* 年始" 金属商品需求弹性长

期稳步上升 %见图O&.-.& 的 N栏&" 这主要归因

于中国 %世界银行" "##%6&!

一些经济体" 例如" 印度正在经历结构转

型" 其对于金属的需求可能遵循与中国相似的模

式" 因而" 即便中国的需求水平由于其投资率的

降低和制造能力增长而有所降低" 此类商品价格

上涨的压力却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 金属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呈现出在

过去 &'# 年间屡屡出现的超级周期现象 %P?@@A9L

a7:9 和 bCDDC77" "##$&" 这种现象源自大型经济体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转型! 在某种程度

!!

上" 诸如中国$ 印度以及其他潜在新兴增长极在

未来也将经历结构转型! 金属商品价格高企也将

比农产品或能源商品更为持久 %此类商品在长期

表现出更高的可替代性&!

总之" 在多极化的世界中" 大而快速增长的

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世界商品市场中更为重要的

参与者! 具体来说" 源自这些经济体的需求压力

的边际影响更大!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因为可

以通过影响环境 %进而影响供给& 而可能产生间

接效应! 因此" 以往的政策手段" 对于未来商品

价格的影响较小" 如关于乙醇的政府政策或者对

于囤积行为的限制政策等!

面拥有出口的比较优势" 但假如其未来增

长模式为出口偏向型" 那么其贸易状况便

会恶化" 最坏的情况就是最不发达国家出

现贫困化增长!

另外" 上述需求增长的实际长期市场

影响效果取决于全球供给调整! 如果其他

潜在新兴增长极扩大此类商品的生产###

例如" 当阿根廷$ 巴西和俄罗斯提高其农

产品的产量以满足 %世界市场& 更高的需

求###最不发达国家将难以实现增长溢出

效应 %源于中国和印度& 的资本化! 这种

无能为力的情况常与增长波动效应相伴"

这种波动效应来源于贸易开放程度的高

低" 并受出口多样化程度的限制 %=6@@L

6@$ GAK和 [6N:D:̀FIA"#&#&! 因此" 相

对开放但多样性不强的经济体" 在与潜在

新兴经济增长极进行贸易时" 产出将面临

更大的波动" 如马拉维或赞比亚!

附录

附录 $%$! 增长极的计算

增长极最直接的测度方法就是计算给

定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

h

!

$

"#

%

#\&

其中" $

"#

代表国家 "在 #期的 541*

%

#

代表全球的541总量" 由同期全球所有

国家的541加总而得*

!

$

"#

#

$

"#

\$

"#\&

表

示经济体"产出的变化量! 上式还可以改

写为)

!

"#

&

"#\&

1'

$""#

"

其中" &

"#

#

$

"#

(%

#

代表经济体 "在 #期

占全球 541的份额* '

$""#

代表 541增长

率" 这意味着上述测度方法只是根据经济

规模进行简单调整! 尽管按上述定义来分

析每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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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最符合直觉和最为直接的方法" 但是

这种测度方法也是不完备的! 因为从反映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其所在区域内的其

他国家的增长所产生的传导及外溢效应上

来说" 前述方法并没有对增长极突显其

.极性/ 的方式进行具体阐释!

对上述方法最自然的拓展就是考虑经

济增长传导的其他可替代渠道! 这包括考

虑与增长极贸易相关的外溢效应)

!

)

"#

h

*

"#

+

#

1'

$""#

"

其中" *

"#

代表国家 "在 #期的进口总

额" +

#

代表全球出口总额! 上式定义的增

长极不仅能够反映由于自身贸易扩张带来

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这一直接效应" 而且

还体现了通过贸易关系而产生技术转移这

一间接效应! 对需求更为广义的度量方法

应建立在国内吸收的前提之上)

!

),

"#

h

-

"#

+

#

1'

$""#

"

其中" 国内吸收 -

"#

h.

"#

n"

"#

n'

"#

是由

国家"在#期的消费.$ 投资"以及政府支

出 '所构成!

对以贸易加权的增长计量方法较为自然

的补充是用金融流量代替贸易量作为权重)

!

/

"#

h

01

"#

/2

#

1'

$""#

"

其中" 01

"#

代表国家 "在 #期的资本外

流量" /2

#

为全球资本内流量! 在本例中"

一个国家通过对外投资而成为增长极" 在

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有助于直接缓解资本

接受国的流动性约束" 同时伴随技术转移

而不断增加的杠杆率能带来一些间接效益!

然而" 鉴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知识和技

术转移的重要性" 很自然" 我们可以用下

式替代上述计算方法)

!

/,

"#

h

0-"

"#

/32

#

1'

$""#

"

其中" 0-"

"#

代表国家 "在 #期的总 04;

%流入及流出&" /32

"

代表全球总 04;! 为

了与双向04;都能够促进技术转移的这一

经验性事实保持一致" 在这里采用双向

04;流量值!

增长极能够通过劳动力流动" 特别是

%但不局限于& 技术工人的移民" 而产生技

术外溢效应! 这种移民渠道不仅能够缓解

潜在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即通过要素价

格均等化而使得国内$ 国际工资水平接

轨###并且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人力资本"

同时促进知识的跨境传播! 经移民加权的

增长极可以被定义如下)

!

4

"#

h

5*

"#

24

#

1'

$""#

"

其中" 5*

"#

表示国家"在#期的净移民"

24

#

代表所有国家的净外来移民的加总! 另

外" 仅考虑移民存量###即一个增长极对移

民来源国的知识外溢效应和网络效应的替

代###也是可行的! 在本例中" 经外来移民

存量所占份额加权的增长极可以表示如下)

!

4,

"#

h

"

"#

#

#

1'

$""#

"

其中"

"

"#

代表国家 "在 #期的外来移

民存量"

#

#

为全球移民人数总和!

最后" 尝试直接测量一个增长极的技

术外溢效应也是可行的" 其计算公式如下)

!

6

"#

h

7

"#

6

#

1'

$""#

"

其中" 7

"#

度量国家 "在 #期的技术外

溢效应" 6

#

代表全球技术外溢效应! 尽管

7

"#

不能直接观测" 但大体上可以使用一系

列创新指标和技术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本书中对单一极性的测度仅仅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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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541作为权重" 而相对 541在此用

来代表所有不同的溢出渠道! 而对综合极

性的测度分别以进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

资本流出量占全球资本流入量的份额$ 专

利数占全球专利数的份额作为贸易$ 金融

及技术渠道的权重! 主要的输出港经济体

%诸如"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加坡及

阿联酋& 的进口数据用复出口数据进行校

准" 同时" 使用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排除货

币区内的贸易情况! 资本流出量的度量包

含 04;及投资组合" 但不包含衍生品交

易! 专利数量的度量采用各国专利机构报

告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批准数量!

此外" 在测度扩展后的极性时" 以某经济

体移民存量占全球移民存量的份额作为移

民渠道的权重!

另外 (种度量增长方法通过以下 ( 种

不同的方式对541数据进行调整) %&& 实

际值* %"& 剔除国家名义增长率中的美国

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哈罗德#巴拉萨#萨缪

尔森 %=O[& 效应* %(& 国家间的购买力

平价 %111&! 在这里仅考虑趋势性因素"

用哈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 %Jh-."'&

剔除周期性因素!

对前述指标提取第一主成分构建一个

复合指数" 以增加遴选增长极的精确性

%以及减少对一维情形的过度信赖&! 上述

( 种以不同方式调整的541均被标准化到

##&## 区间" 具体指数值见表 &U.&! 该

表的第二部分数据不包含移民因素!

(%在这

里" 包含移民因素及未包含移民因素的两

种情况在该表中均有展示!

其他测量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方法在

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 一类研究是将第

三世界国家变量引入增长回归模型" 以测

度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经济增

长的影响 %例如" UD:D6和 Y6KX6IA@AF"

"##'" "#&#6" "#&#N&! 大体上" 一个国家

的全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对估计回归系数

的加总得出! 建立在这类分析框架上的研

究也面临着三个缺陷) 第一" 存在相关性

偏差! 一个国家的增长周期显著地与另一

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保持联动" 那么后

一个国家有可能被错误地认为是增长拉动

者! 因此" 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已知拉动者

国家的案例" 但是对于增长极不可知的情

况却不太适用! 第二" 当双边流量数据无

法获得时" 很难灵活地体现溢出渠道的多

样化! 第三" 该方法依赖大量数据! 由于

在这个案例中变量的估计值很难获得" 因

此" 这种方法缺乏预测力!

另外一类模型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来

研究增长的溢出效应 %见 2C>和 b69AI6F

"##' 年的文献综述&! 然而" 这类研究趋

向于将重点局限在地理空间而非经济空

间! 许多文章 %如 ]CJJCD" "##"& 仅关注

一到两个溢出渠道! 最后" 许多研究关注

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 国

家内部战争对邻国所产生的消极经济效应

%B?D@:EZ和 [69@JCD" "##"&!

附录 $%!! 其他测度集中度的方法

长久以来" 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一直对

全球影响力的分布保持浓厚兴趣! 对于经

济学" 经济发展$ 产业关联和国际贸易等

分支学科也同样构建起一些关于经济集中

度及分化的测度方法" 这些方法也可以用

于粗略估计影响力的分布情况!

关于经济集中度或资源影响力的测

度" 主要有 ( 种常用的方法! 使用最为普

遍的一种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ADL

FEZK69" &%-*&" 这一指数以市场份额的

平方和表示)

8

#

9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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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前十位经济体增长极的主成分指数 $包含或不包含移民分指数%& !""+#!""'

年的平均

经济体 实际指数 经济体 ,-.指数 经济体 ///指数

不包含移民

中国 "-."# 欧元区 *,.(* 中国 -(.,#

美国 "#.(( 中国 *&.'* 美国 '&."-

欧元区 &#.$- 美国 #.'& 欧元区 *#.&'

日本 '.'% 俄罗斯 "'.-# 日本 "$.&'

英国 '.'& 加拿大 "".-& 俄罗斯 "-.#"

韩国 '.*& 英国 "".*% 韩国 "*.',

俄罗斯 *.,% 韩国 "#.*% 英国 "*.#&

印度 *.-" 澳大利亚 "#."- 印度 "(.($

新加坡 *.(# 巴西 &%.*$ 新加坡 "".%'

加拿大 *.#$ 挪威 &%."' 加拿大 "".%"

包含移民

中国 ",.-( 欧元区 *%.$$ 中国 -".%*

美国 "-.&" 中国 (-.,( 美国 '%.*&

欧元区 &,.'" 俄罗斯 ('.$% 欧元区 **.*"

俄罗斯 &'.&& 美国 "%.($ 俄罗斯 (".$#

印度 &(.-& 加拿大 "".&& 印度 "'.,&

英国 &&.'- 乌克兰 "".#' 日本 "'.#-

日本 &&.#% 英国 "#.,, 英国 ""."-

沙特阿拉伯 &&.#& 澳大利亚 "#.-, 沙特阿拉伯 "&.**

韩国 &#.%" 沙特阿拉伯 "#."# 加拿大 "&.**

新加坡 &#.%# 印度 &%.,$ 韩国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贸易方向统计($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

标(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

注) 该指数由经贸易$ 金融及技术加权后的经济增长份额 %包括+不包括移民加权后的经济增长份额& 的第一主成

分给出" 并使用利差标准化方法 %&%-%#"##$ 年& 对该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移民权重包含与否对这一指数进行

分类! 实际综合极性指数$ =O[综合极性指数和111综合极性指数分别为经 "### 年实际美元计价的 541调整后的

指数$ 本币按现有名义汇率折合美元计价的541调整后的指数和基于购买力平价的541调整后的指数!

!!其中" &

"#

代表公司 "在 #期的市场份

额" 并且 :代表这个市场中全部公司数

量! 将该指数规范化至 ##& 区间" 以便

适用下述方程)

8

%

#

h

8\

&

:

& \

&

:

另外两个有关集中度+影响力分布的

指数" 其一是锡尔系数 %/ZCAJ&" 它以公

司市场份额相对于平均市场份额的比重来

加权! 其二" 基尼系数 %5A9A&" 它计算

了从市场中随机抽取的两家企业的平均市

场份额的相对差异!

在国际关系中" 测度国家间影响力分

布最广为人知的指标就是雷#辛格尔集中

度指数 %26>和 [A9aCD" &%,(&" 此指数由

曼斯菲尔德推广使用 %B69FSACJ@" &%%(&!

这一指数实际上是规范化的赫芬达尔#赫

希尔曼指数在度量总影响力中的份额时的

一个具体应用! 在本式中" .

"#

代表了国家

"在#期在总影响力中的份额)

;

#

9

$

:

.

"

"#

<

&

:

& <

&

槡 :

其中" :代表有关国家的总数!

有关集中度测度面临的困难也是很明

显的!

*#此外" 国家影响力份额即.

"#

的定义

通常不是很明确! 最后" 即使选择能够合

理代表经济影响力的指标 %例如" 出口份

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 基于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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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指标本质上也没有反映国家的相对

增长率或者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在积极的政治理论中" 两个经典的影响

力指数通常用来测量投票或讨价还价的影响

力! 彭罗斯#班扎夫指数 %O69TZ6S" &%-'*

1C9D:FC" &%*-& 是指一个实体 "在 #期的

关键选票占全部关键选票的份额)

=

"#

9

>

"#

$

:

>

"#

其中" :代表全部投票人数! 与关键

选票的概念相对" 夏普里#许比克指数

%[Z6RJC>和 [Z?NAI" &%'*& 基于关键选

票" 并且由一个给定的$ 处于关键地位的

实体的先验概率给出)

?

"#

h

@

"#

A2

其中" @

"#

代表实体 "在 #时所持有的

关键选票数! A2 表示对投票人数的排列!

投票指数也有公认的缺陷!

*&然而" 在

国际经济关系中" 投票指数最大的缺陷就

是需要一个投票机制来保证其可操作性!

而在许多国际经济交往中" 相关机制尚不

完善! 与集中度指数相似" 投票指数同样

也没有考虑到相对增长率或溢出效应!

第三种测量影响力分配的方法是度量

间接的$ 社会文化的或 .软/ 影响力

%8>C" "##*&! 然而" 软影响力却很难被

量化! 尽管有很多可以代替的指标" 比

如" 本国语言的全球传播度$ 教育机构数

量$ 国家价值观及哲学" 但是研究文献中

没有提出系统性测量的方法!

附录 $%(! 增长极性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估计所需的数据是国家层面上的

数据" 并且由 &%,&#"##' 年每 ' 年的平

均数据得出! 因变量是增长极性指数" 以

实际 541增长率表示 %剔除了移民因

素&" 并利用离差标准化法将数据序列重

新调整到 ##&## 区间" 最后取对数! 自

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 世界银行的 '世界

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 "#&#N&$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 '国际金融统计(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6" "#&#E& 数据库 %近

似变量&* O6DD:9 和 GCC%"#&#& 及 /DCNNA

%"##*& %教育变量&* 2:@DAI$ [?ND6K699AL

69 和 /DCNNA%"##*& %基本经济变量&*

;P25 %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12[ 小组"

"#&#& %制度变量&* UJCFA96及其同事

%"##(& %民族语言多样性变量&* 世界价

值观调查 %iY[U" "##%& %社会资本存

量变量&! 对自变量数据同样都取对数!

人口增长是指人口增长率" 投资份额

是指投资在541中所占的份额" 而受教育

年限是指大于 "'岁的人口平均上学的年限

%人力资本投资采用相似的指标&! 基础设

施以每百人移动电话订购量来代表 %以道

路铺设百分比来代替此指标能够获得相似

的结果" 但是样本容量会减少一半&* 健康

不佳由 '岁以下人口死亡率表示 %对其他变

量来说" 用预期寿命去代替健康状况变量会

改变健康状况的系数" 结果不会发生太大改

变&* 老龄人口抚养比是指年龄大于 -'岁的

非劳动人口在总劳动年龄人口中的份额* 政

府规模是指政府消费占541总量的份额!

*"

贸易敞口是以进口及出口总额占541

比重来表示" 地理位置以一个国家到赤道

的距离表示! 再者" 制度变量是根据

;P25所提供的 && 个制度变量中的 ( 个首

要变量加权后综合得来的 %不考虑民主责

任制&! 民族语言分化变量由民族和语言

比例简单算术平均后得出 %用民族#语

言#宗教比例代替此指标也能够得到相似

的结果&! 根据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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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责任制变量表示 %若采用第四政体

民主度量方法" 也将产生相似的结果&!

较为近似的因素回归主要通过误差因

子模型 %MP& 和广义矩估计模型来实现

的! 如果要进行豪斯曼检验 %=6?FK69

/CF7&" 那么随机效应 %269@:K MSSCE7F"

2M& 被设定为大于固定效应 % 0AHC@

MSSCE7F" 0M&* 如果存在定常变量" 则需

剔除固定效应! 与之相似" 只有当汉森检

验 %=69FC9 /CF7F& 假设这些工具是完备

的" 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才优于广义差分矩

估计法" 否则广义差分矩估计法是满足要

求的! 回归估计的结果在表 &U." 中列出"

其中包含了相关关键诊断检验!

基本因素回归模型利用工具变量及系

统广义矩估计法! 其中" "##&#"##' 年之

间的数据应用工具变量估计* 其他时期的

数据应用的估计方法大体相同! 工具变量

主要有移民死亡率 %;Y\&&$ 欧洲语系人

口比例 %;Y\" & %制度&$ 重力模型预测

的贸易额 %贸易一体化&$ &%## 年以来的

历史入学率数据 %人力资本&$ 民主预测

水平 %民主&! 回归结果在表 &U.( 中列

出" 并包含了相关关键诊断检验!

附录 $%+! 经济周期的典型事实

表 &U.* 中列出了综合极性指数排名

前 &' 位的经济体的消费 %P&$ 投资

%;&$ 出口 %o& 及产出 %g& 的相关系

数" 以及随着变量值改变的变动情况!

表 $7%!&增长极性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B0的 '贸易方向统计($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世
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

注) 5BB为广义矩估计法! 所有数据均取对数! 所有误差因子模型都估计了固定效应" 除了情形 %"&" 其估计了随
机效应! 所有的广义线性矩估计模型都由广义差分模型估计" 除了情形 %(&" 它由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估计! 标准
误差存在异方差 %对于所有特例&! 括号中显示了自相关 %仅广义矩估计模型中存在&! 滞后被解释变量 %仅 5BB

模型中存在&$ 时期虚拟变量以及常数项 %对所有情形& 均包含在内" 但未在表中列出!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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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增长极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B0的 '贸易方向统计($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

展指标(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

注) ;Y为工具变量! 所有数据均取对数! 所有误差因子模型都估计了固定效应" 除了情形 %"&" 其估计了随机效应! 所有的广义线性

矩估计模型都由广义差分模型估计" 除了情形 %(&" 它由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估计! 标准误差存在异方差 %对于所有特例&! 括号中

显示了自相关 %仅广义矩估计模型中存在&! 滞后被解释变量 %仅5BB模型中存在&$ 时间虚拟变量以及常数项 %对所有情形& 均包

含在内" 但未在表中列出!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附录 $%#! 经常账户模型的详细阐释

回归估计所需的数据是国家层面上的

数据" 并且由 &%,##"##$ 年期间每 ' 年

的平均数据得出! 因变量是经常账户余

额" 以其占 541的份额表示! 自变量为

财政余额$ 官方资金净流入量$ 净国外资

产及净能源出口! 除了财政余额数据取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之外" 其他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 "#&#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 '国际金融统计(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E& 数据库 %近似为经济变量&!

另外对于净国外资产数据的缺省值则通过

G69C和BAJCFA\0CDDC77A"##- 年的一项研究

中所用的数据来补充! 官方资金净流入量

数据来源于 56a9:9 在 "#&# 年的一项研

究" 并且使用储备资产 %资产和负债两个

方面加总& 对该数据进行补充!

为得到每个国家集团 %仅考虑时间"

而不是国家" 固定效应考虑在内& 的回归

系数" 这里的回归模型仅采用固定效应回

归! 回归结果在表 &U.' 中列出! 调整模

型预测的估计值使之与 "##*#"##$ 年的

历史数据相吻合" 并通过加入国别固定效

应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便与 "##*#

"##$ 年实际经常账户余额相匹配!

关于 "#&&#"#&' 年间自变量预测值

的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政

监控报告( %"#&#N& %财政余额预测&$

国际能源署 %;MU& 的 '世界能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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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消费' 投资和出口与产量的相关关系及它们的

变化对产量变化的影响 $当前及潜在的增长极%

经济体

相关关系

5&8 9&8 :&8

!

5&

!

8

!

9&

!

8

!

:&

!

8

欧元区 #.%%% #.%%$ #.%$" #.'#( #.*%# #.,&%

美国 #.%%% #.%%, #.%%" #.%-& #.'(, #.'$-

中国 #.%%# #.%%, #.%%* #.$,# #.%'( #.%&#

俄罗斯 #.%%' #.%$( #.%"- #.$'( #.$,% #.*'%

英国 #.%%% #.%%, #.%%- #.'&' #.(-& #.-%'

日本 #.%%% #.%$' #.%'" #.&"# \#.##" #.(,(

巴西 #.%%$ #.%$' #.%(" #.'-" #.'($ #.,(-

加拿大 #.%%% #.%%( #.%,% #.,'$ #.-$% #.-$*

澳大利亚 #.%%% #.%%( #.%%* #.,## #.,&& #.$&$

印度 #.%%- #.%$, #.%-% #.'%, #.,($ #.$("

韩国 #.%%% #.%%& #.%,' #.(-$ #."%* #.,%#

土耳其 #.%%% #.%%# #.%%& #.-%# #.'(* #.$,*

墨西哥 #.%%% #.%%- #.%$* #.'*& #.''- #.,",

波兰 #.%%% #.%$- #.%%" #.$-' #.$'$ #.%"-

沙特阿拉伯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中的数据计算!

注) 在各时期数据都能获得的情况下" 特别是 &%-' 年到 "##$ 年间对世界

大多数国家来说" 相关关系数据都可以得到!

表 $7%#&不同国家分组的经常账户模型估计值

发达

经济体

亚洲发展

中国家
非洲 拉丁美洲 中东

转型

经济体

财政收支平衡 #.*## #."*# #.(## #.*(# #.-*# #.(*#

%#.&(&

%%%

%#.&$&

%#.#$&

%%%

%#.&$&

%%

%#.""&

%%%

%#.",&

官方资本流入 #."&# #.-%# #.(,# #.(%# #."*# #."&#

%#.(,&

%#."*&

%%%

%#.#$&

%%%

%#.&"&

%%%

%#.&-& %#."'&

国外资产净额 #.#,# #.#(, #.#(, #.#(' #.#&% #.##&

%#.#&&

%%%

%#.#&&

%%%

%#.#&&

%%%

%#.#&&

%%%

%#.#&& %#.#"&

能源净出口 #.#-# #.&## #.&(# #."$# #.#*# #.&##

%#.&#& %#.&#&

%#.#(&

%%%

%#.#'&

%%%

%#.#-& %#.#-&

2

"

#.'& #.-- #.,- #.,, #.$, #.'$

观察值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和;B0财政事

务部和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计算!

注) 所有变量均以541占比表示! 除国外资产净额以外的所有变量值均以

' 年平均值表示* 国外资产净额以上一个 ' 年最后一年的数值表示! 括号

内数值表示异方差的标准误! 时刻固定效应已被考虑在内" 但并未体现在

报告中!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 &)的显著

性水平!

%"#&#& %能源产量及消费预测&$ 美国能

源信息署 %m[M;U& 的 '国际能源展望(

%m[M;U" "#&# & %当前能源消费量及存

量&! "#&" 年和 "#&( 年的财政余额数据

是通过线性预测得到的 %数据可以获得&!

官方资本净流入量维持在 "##$ 年的水平!

净国外资产采用自 "#&( 年以来滞后 ' 年

的年度数据! 并且 "#&* 年及 "#&' 年的数

据保持与 "#&( 年一致! 由于数据不充分"

在净能源出口量中仅对石油和煤的产量及

消费量作出区分" 而且净能源出口量的上

升势头可由总能源消费占石油和煤的消费

量的比率的变动反映出来! 没有能源预测

数据的国家可以基于这些国家所在区域的

区域性预测值估算得出! 商品价格的预测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小组 %世界

银行" "#&&&!

对表 &." 列出的 &' 个经济体的经常

账户余额进行预测的同时" 另外对其他 &(

个拥有较高综合极性指数的经济体的经常

账户余额进行了预测! 以上数据均在表

&U.- 中列出 %仅为预测目的&!

附录 $%*! 名义产出的情景假设

本文中541预测值是以实际541表示

的 %以 "##% 年美元价格作为基准价格&!

尽管在修正了通货膨胀因素$ 汇率波动因

素及哈罗德#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中的

非单值性因素等引起的扭曲效应后" 实际

541提供了一种精确表示产出变化过程的

方法" 但是读者可能更习惯于用名义 541

表示产出变化过程! 某一货币在共同货币

中所占的权重能够精确衡量该经济体的全

球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当然" 以此方法得

出的结论会与本文前述结论有一定差异!

根据通货膨胀及汇率升值的假设" 需

要调整增长模型中的隐含实际增长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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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 假设汇率水平维持在 "##% 年

的水平上" 可由模型估计得出" 中国的名

义541有望在 "#"# 年一举超越美国! 另

外" 如果考虑人民币有限制地$ 渐进地升

值" 这一时间将推迟到 "#"* 年 %见图

&U.&6&! 相似地" 可以预测印度将在 "#&*

年超越日本" 在 "#"# 年超越英国!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 .超越情景/ 仅

是用来作为例子的" 因此" 应该审慎对待!

增长预测中所使用的关联模型既不是为了解

释名义变量增长率的差异" 也不是为了辅助

当局制定可以引起这些变量变化的政策! 对

国家价格数据度量上的困难也意味着哈罗德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能被低估!

附录 $%0! 增长及外部情景的详细分析

即便在基准情景下" 高生产率潜在增

长极与低生产率潜在增长极的增长率仍有

所不同 %见图 &U."&!

*(当与发达经济体对

比时" 这种差异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 发

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而

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和

阻力 %2CA9Z6D7和 2:a:SS" "##%&! 在差异

化生产率情景下" 全球经济极有可能朝着

双轨化方向发展* 的确" 假如生产率差异

化情况存在" 发达经济体$ 低生产率发展

中国家及高生产率发展中国家将沿着差异

化的增长路径发展!

表 $7%*&!""+#!"$# 年潜在增长极的额

外经常账户余额

国家 !""+#!""' 年 !"$$ 年

阿根廷 &.$ #.#

印度尼西亚 &." &."

挪威 &-.( &*.(

以色列 "., ".#

瑞士 &&.# &#.,

马来西亚 &'.( &*."

委内瑞拉 &(.' &".%

新加坡 "#.% &%.&

泰国 #.$ &.&

南非 '.,

!

-.$

乌克兰 #." #.-

瑞典 ,., ,.&

捷克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B0;0[$ ;B00AFE6J

B:9A7:D$ m[M;U;M̂ 和 ;MUiM̂ 等数据库计算!

注) 所有数据均为 541占比! 浅色区域为预测值*

"##*#"##$ 年的数据为历史数据的平均值" "#&&#

"#&' 年数据为预测数据的平均值! 所有预测值均通过

经常账户模型给出" 该模型基于财政收支平衡$ 官方资

本流入$ 国外资产净额和能源净出口构造! 模型的系数

基于特定地区数据给出" 最后用 "##*#"##$ 年的经常

账户数据进行校准!

图 $7%$&!"")#!"!# 年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长极和发达经济体增长极的名义23/ (超越情景)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计算!

注) "##% 年的名义541以美元表示! "#&# 年以后的真实541为基于基准情景预测值! 分别假定日本$ 美国$ 中国$ 英国和印度的通

货膨胀率为 #)$ ")$ *)$ *)和 ,)! 分别假定中国 %人民币不升值情景&$ 日本$ 中国 %人民币升值情景& 和印度等国的货币相对

于美元升值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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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这种差异化对多极化世界的影

响是有限的! 因为" 这条路径主要依赖于

中国和印度" 再者" 中国和印度仍然与前

沿技术差距很大" 通过技术引进带动经济

增长的情况至少还能延续 &' 年! 但是这

种差异化也为其他新兴经济增长极敲响了

警钟" 提醒它们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01&" 并增强/01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图 $7%!&!""##!"!# 年发达经济体及其高' 低生产率新

兴经济体差异化生产力情景下的实际产出增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高生产率新兴经济体为中国$ 印度$ 波兰和俄罗斯!

用! 最近阿根廷$ 巴西$ 印度尼西亚及韩

国/01的提高说明这种改变已经出现!

内部再平衡的失败可以在内部增长失

衡情景中反映出来" 但是再平衡失败背后

反映出的信息较为模糊! 例如" 持续的低

消费水平意味着更高的国内储蓄水平* 如

果这些储蓄能够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 那

么该经济体的增长的确会快于国内消费水

平较高的经济体! 但这里蕴含两个方面的

风险) 第一" 如果净资本流出量不发生改

变" 那么过剩的国内储蓄将不可避免地降

低边际资本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 资本回

报的确会大幅降低 %见图 &U.( 的 6栏&!

第二" 失败的程度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经常

账户余额所决定!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

余额很大" 并且没有实施相应的平衡措施"

那么这种情况不仅意味着进口水平低于单独

考虑高储蓄率的情景" 而且还意味着进口吸

收量也低于基准水平 %见图 &U.(的 N栏&!

这种情景的重点在于" 引导国内经济

向内生性增长不仅依赖内部结构调整政策

的实施" 同时也依赖于外部账户的有效管

理!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能产生与直觉相

图 $7%(&!"$$#!"!# 年不同失衡增长情景下中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及进口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得出!

注) 份额是根据 "##% 年不变价格基准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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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的结果! 例如" 中国的主要进口国将发

现" 相对于基准情景而言" 中国虽然内部

增长失衡" 但仍然大量进口! 但是" 当外

部失衡与内部失衡并存时" 中国的进口水

平将大大低于基准情景!

全球收支平衡情景表明" 投资的变化

趋势取决于于全球失衡的具体模式 %见图

&U.*&!

**很多特征都比较显著!

图 $7%+&!""+#!"!#年潜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极在不同外部平衡情景下投资占产出的份额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得出!

注) 假如经常账户余额在 "#&' 年改变l()" 那么基准水平与持续失衡情景有所重叠! 波兰的再平衡曲线发生了弯折" 这是因为

模型设定投资份额不能低于541的 &#) %如果从开始投资就低于 &#)" 那么将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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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正常情况下 %即介于完全实

现再平衡和持续失衡&" 基准水平会趋向

于下降! 当全球收支平衡路径为基准情景

时" 可能会出现上述情况! 第二" 在顺差

经济体 %如中国$ 俄罗斯及中东产油国&

不断实现再平衡的情景下" 投资份额下降

速度相对较慢 %甚至会上升&! 假设顺差

经济体能够完全扭转失衡" 同时保持储蓄

不变" 这将诱发向国内经济的再投资! 与

中国等经济体相反的是逆差经济体" 如印

度$ 波兰及土耳其" 再平衡情景将会使其

投资进一步恶化! 第三" 抑制资本外流一

方面会增加顺差经济体的国内投资" 但另

一方面也会增加资本错配 %比如" 投向非

生产性行业& 或削减消费者福利 %比如"

降低跨期消费平滑度& 的风险!

注释#

&.正式定义及计算详见附录 &.&!

".其中最常用的衡量集中度的指数是赫芬达

尔#赫希曼指数及 26>\[A9aCD指数 %26>

和 [A9aCD" &%,(&! 而衡量投票影响力的指

数为1C9D:FC\O69TZ6S指数%O69TZ6S" &%-'*

1C9D:FC" &%*- & 和 [Z6RJC>\[Z?NAI 指数

%[Z6RJC>和 [Z?NAI" &%'*&! 这两类衡量方

法各有缺陷! 经济影响力份额通常没有明

确定义" 而这对计算集中度指数至关重要!

投票指数需要一个投票机制" 而在许多国

际经济交往中" 相关机制尚不完善!

(.尽管中国$ 印度等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

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考虑到公元 & 年到

&$"#年间极低的全球增长率" 两国的极性

指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后 %标准化到 &#

"##&年期间& 将倾向于更低水平!

*.更为精确的是" 简单极性指数应该以规模

作为权重来对增长率进行加权! 这种方法

本质上是把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作为其影

响力渠道的代表!

'.如此调整是为了符合哈罗德#巴拉萨#萨

缪尔森效应 %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

实际汇率水平将上升&! 因此" 一个正经

历着实际货币贬值的国家 %即日本在 "##$

年的例子& 的实际增长率相对较低* 同

样" 欧元在新千年之初的升值也意味着欧

元区的增长水平高于其他时期!

-.对集中度最主要的测度方法就是赫芬达

尔#赫希曼指数"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具体详见附录 &."!

,.经实际541指数及购买力平价指数加权计

算而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最小值

出现在 &%%" 年" 当时 5\( 正经历着严重

的萧条" 其经济增长影响力相对于新兴经

济体中的较大经济体而言" 也下降很多!

$."# 世纪 ,#年代的大幅下挫值得深入讨论!

本次的下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 最主要的因素是有关工业国正在经

历着 &%,(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 %第二次爆发

于 &%,%年& 造成的衰退! 虽然这一负面冲

击使世界各国经济均遭遇寒冬 %除了石油

出口国&" 但是其对相关工业国的负面影

响更为严重! 这严重地拉低了其增长极指

数" 同时综合极性指数也有所下降! 第二

个原因是早年的数据覆盖面较窄" 而且更

高极性的国家数据有遗漏或省略" 因此"

对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计算也受到影

响! 然而" 同一时期一项关于极性指数分

布的调查表明" 第二个原因不太显著! 这

是因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大幅下降

主要源于欧元区及美国极性指数的显著降

低" 而非将高极性经济体引入到样本中!

%.在 "####"##$ 年间" 消费贡献率下降了大

约 &+( %消费增长率为 *.&)" 541增长率

为 &#.")&! 而且" 消费增长中的一大部

分都是来自于公共部门###尤其是教育和

社会服务部门" 值得怀疑的是" 如此大的

政府消费还能够长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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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 /01贡献率在此

期间分别为 %)和 &$)! 然而" 需要注意

的是" 以上计算都是应用标准方法" 假设

规模报酬不变及完全竞争" 并且残差值取

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JC9:̀ 和

2:@DAa?CT\PJ6DC%&%%,& 建议增加 /01在

某些经济体增长中的贡献度" 同时假设生

产函数中各要素拥有比较高的替代弹性!

然而除了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例外"

这种修正并没有改变这些经济体相对排名!

&&./01方法不仅仅考虑广泛的技术进步" 而

且还包含了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是指对现

有技术的吸收效率$ 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效

率及制度改进效率!

&".反过来" 吸收也可以按照外延边际 %农民

种植杂交玉米的比例和集约边际 %每个农

民种植的杂交玉米的种子数量& 来分类!

两种边际都能够产生经济收益" 这一点能

在5DAJAEZCF%&%',& 和 PJ6DI %&%$,& 的研

究中得到验证!

&(.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 即使中国和印度有

相对很高的/01贡献率" 但是中国和印度

的/01依旧落后于工业化国家" 比如" 美

国!

&*.这些观测值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即知识产

权被假定为仅具有排他性" 但不具有竞争

性" 因而创意和发明能够促进增长! 但这

并不是说任何给定的创新一定对经济中的

其他部门有溢出效应 %本例中取绝对量"

而非每人的专利及艺术品数&!

&'.有人可能反对比较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

率" 认为用净出口贡献率代替可能更为合

适! 然而" 考虑到以下两个原因" 这种度

量方法不能应用! 第一" 将进口从消费中

分离出来是合理的 %为了得到本国消费&"

因为本来进口和出口就被划为一组! 没有

理由更为偏爱某种方法" 只是本书将国家

核算账户中的各个成分独立开来! 第二"

无论加总方法如何选择" 本国及外部增长

因素的缺口的信息是不会发生偏差的!

&-.然而" 解释中国的统计数据时" 需要比较

谨慎! 由于中国出口总量非常大" 同时其

扮演着许多生产链条中最终装配厂的角色"

因而统计数据可能只包括国内价值增值的

部分! 经过这种方式调整后" 中国的出口

贡献率可能会减半!

&,.究竟使用 M̂ ;政策" 还是 ;[;政策" 始终

是世界银行发展辩论会上的长久议题 %世

界银行" &%,%" &%$," &%%(&! 尽管实证分

析的结果有些模糊" 但是大多数证据均支

持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

%0C>DCD" "##%* 0D69ICJ和 2:KCD:" &%%%*

b:9CF和 ĴIC9" "##$* 2:@DAa?CT和 2:@DAI"

"###&" 因此" 也说明 M̂ ;增长政策更受

欢迎一些!

&$.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出口份额不可避免

地与外部导向紧密相关" 但是没有任何理

由认为出口一定能在最初的贸易扩张期之

后继续增加! 为了验证这一点" 考虑 541

核算方程 $

#

.nBnC" 其中 C

#

"n' \*"

." '" "" B及 *分别表示私人消费$ 投

资$ 出口及进口! 将上式对时间求导" 然

后两边同时除以$" 化简后得到 '

$

h&

.

'

.

n

&

B

'

B

n&

C

'

C

" 其中对于一个给定的值 7" 有

&

7

#

7($及 '

7

#

%-7(-#&(7! 如果一个经济

体实行的是 M̂ ;政策" 那么就能够合理地

预测出&

B

及 '

B

在过渡期变大" 其中" 过渡

期是指从;[;政策向 M̂ ;政策转变的时期!

但是在最初的过渡期之后" 不需要 '

B

保持

很高的值!

&%.中国在过去的 "#年中" 虽然储蓄率有所波

动" 但是却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如图 &.&& 所示" "##* 年中国储蓄率出现

显著增加" 部分原因是测度企业储蓄率方

法的改变 %O:9Z6K和 iACKCD" "#&#&! 但

无论用何种测度方法" 中国家庭及企业储

蓄率依然非常之高!

"#.除了不可避免的人口压力之外" 由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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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发展" 公共医疗体系的完善$ 教育

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因素" 也使得家

庭储蓄率降低! 当然" 这一结果部分依赖

于政策选择!

"&.当前及潜在增长极的消费$ 投资$ 出口与

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见附录 &.*!

"".根据有些过时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描述

的增长过程" ;P̂ 2 %增量资本产出率& 是

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概念! ;P̂ 2在这里表

示资本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而不是按

照模型中所说的那样描述经济增长过程!

"(.在理解这些数据时应该注意几点! 研发支

出对于人均收入而言是内生的! 另外" 研

发支出和研发人员所占份额在不同部门的

非线性分布很大程度上受到大量分布在低

端的贫困国家的影响" 而较大的权重赋予

中国$ 印度和美国" 这些国家提高了各收

入阶层的份额!

"*.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 对于如何界定全球

中产阶层没有公认的定义! 对家庭的分类

通常基于特定的定义! 在全球范围内划定

中产阶级的标准与在各国国内划定中产阶

级的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由于本研

究的重点是全球增长极" 因此" 采取前者

的划定标准" 即日收入在每天 "#&( 美元

的阶层为中产阶层!

"'.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中产阶级" 其原因是

中产阶级划定标准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划

定标准来制定的 %26X6JJA:9" "#&#&! 一个

更加保守的定义是" 使用美国每人每天 &(

美元的贫穷线作为最低界限" 依照这一定

义" 同期发展中国家有 $ 千万人进入中产

阶层!

"-.注意不能对结果进行过分解读! 与本例类

似" 研发支出相对于人均收入而言是内生

的! 另外" 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所占份额

在不同部门的非线性分布很大程度上受到

大量分布在低端的贫穷国家的影响" 而较

大的权重赋予了中国$ 印度和美国" 这些

国家提高了各收入阶层的份额!

",.这包括通过政策促进居民消费" 例如" 改

进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基础设施" 或者提高

居民信用卡的信用额度* 这些措施通过提

高消费欲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

则通过减少资金留存对消费产生间接的影

响!

"$.这一假设也隐含了一个事实" 就是美国

%以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为代价刺

激经济& 和欧元区 %冒着经济不景气的风

险采取紧缩政策& 采取不同的政策并没有

导致两个地区间中长期的经济差异!

"%.该建议与 5:J@F7CA9 %"#&#& 所提到的解决

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相一致" 同时也与美

国财政部提出的经常账户失衡l*)的建议

相类似!

(#.历史上"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是

(.')! 有必要认识到这是在基准情景假设

下得到的增长率" 因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

预测!

(&.历史年标准差为 (.&)!

("."#&# 年印度 &'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为 '.&年 %O6DD:和 GCC" "#&#&!

((.注意这些产出数据均以实际值计算得出

%以 "##% 年 541为基期值&! 经过通货膨

胀和汇率变动调整后" 产出值将会有很大

变动! 不同的调整方式详见附录 &.-!

(*.该预测值与其他产出模型的预测值 %如

b:DaC9F:9 和 Y?" "#&#& 是一致的!

('.消费下降在工业国更加普遍" 主要原因在

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

后将有长期的去杠杆化过程!

(-.预测值的不足制约了综合极性指数的计算!

但是" 由于贸易渠道对综合极性指数的方

向 %由所对应的第一主成分的负荷向量表

示& 的影响最大" 因此" 使用该变量作为

代理变量是合理的!

(,.将这些数据与之前计算的综合极性指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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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行横向比较时需要谨慎! 由于预测值

不足" 极性指数的计算不能涵盖所有的渠

道" 因而" 综合极性指数的预测值和之前

的计算值存在较大差异! 下文中的综合极

性指数完全基于单一极性指数计算得到!

单一极性指数的观测值可以追溯到 &%-$年!

($.不能排除逐渐出现一个新的单极或两极世

界的可能性! 如果基于单一极性指数计算

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达到 "<#"' 点"

则这种可能性将显著增加!

(%.由于以下 ( 个原因" 引入移民因素是存在

问题的 %在此分别给出包含移民因素和不

包含移民因素的数据&! 首先" 数据上有

明显的局限性! 移民潮的数据目前只有

"##'年和 "#&# 年" 而且移民的数据是存

量数据" 而非流量数据! 第二" 测量的问

题层出不穷! 因为即使实际流量保持恒定"

移民的存量也会受有关因素 %包括死亡&

的影响! 在国外出生的居民通常被划分为

移民" 这对那些已经分裂很久的国家来说"

存在很多问题! 第三" 移民不仅能从他们

的祖国带来正溢出效应" 还能从其他方面

带来类似效应! 移民的产生可能源于原国

家的负面冲击" 如战争$ 自然灾害以及经

济危机" 而移民的存量可能不仅反映了当

时的影响" 也有过去所有时期的影响因素

的累计效应 %主要的影响因素可能发生在

很久以前&!

*#.例如" 赫芬达尔 %/ZCAJ& 指数对更大

%小& 市场的变化更敏感" 而基尼系数则

是不平等分配的一维的度量指标!

*&.例如" 一个非常少或者非常多成员的联盟

往往在 [Z6RJC>\[Z?NAI指标中具有决定性

作用" 而 1C9D:FC\O69TZ6S为部分学者所

诟病" 其原因在于该指标侧重分析投票行

为的概率而非战略!

*".其他的稳健检验需要使用附加变量 %如发

展的初始水平$ 军事支出份额及区域虚拟

变量& 以及关键变量的替代变量 %各地区

的疟疾发病率$ 用全球治理指标与措施衡

量的制度质量&" 上述这些虽然没有在文

中提到" 但计算过程与最终结果上均有体

现! 这些回归的结果具有相似的数量特征!

相关数据如有需要" 可以提供!

*(.毫无疑问" 此处做了简化处理! 因为任何

计算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常值! 例如"

预计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将在 "#&&#"#"'

年期间以 ')以上的增长率增长" 这比波

兰和俄罗斯在增长高峰期的等效增长率都

要高! 尽管如此" 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模式仍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

**.广义的宏观经济路径具有相似的数值特征"

但是投资比较特别" 会因不同的国际收支

状况而发生变化! 毫无疑问" 结构性因素

能够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国际收支平衡

担任的只是次要角色&" 而经常账户恒等

式表明国际收支失衡与储蓄投资模式需要

存在一定的关联! 因为储蓄主要是由人口

结构决定的" 因而不同情景下投资需要作

出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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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全球企业版图

发 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力量的变化对

全球企业环境影响深远! 随着新兴

市场国家的企业走出国门寻求发展机会"

全球的投资和生产版图都将重新洗牌! 无

论从跨国并购还是从 .绿地投资/ %指新

建投资###译者注& 的角度来看" 新兴

市场国家的企业都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

%04;& 的重要推动力量! 同时" 它们还

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角逐

中! 巴西$ 中国$ 印度$ 马来西亚$ 墨西

哥$ 俄罗斯以及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企

业正逐步转变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者" 这对

全球经济而言"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随着

发展逐步推进" 从新兴市场国家走出的跨

国企业将在国内外促成更多的开放政策"

并在自然资源$ 科技$ 资金等方面与发达

国家的企业展开更加激烈的角逐" 进而成

为全球变革的重要引擎! 同时" 发达经济

体需要逐步适应从收入水平及社会形态迥

异的国家接受投资!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见证了现代跨国企

业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发达国家

走出的跨国企业既拥有技术优势" 又享受

着国内优越的制度环境" 同时还有便利的

融资渠道" 在全球迅速扩张实属必然! 除

了技术和制度因素" 政治力量###无论是

殖民时期的炮舰外交还是现代的经济外交

###也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扩张有着重

要影响! 很多跨学科文献从国际商务$ 经

济学$ 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综合视角出

发" 记录了跨国企业发掘本国和东道国

%指跨国企业国外业务的所在国###译者

注& 技术优势的战略演进" 并对跨国企业

如何充当技术转移的渠道以及跨国企业如

何影响全球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从

早期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 %YCD9:9"

&%--& 到近期国际生产分工背景下的理论

进展 %U97DpF" "##'* =6DDAF:9 和 [E:DFC"

"#&#&" 相关文献一直聚焦于发达国家企

业的经验" 却忽视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

国企业! 但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政治和

金融力量日益壮大" 未来相关理论的关注

点也将随之改变!

本章从企业视角审视了日益多极化的

全球格局! 新兴市场企业面临的经济格局

和制度环境正持续向多极化迈进" 企业行

为###包括为全球扩张进行的战略投资$

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选择以

及获取和使用国际资金的方式###可以反

映出其本国地位的变化及其自身经营和融

资战略的演进! 本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寻求发展机会的脚步! 它们在国

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对全球 04;的推动作用也会越来越

明显% &%%,#"##( 年间" 新兴经济

体企业通过并购 %B3U& 实现跨国

投资 &<$%# 亿美元" 占全球并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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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 而在 "##*#"#&# 年间"

这个数字飙升至 &.& 万亿美元" 占

全球总额的 &,)! 从 "##( 年 & 月

到 "#&# 年 - 月" 新兴经济体企业

共实现 .绿地投资/ &"<'&- 项"

总额达 &.," 万亿美元! 新兴经济

体企业在全球扩大版图的同时"

正通过海外上市$ 银团贷款$ 发

行国际债券等方式延伸到国际资

本市场的触角! 根据 "##% 年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m8P/U4&

的统计"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

企业 &## 强 在 "##$ 年 共 持 有

%<#,# 亿美元的国外资产 %全球

国外资产共计 ".-$ 万亿美元&"

实现国外销售 %<%,# 亿美元!

!!未来几年" 新兴经济体企业倾向

于推动当局出台相关经济政策以改

善国内投资环境! 这些企业将有力

推动各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的进一步

开放" 进而成为促进本国经济融入

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但同时"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加入也将使国际

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 该趋势可以

为以下事实所证实) 新兴经济体企

业正越来越多地出于寻求资源和提

升效率的动机来开展新的跨国投

资" 而传统上这些动机都是发达经

济体企业的 .专利/! 新兴经济体

企业还将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流程

的开发上挑战发达经济体企业的

优势地位! 事实上" 一些新兴经

济体的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取代传

统工业国企业在研发上的领先地

位) 研发支出排名全球前 &<###

位的企业中" 有 &&* 个来自新兴

经济体" 比 ' 年前翻了一番###

这一变化尤为引人关注" 因为传统

上发展中国家的研发资金大多来自

非私人部门! 另外" 在面对其他发

展中国家不时的政策刁难时" 新兴

经济体企业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竞争

对手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 因

此" 这些企业正逐步成为推动全球

化的重要引擎!

!!计量分析表明" 新兴经济体企业

双边跨国投资额的增长与强劲的经

济增长潜力$ 可靠的制度体系以及

有力的贸易往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 此外" 计量分析还证实" 新

兴经济体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 倾

向于寻找本国内部缺乏的发展机

会" 或者试图逃避本国内部不利的

经济环境! 诸如双边贸易往来和地

理距离等可以反映本国和东道国经

济联系的变量" 也与双边投资活动

密切相关###但后者似乎仅限于

.南#南/ 投资 %指发展中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另外 .南#

北/ 投资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

的投资###译者注& 的情况! 对发

达经济体的跨国投资集中于规模较

大$ 开放程度较高或者股票市场较

为成熟的经济体!

!

!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获得更多

进入国际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而为全

球业务扩张融资的机会###而且融

资成本要低于目前的水平% 在 "#

世纪 %# 年代后期以后较为活跃的

新兴经济体企业买家 %并购交易超

过 &# 次& 中" 有接近 "+( 的企业

使用了一种或更多的跨国融资方式

###如银团贷款$ 债券发行和新股

发行等! 新兴经济体企业中" 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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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分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后

的两年内进行了跨国并购" 这从

侧面证明了商业全球化和金融全

球化是相辅相成的!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 新兴经济体企

业发行的国际债券规模大幅度增

长" 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成为其

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比较过去

&' 年新兴经济体企业和发达经济

体企业融资的趋势" 不难发现前

者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还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

!

!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地位的逐步提

高! 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针对国外

投资的多边监管框架###自 "# 世

纪 "# 年代以来! 这一直是一个令

人困扰的目标% 在过去的数十年

中" 双边投资协定 %O;/& 一直是

管理跨国投资活动的主要机制

%"# 世纪 $# 年代中期仅有 "'# 项

双边投资协定" "##, 年已经超过

"<",' 项&! 但事实证明" 这并不

是监管跨国投资活动的最佳选择"

因为不断增加的双边投资协定使全

球规则体系越来越复杂! 但是" 外

国直接投资 %04;& 中的国家角色

正逐步发生变化" 发展中国家继续

作为传统投资目的地的同时" 越来

越多地承担起投资来源国的角色"

这有助于推动各国尽快就多边跨国

投资规则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的有

力证据表明" 高效的多边监管框架

将增强跨国投资活动的稳定性和可

预测性" 进而吸引更多生产性的外

国直接投资 %04;&" 推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

来自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

世界多极化变革的引擎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崛起

随着本国的监管框架逐步改善$ 金融

体系稳步成熟" 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正在

全球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

按照总收入选出的年度 .全球财富 '##

强/ 中" 新兴市场企业的数量从 "##' 年

的 *, 家上升到了 "#&# 年的 %' 家! 新兴市

场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发展的新引

擎" 由它们实施的并购交易已从 "##& 年的

--& 次 %占全球并购交易的 %)& 上升到

"#&# 年的 "<**, 次 %"")& %见图 ".&&!

在 "#&# 年宣布的 &&<&&( 项跨国并购交易

中" 新兴市场企业以实施并购或者被并购

的形式参与了其中的 '<-"( 项!

新兴市场企业的绿地投资从 "##( 年的

&<*## 亿美元上升到了 "##% 年的近 "<'##

亿美元" 这反映了企业内部的有机增长!

而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绿地投资项目中所

占的份额上升并不明显" 仅从 "##(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见图 "."&" 这

!!

图 !%$&$))0#!"$" 年发达国家企业和新兴市场企业的

跨国并购交易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

库的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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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绿地投资项目在这段

时期增长更为迅速! 整体来看" 在新兴市

场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中" 绿地投资的相

对份额从 "##( 年的 $#)下降到了 "##% 年

的 '*) %见图 ".(&!

图 !%!&!""(#!"") 年发达国家企业和新兴市场企业的

跨国绿地投资总量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m8P/U4"

"#&#& 和S4AB6DIC7F的数据估算!

图 !%(&!""(#!"$" 年新兴市场企业的跨国绿地投资和

跨国并购交易总额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

库的数据估算!

注) 在估算并购交易总额时" 针对缺失的交易信息进行了调整* "#&# 年的

绿地投资数据仅包含前两个季度!

!!随着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全球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 世界将如何朝着完全不同于过

去的多极化方向变革- 要想理解这个问题"

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表面" 还要进一步

分析新兴市场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共性

和差异! 两者的差异不仅对未来可能的跨

国投资模式产生显著影响" 还将决定新兴

市场跨国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 %G4PF& ###的影响!

总体来看" 新兴市场企业的跨国投资

模式与典型的企业全球增长战略是一致

的! 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 企业一般会先

通过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 建立小范围分

销网络或者维护中心等方式在新市场中建

立小规模据点! 这种绿地投资可以作为企

业全球化战略的开端" 使企业在特定市场做

出完整并购或者大规模投资& 等重大决策之

前" 通过有限的国际投资了解当地情况" 获

取经验! 在实施并购交易的过程中" 企业常

常是为了更便捷地进入当地市场! 同时" 因

为国际并购交易有时会涉及必要的资产升级

或重组" 或者作为并购其他企业的垂直或水

平整合战略的一部分" 所以这些并购交易

常常会促成额外的跨国投资!

市场的自由化和去监管化一直是新兴

市场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 世纪 %# 年代出现了国有企业及公共事

业私有化浪潮" 通过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

国有资产" 显著推动了外国直接投资

%04;& 的流入! 近些年来" 政策定位发生

变化" 开始更多地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实施

对外投资!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已经

实施了旨在放松对外投资限制的措施" 以

提高国内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同时缓解由

于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过

度积累问题! 比如" 自 "# 世纪 %# 年代后

期以来" 中国一直在通过下放项目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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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放松对外投资中外汇的使用限制等手

段" 逐步松绑对外投资的管制* 中国还通

过贷款和外交支持等方式积极推动对外投

资" 一开始是针对国有企业" 后来又推广

到中小企业!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 阿根

廷$ 哈萨克斯坦$ 菲律宾和南非等国家通

过简化行政手续$ 为企业提供市场咨询以

及放松对本国居民的外汇管制等手段" 为

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进一步的支

持!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还与东道国

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投资协定 %O;/&" 以

求降低对外投资活动中的政治风险!

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还显著体现在其

创新参与度的提高上% 虽然企业研发支出

仍然大部分来自 5\( 经济体 %见图

".*&" 但5\( 的相对优势正逐步萎缩"

在研发支出全球排名前 &<### 位的企业

中" 新兴市场企业的数量从 "##* 年的 ',

家上升到了 "##% 年的 &&* 家 %英国商业$

创新和技术部 "#&# 年数据&! 这一变化尤

其引人关注"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

传统上并不是当地研发活动的主要资金来

源"

! 比研发支出的提升更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 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越来越倾向于

从本国之外的国家获取专利 %见图 ".'&!

(

不断增加的研发支出和新专利将通过

创新$ 在新市场中引进现有技术或者在市

场内部进一步推广现有技术等途径推动技

术进步 %世界银行" "##$&! 尽管新技术

的开发仍然由发达经济体主导" 但近些年

来" 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的步伐已经显

著加快" 这一方面与产权保护的改进和宏

观经济的稳定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决定于

这些国家通过04;和贸易越来越多地接触

国外技术! 同样的因素还决定了新兴市场

的跨国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吸收新

!!图 !%+&研发支出 $;""" 强企业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 英国商业$ 创新和技术部 %"##'" "#&#&!

图 !%#&$))##!""' 年新兴市场国家居民从国外获取的

国际专利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i;1̂ & 的数据估算!

技术以促进其全球竞争力的升级! 高效的

制度体系通过提供法律框架和保障契约执

行来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推动社会规范的

建立" 避免市场参与者频繁地诉诸法律"

进而为经济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尽管很难通过定量方式来比较技术进

步和制度改进这两个概念" 但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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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前者似乎比后者进展更快! 这两个概

念都意味着个人和企业间利益分配的调

整" 但相对于引进新技术而言" 制度改进

所必需的相应转变似乎招致了更多的反对

声音! 受到竞争对手新技术威胁的企业可

以集中力量开发新产品" 而在打击腐败过

程中断了财路的官员们却几乎没有收入的

替代来源" 所以他们会竭力反对改革! 同

时" 技术的革新会得到预期从中受益的个

人或企业的强力支持" 而制度改进的效果

通常更为分散" 使其很难获得有力的支

持!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可以看作制度

改进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通过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潜在增长率往往会受

到相对滞后的制度改革的牵制" 起码在经

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是这样的! 图 ".- 给出

了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

线性演进路径" 其中" 技术进步和制度改

进分别由各国在专利水平上的差异和一个

衡量法律质量的指数来表示!

图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及制度环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i;1̂ & 和 12[ 集

团的数据估算!

发展最快的几个大型新兴市场国家是

跨国并购交易的主要来源% 自 "###年以来"

由于国内企业不断在国外寻求发展机会" 最

大的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 印

度和俄罗斯###已经先后成为全球跨国并购

交易的&#大新兴市场来源国 %按照交易的数

量" 见图 ".,&! 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来源国

包括巴西$ 马来西亚$ 墨西哥$ 韩国$ 沙特

阿拉伯$ 新加坡$ 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

!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交易金额的

-#)以上都投向了发达经济体! 但巴西$ 中

国$ 印度" 加上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 也位列 &' 大投资目标国之列 %见图

".$&

'

! 如果随着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熟" 其

国内制度环境能够持续改善" 那么新兴市场

企业的专利数量将会进一步增长! 潜在新兴

市场增长极教育水平的提高" 以及大多数经

济体内部人口数量的增加 %绝对值&" 将有

力地巩固这种趋势! 上述趋势表明" 未来很

大一部分创新将来源于新兴市场国家!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投资的特点

在新兴市场企业的跨国投资中! 技术

和自然资源部门占据突出位置% 企业经常

在外国投资中发挥它们的技术及信息优

势! 由于本国相关行业已经相当成熟" 一

些专门技术的收益正逐步萎缩" 而这样一

来" 企业可以将这部分专门技术应用于国

外的相关行业" 开拓新的市场! 同样的概

念也适用于企业运行的制度环境! 就这一

点来说" 在克服不利制度环境上拥有专长

的新兴市场企业" 可以在其他新兴市场国

家的类似环境中充分发挥这种专长! 这种

优势突出体现在高价值的非贸易服务部

门" 因为在这些部门中" 驾驭政治因素的

能力可以成为显著的竞争优势" 比如" 电

信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涉及的最

主要的行业&

-

$ 金融服务$ 计算机和电子

产品以及专业和科技服务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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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针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并购交易的主要的新兴市场来源国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库的数据估算!

注) MU1h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 GUPh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BM8Uh中东和北非国家* [[Uh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国家!

!!类似的" 绿地投资也主要集中于金融

服务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 %;/& 部门! ;/

部门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外国投资中技术

专长的重要性! 在 ;/产业中" 新兴市场

企业过去长期作为外包服务和研发合约的

重要供应方" 而现在其角色变得更加重

要" 为了更加接近终端消费者" 它们开始

在先前的合作伙伴国开展业务" 这意味着

直接和它们原来的客户进行竞争! 在知识

密集型产业中" 新兴市场企业更加偏好绿

地投资" 因为这些产业强调知识产权$ 工

艺流程和技术创新等核心优势! 相对于并

购投资" 绿地投资可以使企业更好地维护

这些优势!

然而" 技术和制度环境优势的重要性

并不意味着大部分企业的跨国投资流向了

国内的支柱产业! 事实上" 按照北美产业

分类系统的定义" 新兴市场企业的并购交

易中有近 -#)发生在并购者原本产业之外

的领域! 这一比例长期以来都比较稳定"

而且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

一致! 采矿$ 能源$ 通讯$ 食品和饮料生

产$ 化工制造$ 信用中介是多元化程度最

低的行业! 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包括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原料金属制造$ 专业

及科技服务$ 机械制造$ 出版$ 土木工程

及建筑业$ 批发和经纪行业! 规模经济和

行业技能专业化可能是多元化程度的决定

因素" 生产必备的技术越专业化$ 规模经

济的范围越大" 企业偏离自己原本产业的

可能性就越低! 从国家和地区角度来看"

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 印度尼西亚$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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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兴市场企业针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进行跨国并购交易的主要目标国家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库的数据所作的估算!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企业多元化程度最

高" 这是因为上述国家的企业相对来说集中

在倾向于多元化的部门 %多元化交易的比例

超过 -#)&! 巴西$ 印度$ 墨西哥和南非等

国的企业则较为单一化###这些国家中" 多

元化交易的比例在 *#)#'")之间!

跨国投资的部门构成还可以反映不断

上升的资源价格及其背后不断加剧的资源

争夺! 从产值来看" 油气提取是新兴市场

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第二大产业"

, 采矿$

非金属矿产制造以及采矿相关辅助产业也

位列 &' 大目标产业!

$ 类似地" 金属$ 化

工及食品制造业###与商品生产相对应的

下游增值环节###是新兴市场企业并购活

动的主要目标部门! 能源和金属行业在新

兴市场的绿地投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

'南#南( 型外国直接投资 "04;$

倾向于绿地投资! 而 '南#北( 型外国直

接投资倾向于并购交易% 新兴市场企业在

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时" 明显更加偏

好绿地投资" 而对发达国家投资时则更倾

向于并购交易! 在 "##(#"##% 年间新兴

市场企业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中"

绿地投资占到了 ,")" 即便是在全球扩张

的高峰期" 绿地投资仍在 .南#南/ 型

04;中占据多数 %见图 ".%&!

新兴市场企业在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投资时" 对于绿地投资的偏好可归结为以

下原因) 第一" 在面对基础设施以及经济$

监管$ 政治环境等方面的种种困难时" 母

公司可能有丰富的经营和管理经验! 此类

专长对于绿地投资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绿

地投资项目与母公司在最初发展阶段面临

的问题最为相似! 其次" 考虑到缺少公司

控制权市场和合适的并购目标" 很多情况

下绿地投资都是寻求在新兴市场扩张的唯

一选择! 第三"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其他

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呈现出向相同地区

%特别是邻国地区& 集中的趋势" 这有助于

鼓励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而不是并购交易!

第四" 从分配$ 营销$ 服务$ 维修中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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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年 (南#南) 型跨国绿地投资和跨

国并购交易 $按交易额%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

库和S4AB6DIC7F数据库的数据估算!

注) 我们针对缺失的交易信息对并购交易总额进行了调整!

6."#&# 年的绿地投资数据仅包含前两个季度!

图 !%$"&!""(#!"$" 年 (南#北) 型跨国绿地投资和跨

国并购交易 $按交易额%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

库和S4AB6DIC7F数据库的数据估算!

注) 我们针对缺失的交易信息对并购交易总额进行了调整!

6."#&# 年的绿地投资数据仅包含前两个季度!

至是海外工厂来看" 绿地投资项目通常是

国内业务在新市场中的延伸" 所以必须重

新建设" 而不能通过并购实现! 因为将现

有业务向母国的邻国扩张通常需要紧密协

调和整合现有的设施" 而绿地投资可以使

母公司实现与公司其他部分的最优组合"

所以一般来说经由绿地投资的扩张模式更

受青睐! 相反" 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和

法律环境 %通常困难重重&" 并购现有的企

业常常会带来整合和管理上的挑战! 最后"

绿地投资项目有利于控制企业特有的资源"

比如" 知识产权$ 工艺流程$ 研发和创新活

动等" 这些资源构成了很多企业在新兴市场

的竞争优势" 但在发达国家并不太适用!

不同于新兴市场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向其

他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趋势" 新兴市场企业

向发达经济体的扩张主要以并购交易的形

式出现###占 "##(#"##% 年此类投资的

$') %见图 ".&#&! 在 .南#北/ 型的外

国直接投资活动中" 新兴市场企业有很多

诉求" 比如" 尽量缩短上市的时间* 使自

己更容易获得合适的收购目标* 弥补收购

方在当地特殊经营环境下具体经验的欠

缺* 以及保障与客户和供应商通货渠道的

实时通畅等等" 这些都倾向于推动企业的

外部增长而不是有机增长! 因此" 新兴市

场企业在发达经济体内的绿地投资规模相

对于 .南#南/ 型 04;来说" 要小的多"

而且可能仅仅是为了给未来的外部增长

%即采取并购###译者注& 奠定基础! 新

兴市场企业在向发达国家扩张时偏好并购

模式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发达国家先

进的制度基础使收购过程中的法律$ 财务

和监管风险大大降低! 同时" 发达国家完

全不同于收购者本国的企业和产业环境意

味着获取当地的经营和管理经验至关重要!

企业在其本国获取的经验更容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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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通常

拥有类似的经济和法律结构###这使新兴

市场企业相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制度环境

挑战的企业来说" 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相比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 更是如

此!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兴市场企业

可能会在发达经济体中逐渐学会高效经营

和盈利所必需的技巧" 但通常来说" 通过

收购来获取相应的技巧更为高效! 尽管如

此" 对于新收购资产及技术与现有业务的

后续整合依旧充满挑战和风险" 企业需要

在收购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

总体来看" 历史趋势表明" 不论是在

绿地投资还是在并购投资中" 高附加值的

知识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突出地位! 这样看

来" 人们不必为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

达拉 %B?N6@6J6& 向凯雷集团 %P6DJ>JC

5D:?R& 入股 &* 亿美元以及印度软件公司

萨蒂扬 %[67>6K& 在中国投资建立多个研

究中心等举动而感到惊讶" 因为未来诸如

此类的投资交易可能会更加普遍!

新兴市场国家发起的并购交易受到两

国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关系的影响% 当新兴

市场企业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时" 它

们更倾向于投资自己的邻国! 地区模式表

明" 不论是从交易价值还是从交易数量来

看" 除了南亚国家发起的交易" 大部分新

兴市场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都是以本地区内

的企业为目标 %见表".&&! 类似地" 新兴市

场企业向发达经济体的扩张也会反映地理位

置和经济关系的影响! 因此" 欧洲$ 中亚以

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企业明显更为偏好在欧

洲国家进行并购" 而拉丁美洲的企业则倾向

于收购北美的企业! 东亚地区主要新兴市场

企业的投资目标区域则更为多元化!

&#

企业在设计和落实扩张战略的过程

中" 一方面会面临管理和经营的放松" 另

一方面又将从不同步的全球商业周期中获

得多元化的收益" 因此" 必须在两者间做

出权衡! 企业投资于本地区的国家相对于

投资其他地区来说" 有几个主要优势###

有利于和外国企业的交流* 使企业更容易

移植原来的经营模式和作业程序* 只需要

更少的产品调整和差异化策略! 类似地"

业务和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企业有更多的

机会来监管外国的分支机构" 监控当地竞

争对手的动向" 同时可以在母公司和收购的

子公司的层面上分析市场! 进行垂直整合的

企业必须将这些经营上的收益与同地区各国

现金流相关性提高所带来的成本进行比较"

并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

各国间的商业周期不是完全相关的" 但是地

区内的相关性比地区间的相关性要大" 企业

若投资于本国所在地区之外的国家" 可以从

地理位置的多元化中显著获益! 如果新兴市

场企业放弃了这种地区间多元化的机会" 地

区内整合所带来的经营收益必然比现金流稳

定性的提高 %整体波动率下降& 更为重要!

新兴市场收购者的概况

新兴市场收购者倾向于避免竞购战%

新兴市场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绝大多数都

非常友好或者保持中性" 因此" 目标公司

的管理层或者董事会一般不会反对相应的

收购! 只有一小部分交易涉及敌意收购"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目标企业的存在明显

妨碍了收购者的发展! 类似地" 新兴市场

企业一般尽量避免与其他竞购者针对某一

特定目标展开争夺! 相反" 新兴市场企业

似乎更倾向于协商交易" 这样可以有效地

避免竞购战的风险! =:RC$ /Z:K6F和

Y>6F%"#&&& 认为" 新兴市场企业倾向于

为收购付出过高的代价 %特别是在针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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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年跨国并购交易的地区分布 $按照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交易数量

!!!!!!!!!!!!!!!!!!!!!!!!!!<=!

东亚和

太平洋

地区

欧洲和

中亚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地区

中东和

北非 南亚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亚太地

区的发

达国家

欧洲的

发达

国家

北美的

发达

国家 总计

来自!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 &*- $& ($, &*% &<""$ &<##% &<#"* $<'(*

欧洲和中亚 '* &<&,* &* &%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
*# (" $-( - $ && *( "** (%# &<-(,

中东和北非 &'( ," "# *&- &&- '% '' *#% ""# &<'"#

南亚 &%' -" *& '$ ($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交易额& 十亿美元

!!!!!!!!!!!!!!!!!!!!!!!!!!<=!

东亚和

太平洋

地区

欧洲和

中亚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地区

中东和

北非
南亚

撒哈拉

以南非

洲地区

亚太地

区的发

达国家

欧洲的

发达

国家

北美的

发达

国家

总计

来自!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 (& ' &, &$ $% &&% &#* '*"

欧洲和中亚 & *' # &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
" # -& & # # &- &- $( &,%

中东和北非 "" && * *' , * ' &&% -% "$'

南亚 - - , " #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库中的数据所作的估算!

注) . \/ 代表无有效数据" MPUh欧洲和中亚地区" [Uh南亚地区* 由于一些交易未公布" 所以表中并购交易规模的

数据低于实际值!

达国家的收购目标时&" 这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上述现象! 那些由于经济或者形

象上的原因而对本国至关重要的交易" 更

是难逃这种 .赢家的诅咒/!

&&一般来说"

敌意收购或竞赛收购会增大收购价格过高

的风险"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 可以避免

收购者出价过高!

大多数新兴市场企业以现金完成支

付% 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 在新兴市场企

业的跨国交易中" 近 %')的交易是通过现

金支付完成的" 相比之下" 只有不到 -)

的交易通过母公司发行新股来进行支付!

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企业支付习惯的现金

偏好" 与发展中国家收购者的两个特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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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 首先" 很多新兴市场企业不能

有效地大规模发行股票" 因为这些企业

要么是私营的" 要么是在缺少股票增发

空间的市场上市" 或者不是在主要的交

易所上市! 其次" 新兴市场企业倾向于

由一个或几个大股东拥有或控制 %例如"

家族企业或者国有企业&" 这些股东十分

重视维护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 而不情

愿看到因为并购中的新股发行而使自己

的股权受到稀释! 比如" 中国进行国外

并购的 "# 大企业都是完全依靠现金交易

的国有企业!

对现金交易的依赖性将从多个方面

影响新兴市场企业的并购交易! 首先"

现金作为一种并购货币成本高昂" 因而"

降低了并购交易的潜在数量和规模! 新

兴市场的收购者必须提前准备好并购所

需的现金" 除非他们有充足的现金储备!

因此" 收购者经常提前谈妥银团贷款的

备用协议" 然后视对方是否接受收购而

定! 本质上说" 收购者总是提前准备好

信贷安排" 保证随时向目标企业的现任

股东进行现金支付! 由于这种信贷安排

一般成本高昂 %包含了贷款期权&" 收购

者在完成交易后" 通常会转向全球债券

市场针对相应的债务进行再融资! 尽管

公共债务融资的成本优势理应使其在跨

国收购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但收购者

在提出报价时" 通常对债券市场并不感

冒" 因为如果无法完成交易" 收购者将

承担巨大的资金融通成本! 比如" 塔塔钢

铁集团 %/676[7CCJ& 对德国钢铁厂商康力

斯 %P:D?F& 的现金收购就是通过银团贷

款提供资金的! 考虑到并购交易的竞争特

性和最终收购价格的不确定性" 如果收购

者的出价不能胜过其他竞争对手" 那么债

券融资将会带来显著的财务风险! 为降低

信贷偿付成本" 塔塔钢铁集团在完成交易

一年后" 已经在全球债券市场对大部分债

务进行了再融资" 并且仍在积极寻求进一

步降低偿付成本的途径!

其次" 对现金的依赖性使并购更倾向

于低风险交易! 在股权收购中" 由于现任

股东仍将继续在联合公司中持有股份" 所

以他们也将从并购的协同效应中获益! 因

此" 那些对未来协同效应不确定的企业"

倾向于选择用股票支付" 从而与目标企业

的现任股东分担未来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

险! 相比之下" 当使用现金完成交易后"

现任股东便不再持有企业的股份" 所以不

能分享收购的所得! 通过现金支付完成收

购" 需要新兴市场企业对现在和未来的协

同效应保持充分的信心!

最后" 现金支付的高昂成本意味着收

购方的管理层有更强的动机去花费时间$

精力和资金来整合被收购的资产! 很多管

理咨询机构针对并购成败的决定因素进行

了研究" 它们发现交易完成之后执行上的

缺陷以及整合上的欠缺是导致并购失败和

股东财富损失的最常见的原因! 新兴市场

企业应当仔细筛选收购目标" 尽量避免竞

购战" 同时对协同效应保持充分信心" 只

有满足了这些必要条件" 才有可能完成一

次成功的收购" 同时" 这也将证明现金支

付的合理性! 高质量的执行和对收购资产

的成功整合是保障协同效应的充分条件!

新兴市场企业的治理结构 %通常包含大股

东& 同样有助于发挥协同效应" 这主要通

过加强在竞购$ 谈判和执行阶段对收购者

管理层的监管来实现!

新兴市场>39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一般来说" 低收入国家可以从 .南#

南/ 型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中获益! 自



全球发展地平线!"## 变革中的全球企业版图 *#$$$

&%%, 年以来" 低收入国家已经从来自新兴

市场的 04;中获得了 %(# 亿美元的投资!

仅 "#&# 年一年" 新兴市场企业对低收入

国家的04;就达到了 &(( 亿美元! 在这段

时期内" 有 ,-, 项跨国并购交易是以位于

低收入国家的企业为目标 %见图 ".&&&"

其中" 收购方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

&%%,#"#&# 年间最重要的投资者是英

国" 占全球总交易额的 (()" 其次是中国

%&*)&$ 法国 %,)&$ 南非 %')& 和加

拿大 %*)&!

&"尽管初始水平很低" 但新

兴市场企业对低收入国家的04;正在逐步

上升! 尽管在由新兴经济体发起的跨国投

资交易中" 只有 &.%)的并购交易 %和

&.')的绿地投资& 是针对低收入国家的"

但并购规模已经在 "##(#"#&# 年间显著

上升! 进一步来看" "##$ 年金融危机之后

对低收入国家跨国并购的复苏主要归功于

新兴市场企业" 在 "##% 年和 "#&# 年的跨

国并购总额中" 它们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

额! 如果更直观地来描述其对于低收入国

家04;的贡献" 我们发现自 &%%, 年以来

在对低收入国家的跨国交易中" 新兴市场

企业占到了 *&)" 但在同一时期的全球并

购交易中" 它们仅占 &*)!

除了中国和南非以外" 针对低收入国

家的 .南#南/ 型04;还包括其他一些主

要来源) 并购交易主要来自印度和马来西

亚" 绿地投资主要来自印度$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和越南!

大多数新兴市场企业选择对本地区内的

低收入国家进行投资!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尤其如此" 南非是该地区内并购交易和绿地

投资的最大来源国! 从亚洲来看" 事实上越

南所有针对低收入国家的绿地投资都流向了

柬埔寨$ 老挝和缅甸!

进行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多集中在

!!图 !%$$&$))0#!"$" 年流向低收入国家的跨国并购投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

库中的数据估算!

金属$ 采矿$ 油气以及通讯行业! 然而"

相对于 .南#南/ 型的并购来说" 采矿企

业在 .南#北/ 型的并购中扮演着更重要

的角色! 通讯企业占对低收入国家并购交

易总额的 "#)* 通讯业收购的主要来源国

包括英国$ 法国$ 美国$ 越南和南非! 绿

地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些行业!

尽管通讯业以及采矿$ 油气等能源行

业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但在过去几十年

中" 对低收入国家 %G;PF& 进行收购的企

业的行业集中度却一直在下降! 但是" 针

对不同目标国家的并购在行业结构上存在

较大差异! 作为低收入国家中跨国并购的

首选目的地 %根据交易的数量&" 坦桑尼

亚是并购行业较为分散的典型" 涉及的行

业包括金融$ 采矿$ 专业服务$ 食品和运

输等! 对另一个重要的低收入国家###孟

加拉国的投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

行业多元化以及来源国多元化的特点! 这

种多元化并不只局限于较大的低收入国

家! 尽管总交易量很小" 但是不论从行业

还是来源国来看" 柬埔寨吸引的投资者也

极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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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国家情况完全不同" 比如" 几

内亚和缅甸" 其交易额的绝大部分来自一

两个规模较大的交易! 对几内亚来说" 中

国铝业公司对西芒杜 %[AK69@:?& 项目投

资的 &(.' 亿美元占 &%%, 年以来对几内亚

投资总额的 %#)以上! 此外" 该国第二大

跨国交易###必和必拓对几内亚氧化铝项

目的投资也发生在同一行业! 缅甸的情况

与此类似" 国外并购总额的近 %#)都集中

在两项大规模的交易" 而且都是在与自然

资源相关的行业!

在这两种明确的模式中" 对低收入

国家的跨国投资活动仍可能显示出一系

列不同的特点" 这决定于你是否分析投

资企业的来源$ 产业以及它们投资的规

模! 例如" 作为并购的目标国家之一"

乌干达吸引的外国投资规模相对较大

%"# 亿美元&" 交易数量很多 %*' 项&"

行业集中度处于中等" 但收购者的国籍

相对单一) 南非和英国加起来占其总交

易额的 %-)! 但是英国企业参与并购的

行业范围很广" 比如" 食品$ 金融$ 石

油和批发贸易等!

了解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并购

分析新兴经济体企业国外扩张的驱动

因素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 为了填补相关

文献的空白" 本文对收购者本国和收购目

标所在国 %东道国& 的双边并购活动进行

了计量分析 %见专栏 ".&&! 现有文献对

企业向国外扩张的原因进行了诸多假设"

本文将围绕它们展开分析!

第一类假设认为" 企业向国外扩张的

主要原因是本国市场过于局限###这个问

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 因此" 本国或

东道国的相对经济增长###不论从整体还

是产业来看###都应该对并购交易量产生

显著影响" 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衡量

541及行业增长的相关变量来进行检验!

企业还可能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追求规模

经济或者范围经济! 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方

法检验此判断) 通过对照局限于自身产业

的目标企业来检验企业投资多元化的

程度!

第二类假设主要围绕本国及东道国

的结构性经济特征展开" 比如" 经济开

放程度$ 金融便利程度$ 技术进步的扩

散速度以及管理和经营专长! 事实上"

引用最多的关于企业全球扩张的解释就

是为提高研发活动的回报而进行创新输

出! 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科技进

步的重要推手" 我们可以借助于本国科

技投资相关的变量来检验上述判断" 例

如" 国内外授权专利的数量$ 教育投资

的规模$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以及

工程大学毕业生的数量!

同时" 新兴市场企业可能拥有特殊的

管理和经营专长" 这些专长可以输出到那

些与其本国市场环境类似的国家! 针对这

个假设" 我们需要检验一些反映经营效率

的变量 %例如" 单位劳动力成本$ 资本或

研发效率等& 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

投资活动是否存在不同影响! 这类假设还

考虑了便利融资渠道的作用" 特别是对并

购活动而言! 为了评估金融因素的重要

性" 模型在其他因素的基础上纳入了一些

反映融资成本及宽松金融管制的变量 %宽

松的金融管制使新兴市场企业可以在全球

范围内融资&" 例如" 企业债券息差$ 由

原产地企业发行的债券数量或者国内金融

发展的水平 %由私人信贷或股票市值对

541的比率来代表& 等!

最后一类假设涉及本国和东道国的经

济关系" 这经常在采用引力模型的双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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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企业双边跨国并购活动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主要

决定因素 %详见附录 ".(&" 我们将通过设立关于

双边投资活动的不同的线性和对数线性模型" 对

新兴市场国家一组覆盖面较广的 %非均衡& 面板

数据进行分析" 这些数据来自专门为本书开发的

综合数据库! 这些方法引入了大量的解释变量和

控制变量" 试图分析它们对 -& 个 .来源国/ 与

$#个 .东道国/ 之间双边并购交易的影响! 在分

析过程中" 模型对投向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

家的并购活动做了区分" 因此" 各种情况下估计

出的系数可能完全不同!

模型的因变量设定为给定时期内由新兴经济

体 %来源国& 发起的跨国并购交易的数量" 其

中" 既包括面向新兴经济体的" 也包括面向发达

国家的 %右图提供了实例&! 模型反映了来源国

和东道国的不同特性以及每一组国家的双边特

性" 同时" 还考虑到了正文中所述全球宏观经济

变量的影响!

为本书开发的跨国投资活动数据库涵盖了众

多不同来源的解释变量! 这些来源包括宏观经济

状况 %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i4;,$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金融因素 %4C6J:aAE

4PBU96J>7AEF$ 美联储$ 摩根斯坦利$ 摩根大

通&$ 大宗商品价格 %高盛$ 世界银行经济发展

预测局&$ 双边投资协定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

议&$ 国家风险和制度指标 %12[ 集团的国际国

!!

图-!%$%$&!""0 年双边并购活动分类统

计 $按来源国和东道国%

家风险指南 +;P25,&$ 技术和创新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以及经济体的行业结构 %世界银行

i4;& 等! 基于这些不同的来源" 每组资料包含

了 "&<$$*#(*<(,# 个样本数据!

易研究文献中出现! 其考虑的经济因素包

括地理决定因素 %例如" 两国间的距离

###随着距离的增加" 投资者或者收购者

对于潜在收购目标了解的程度以及获取相

关信息的能力都会下降& 以及经济和政策

变量 %例如" 现在的双边贸易量和双边投

资协定&! 最后" 考虑到全球宏观经济状

况 %例如"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利率& 会

影响并购活动" 与其相关的变量也作为附

加控制变量被纳入模型!

分析结果表明" 尽管本国的经济增长

也很重要" 但是企业明显倾向于去国外寻

求不同于国内的增长机会! 事实上" 东道

国 541增长对企业发展的效果相当于本

国经济增长的两倍! 如此一来" 企业倾向

于借助本国的迅速增长为投资和并购活动

积累现金储备" 然后" 通过并购交易在发

达经济体内寻求新的增长机会! 本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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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对外并购活动的相关性可能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 不论对国内经济增长还是对

外04;扩张来说" 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都

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并购活动还受到经济规模的影响! 企

业所在国的 541水平对发达经济体内的

并购活动影响更大" 大概相当于对新兴经

济体内并购活动影响的两倍" 这表明只有

来自规模相对较大$ 经济相对成熟国家的

企业" 才有能力通过并购在发达经济体内

寻求扩张! 最后" 只有对于发生在新兴市

场内的并购活动" 东道国的发展水平 %以

人均541衡量& 才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

对于发生在发达国家内的并购活动" 相应

的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企业似乎倾向

于在新兴市场内寻找一些发展水平较为滞

后的目标" 因为这部分目标企业通常有更

大的增长潜力! 总体来说" 上述研究表

明" 在通过并购交易向外扩张的过程中"

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倾向于寻找本国缺乏

的增长机会" 主要目标是那些高速增长的

经济体###特别是相关工业国" 另外" 发

达国家中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在目标

之列!

从结构特征来看" 一国参与全球经

济的程度也是决定双边并购活动的重要

因素之一" 这种参与度可以从贸易或者

金融的角度来衡量! 企业所在国家融入

全球贸易体系的程度越高" 则它们越倾

向于对其他新兴市场的企业进行并购"

这通常是因为这部分企业很重视进出口

业务" 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同样的道理"

双边贸易量越大" 并购活动也越活跃"

这进一步表明现有的贸易联系有利于整

体的并购活动!

对外并购活动还受到本国外汇储备

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国外汇

储备是企业获取外币的重要途径" 考虑

到新兴市场收购者对于现金支付的偏好"

这将显著影响交易的便利程度! 同样"

高水平的外汇储备反映了该国对全球经

济的深入参与" 这使该国企业可以预先

获得一些国际经验" 这种经验对以后的

并购交易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 外汇储

备较高的国家的企业不太喜欢收购其他

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 这大概是因为它

们把业务和并购活动的重心放在了贸易

往来较为密切的国家" 而这部分国家以

发达国家为主! 至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影

响" 一般来说" 股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

家能够更多地参与海外并购 %既包括对

新兴市场国家的并购" 也包括对发达国

家的并购&" 因为广泛的资本市场有助于

企业在国内外更轻松地融资!

一般来说" 在一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

并购之前" 该国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

水平! 举例来说" 如果本国经济不够稳

定" 会显著增加对发达国家的并购活动"

因为企业都试图通过向更稳定的国家扩张

来规避本国的恶劣环境* 相比之下" 比较

稳定的新兴经济体内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其

他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并购扩张! 同样的道

理" 新兴经济体企业会积极通过在政治稳

定的发达国家扩张来降低其面临的政治风

险! 类似地" 较为稳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对

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收购相对较少" 大概

是因为本国的增长机会还未充分释放" 所

以暂不需要海外并购!

诸如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之类的结构

性因素似乎并不会对并购活动产生显著影

响" 不管对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

说" 均是如此! 相比之下" 地理距离因素

可能会对并购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这意味

着双边交易的成本 %包括通信$ 协调$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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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消息以及维护有关当地情况的数据库等

所需要的成本& 会对并购活动产生显著影

响" 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严重的

发展中国家!

总体来说" 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企业

试图通过在发达国家进行多元化的并购来

规避本国的经济$ 金融及政治风险" 但在

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并购时" 这些企业似

乎完全不在乎是否涉入这些风险! 之所以

会产生这种现象" 是因为两类国家的企业

所面临的双边交易成本不同!

未来跨国并购交易可能会沿着相对缓

慢但持久的路径增长! 基于专栏 ".& 所述

模型 %在解释变量中加入滞后变量" 同

时" 把东道国分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两类&" 可以预测 "#&##"#"' 年间对外

跨国并购的数量! 这些预测###包含与第

& 章基准情景一致的广泛宏观经济假设

###表明跨国交易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

缓" 从 &%%$#"##$ 年间年均 &*.()的增

长率下降到 "#&##"#"# 年间的年均 %)"

再到 "#"##"#"' 年间的年均 -.,) %见图

".&"&!

与过去几十年保持一致" 我们预期金

融全球化扩张 %以跨国交易增长率衡量&

将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预计新兴市场国

家 "#&##"#"# 年的 541增长率为 *.%)"

"#"##"#"' 年的增长率为 *.&)" 跨国交

易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这与虚拟经济增

长普遍快于实体经济的全球趋势相吻合

%见专栏 "."&!

新兴市场企业融资的增长和全

球化

新兴市场企业传统上主要依靠国际

市场来进行企业融资

考虑到进行国际融资时面临的信息及

!!图 !%$!&截至 !"!# 年的新兴市场对外跨国投资的交易数

量预测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 基于 '( 个有效数据较完整的国家测算!

法律障碍" 新兴市场企业倾向于依靠现金

向海外扩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0D:F7$ OADL

IA9FZ6̀ 和M9FAa9 "##"* 4CJ4?E6" "##,&!

然而"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新兴市场的企

业不得不转向通过国际市场融资" 因为本

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缓慢" 无法完全满足企

业在高速发展中的融资需求! 同时" 国际

市场要求借款者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所

以对于企业来说" 必须分析清楚相关交易

和证券方案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 还包

括融资程序&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融资

问题!

来自新兴市场的企业倾向于依靠 ( 种

主要方式进行国际融资) 银团贷款$ 债务

证券以及海外上市或跨境上市! 一般来

说" 银团贷款要优先于海外上市和发行国

际债务" 但近十年来" 这种偏好已经不太

明显! 同时" 地区间差异也开始显现! 东

欧企业现在常常在积极参与国际债券市场

之前" 优先考虑海外上市* 拉丁美洲企业

则越来越倾向于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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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金融交易的全球扩张

!!世界经济的跨国特征越来越明显" 这与过去

"# 年中跨国经济交易及跨国协议的明显增加是

分不开的! 实际上" 国际贸易总额占全球总产出

的比例已经从 &%$( 年的 &,.$)上升到 "##, 年

的 ",.,)" 而且" 新兴市场增长极正越来越活

跃地参与到这种扩张中!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

色越来越重要" 这一方面是受到自 "# 世纪 ,# 年

代末$ $# 年代初以来国内改革的驱动" 另一方

面" "##& 年中国入世之后" 致力于按照世界贸

易组织 %i/̂ & 的标准来削减贸易壁垒" 有力

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因此" "##- 年中国

进出口贸易额占 541的比重已经高达 ,")! 巴

西和印度在 "# 世纪 %# 年代初之后" 也经历了类

!!

似的贸易崛起!

近些年来" 跨国金融活动同样大幅扩张! 自

"# 世纪 $# 年代初以来" 04;###国际贸易中最重

要和最稳定的部分###占541的比率几乎提升了

一个数量级! 这主要是由于 .南#北/ 型$ .南

#南/ 和 .北#南/ 型并购活动的增长! 但跨国

金融活动的增长还体现在一些较为传统的国际金

融领域" 比如" 债券和商业信贷 %见附图&! 举

例来说" 银行的国际风险敞口占541的比重已经

从 &%$(#&%$$ 年的 &+* 上升到 &%%(#&%%$ 年的

&+(! 类似地" 该阶段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占 541

的比重也几乎增长了两倍" 具体来说" 从 &%%(#

&%%$ 年的 *)增长到 "##(#"##$ 年的 &#)!

图-!%!%$&$)'(#!""' 年间跨国经济交易的全球扩张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国际清算银行 %O;[& 的银行业合并统计数据$ 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

以及;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数据计算得出!

注) 贸易用全球出口额来衡量" 04;用外国实体对国内经济的净投资额来衡量" 贷款用全球银行的外国债权 %根据

O;[的报告& 来衡量" 债务用全球范围内发行的外国债券来衡量" 外汇储备用全球国际储备持有量占 541的份额来

衡量! 其中" 贷款的衡量范围只包括在这 ( 个时期内有O;[报告的银行的国家" 各时期的 541水平随之调整! 各阶

段的数据均通过对相应时期内的年度数据进行平均得出! 另外注意" 贷款和外汇储备是以存量 %与其他 ( 个变量的

流量概念不同& 为基础" 然后按照占541的份额表示的" 这主要是为了分析方便" 同时体现比例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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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国际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快

于实体贸易) 事实上" &%$,#"##$ 年间金融资产

积累量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当于贸易扩张速度的两

倍还多 %见附图&! 同一图表显示出在过去 "# 年

里国际金融资产总值的大幅攀升" 从 &%$, 年的

-.' 万亿美元上升到 "### 年的 "$." 万亿美元"

"##$年又上升到 %'.( 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资产

的 ( 个主要部分###银行贷款$ 债券和股票资产

!!

组合###在 "# 世纪 $# 年代到 "##, 年间先后实现

增长" 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 种资产开始整体

萎缩! 尽管金融衍生品在 "##' 年前后才逐步成为

国际投资的第四大组成部分" 但截至 "##$ 年" 衍

生品已基本达到和股票资产组合相同的数量级!

在过去 "# 年中" 各国间的金融资产流动急剧扩

张" 大规模的外汇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 人们普

遍担忧如此大规模的外汇交易会加剧货币波动!

图 -!%!%!&$)'0#!""' 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的增速快于商品贸易

资料来源) ;B0的 '国际金融统计(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金融#贸易比率是按照全球资产投资组合的金融交易量比全球进口总额计算得出的" 并使用 ( 年移动平均法进

行平滑处理!

融资" 而不是通过跨境上市来融资! 企

业融资行为的上述变化将对区域金融中

心的崛起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划分产生重

要影响! 在 "# 世纪 %# 年代后较为活跃

的新兴市场收购者 %指 &%%,#"#&# 年间

并购交易超过 &# 次的企业& 中" 有近

"+(的企业已经涉足国际资本市场 %见表

"."&! 尽管银团贷款依旧是上述活跃企

业跨国融资的主要手段" 但实际上" 其

中" 有超过 &#)的企业曾使用过以上 (

种融资方式!

在 "##' 年 & 月#"#&# 年 ' 月期间进

行跨境上市的外国企业中" 新兴市场企业

占到了 (") %见图 ".&(&!

&(此外" 由于很

多离岸司法辖区内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也

拥有业务基地" 所以在全球的新跨境上市

企业中" 来自新兴市场的比例实际上要高

于 (")!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近些年来"

几个主要的国际交易所为吸引新兴市场企

业展开了愈发激烈的争夺! 比如" "##,#

"##$ 年间" 纽约证券交易所 %8g[M&$

纳斯达克交易所 %8U[4Uf& 和伦敦证券

交易所 %G[M& 均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德意志交易所 %4C?7FEZCOqDFC& 特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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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年新兴市场企业中的跨国并购领军者 $按交易数量划分%

收购者名称
收购者

所在国

收购者母

公司所在国
交易行业

!!!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

交易

数量

外国股

票市场

国际银行

借贷市场

国际债

券市场

伟创力国际 新加坡 新加坡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 *' 是 是

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 新加坡 新加坡 ("

5;P不动产投资有限公司 新加坡 新加坡 (&

;9XCF7E:DR银行 巴林 巴林 (# 是

达科控股 南非 南非 专业及科技服务 "$

墨西哥电信公司 墨西哥 墨西哥 电信 "$ 是

达泰公司 南非 南非 专业及科技服务 "- 是

P4P软件公司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出版 "' 是

美洲移动通讯公司 墨西哥 墨西哥 电信 "" 是 是 是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新加坡 新加坡 &%

奥兰国际 新加坡 新加坡 商品批发$ 非耐用品 &% 是 是

正大食品 %英国& 有限

公司

英国 泰国 食品加工 &,

墨西哥水泥公司 墨西哥 墨西哥 非金属矿产加工 &- 是 是 是

耶弗拉兹集团 俄罗斯 俄罗斯 初级金属制造 &- 是 是

=PG科技 印度 印度 出版产业 %不包括互联网& &- 是

巴西石油 巴西 巴西 石油及煤炭产品制造 &- 是 是 是

达科亚洲 新加坡 南非 专业及科技服务 &'

英国国家投资公司 英国 哥斯达黎加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俄罗斯 俄罗斯 油气提取 &' 是 是 是

伊迪丝马尔投资公司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 是

维姆佩尔科姆通讯公司 俄罗斯 俄罗斯 电信 &' 是 是

亚太酿酒公司 新加坡 新加坡 饮料及烟草产品制造 &*

捷克PMj能源集团 捷克 捷克 公用事业 &* 是 是

马花莎尼控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饮料及烟草产品制造 &* 是

来宝集团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商品批发$ 非耐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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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表%

收购者名称
收购者

所在国

收购者母

公司所在国
交易行业

!!!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

交易

数量

外国股

票市场

国际银行

借贷市场

国际债

券市场

阿布扎比国家能源公司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公用事业 &( 是 是

阿联酋电信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电信 &( 是

俄罗斯 Û̂ Y/O银行 俄罗斯 俄罗斯 信用中介及相关业务 &(

罗特戈登公司 匈牙利 匈牙利 化工制造 &(

泰利达信息集团 印度 印度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 &( 是

大华银行 新加坡 新加坡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是 是

科巴尔特控股 圣卢西亚岛 萨尔瓦多 家具及相关产品制造 &"

匈牙利 /̂1银行 匈牙利 匈牙利 信用中介及相关业务 &" 是 是

马来西亚石油公司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油气提取 &" 是

浦项制铁公司 韩国 韩国 初级金属制造 &" 是 是 是

新加坡电信 新加坡 新加坡 电信 &" 是

阿布拉杰资本公司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安博保险 南非 南非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中国 &&

宾堡集团 墨西哥 墨西哥 食品加工 && 是 是

国际微机软件公司 美国 中国香港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 &&

金川集团 中国 中国 采矿 %不包括石油和天

然气&

&&

卢克石油公司 俄罗斯 俄罗斯 油气提取 &&

新卢布尔雅那银行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 信用中介及相关业务 && 是 是

谢维尔钢铁公司 俄罗斯 俄罗斯 初级金属制造 && 是

三星电子 韩国 韩国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制造 && 是 是

丰益国际集团 新加坡 新加坡 食品制造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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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表%

收购者名称
收购者

所在国

收购者母

公司所在国
交易行业

!!!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

交易

数量

外国股

票市场

国际银行

借贷市场

国际债

券市场

必得维斯特集团 南非 南非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卡洛斯1斯利姆1埃卢 墨西哥 墨西哥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淡水河谷公司 巴西 巴西 采矿 %不包括石油和天

然气&

&#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 中国 中国 油气提取 &# 是 是

益得佳国际控股公司 新加坡 新加坡 食品制造 &# 是

盖尔道集团 巴西 巴西 初级金属制造 &# 是 是 是

沃托兰庭集团 巴西 巴西 非金属矿产产品制造 &# 是

哈莫尼黄金公司 南非 南非 采矿 %不包括石油和天

然气&

&# 是 是

和记黄埔控股公司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交通相关的辅助业务 &#

南非移动 南非 南非 电信 &#

穆巴达拉发展公司 阿联酋 阿联酋 &# 是

新隆公司 新加坡 新加坡 公司和企业管理 &#

瑞典 B̂oUO集团 瑞典 阿联酋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奔达投资公司 捷克 捷克 &#

马来西亚石油国际公司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采矿相关辅助业务 &# 是

1DX9A私募基金公司 捷克 捷克 证券$ 商品合约及其他"

金融投资及相关业务

&#

兰巴西实验室 印度 印度 化工制造 &#

威斯康集团 美国 南非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4C6J:aAE和汤姆森路透 [4P1J67A9?K全球并购数据库以及各交易所数据编辑得出!

注) 表中列出的收购者限于本身设在其母公司本国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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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吸引来自中

国$ 印度$ 俄罗斯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企

业在该交易所上市###主要目标行业是工

程类企业以及寻求为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

的相关企业!

就像越来越多在发达国家开展业务的

国际企业一样" 新兴市场企业在国际交易

所上市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筹措资金###

包括为其全球业务扩张融资! 伦敦证券交

易所 %G[M& 吸引了一大批热衷于通过并

购实现全球扩张的新兴市场企业在该交易

所跨境上市 %见图 ".&*&) 自 "##' 年以

后在 G[M跨境上市的新兴市场企业中"

有 &+( 的企业在完成上市后的两年内收购

了外国公司!

纽约证券交易所 %8g[M& 和纳斯达

克 %8U[4Uf& 依旧是新兴市场企业通过

首次公开发行 %;1̂ & 和后续发行来为跨

国并购融资的主要选择! 自 &%%' 年以来"

在G[M$ 8g[M和8U[4Uf这三大交易所

跨境上市的新兴市场企业总共为跨国并购

以及其他活动融资 *,# 亿美元&*

" 其中"

近 (+* 的融资 %((* 亿美元& 发生在纽约

证券交易所! 从这三大交易所融资的绝对

数额来看"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融资

国&'

" 而融资的部门则分别主要集中在传

媒$ 电信$ 金融服务$ 可再生能源 %中

国企业& 以及银行和信息技术 %印度企

业&

&-

!

新兴市场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借助国

内市场进行大规模融资

一般来说" 新兴市场企业的大规模融

资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

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资金充足" 而且拥

有广泛的$ 多元化的投资者基础" 交易量

也相对较大! 但是" 这种趋势正在悄然发

!!图 !%$(&!""##!"$" 年在美国和欧洲的证券交易所跨境

上市的外国企业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各证券交易所的数据估算!

注) 统计范围主要包括在以下交易所上市的外国企业) 伦敦证券交易所

%挂牌市场和另类投资市场 +U;B,&$ 欧洲证券交易所$ 德意志证券交易

所 %官方管理市场及非官方管理市场&$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 还包括在纽

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 %U42&! 离岸司法

辖区包括巴巴多斯$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直布罗陀和美

属维尔京群岛!

图 !%$+&跨境上市企业中宣布进行跨国并购的比例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各交易所和汤姆森路透的数据计算!

生变化! 在过去几年中" 一些主要新兴经

济体 %例如" 中国$ 印度和墨西哥& 的企

业已经有能力借助国内市场进行大规模融

资!

&,考虑到这些国家持续的强劲增长"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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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 $" 月新兴市场企业并购方在伦

敦证交所' 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的股权融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各交易所和汤姆森路透的数据计算!

种趋势似乎将继续增强! 不过" 对于这些

国家来说" 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深

化资本市场!

在未来十年中" 一些来自高速发展的

新兴经济体 %同时正在深化本国资本市

场& 的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内市场"

即便它们仍然会在国外进行大规模融资!

印度经济发展迅速" 而且有一个突出特

点" 即青年人口基数巨大" 这使其有巨大

的潜力来培养本国广泛的投资者基础!

&$

偶尔出现的投资组合现金流的逆转值得关

注 %比如" "#&# 年 && 月所观测到的情

况&" 这要求印度以及其他长期大规模资

金流入的新兴经济体应进一步采取措施以

发展本国资本市场!

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成为区域

金融中心& 同时为来自发达国家企

业的市场拓展型 >39提供了重要的

资金来源

在接下来的 '#&# 年中" 正在高速发

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韩国和新加

坡等亚洲发达国家" 以及将进一步改革的

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可能会

成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 为企业提供融

资! 到时很可能出现特定市场专门服务于

特定产业的情况!

&%预计亚洲国家间持续增

加的贸易往来和跨国 04;活动将进一步加

强区域内的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

"#在全球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 新加坡股票市

场中来自其他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数量迅

速增长" 这些公司主要是看中了新加坡健

全的交易监管及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

声誉!

"&自 "##, 年以来" 韩国股票市场也

吸引了很多东亚地区的外国公司前来上

市" 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新加坡

市场作为非亚洲企业进入亚洲的门户"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声誉! 相比之下" 韩

国市场是亚洲地区新近崛起的吸引外部

企业的有力竞争者" 这主要是因为韩国

证券交易所流动性充足" 而且上市成本

相对较低!

在未来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中" 随着

金砖国家 %O2;P& 国内消费需求的持续上

升和资本市场持续的健康发展" 预计一些

制造及消费品领域的欧美跨国企业将越来

越多地选择在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市场跨境

上市! 欧美等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最初仅仅

是为了在新兴市场获得品牌认可" 才选择

在新兴经济体内跨境上市! 而如果在未来

&##&' 年内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监管和

制度改革能够进一步改善" 这些企业在新

兴经济体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规模自然会显

著上升!

在金砖国家和其他迅速成长的新兴市

场增长极之中" 印度最有可能引领上述趋

势! 为提高印度银行业的知名度"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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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只印度存托凭证 %;42F& 由英国的渣

打银行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孟买证券

交易所同时发行! 此外" 孟买证券交易所

和德国证券交易所敲定了一项合作协议"

为未来德国企业在印度市场跨境上市铺平

了道路!

""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及消费品企业在

印度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 %04;&" 主

要是因为企业看中了印度巨大的潜在消

费市场! 预计今后这种市场拓展型 04;

将越来越多地在印度本地筹措资金" 为

开设新的下属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但这

种趋势的发展必须以下面几点为前提)

首先" 必须进一步推进当地的资本市场

改革" 以建立稳固的国民金融体系" 而

这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 只有通

过宏观调控有效地管理私人资本流动$

避免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的负面影响"

才能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 在

"#&, 年前的 ' 年内" 印度政府计划将用

于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改进的支出翻番

至 & 万亿美元" 相关计划必须尽快落实

并发挥作用! 第三" 只有印度政府消除

零售业中现有的 04;壁垒" 外国企业才

能通过市场拓展型 04;在印度零售市场

建立新的子公司" 并借助当地金融市场

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这

种来自发达国家的 04;与过去发达国家

的 04;有着明显区别" 它们大多是市场

拓展型 04;" 而不同于原来的资源获取

型 04;或者效率提升型 04;!

新兴市场成为对低收入国家提供银

行贷款的主力

正如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 04;在

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活动中占据着越来

越重要的位置" 有证据表明" 流向低收

入国家的投资组合资本也越来越能体现

新兴经济体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尽管相

对于 04;的资金流动来说" 从发展中国

家流向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组合资本仍然

相对较少" 但是自 "##* 年以来" 在新兴

经济体银行的参与下" 发展中国家对低

收入国家提供的国际银行贷款额已经显

著增长###从 "##( 年的 &( 亿美元飙升至

"#&# 年的 &## 亿美元" 整整提高了一个

数量级! 总体来看" 在 "#&# 年所有贷款

中" 约有 ,$)的贷款用于定向支持低收

入国家的私人企业!

南非的银行在对低收入国家 %特别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双边贷款和银团

贷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举例来说"

&%%' 年" 南非的银行参与交易额共计

(<#'#万美元" 而到 "#&# 年" 这个数字已

经增加到 "( 亿美元! 中国的银行是对低收

入国家提供跨国贷款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尽管它们涉足国际银行贷款市场的时间相

对较晚###从 "##, 年才开始" 但截至 "#&#

年" 它们参与的交易总额已累计达到 ,- 亿

美元! 但是" 除了中国之外" 大部分的跨

国银行贷款与跨国 04;一样" 显示出明显

的区域联系!

新兴市场企业持续向国际债券市场扩张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 由新兴

市场融资者发行的国际债券数量大幅增长

%见图 ".&,&" 国际债券已经成为新兴市场

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在 "##(#"#&# 年 %

月间" 新兴市场的 $'& 家私人企业累计从

国际债券市场融资 '<#"# 亿美元" &-' 家

国有企业累计融资 "<-&# 亿美元! 虽然这

些企业发行国际债券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增

长" 但新兴市场的私人企业仍然只占

"##(#"##% 年间全球企业债券发行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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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对低收入国家的国际银行贷款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4C6J:aAE的数据计算!

注) 只要交易中至少有一家新兴经济体的银行提供资金就被认为是有新兴经济体银行参与! 贷款形式涵盖双边贷款和银团贷款" 贷款

目标涵盖私人企业$ 公共企业和政府!

图 !%$0&$))'#!"$" 年新兴市场企业发行的国际债券

资料来源) 4C6J:aAE4PBU96J>7AEF数据库!

(.*)! 银团贷款依旧是在全球市场比较

活跃的新兴市场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过去的十年里" 新兴市场企业在涉足

国际债券市场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在 "##$ 年金融危机前的全球扩张期" 新兴

市场企业的借贷成本高于欧盟国家 %图

".&%* 见专栏 ".( 中的计算数据&! 对以

欧元计价发行的债券来说" 新兴市场的私

人企业债券相对于德国政府债券的息差为

&&# 个基点" 而欧元区企业的相对债券息

差仅为 '$ 个基点! 对以美元计价发行的

债券来说" 新兴市场企业债券相对于美国

国债的息差为 (&' 个基点" 而欧元区企业

的债券息差仅为 '' 个基点!

"(

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对各国企业债券息

差进行的横向对比也表明" 发达国家私人

企业的债券息差明显低于新兴市场的私人

企业 %见图 "."#&! 与预期一致的是" 主

权信用评级较低 %即市场普遍认为该国主

权信用风险相对较高& 国家的企业通常面

临更高的息差 %见图 "."&&! 这表明主权

信用风险偏高会对该国企业部门产生负面

影响" 从而凸显了稳定宏观经济和提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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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年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债务融资

资料来源) 4C6J:aAE4PBU96J>7AEF和G:69 U96J>7AEF数据库!

图 !%$)&!""(#!""0 年私人企业国际债券的平均发行息差 $按计价币种划分%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4C6J:aAE4PB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场信心等相关政策的重要性!

在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 新兴市场企

业似乎对信贷状况更为敏感! 尽管危机导

致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债券息差同

时扩大" 但危机对于新兴市场企业发行的

投资级债券的冲击更为严重" 在 "##,#

"##% 年间其平均息差大幅攀升 "-# 个基

点" 而由美国企业发行的投资级债券的息

差仅上升了 ,( 个基点 %见图 ".""&! 相

比之下" 新兴市场企业发行的非投资级债

券的平均息差升幅要小于美国企业发行的

同等债券" 不过" 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些信

用最差的新兴市场融资者基本上已经被排

除在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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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企业发行的国际债券的相关数据

新兴市场企业发行国际债券的驱动因素分析

是基于 -&个新兴市场国家发行企业债券的详尽数

据进行的 %见附录 ".&中的数据来源和方法&! 样

本包含了 &%%'#"##%年间由新兴市场发行的 (<'*&

支以美元或欧元计价的企业债券! 有的单个债券

是按照不同币种和期限分层发行的" 我们将其视

为多个单独的债券" 因为这些单独获取的资金互

相之间是不可替代的! 债券发行的数据来自 4C6L

J:aAE4PBU96J>7AEF和OJ::KNCDa数据库" 它们提供

了债券发行期限$ 评级$ 法律结构$ 偿还方式$

发行程序$ 发行价格$ 发行人属性以及其他一些

方面的详细信息!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我们

对两个数据库中的定价信息和债券期限进行了比

照检验! 另外" 原数据中缺少息差数据" 我们通

过计算债券发行时的到期收益率 %根据发行期限

计算得出& 与相关基准利率间的息差进行了补充!

图 !%!"&私人企业债券息差与人均23/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4C6J:aAE4PB和;B0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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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私人企业债券息差与主权信用风险评级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4C6J:aAE4PB和;B0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尽管这样简单对比新兴市场和发达国

家的债券息差及经济变量是有用的" 但是

计量分析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债券

息差的决定因素 %见专栏 ".*&! 考虑到

投资者的风险观念$ 债券发行方案以及人

员配置等都会影响债券的定价" 一般认为

以下 ' 组变量决定了债券发行时的信贷

息差)

!

!债券条款及相关特征" 包括到期

日$ 发行规模$ 优先等级$ 券

息$ 发行期限和法定条款$ 上市

选择$ 适用的法律及辖区以及债

券的风险评级等!

!

!融资人所在国的宏观经济因素!

"*

!

!反映融资人所在国的金融$ 法律

和制度发展水平的变量!

!

!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 比如" 市

场波动率$ 流动性供给和需求$

全球经济周期!

!

!融资人所在的产业部门!

专栏 ".* 中的分析表明" 人均收入水

平较高$ 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

其本国企业的债券息差明显较低! 随着国

内经济状况的改善" 企业本身的信用风险

降低" 进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融资"

企业的增长机会也会相应改善! 然而" 来

自新兴市场的企业融资者需要承担显著的

通货膨胀溢价! 这个结果与国际投资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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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企业债券息差的计量分析

在企业债券息差的计量分析中" 我们使用

了 ' 组解释变量来解释不同线性模型设定下债

券发行息差的决定因素! 估计过程中" 我们采

用了最小二乘估计法" 而且包含了国家和行业

间的固定效应" 另外" 为消除各国间的异方差

影响" 使用了经过相应调整后的聚类标准差!

为了使表格中的结果更加清晰" 我们剔除了所

有国家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我们使用的具体线

性估计方法如下)

%

"D#

h

$

D

n

%

+

D#

n

&

2

D#

n

'

E

"

n

(

F

#

n

)

"#

在这个模型中" %

"D#

是由国家 D在时刻 #发行

的债券"

#

相对同样期限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息差

%对于以欧元计价发行的债券" 基准利率选择的

是同样期限的德国国债收益率&! +

D#

是代表发行

人本国宏观经济因素的一系列经济指标" 包括人

均541的对数$ 通货膨胀率的对数$ 实际增长率

以及本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股票市场总市值或交

易额$ 私人信贷等" 都用 541占比表示&* 2

D#

代

表制度因素" 反映了发行人本国的法律$ 政治$

金融和经济制度的质量" 对此我们使用世界治理

指标 %i5;& 和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P25& 关于

经济$ 金融和政治稳定性的复合指标来衡量 %基

于主成分分析&! E

"

代表债券的具体特征" 包括

一系列反映发行选择的变量" 如市场发行地 %即

欧洲债券$ 条款 &**U规定的债券或者全球债

券&$ 计价币种 %美元或欧元&$ 适用法律及辖区

%纽约$ 英国或其他适用法律&$ 上市选择的二元

变量以及一系列关于发行条件的控制变量 %券

息$ 发行规模的对数$ 期限的对数$ 评级$ 优先

等级$ 看跌或看涨期权$ 普通的合约条款以及相

关担保抵押等&! F

#

代表全球风险因素" 包括市

场波动率 %世界银行计算数据&$ 美国 &# 年期和

"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差$ 世界工业生产指数的增

长等! 7

D

是反映国别的虚拟变量! 5

"#

是误差项!

回归结果见表O".*.&!

表-!%+%$&息差决定因素的详细计量回归结果

95?2模型 @29模型

债券性质 $部分变量%

浮动债券
\&&,.*'(

%%%

\&&*.(,'

%%%

%#.###& %#.###&

欧元计价 \(.*- #.*#$

%#.,%%& %#.%,-&

期限的对数 $.&#" *.$%-

%#.&--& %#.*#*&

债券发行总额的对数
\"'.-$"

%%%

\"'.$$&

%%%

%#.###& %#.###&

发行时的信用评级
"'.-#-

%%%

"'.",-

%%%

%#.###& %#.###&

宏观经济变量

541增长率 %年")&

\*.&('

%

\-.-&,

%%%

%#.#"-& %#.###&

人均541的对数
'".$$#

%%

&'.-&&

%#.##'& %#.($$&

%& n通货膨胀率& 的对数
(#*.'($

%%

*'".-,#

%%%

%#.##*& %#.###&

股市交易额 %541占比&

#.(&$

%

#.*%"

%%

%#.#*"& %#.##"&

\&."--

%%

\&."-'

%%

%#.##'& %#.##,&

制度因素

;P25复合指数
\&#.*(%

%%%

%#.###&

世界治理指标 %i5;&

\%(.&($

%

%#.#&*&

全球因素

国家危机虚拟变量 *.%, &-.'#-

%#.$#*& %#.*#'&

波动率6

(%."("

%%%

*#.&%(

%%%

%#.###& %#.###&

美国 &# 年和 " 年期国债
(&.*(&

%%%

(*.-*$

%%%

!收益率的差别 %#.###& %#.###&

世界工业生产指数 %)&

\%.#&(

%%%

\%.**"

%%%

%#.###& %#.###&

伪2

"

#.-- #.-'

样本数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注) 模型是按照国家固定效应进行估计的* 行业虚拟变量

和国家虚拟变量没有在结果中列出* 括号内是相应的 R值!

6r波动率是以下 $ 个变量预期日波动率的月度平均值)

波动率指数$ 美元+欧元$ 美元+日元$ 美元+英镑$ 农

业商品价格指数$ 能源价格指数$ 工业金属价格指数和

泰德价差!

%

@k#.#'"

%%

@k#.#&"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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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美元计价的企业债券息差 $按年度平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4C6J:aAE4PB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常以通货膨胀水平衡量一国经济和金融稳

定性的习惯是一致的! 因为通货膨胀会扭

曲经济决策" 而且给企业增添了显著的经

济成本" 所以研究表明谨慎的货币政策和

财政政策有助于降低新兴市场企业的融资

成本!

高水平的制度体系 %通过 ;P25即

.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来衡量" ;P25是

一指数" 越高越好& 可以显著地降低信

用息差! 一国的制度体系越发达" 法律体

系越健全" 那么该国企业的国际融资成本

一般就越低! 法律体系的质量在财务困境

和债务重组时尤为重要" 因为此时企业通

常需要求助法律体系来强制执行一些扣

押$ 抵押和担保的权利! 借助世界治理指

标 %i5;& 中的 - 项指标进行分析后也发

现" 制度发展水平对债券息差有显著影

响!

"'有趣的是" 全球投资者在为新兴市

场企业的债务定价时" 似乎并不在乎融资

者所在国家是否经历过金融危机或经济危

机! 这大概是基于一种选择效应) 只有经

济前景较好的企业才有能力进入全球债务

市场" 而这类融资者通常受国内经济的影

响程度要小于受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

程度!

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保留一定风

险的新兴市场融资者" 可以从显著降低

的融资成本中受益! 浮动利率债券通常

包含一个评级触发条款" 一旦主要评级

机构降低了对债券的评级" 债券相对于

参考利率的息差也会相应调整" 这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们所面临的信用风

险! 对于新兴市场债务的购买者来说"

这种机制十分重要"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

新兴市场企业对经济和商业状况的变化

比较敏感" 因此它们对风险较大的投资

活动也更为敏感! 类似地" 投资者通常

愿意为发行规模较大的债券支付流动性

溢价" 因为这种债券更容易转让" 假如

发行人自身及其所在国家或者全球经济

状况前景发生变化" 投资者还能够及时

调整投资组合! 消极担保条款通常会被

排除在外" 这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消极

担保条款可以加强债权人对抵押品的权

利" 为债权的优先等级提供保障" 同时

拉高融资成本! 如果抵押自有资产对保

障投资者权益作用不大" 那么融资者一

般不会抵押任何的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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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愿意通过降低息差来补偿融资者!

上述结论对新兴市场企业而言" 有

两个重要含义) 首先" 随着新兴经济体

继续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迅速增长"

并在国内制度改革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

展" 它们涉足国际债券市场的渠道也将

持续改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兴市场

企业的债券息差将逐步向发达国家的竞

争对手靠拢! 同时" 如果未来再发生全

球性衰退" 它们在国际债券市场受到的

冲击也将明显减弱!

其次" 这个过程不是必然的! 政府

可以通过推进制度改革和维持经济稳定

在企业融资渠道的改进中发挥积极作用!

提高制度水平" 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以及

法律体系的可靠性" 能够显著降低新兴

市场企业的融资息差! 对于来自发达国

家的融资者" 一般投资者会理所当然地

认为其国内经营环境稳定而且法律体系

健全! 新兴市场国家的目标就是" 通过

提高国民收入和推进制度改革使投资者

对其拥有同样的信心!

建立跨国投资的有效监管框架

双边投资协定的推广

"# 世纪 ,# 年代以后" 全球 04;活动

更加活跃" 这凸显了建立跨国投资活动监

管框架的重要性! 随着新兴市场企业在全

球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愈发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的监管框架" 特

别是尽快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

护!

"-不幸的是" 与国际贸易领域的顺利

进展不同" 各国关于国际投资多边监管框

架的谈判屡屡失败 %见专栏 ".'&! 当然"

失败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是大部分是因为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相关问题的

看法和利益各不相同" 所以很难在投资者

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上达成共识" 另一方

面" 对相关法规的力度及适用范围也常出

现分歧!

在缺少跨国投资多边监管框架的情

况下" 双边投资协定 %O;/& 被认为是监

管跨国投资活动的主要机制! 第一项双

边投资协定要追溯到 &%'% 年" 由德国和

巴基斯坦联合签署! 到 "# 世纪 $# 年代中

期" 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 "'#

项" 之 后 一 直 保 持 增 长 态 势 %见 图

"."(&! 截至 "##, 年" 双边投资协定已

经增加到 "<",' 项以上" 覆盖大约 &,# 个

国家! 在整个这段时期内" 大部分双边

投资协定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签署的! 在发达国家中" 欧洲国家签

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占全球总数的 %#)以

上" 其中" 德国$ 瑞士$ 荷兰$ 法国和

英国发挥了主要作用 %见图 "."*&!

尽管各个 O;/中的条款不尽相同" 但

一般来说" O;/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

用) 为投资者提供最受青睐的国民待遇$

保护投资者的契约权利$ 允许利润回流$

限制效能要求的使用$ 对投资者和东道国

间的争端采取国际仲裁等等 %MJIA9F$

5?TK69和 [AKK:9F" "##-&!

O;/包含对东道国的某一地区开放自

由投资的承诺" 因此" 可以发挥吸引外国

投资的作用! 虽然有计量分析发现" O;/

一般对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引进基

本上没有作用或者作用很小 %m8PU/4"

&%%-N* =6JJ̀6D@ \4DACKCACD" "##( &" 但

也有其他研究表明" 包含有力投资条款

%特别是保障 04;的市场准入的条款& 的

O;/实际上对跨国投资活动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 %OCDaCD等" "#&#* [6J6E?FC和 [?JJAL

X69" "##'&!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必须认

识到O;/会增加成本! O;/要求政府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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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漫长曲折的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史

争取国际投资框架的努力最早要追溯到 &%"%年

的国际联盟会议" 当时的会议是为了应对 "#世纪 "#

年代国际经济关系中不断强化的国有化及其保护主

义倾向! 会议最终未能就外国企业及居民的待遇问

题达成共识 %m8P/U4" &%%$6* i::JE:EI" "##,&!

"# 年之后" 超过 '# 个国家在 &%*$ 年同意成

立国际贸易组织 %;/̂ & 哈瓦那中心" 旨在促进

私人投资资本的国际流动" 同时为外国企业的活

动提供一个多边监管框架! 按照设想" ;/̂ 旨在

推动各国 .就外国投资的行为$ 实践和待遇问题

达成一个广泛协议或发表一个基本原则的声明/"

同时发展一个处理违反章程行为的正式机制! 但

不幸的是" 哈瓦那中心一直未能落实生效" 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会未能给予充分的支

持! 在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的相关保护和赔偿

条款不足是美国国会反对协议的重要原因

%BC7TaCD" &%-$&!

"# 世纪 $# 年代和 %# 年代初期" 随着发达国

家之间的跨国投资活动迅速扩张" 重新引发了人

们关于是否应该 %或者能够& 建立一个有效的多

边04;框架的讨论! 非强制性的自发性多边法规

在这段时期占据了上风" 比如" ' M̂P4国家的跨

国企业指导方针( 以及 '联合国跨国企业行为准

则 %7ZCm8P:@C&( 草案! 实际上" 联合国准则

从未真正实施过" 在接近 "# 年的谈判破裂之后"

!!!

这个草案终于在 "# 世纪 %# 年代初黯然退出历史

舞台! M̂P4指导方针曾经实际落实过" 但它基

本上是一些针对 M̂P4国家跨国企业活动的监管

建议" 而且和联合国行为准则草案一样" 其内容

主要涉及各企业的相关活动" 而没有规定各个国

家的义务和责任!

在 '关贸总协定 %5U//&( 的乌拉圭回合谈

判中" 各国根据 5U//条款
!

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和条款o;中的削减数量限制原则" 一致同意禁止

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增加不合理的负担 %[6L

J6E?FC和 [?JJAX69" "##'&" 但其主要目的是防止

各国对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批和落实强制施加本地

含量和贸易平衡的不合理要求! 在乌拉圭回合的

谈判之前" 5U//并未涉及跨国投资议题" 而乌

拉圭回合关于跨国投资活动的讨论十分有限" 因

此" 对国际社会向04;全面准则的迈进之路并无

多大帮助! '服务贸易总协定 %5U/[&( 也有部

分条款涉及投资" 但毕竟服务贸易部门远不能覆

盖整个服务业! 此外" 尽管在 5U/[ 框架下" 各

国政府可以对特定的服务部门作出国民待遇和稳

定外国投资政策框架性的相关承诺" 但它们却没

有必要这样做! 所有参与国确实都承诺为其他参

与国的投资者提供最惠国待遇" 但这并不意味着

对一般投资者的待遇作出承诺" 也没有排除对特

定投资者进行优惠的可能!

!

多领域限制歧视性主权经济政策的使用"

比如" 税收歧视$ 绩效协议$ 当地含量要

求 %G:E6JP:97C972Cs?ADCKC97" 一般是指

要求合资企业购买本国的原材料$ 机器$

燃料等" 限制其向外国采购###译者注&

及征收政策等! 此外" 对于国际仲裁的承

诺实际上意味着" 任何影响外国投资者权

益的法律和监管条款都有可能受到国际法

!!

庭的审查!

向多边投资框架迈进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P[;4&

的惯例下" 已基本建立起一套针对国际投

资争端的多边法律框架" 现在是时候在此

基础上建立监管跨国投资活动的多边框架

了! 此框架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 同时将

!



#"!$$ 变革中的全球企业版图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图 !%!(&$)'"#!""0 年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总数量

资料来源)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P[;4& 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

图 !%!+&由发达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 $截至 !""0 年%

资料来源)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P[;4& 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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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 世纪 "#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一个

夙愿!

近些年来 O;/的发展十分迅速" 而且

都附带着较为苛刻的投资者保护条款" 这

有点让人意外! 因为在早些年多国谈判的

时候" 很多国家对较宽松的投资者保护条

款都很抵触 %5?TK69" &%%$&! 一个可能

原因是尽管政府不情愿向所有国家作出让

步" 但各国政府却倾向于有选择地签署一

些双边协定" 那样它们还可以对某些条件

保留一定的控制 %i::JE:EI" "##,&! 也有

可能是因为政府在国内面临着相当大的压

力" 要求它们在投资者保护条款上对个别

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或潜在的来源国& 作

出让步" 相比之下" 达成多边承诺的国内

动力则稍显不足 %MJIA9F$ 5?TK69 和 [AKL

K:9F" "##-&!

",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迅速发展

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市场竞争的压力! 各

国在集体谈判时可能会阻碍某些多边协定"

但在双边谈判中" 却往往感觉到接受类似

条款的压力" 因为它们想借此获得在对方

国家的竞争优势" 或者是因为它们害怕其

他国家接受对方的类似条款" 进而占据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先机! 事实上" 有证据

表明东道国更倾向于在竞争者已经签署的

情况下接受某些双边投资协定 %MJIA9F$

5?TK69和 [AKK:9F" "##-&! 因此" 双边投

资协定在那些主要通过轻工制造业吸引

04;的国家更为普遍" 因为这类行业的投

资者的地理选择范围比较广" 要想吸引其

前来投资必须在相关保护条款上占据先机*

而对于主要通过石油和矿产行业吸引 04;

的国家" 双边投资协定出现的概率明显较

低" 因为这些行业的投资者选择范围有限"

东道国无须通过优惠保护条款以吸引投资

者前来投资!

双边投资协定 %O;/& 的推广最终会推

动还是阻碍多边框架的进程仍有待观察!

有很多国际贸易领域的文献表明" 双边协

议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或者贸易转移效应"

因此" 可能会推进或阻碍多边框架的进

程!

"$尽管如此" 看上去双边协定仍是推动

多边体系的次优选择"

"%因为大量活跃的

O;/增加了跨国投资规则的复杂程度" 从

而增加了遵守这些规则的成本(#

%类似于

过度复杂的特惠贸易协定造成的 .意大利

面条碗/ 问题&! 而且" 在双边基础上设定

规则已经损害了资本进口国的谈判利益"

因为它们为了吸引外国资本" 在这些协议

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义务 %i::JE:EI"

"##,& ###尽管在早些年多边谈判的时候

它们曾拒绝过相对宽松的条款 %5?TK69"

&%%$&! 此外" O;/中的一些政策限制可能

会拖累其国内的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 O;/

不仅无益于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

福利" 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

O;/增加了东道国的不确定性 % [7AaJA7T"

"##$&! 由于各发展中国家在争取与外国签

署O;/时存在竞争" 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的

总收益可能会因此受损!

如果多边机制能够切实增强跨国投资

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明确东道国和

投资者 %及其所在国家& 之间的责任" 同

时平衡好两者的利益" 提供更公平的解决

跨国投资争端的方法" 那么多边投资框架

将会吸引更多有利于发展的生产性外国投

资 %4D6NCI" &%%$&! 但就目前形势来看"

国际投资法律框架的前景依旧充满矛盾和

变数!

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 国家政策中的

04;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这有可能危及现

有的跨国投资规则" 而这些规则本身还尚

未完善" 其中O;/占主要部分!

(&另一方面"

在乌拉圭回合以及最近多哈回合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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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世纪 )" 年代 (南#南) 型双边投资协定增

长迅速& 领先于 (南#南) 型跨国投资的实际增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P[;4& 的双

边投资协定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中" 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多边投资框架的主

要障碍! 发展中国家成为外国投资的重要

来源之后" 对多边监管框架的反对声音可

能会减少" 因为多边框架将有效地保护投

资者的权益! "# 世纪 %# 年代到 "& 世纪初

双边投资协定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 %见图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 发展中国

家越来越有兴趣协助建立跨国投资的规

则" 至少O;/中的一些普遍条款可以被纳

入国际法律的原则之中 %[6J6E?FC和 [?JJAL

X69" "##'&! 但是" 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

在争议! O;/在全球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并且其普遍条款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参与国

家的法律框架之中" 反过来说" O;/也需

要根据其他一些通用国际法的原则来进行

适当地调整!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 O;/自身可能会

为更加全面的多边投资框架奠定基础! 通

过O;/削减投资限制有助于推动多边自由

化进程! O;/还有利于逐步联合各个有意

向建立多边体系的国家! 如果 O;/确实能

够推动其他投资受限国家的经济增长" 那

么就可能降低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

不对称性" 进而使这些投资受限的经济体

更愿意加入多边体系! 最后" O;/还有可能

遏制反对外国投资的政治倾向" 进而改善

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 建立一个正式的多

边机构 %一个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

投资组织& 也是进一步推进多边投资框架

的重要条件" 特别是在这种多边论坛 %或

机构& 能够使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低收入

国家& 更便利地获取全球投资资本的情况

下!

附录

附录 !%$&新兴经济体国际企业债券

初级市场数据库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 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迅速增加" 使得

债券发行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最主

要渠道之一! b1摩根发布的新兴市场债券

指数可作为评估新兴经济体债券在二级市

场和初级市场表现的动态指标" 该指标对

于研究者把握有关债券走势及其对国内和

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

发布的新兴国家国际企业债券初级市场数

据库涵盖了 &%%'#"##% 年间 -& 个新兴经

济体进行的 (<'*& 次国际企业债券发行

%以7D69EZC为单位" 本文中 7D69EZC指债

券发行中的一期或一个分层###译者注&"

相关数据以美元或欧元为计价单位! 表

"U.& 是主要统计变量的汇总! 债券发行

国$ 价值$ 到期日$ 价格$ 报价条款$ 法

律文件$ 适用法律$ 信用评级$ 行业及其

他方面 %表 "U." 包括了关于这些变量的

描述& 的数据信息由金融数据服务商4C6L

J:aAE公司和彭博公司 %OJ::KNCDa& 提供"

并不断更新! 一些遗失的重要息差数据由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认真填补以确保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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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和持续反映新兴市场债券趋势的

能力!

补充遗漏数据的方法% 数据库包含了

全球 (<'*& 种新兴国家企业债券的数据"

其中" &<*&( 种 %&<",# 种债券用美元发

行" &*( 种用欧元发行& 在 4C6J:aAE4PB

数据库中没有提供息差数据" 世界银行的

员工将通过金融数据服务商 4C6J:aAE或彭

博提供的债券价格计算这些缺失的数据!

补充这些数据的方法如下)

固定收益债券

到期收益率已知)

当一种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券的到期收

益率已知时" 需要设定一项适当的参考基

准!

&.以美元发行的债券)

以同期发行$ 具有相同期限的美国国

债收益率为基准! 债券的基准息差定义为

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券发行时的到期收益率

与基准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

在没有同期发行$ 具有相同期限的美

国国债数据的情况下" 基准到期收益率就

通过计算最近时期的长期国债的年化收益

率和短期国债的年化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

来代替" 如下)

%

G

hB1$

'"

n%& \B&1$

'&

其中" %

G

是基准收益率" $

'&

是日期最接

近的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

a"

是日期最接

近的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B是长期和短

期可用政府债券的到期权重" 计算如下)

4h

%4\4

'&

&

%4

'"

\4

'&

&

其中" 4为新兴市场债券离到期的年数"

4

'&

是短期国债离到期的年数" 4

'"

为长期

国债离到期的年数!

如果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都不可用"

期限最接近的国债收益率将被作为基准收

益率!

".以欧元发行的债券)

同期发行$ 具有相同期限的德国政府

债券收益率被作为新兴市场以欧元发行的

债券的息差基准! 新兴市场的基准息差是

新兴市场发行日的到期收益率和基准德国

政府债券收益率之差!

同期发行$ 具有相同期限的德国政府

债券收益率无法获取时" 可用以美元发行

的债券的计算方法计算收益率! 当短期德

国政府债券不可用时" 可使用一年期欧洲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到期收益率未知)

当到期收益率未知时" 首先通过券息

和报酬的信息计算到期收益率! 然后再使

用上述同样的方法获得基准息差!

表 !7%$&$))##!"") 年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企业债券概况统计

<ABCDEF

的数量

发行总额

$十亿美元%

美元计价

债券的

发行总额

$十亿美元%

欧元计价

债券的

发行总额

$十亿美元%

平均数额

$百万美元%

平均息差

$基点%

平均到

期年限

$年数%

平均信用

评!级

新兴国家 ("'*& $%-.% ,$*.# &&".% "'(.( (##., ,.* OOO\

公共企业 ,-' "%#." "(%.( '#.% (,%.( ""#.- ,., OOOn

私人企业 "",,- -#-., '**., -".# "&$.- ("".$ ,.( OOO\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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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数据库中重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定!!义

债券定价变量

相对基准利率+折现率的息差 %O1&

!

证券息票率相对基准政府债券收益率或基准利率的息差" 以基点表示 %)& %关于弥补缺失

数据的方法在注释中给出&

息票率 %)& 证券息票率 %)&

发行价 %)& 一个7D69EZC公开发行价相对面值的比例

基准利率 计算证券发行息差时参考的基准政府债券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 将证券持有至到期日时的收益率

债券的基本特征变量

总交易额 %面值" 美元& 一项交易中发行的所有/D69EZCF的总额

总交易额 %实收资金" 美元& 一项交易中发行的所有/D69EZCF的实际融资总额

/D69EZCF价值 %面值& 一个/D69EZC的本金总额 %美元计价&

/D69EZCF价值 %实收资金& 一个/D69EZC的面值与发行溢价+折扣比例的乘积 %美元计价&

交易定价日 证券定价的日期

到期年数 结算日到法定到期日的年数

交易类型 发行时所用的证券类型

货币代码 美元计价的证券用 .m[4/ 表示或欧元计价的证券用 .Mm2/ 表示

浮动 %g+8& 息票率是否是浮动的

合约及法律部分

依据的法律 国家$ 州或省关于新股发行的统一条款

分期偿付 %g+8& 对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贷款证券的某个给定/D69EZC是否可以分期偿付 %在一段时期内逐期偿还&

可赎回债券 %g+8& 表示发行者是否可以赎回债券

可抵押债券 %g+8& 表示证券的/D69EZC是否有担保抵押品

交叉违约的发行人 %g+8& 表示在合约中是否包含针对发行人交叉违约的条款

交叉违约的担保人 %g+8& 表示在合约中是否包含针对担保人交叉违约的条款

可延期债券 %g+8& 表示发行人是否有权对债券进行延期

&**U条例 %g+8& 表示/D69EZC是否通过 &**U条例在美国发行

[MP注册 表示是否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在美国进行发行

消极担保条款 %g+8& 债券合同是否包括消极担保条款

市场类型 债券交易市场的代码

风险信息

有效评级 %当前& 基于当前标普$ 穆迪和惠誉等评级公司的有效评级计算得出 %"#&# 年 ( 月&

有效评级 %发行日& 基于发行日标普$ 穆迪和惠誉等评级公司的有效评级得出

高收益率 %g+8& 表示/D69EZC的评级是否低于投资级

投资级 %g+8& 表示/D69EZC的评级是否等于或高于投资级

发行人 发行公司的名称

发行人的业务描述 关于发行人的业务描述

发行人的类型 表示发行商的主要特征的代码

发行人的母公司 如果发行人是子公司" 那么该数据就是发行人母公司的名称

担保人 担保人的名称

担保人的类型 表示担保人的主要特征类型的代码

狭义产业分类 发行人的狭义产业分类

广义产业分类 发行人的广义产业分类

资金用途 描述发行人的融资用途

国籍信息

交易国籍 发行实体的业务国籍 %担保人国籍$ 发行人母公司的业务或风险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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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年在美国交易所发行的美国存款凭

证的来源

资料来源) 纽约银行美伦存托凭证处!

注) 离岸司法辖区包括企业在其组建的地区" 例如" 巴巴多斯$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直布罗陀和美属维尔京群岛!

6."#&# 年的数据为 "#&# 年 &#' 月的数据!

&.如果息票和派息频率的信息已知"

下列公式用于计算到期收益率)

%h

H5-5*@#"1A

&##

n

.1I@1A H7#5( )
.1I@1A 0H5JI5A.$

\

@7H

&##

n

6

K

1

.1I@1A H7#5( )( )
.1I@1A 0H5JI5A.$

@7H

&##

n

6

K

1

.1I@1A H7#5( )
.1I@1A 0H5JI5A.$

1

.1I@1A 0H5JI5A.$.K

3?L

其中" 6为息票开始计息日到清算日

的天数" 3?L为清算日到偿还日的天数"

K为计息周期的天数!

".对于永久债券" 使用下列公式计

算其收益率差)

%h

& n

.1I@1A H7#5

&##







.1I@1A 0H5JI5A.$

.1I@1A 0H5JI5A.$

[ ]\&

1&##1

&##

1005H@H".5

浮动利率债券% 无论是以美元或欧元

发行的浮动利率债券" 当息票信息已知

时" 可用下式计算其息差)

?@H57- h

%&## \1005H@H".5&

%57H&#1*7#IH"#$

n.1I@1A &@H57-

附录 !%!&跨境股票发行显示资本流

动转向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中" 在国际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最近几年一

些发行活动的显著变动值得关注("

! 首先"

由于非美国交易所的管制相对较为宽松" 越

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这些交易所上市和

发行存托凭证! 其次" 资本流动方向发生了

显著变化" 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年起" 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新兴市

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注册" 在

国际交易所寻找新上市和融资的机会!

在这段时期大多数的中国海外上市公

司都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尤其是一些快速

发展的中国小型企业! "##, 年和 "##$ 年

中国公司发行的存托凭证分别占美国新增

存托凭证的 "+( 和 "+'" 到 "##% 年这一占

比超过了 '#)" 仅在 "#&# 年 & 月到 ' 月"

这一占比已达 ,')" 这是全球金融市场开

始复苏的征兆!

考虑到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跨境上市的

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离岸司法辖区" 该

交易所实际上可能已经吸引了最多的中国

企业前来跨境上市! 尽管自 "##, 年以来"

没有新的中国企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 但是 "##$ 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另类投资

市场新上市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在

离岸司法管辖区注册" 而 "##% 年这一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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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另类投资市场

新上市的外国企业明细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 离岸司法辖区包括企业在其组建的地区" 例如" 巴巴多斯$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直布罗陀和美属维尔京群岛!

6."#&# 年的数据为 "#&# 年 &#' 月的数据!

约为 "+(" 事实上以上大部分企业的实际

业务都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图 "U."&!

最近几年" 欧洲的泛欧交易所也在积

极地通过阿姆斯特丹$ 布鲁塞尔$ 巴黎和

里斯本等上市平台吸引来自快速发展的新

兴经济体的企业((

! "##, 年以来在泛欧交

易所上市的 $ 家新兴市场企业中" 有 - 家

来自中国! 这些中国企业通过在泛欧交易

所上市来提高其在特定欧洲市场的知名

度" 同时为企业在相关市场的扩张融资!

虽然在泛欧交易所新上市的企业中" 绝大

多数企业来自高收入国家" 但是 "#&# 年

前 ' 个月在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有

*')来自中国" 而且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也

正在积极吸引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的企

!!

业! "##,#"##% 年中国企业几次重要的债

券发行主要分布在能源$ 生物科技$ 农产

品加工业等行业" 期间全球经济度过了金

融危机的谷底!

附录 !%(&数据库构建和新兴市场跨

境投资分析

关于新兴市场企业并购行为的分析"

我们使用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新数据库! 它

反映了 &%%,#"#&# 年所有经市场披露的跨

境交易活动" 涵盖来自 -& 个新兴经济体

约 &#<### 家企业! 该数据库中的大部分数

据来源于汤姆森路透的全球并购数据库"

包括了所有最终收购方企业在新兴市场国

家" 而中间目标企业与最终收购方企业不

在同一国家的并购交易数据! 这些交易包

括两个或更多的企业合并成为一家新公司"

或者一家外国企业收购一家本国企业的部

分资产! 从具体信息来看" 该数据库包括

收购方和被收购方 %中间和最终的& 的国

籍$ 行业和约定金额等历史信息! 从交易

的进展程度来看" 包括完成和部分完成的

交易" 以及在 "##% 年 % 月 & 日以后有意向

发生且正在筹备的交易! 当某国在某年没

有记录任何交易时" 被解释变量的值设定

为零! 部分合并数据记录来自OJ::KNCDa!

&#<###个新兴经济体并购企业的跨境

融资数据的来源是) 主要的国际证券交易

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泛欧交易所$ 卢森堡证

券交易所$ 德意志证券交易所& 提供的跨

境上市企业的数据* 4C6J:aAEG:69 6̀DC和

4C6J:aAE4PB两个数据库! 已完成跨境并

购交易的新兴市场企业通过多种渠道涉足

国际资本市场" 其中" 约 &<#"#家企业通过

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 %&$'家& 实现跨境上

市" $#%家企业在国际借贷市场进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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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家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跨境绿地投资数据来源于 P̂̂ B:9A7:D

数据库 %即现在的S4AB6DIC7数据库&! 我

们使用的数据涵盖了"##(年&月#"#&#年

-月间 -&个新兴市场国家 '<### 家企业新

开发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和已存在的外国

投资增资项目! 绿地投资数据库包括每个

投资项目的投资来源国$ 目标国和行业等

信息! 其他研究者也使用过类似的数据库"

如B677::和 [?ND6K69A69 %"#&#&!

跨境企业并购包括所有涉及企业股权

的并购交易! 并购规模不足公司投票权

&#)的交易也被纳入并购交易的范围! 另

外" 并购交易和绿地投资数据库都包括交易

目标在 M̂P4规定的 (' 个税务优惠司法权

区的交易数据! 有 ".()的并购投资和

&.*)的绿地投资流向了税务优惠司法权区!

计量模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国家设定

不同的系数" 以区分流入新兴经济体和发

达国家的交易)

%

"D#

h

$

n

%

M

+

"#

n

*

M

E

D#

n

+

M

L

"D#

n

'

M

F

#

n

)

"A#

被解释变量 %

"D#

是在 #期发生的$ 由

国家"%本国& 对国家 D%东道国& 进行

的跨境并购交易总量" 国家 "来自 -& 个

新兴市场国家" 国家 D可以是新兴市场国

家" 也可以是发达国家! 各系数会根据东

道国的类型 %发达市场$ 4B或新兴市

场$ MB& 而发生变化" 因此令 Mh

334" K44! +是本国的相关特征变量"

E为东道国的相关特征变量! L包括反映

本国和东道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变量" 比

如" 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贸易" F代表全

球宏观经济变量集!

(*所有的参数均用最

小二乘法估计! 在计算报告的 !值时"

我们使用了聚类分析条件下的标准差" 其

主要目的是修正国家间的异方差和各国内

部的自相关性! 额外引入这些变量导致非

平衡面板数据的产生" 根据具体情况" 有

效样本从 "&<$** 到 (*<,(# 个不等!

两种不同情况下计量分析结果如表

"U.( 所示) 节俭模型 % R6DFAK \:9A:?F

K:@CJ& 的变量仅表示对利率的主要假设"

完全设定模型 %S?JJ>FRCEASAC@ K:@CJ& 包括

了关于利率的所有变量! 该表清楚地表明

了企业试图在国外寻找不同发展机会的倾

向! 此结论与第一类假设保持一致) 在考

虑针对发达国家的并购活动时" 东道国的

541增长率 %体现了进一步的增长机会&

与并购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来说"

东道国 541增长对 .南#北/ 型并购活

动的影响是本国541增长的两倍! 本国的

经济增长使得企业可以为投资和并购增加

现金储备" 从而在发达经济体中进行并购

交易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就解释了

经济增长变量前面较大的正系数! 本国

541的规模可反映该国经济的成熟程度"

同样也会影响并购行为! 有趣的是" 在发

达国家这一影响是新兴经济体的两倍! 只

有相对较大的$ 较成熟的新兴经济体的企

业" 才有途径对发达经济体企业实施并购!

东道国的发展程度 %用人均541来表

示& 与投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并购呈现出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 但对投向发达国家的并

购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统计变量不显著&!

因此" 用人均541来测算" 企业仅仅在还有

待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寻找并购目标" 这些国

家能提供更大的发展潜力! 总而言之" 上述

结论说明" 新兴市场企业在通过并购交易拓

展其海外市场的过程中" 总是试图寻找其本

国所缺乏的发展机会! 为了摆脱本国经济的

局限" 企业倾向于选择发展较快的经济体"

特别是发达经济体! 不论从统计检验还是经

济意义来看" 这种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

('

结果显示" 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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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以一国的外汇储备水平衡量& 也将

显著影响其双边并购! 具体来说" 新兴市

场企业本国的外汇储备水平越高" 其对发

达国家的并购规模越大" 而对其他新兴市

场国家的并购规模越小! 一国企业与发达

经济体的贸易往来会加快本国外汇储备的

积累" 该国企业更易于在其目标市场上展

开并购行动! 因此" 相关的贸易活动不仅

解释了外汇储备和并购活动之间的关系"

还解释了外汇储备对 .南#北/ 型并购如

此显著的正面影响 %相关系数为正" 且数

值较大& ###新兴经济体与这些发达经济

体的经济交往可以产生更多的外汇储备和

并购行为! 同时" 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导向

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企业会将其业务重心放

在发达国家" 从而减少了其在其他新兴经

济体的并购交易" 这就解释了外汇储备与

.南#南/ 型并购呈负相关的原因!

一个国家参与全球贸易的程度越高

%尤其是出口&" 则该国的外汇储备水平

就越高 %外汇储备通常以主要进口国的

货币表示&! 同时" 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

程中" 企业自然会因为业务的国际化而并

购更多的海外资产! 因此" 外汇储备水平

与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贸易额呈正相关

性! 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国际业务经验

后" 企业的下一步就是在国外建立固定的

业务实体以促进企业的海外发展! 因此"

一个国家将从以下方面获益) 企业海外业

务的扩张有助于新的 %企业内部& 贸易

收入和股利等海外收益的回流" 推动该国

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 对于在其他新兴国

家的并购" 这种模式并不适用! 随着一国

经济逐步成熟和外汇储备的增加 %通常

是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这些国家的企

业将更加倾向于增加其在发达国家的并购

行为而不是在新兴经济体的并购" 这解释

了本国储备和在其他新兴市场并购的负相

关关系! 在分析针对发达国家的并购时"

东道国外汇储备水平呈现出负系数" 推测

可能是由许多目标国的结构性金融项目顺

差 %经常账户逆差& 所致!

用一国贸易 %出口加进口& 占 541

的比重来衡量的一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

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 一国贸易占 541

的比重越高" 企业的并购交易越活跃" 尤

其是目标国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并购! 东道

国的正负系数表明" 以跨国并购为形式的

04;与贸易之间既可以是替代关系" 又可

以是互补关系! 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越多

地参与全球贸易" 新兴市场企业在该国的

并购就越少! 因此贸易和并购是替代关系

%负相关&" 这符合发达经济体商品$ 服务

和资本的壁垒较低的实际! 相反" 贸易和

并购在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互补关系! 因为

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壁垒相对更高一

些" 所以企业更愿意通过建立海外分支出

口资本而不是出口产品! 这就解释了东道

国贸易和并购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类似的" 私人资本与跨境并购活动也

存在相关关系! 然而" 结果显示只有在东

道国为发达国家时" 相应的系数才是统计

显著的! 新兴市场本国资本流入越多" 企

业在发达经济体展开并购的可能性越小!

相反的" 发达国家本国资本流入越多" 公

司在新兴市场进行并购的可能性越大! 结

果表明" 新兴经济体要么是全球资本的流

入国要么是输出国" 而发达国家并非如此"

它们可能既是资本流入国又是资本输出国!

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双边贸易与并

购活动之间的正相关性! 贸易不仅显示出

东道国对特定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的重要

性" 还为进一步的业务扩张提供了基础!

企业将通过整合自身业务或者收购当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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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对外跨国并购投资的决定因素

新兴市场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

全设定模型 节俭模型 全设定模型 节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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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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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方式" 深化与贸易伙伴间的长期合

作关系" 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 并从中

积累国际经验" 发掘自身专长" 加强国

际竞争优势! 直接收购当地资产是在出

口市场建立海外业务最便捷的途径! 因

此" 跨境并购活动随双边贸易的增加而

更加活跃! 与一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

类似" 双边贸易也反映出东道国经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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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企业部门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检

验这一假设" 模型中包括了特定国家与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

定的数量" 尽管该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

著! 如此说来" 相对于像协定这样的法

律联系来说" 像贸易这样的经济联系对

跨境并购的影响更大!

关于外汇储备的结论表明" 本国的金

融发展也对其企业部门的跨境并购有着显

著影响! 与这个结论一致的是" 新兴市场

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本国企业获取资金的便

利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而外汇储备水平也

可以体现这种便利程度! 为了进一步的检

验此假设" 模型引入了衡量并购国证券及

信贷市场发展水平的变量! 事实上" 结果

显示" 国内资本市场越发达 %融资越便

利" 用股票市场市值占 541的份额来表

示&"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新兴市场

国家的并购交易都越多! 相比之下" 私人

信用占541的比重作为测算信用市场发

展的一个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本章第

三部分进一步分析了新兴市场企业在全球

市场融资规模的扩大" 这可用于解释上面

的结果! 当一个企业足够成熟时" 通常会

考虑通过银团贷款或进入其他国际资金市

场来进行海外扩张!

为了检验一国的制度发展水平是该国

企业进行跨境并购活动的必要基础这一命

题" 本文参考了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P25& 关于政治$ 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指

数! 表 "U.* 给出了相关结果" 用 ;P25

的经济指数来表示一国的经济稳定度" 在

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指数与跨境并购正相

关" 在发达国家为负相关! 当国内的经济

环境存在较大风险时" 新兴市场企业倾向

于通过在发达国家开展业务以规避在本国

面临的风险! 这一结论与新兴市场企业会

基于地理多元化动机进行跨境并购的观点

不谋而合! 通过在蕴藏更多发展机会的发

达经济体进行投资" 企业能够通过多元化

分散其在国内所面临的风险" 并且能够从

规模经济中获益!

从很多层面来说" 政治稳定都是经

济和金融发展的前提! 政局不稳定将刺

激企业进行跨境并购活动以降低或分散

其在国内面临的风险! 与这一解释相一

致" 政治稳定性对新兴市场企业对发达

国家的并购活动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新兴市场企业倾向于通过在发达国家开

展并购以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 这可以

解释一个与直觉不符的现象" 即政治风

险越低的新兴市场国家" 其吸引到的跨

境并购活动反而越少! 然而" 较稳定的

新兴经济体内的企业不太有必要进行海

外并购" 尤其在本国的发展机会充裕的

时候* 这可以用于解释模型相关系数为

负的现象! 以 ;P25金融风险指数衡量的

金融发展水平与稳定性并不显著" 这可

能是因为这种直接指标掺杂了一些其他

方面的影响! 总而言之" 结论表明" 一

国的政治$ 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对 .南

#南/ 型跨境并购活动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对 .南#北/ 型并购的影响并不明显!

考虑到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法律和经济

基础并不完善" 这种稳定对 .南#南/

并购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有

着广泛的市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是并

购的优先选择目标! 模型还引入各国首

都间的距离作为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

之前的研究表明" 两国间距离越大" 投

资者或者并购者获得的关于潜在并购目

标的信息的质量越差" 而交流$ 协商和

管理的成本越高! 同时" 企业对于邻近

国家的政治$ 法律和金融环境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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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的信息有助于减少并购和经营子公

司的成本! 因此" 我们可以预期本国和

东道国的地理距离越远" 其双边的跨境

并购活动越少! 事实上" 研究结论证明"

并购活动确实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但

仅仅适用于 .南#南/ 型并购活动! 交

易成本的假设对于 .南#北/ 型并购并

不适用" 因为相关的地理距离变量在统

计上并不显著!

这一结论表明" 新兴市场企业在对

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投资时" 基本上

集中于邻近国家! 并购$ 重组和管理海

外资产遇到的困难实际上都与信息获取

和传递的障碍有关" 这严重降低了距离

较远国家在并购选择中的吸引力! 相比

之下" 因距离而产生的诸如信息和交易

成本的问题并不会显著影响 .南#北/

型并购! 这不仅仅是因为发达国家法律

和经济体系较为完善" 还因为新兴市场

企业管理经验也更适应复杂的国际业务"

另外" 这与发达国家便利的信息渠道是

分不开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消除

并购和重组中可能出现的障碍! 综上所

述" 关于制度和地理距离的相关结果表

明" 针对经济$ 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的

投资 %经济迅速发展的征兆& 能够显著

提高一个新兴经济体内企业国际化的程

度" 进而有力推动该国经济的发展!

最后" 无论目标国是新兴市场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 技术成就###用一国的

专利数量来衡量###对跨境并购都无显

著影响! 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倾向于

垂直整合" 即对产业链上游资产或下游

资产进行并购! 因此" 企业通常已经掌

握了相关技术" 技术创新和转移活动对

新兴市场企业的并购行为影响不大" 这

解释了发达国家方程中专利数量变量不显

著的原因! 事实上" 技术成就对 .南#

南/ 型并购存在负面影响! 这表明" 企业

进行海外扩张的动因除了技术因素之外"

还是为了学习经营和管理经验" 以便在全

球范围内开展更广泛的垂直兼并业务!

注释#

&.全球化战略的相关文献重点分析了这种分段

投资的实际选择! 初始的绿地投资是了解当

地经济的有效途径! 假设需求$ 技术进步$

地理和其他不确定性问题都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得到缓解" 后续投资可以通过扩展初始项

目的范围和深度建立起长期的海外业务!

G?I6F和5AJD:>%"##-& 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

论依据" 而OD:?7ZCDF和4AI:X6%"#&#& 提供

了实证分析!

".相比之下"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M̂P4

成员国每年的私人部门资金占总研发投资的

比重为 '&)#-()!

(.此处的 .居民/ 定义为企业$ 个人$ 大学和

政府!

*.该图与绿地投资的情况非常相似" 前十名的

国家基本没有变化!

'.与来源国的数据不同" 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

的目标国差别很大!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绿地

投资在其中占据多数" 而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是主要的投资目标

国! 最近几年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埃及$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利比亚$ 马来西

亚$ 尼日利亚$ 沙特阿拉伯$ 泰国$ 突尼

斯$ 乌克兰和越南等也吸引了大量的绿地投

资" 不论从交易数量还是交易额来看" 都是

这样!

-.近期在该行业的代表性交易包括) 印度巴蒂

电信 %;9@A6_FOZ6D7AUAD7CJ& 从科威特投资局

%]? 6̀A7;9XCF7KC97U?7Z:DA7>" 最大的股东&

收购了j6A9 USDAE6公司! 俄罗斯政府收购了

印度的 [AF7CK6[Z>6K/CJC[CDXAECF公司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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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股权* 中国移动公司收购了巴基斯坦的

16I7CJ公司!

,."#&#年" 韩国国家石油公司通过本国 ' 家

银行的融资启动了该国第一次雄心勃勃的

跨境收购计划" 目标是英国丹纳石油公

司!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了阿根廷ODA@L

6F公司 '#)的股权!

$.例如" "#&#年 ,月" 中铝公司着手用 &(.'

亿美元收购力拓公司西芒杜铁矿项目 '#)

的股份! 巴西淡水河谷钢铁公司用 "' 亿

美元收购几内亚另一家铁矿石公司 '&)的

股权!

%.从行业分类来看"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交

易的最大区别在于房地产行业的不同比

重" 绿地投资总额的 "')投向了房地产

业" 而在跨国并购交易中" 房地产业几乎

是微不足道的! 这个现象主要源自中东和

亚洲地区企业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

&#.虽然大部分的绿地投资流向了其他新兴市

场" 但这部分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邻近的

地理区域内!

&&.塔塔钢铁集团 %/676[7CCJ& 与巴西 P[8

26769 /676公司经过激烈竞价之后" 成功

收购德国的钢铁制造商康力斯" 当时塔塔

集团的主席解释说) .如果收购失败" 就

不再只是我们集团的问题" 整个国家都会

因此失望! 所以" 我们一方面希望维护股

东的利益" 另一方面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GC6Z>" "##,&

&".历史上" 大多数对低收入国家 %G;P& 的

跨国并购投资都来源于发达国家! 多数相

对较大的跨国并购投资的目标 %刚果共和

国$ 加纳$ 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

主要依赖的是来自 .北方/ 国家的资金流

入! 相比之下" 对规模较小的并购目标而

言 %比如" 马拉维$ 缅甸$ 吉尔吉斯斯坦

和津巴布韦&" 区域内的收购者扮演了更

重要的角色!

&(.这一转变在附录 "."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 年上半年" %<### 家新兴市场

企业自身或其子公司进行了并购交易" 目

前" 其中有 ('" 家实现了在欧美证券市场

跨境上市!

&'.巴西和韩国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但是每

个国家的融资都集中于少数几个企业!

&-.&%%' 年以来" 俄罗斯企业在 G[M融资市场

上占有重要份额" 主要来自钢铁制造业和

采矿业 %G[M在这两个行业的国际融资市

场上长期享有盛誉&!

&,."#&# 年的前十个月" 中国企业在中国的交

易所融资约 &<,"# 亿美元" 而 "##$ 年全年

的融资总额不过是 &<### 亿美元!

&$."##, 年" 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 %i:DJ@

0C@CD67A:9 :SMHEZ69aCF& 的统计" &%%( 年

建立的印度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虽起步较晚"

但现在其扩张速度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

&%."#&# 年" 印度和新加坡的证券交易所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在该备忘录下开发

新的合作领域" 包括设法推动在交易所内

的跨国投资!

"#.最近几年亚洲经济体间不断扩展的自由贸

易协定表明该地区国家间贸易联系愈发紧

密!

"&."#&# 年 &# 月"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5o&

对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U[o& 提出收购

报价" 该交易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利益考量"

旨在与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进行竞争 %利

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在债券和多种衍生

品交易上的相对优势&" 并鼓励现有上市公

司在合作交易所进行跨境上市!

""."##$ 年德国和印度的证券交易所达成协议"

共同简化各方企业进入对方交易所融资的

程序! 德意志交易所集团还收购了孟买证

券交易所 ')的股份" 双方关系因此变得更

加紧密!

"(.美国国内的新兴市场企业和欧元区企业存

在很大差别"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

者对融资者的偏好特点! 如果美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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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投资者相比更加注重收益而不是质

量" 那么即使息差更高" 美国的投资者仍

更偏好高风险的企业!

"*.数据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 并将债券按

照月$ 季度或年等有效周期进行了分类!

注意) .债券发行的本国/ 是指发行人母

公司的国籍或者是担保人的国籍 %对担保

债券来说&!

"'.由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标 %i5;&

包括了 - 个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指标) 言

论和问责机制$ 政治稳定和打击暴力$ 政

府效率$ 监管水平$ 法律制度和腐败控

制! 这 - 个指标取值范围在\".'#".' 之

间" 数值越高表明政府表现越好!

"-.与跨境投资组合流动和银行资本流动相关

的议题不在此考虑范围" 比如关于通过引

入托宾税 %/:NA9 76H& 打击短期投机资本

流动的建议" 还有在危机时期是否应该实

施资本管制的争论!

",.在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

论) 如果商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或者与几

个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 那要比多边协商

简单许多!

"$.这种安排对多边主义到底是有利还是有

害" 取决于很多因素" 包括选择的保护结

构%UaZA:9$U97DpF和 =CJRK69" "##,* ]CKR

和i69" &%,-&$ 国家不对称性 %5:>6J和

b:FZA" "##-* [6aaA和 gAJ@AT" "#&#&$ 多边

制度支持 %B6aaA" &%%%& 和政治经济考虑

% D̂9CJ6F" "##'& 等! 实证研究表明" 对

于自由贸易优惠可能会妨碍多边主义的担

忧是毫无根据的%MF7CX6@C:D@6J$ 0DC?9@ 和

D̂9CJ6F" "##$&!

"%.换句话说" 广泛的双边投资协定可能是唯

一在政治上可行的多边主义形式" 而且相

对于资金自给自足的情况" 这种次优选择

能够 创 造 更 多 的 社 会 福 利 % D̂9CJ6F

+"##$, 针对贸易自给自足做了类似的研

究&!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但

我们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义上的最优结果

%政治上可能是有效率的" 也可能是无效率

的&!

(#.即便 [6J6E?FC%&%%#& 在 "# 年前就已经指出

资本输出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议

关系越来越复杂" 但为双边投资协定标准

化所作的努力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6?X697%"##%& 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国家

试图通过调整本国引入 04;的相关规定来

限制04;的流入" 而这些国家的 04;流入

量占全球的 *#)左右!

(".过去几十年外国企业在主要交易所上市的

数量呈上升趋势" 这反映了交易技术的进

步和交易所之间竞争的加剧" 同时也表明"

企业希望通过在大型交易所上市来提升其

国际知名度" 为未来的跨国并购交易筹备

资金!

((.在 "##'#"#&# 年第二个季度间选择在伦敦

证交所另类投资市场 %G[M_FU;B& 上市的

"$' 个外国企业中" 有 &+(是在离岸司法辖

区组建的 %G[M另类投资市场监管相对宽

松" 且对小盘股和蓝筹股的信息披露要求

较少&!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 %即便作用有限& "

我们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引入一期滞后

变量后重新进行了回归! 结果所有的系

数都变化不大" 而且按照要求来说是有

效的!

('.为了检验结果的有效性" 模型还用特定行

业的增长率代替 541的增长率后重新进行

回归" 但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 因此未在

表中列出!

(-.如果涉及属地" 则使用属地的首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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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多极化

国 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模式决定了发展

政策的纲领和实施方式" 并直接影

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融资及其货币的稳

定性! "##$#"##% 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结构性缺

陷" 改革势在必行!

一系列重大议题摆在我们面前) 资本

账户开放$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

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模式###如全球

流动性的创造机制$ 国际收支调节和国际

储备资产类型! 这些议题都指向一个核

心) 我们是应该维持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任由其周期性阵痛" 还是应该建立一个全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顺应时代的潮流) 全

球正在形成多个增长中心" 跨国机构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

国际舞台上的声音愈发响亮! 全方面变革

呼之欲出" 过去经常采用的 .合作式渐

进/ %E::RCD67AXCA9EDCKC976JAFK& 已无法

应对经济多极化的世界所面临的各种货币

挑战!

站在 "&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畅

想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格局" 三大基本原

则已然成型) 第一" 新体系需要反映各国

经济实力的消涨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影

响" 包括这些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 第

二" 新体系不但要具备必要的制度机制促

进国际合作" 还要减少保护主义$ 货币战

争和政治冲突* 第三" 实现公平分配以满

足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发展需

求和发展目标! 尽管这些原则还需要很长

时间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政策决策和施

政纲领的一部分" 但其重要性已经开始彰

显" 因为市场全球化和工业全球化正在逐

渐加深各国的政治联系!

本章阐述了全球增长模式和财富消涨

的变化对未来国际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产

生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非美元货

币将成为国际储备$ 结算$ 收支和干预货

币" 本章将着重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机

理! 虽然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会面临

很高的政治门槛和市场门槛" 但一些新兴

市场国家货币正在逐渐克服这些障碍! 近

年来日益壮大的欧元已成为美元的主要竞

争对手! 新兴市场国家中" 中国的经济规

模和经济活力令世界为之瞩目" 中国的企

业和银行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地位也举

足轻重" 长期来看" 这些因素都将推动人

民币在未来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章的主要观点有)

!

!

!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是一个

以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

极化货币体系! 在这一情景下" 到

"#"' 年" 美元作为统治性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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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将终结" 与不断扩张的欧元

和快速成长的人民币一起作为三大

国际货币! 当然" 这一情景是否能

够实现还有赖于美国$ 欧元区和中

国这三大增长引擎在未来 &' 年中

的表现" 正如第一章描述的那样!

这三大经济体需要保持当前的增长

势头" 通过贸易$ 金融和技术促进

其他国家的发展" 从而也使其他国

家对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产生更多

需求! 此外" 中国和欧元区还需要

有效实施金融改革和结构性改革"

并根据人民币和欧元的国际货币身

份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 对于欧元区来说" 实现并巩固

单一市场的长期发展成果将成为其

改革的动力! 对于中国来说" 改革

主要是为了解决该国目前面临的严

重的货币错配问题" 因为中国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几乎都是以美

元结算!

以三种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

体系将比现行的美元主导的货币体

系更加稳定" 因为多极化体系能够

更加合理地分配最后贷款人的责

任" 以及在危机期间向市场提供更

多的流动性! 此外" 外汇储备多

元化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积累储

备" 降低这些国家因某一储备货

币贬值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多极

化的货币体系具有更高的合法性"

当然" 这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

件) 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能够

根据全球经济增长和投资控制全

球流动性" 这些国家能够保持其

双边汇率的稳定以及与其他国家

分享国际货币带来的巨大好处

###铸币税收入$ 低成本的国际借

贷$ 宏观经济自主性以及自由掌控

经常项目赤字! 自 "# 世纪 %# 年代

初期以来" 美国仅从国外的美元持

有者手中获取的铸币税平均每年就

有 &'# 亿美元* 欧元区自 "##" 年

欧元启动后才开始有铸币税收入"

平均每年 *# 亿美元! "#&# 年" 美

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国节省了大

约 $## 亿美元的借贷成本!

!

!

!两股相反的力量在左右国际货币合

作的方向) 一方面! 当前的国际政

治体系拓宽了国际货币合作的领

域* 另一方面! 全球经济力量随着

多极化发展趋势愈发分散! 使货币

合作更加困难! 在当前国际政治体

系下" 多个国家力量中心已经形

成" 不再由单一中心统治! 冷战时

期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格局如今已被

由经济利益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取

代! 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新秩序

下" 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度随全球化

进程不断加深" 从而要求各国加强

政策联系和国际政策合作! 各国政

府需要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共担

责任并维护体系的运转!

在 "##$#"##% 年金融危机爆发

之前" 国际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解

决宏观经济失调问题" 如汇率错配

和收支失衡! 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

以及汇率制度变得更加灵活" 国际

收支失衡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得到了

很大缓解" 政策合作的注意力开始

转向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的

政治因素! 对全球经济具有影响力

的国家必须意识到" 它们施行的各

项政策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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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效应! 因此" 各国中央银行应当

加强货币政策合作" 以保持金融稳

定和货币供应量的可持续增长! 如

果各国中央银行能够在这些目标上

达成共识" 并将目标传递给市场参

与者" 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减

少投机行为以及保持汇率稳定###

这将是国际合作的自然结果" 而不

是中间目标!

!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贫困

国家! 还将继续使用外国货币与外

界进行交易% 这些国家即便在多极

化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将面临汇率波

动风险! 多极化的全球经济并没有

消除汇率波动" 这将给对冲手段有

限的低收入国家造成很大影响! 事

实上" 由于主要货币发行国之间缺

乏协调合作" 汇率波动的风险可能

被放大" 不但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脱

离当前的困境" 反而使其在国际贸

易和金融方面的实力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进一步扩大" 而且在国际货币

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 然

而" 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货币锚或

货币联盟的形式钉住一种主要货

币" 那么其汇率风险就有可能降

低! 最理想的情况是" 多极化的货

币体系能够形成一套机制稳定货币

波动" 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各国中央

银行协同合作以及创造对冲工具来

实现###比如" 加强中央银行间的

互换合作以及发展特别提款权

%[42F& 私人交易市场! 此外" 同

样重要的是" 发行国际货币的好处

要让世界各国共同享有" 调节收支

失衡的责任也要由世界各国共同分

担###也就是说" 调节收支失衡并

不全都是最贫困国家的事情" 他们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他国货币也是无

奈之举!

国际货币的使用
一种货币要充当国际货币" 其前提是

除本国外的其他国家对这种货币也有需

求! 而对这种货币的需求又取决于这种货

币能否合格地履行国际货币职责" 在降低

交易成本的同时又能满足私人和官方持有

者对该货币保值增值的需求! 金融市场的

一大特性就是当一种货币被使用得越多"

其交易成本就越低" 流动性也越好! 因

此" 如果一种或几种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

使用" 其外部正效应就有可能产生均衡状

态 %=6D7K699" &%%$&! 事实上" 这种外

部性甚至能够产生多重均衡! 在某一阶段

历史环境下" 一种货币在较长时间内占据

着统治地位 %如 &$-##&%&* 年英镑统治

时期&" 但由于特定事件的发生" 主导权

又转向其他货币 %如 &%"# 年至今美元统

治时期&! 货币在使用中显现出来的这种

特性不断加强" 越来越具备类似规模经

济这样的网络化特性" 因此这种特性也

被称作网络外部性 %]A>:76IA和 iDAaZ7"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经济没

落后英镑仍然作为国际货币流通) 一种

货币一旦被广泛使用" 其所具备的职能

优势就很难被其他货币代替!

国际货币所具备的职能与货币的国内

职能并无二致) 计价$ 支付和价值储藏

%P:ZC9" &%,#* ]C9C9" &%$(&! 国际货币

是进出口贸易的计价货币" 是其他实行钉

住制的货币的汇率锚" 为跨境收支提供便

利以及作为国际资产和负债 %官方外汇储

备$ 私人债权和主权债务& 的记账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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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与国内货币作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

一样" 国际货币也可以作为不同交易货币

之间的 .媒介货币/ %XCZAEJCE?DDC9E>&"

使这些货币间的交易不再受双边市场流动

性不足的制约! 国际货币的这些职能正在

相互加强" 因为作为计价手段的货币往往

也作为支付手段!

国际货币的供给量取决于发行国政

府的货币政策安排" 其制度政策往往服

务于金融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

%/6XJ6F&%%&&! 此外" 一种货币在国际

上的价值还依赖于各种金融市场工具和

投资者的信心! 如果这些条件都得到满

足" 那么国际货币的供给量几乎是无限

的) 银行和以这种货币计价的国内外证

券创造出来的流动性可以满足使用者对

这种货币的需求! 反之" 如果国际社会

对一种货币的需求有限" 那么无论该国

如何推进这种货币的国际化都不可能成

功!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有几个前

提条件! 总的来说" 该货币发行国需要)

%&& 通货膨胀低而且稳定* %"& 拥有具

备深度和广度的开放的金融市场* %(& 在

世界贸易中占有较大份额 %对全球产出

的影响&

&

! 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比

较容易测量" 但第二个条件却缺乏评判

标准" 而市场状态往往也是决定一国货

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事实上" 通货膨胀和国际贸易左右国际

货币的使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专栏

(.& 梳理了过去 "### 年来三者间的消涨

历程!

对于持有国际货币的个人或机构来

说" 这种货币的吸引力取决于该货币相对

于其他货币保值的能力以及该货币本身具

有的购买力! 此外" 个人或机构持有的国

际货币余额在需要的时候还应该能够通过

各种金融工具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转换成其

他货币! 国际货币的使用量也与发行国的

经济规模有关"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

一" 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

话语权相对较高" 有助于该国在国际贸易

中使用本国货币" 而使其他国家被动地接

受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 第二" 经济大国

的国内金融市场往往也具备一定的广度和

深度! 总而言之" 各种经济因素相互交

错"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政治因素 %如军事

同盟和安全机制& 也决定着一国货币的国

际需求!

衡量国际货币的重要性

美元目前依然占据着全球统治货币的

地位! 但自 "### 年以来" 欧元在各种国际

金融场合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 尤其在

全球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以欧元计价的票

据更是迅猛增长 %见图 (.&&! 此外" 欧元

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日益上升并且

在外汇交易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媒介货币

的职能 %见图 (."&! '"##- 年全球发展融

资( %5J:N6J4CXCJ:RKC970A969EC"##-" 世

界银行" "##-& 曾详细介绍了这部分内

容!

但是" 虽然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

越来越高" 但美元的比重仍然是欧元的两

倍之多(

! 不过可以明显看出" 美元储备的

比重在过去十年中不断下滑" 从 "### 年的

,&)下降至 "##' 年的 -,)" 到 "##% 年为

-") %见表 (.&&! 其中" "##'#"##% 年

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欧元储备的增加" 欧元

储备从 "##' 年的 "*)上升至 "##% 年的

",)! 尽管当前许多国家都实行了浮动

汇率制度" 但这些国家仍然需要持有大

量储备货币以干预市场和应对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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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历史上扮演过国际货币的国别货币

!!根据史料记载" 古雅典于公元前 ' 世纪发行

的银德拉克马 %FAJXCD@D6EZK6& 可能是历史上第

一种流通于发行国国界外的货币" 后来又出现了

古罗马发行的金奥雷 %a:J@ 6?DC?F& 和银第纳里

%FAJXCD@C96DA?F&" 古雅典和古罗马的货币共同流

行了一段时期 %见图 O(.&.&&! 直到公元 * 世纪

初" 通货膨胀结束了罗马货币的统治时期! 长周

期通货膨胀从公元 & 世纪起就一直困扰着罗马帝

国" 使罗马货币不断贬值" 越来越不被外界接

受! 奥雷最终沦落为按自身重量计价而不再以铸

刻的 .面值/ 计价" 而且在罗马外更多作为商品

而非货币进行交易! 到公元 - 世纪" 拜占庭帝国

的金索利多 %a:J@ F:JA@?F& 开始成为国际贸易的

主要结算货币! 虽然阿拉伯第纳尔 %@A96D& 在公

元 , 世纪部分取代了索利多的国际贸易货币地位"

但不断贬值 %主要因拜占庭帝国大举融资& 的索

利多却一直在国际上流通至 && 世纪! 由于财政困

境" 阿拉伯第纳尔也从 &# 世纪末开始逐渐贬值!

!!公元 &( 世纪" 佛罗伦萨发行的弗罗林 %0A:DL

A9:& 开始在地中海沿岸的商业贸易中广泛使用"

直到 &' 世纪才被威尼斯杜卡托 %@?E67:& 取代!

公元 &, 世纪到 &$ 世纪" 由于荷兰在金融和商业

方面的强大实力" 使得荷兰货币占据了国际货币

的统治地位! 此时纸币已开始取代金属货币作为

国际货币流通" 但其背后却没有荷兰政府或其他

统一主权国家作为支撑!

直到 &% 世纪各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把黄金作

为储备" 黄金的替代物纸币和各类孳息存单才开

始成为储备资产! 这一发展进程与当时英国的崛

起有关" 英国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和服

务出口国以及最大的食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国! 从

&%世纪 -# 年代早期到 &%&*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前期" 约 -#)的世界贸易都以英镑计价结算!

在电信等信息技术创新的推动下" 英国银行

的海外业务不断拓展" 非英国居民间的商业往来

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英镑###英镑的国际流通范围

!!!

图-(%$%$&世界主要国际货币发展历史年

资料来源) 古典钱币集团有限公司 %PJ6FFAE6J8?KAFK67AE5D:?R" ;9E.&" Z77R) ++̀`̀.C9aE:KF.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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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续%

进一步扩大! 此后" 随着伦敦成为世界贸易商品

运输口岸和保险中心$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以及对

外投资国 %很大一部分长期证券以英镑计价&"

英镑的国际地位更加牢固!

然而" 到了 "# 世纪初期" 各国货币当局持有

的外汇储备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英镑所占的比重

下降" 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比重上升! &%&* 年爆

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方向" 英镑统治时代结束" 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

关系也土崩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

会曾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并在固定汇率制的基础上重

建国际货币秩序" 但这一体系只维持了几年时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国

际金融领域不断扩张" 美元也越来越多地作为计

!!

价单位和支付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固定

汇率制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 尽管这一

体系的官方储备资产 %和汇率锚& 名义上是黄

金" 但实际上美元却占据着统治地位! 至 "# 世纪

,# 年代早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因其固有的特里芬

难题而瓦解" 各个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

"# 世纪 $# 年代" 全球经济逐渐向多极化货

币体系发展" 德国马克在欧洲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 这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低而稳定* 政府公信力高* 广

阔$ 开放和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 差异化制造品

在德国出口贸易中比重较高! 随着 &%%% 年欧元诞

生以及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选择使用欧元" 美

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图 (%$&$)))#!"$" 年银行国际资产和已发行的国际债券所使用的计价货币 $百分比%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统计数据和债券统计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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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世纪 ,# 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固定汇率制结束以来" 全球外汇储备占

全球 541的比重增长了 * 倍" 从 &%,*#

&%,$ 年 的 (.') 上 升 至 "#&# 年 的

&*.')!

美元在外汇交易中的使用情况与外

汇储备类似" 也是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

有所下降! 从绝对值来看" 外汇市场日

均美元交易量约 (.' 万亿美元" 是欧元

交易量的两倍以上! 但美元的市场份额

日益下滑" 从 "##& 年的 *')下降至

"#&# 年的 *")!

除美元和欧元之外" 目前只有三种货

币能够真正称为国际货币) 日元$ 英镑和

瑞士法郎! 但这三种货币在国际市场的使

用量都很小" 而且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近

年来还在不断下降###其中部分原因是由

于日本经济增长缓慢造成的!

图 (.( 说明了各种国际货币的相对重

要性) 该综合指标是根据货币占官方外汇

储备比重$ 外汇市场交易量比重$ 国际间

银行拆借比重和流通中的债券比重计算而

得出的*

! %附录 (." 详细介绍了该计算方

法" 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 综合指标

显示" 欧元自流通以来其重要性上升了

&#)" 美元和日元则分别下降了 -)和

')" 英镑的重要性小幅增长! 此外" 指

标还进一步印证了英镑$ 日元和瑞士法郎

处于非主流地位!

根据全球货币需求量可以预测国际货

币的使用趋势! 把国际市场对不同货币的

需求汇总起来就得到了全球货币总需求"

货币总需求既包括国内需求又包括国际需

求-

! 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式 %实际货币余

额& 通常根据国内实际541和利率水平等

解释变量来计算国内货币需求! 但是一国

的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等国际交易可能

!!图 (%!&$))'#!""0 年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 分币种

$国内交易' 跨境交易和双边统计的净交易量%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基于国际清算银行 "#&# 年的数据估算!

注) 交易量包括即期交易$ 远期交易和掉期交易!

表 (%$&$))##!"") 年外汇储备币种分布情况 $百分比%

$))# !""" !""# !"")

所有国家

美元 '%.# ,&.& --.% -".&

欧元6

&$.' &$.( "*.& ",.'

英镑 ".& ".$ (.- *.(

日元 -.$ -.& (.- (.#

其他 &(., &.$ &.% (.&

发达国家

美元 '(.% -%.$ -%.( -'."

欧元6

&%.' &$.* "&." "'."

英镑 ".& ".$ "., ".$

日元 ,.& ,.( *., *.#

其他 &,.' &.$ ".& ".$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G

美元 ,(., ,*.$ -"., '$.'

欧元6

&,.* &$.& "%." (#."

英镑 "." ".- '.& '.%

日元 -.# ".$ &.' &.$

其他 ".$ &., &.' (.-

资料来源) "#&# 年 -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P̂ 0M2数据库!

注) 表中数据为各个币种占储备的比重!

6.&%%' 年的数据为德国马克$ 法国法郎和荷兰盾的比重之和!

N.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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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国际货币份额综合指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债券统计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数据库估算!

会使国内货币需求增加! 要量化推动国际

交易增长的各项因素" 首先要量化国际货

币需求量" 无论需求是来自国内居民还是

国外居民! 附录 (.& 详细介绍了这一计算

方法" "# 国集团的B" 需求量也是通过这

种方法得到的! 分析结果表明" 全球贸易

和资金流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 541增

长速度" 这对四种主要国际货币 %即 [42

的构成货币& 产生了不同影响! 欧元区对

B" 的需求量与贸易和资金流动呈正相关

关系" 而日本对 B" 的需求量则与贸易成

负相关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滞后

于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和贸易比重的

变化

!!由于国际货币在使用中存在严重错配

现象" 因此" 一种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

额变化并不能真实反映该货币发行国在国

际贸易和全球产出中的实力变化! 此外"

一国货币的使用量与该国在贸易和产出中

的重要程度也出现很大偏离! 图 (.* 表明

了 $ 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

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和占全球货币流通

的比重"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情形!

美国目前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低于中

国" 但中国的货币却几乎没有国际地位"

美元无论在储备方面还是在流通量方面都

远远高于人民币!

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巴西雷

亚尔$ 印度卢比$ 韩元和俄罗斯卢布###

的流通量近年来有所增加" 但这些货币在

全球货币市场中的作用还是极为有限的!

需要指出的是" 要评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

货币的国际化前景" 除上述几个方面因素之

外" 还应该考虑各国政府在推行本国货币国

际化方面所持有的政策立场和战略措施!

&%%% 年" 日本提出了 .面向 "& 世纪

的日元国际化战略/ 战略" 但像日本这样

的案例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刻

意地追求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 日本的

案例颇具启发性!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日本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资金交易日益频繁" 日

元在区域汇率政策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 但是日元始终没有完全国际化! 事实

上" 东亚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还是美元!

日元的国际化程度之所以与日本经济规模

不相匹配" 一部分原因是日本的制造企业

造成的! 这些企业为了避免汇率风险尽可

能使用与其交易对手相同的货币###美

元" 使得日元没有被大范围地使用! 此

外" ;7:等 %"#&#& 发现" 东亚各国施行

的外汇法规也阻碍了日元国际化" 使日本

对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不得不以美元计价!

从日本的经历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单独推

行货币国际化将遭遇重重障碍" 只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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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国货币占全球货币的份额与该货币发行国的贸易份额和经济规模的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处数据$ ;B0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和世界银行 '世界

发展指标( 数据估算!

在计价结算协议等区域合作基础上的国际

化战略才可能成功!

向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迈进
继英镑之后" 美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

国际货币" 而且这一优势一直维持至今!

美元的强势主要有几大原因) 美国经济的

规模$ 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影响力$ 美国

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见表 (."& 以及

国际市场上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计

价! 在战后大多数时期" 美国的货币政策

决定着全球的货币环境###驱动大规模资

金从美国流进$ 流出! 美国市场的流动性

也极为充足" 美元资产几乎可以随时以极小

的成本出售或变现! 由于这些原因" 以美元

计价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的政府债券以安全性

著称" 并长期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国际货币能够给货币发行国带来可观

的收益" 尤其当国际货币纯粹是法定货币

时更是如此! 法定货币的面值由发行政府

规定" 其背后并没有黄金或其他实物资产

作为支撑! 美元正是这样的货币" 持有美

元实际上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息贷

款! 此外" 由于外国政府需要将以储备形

式存在的美元资产运用出去以获取收益"

因此" 美国借款人需要支付的利率也相对

较低! 国际货币 %美元和欧元& 的这两大

优势给货币发行国带来的好处不容小觑!

近年来" 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收入颇为可

观" 美元每年可以给美国带来大约 %## 亿

美元铸币税收入 %自 "##, 年以来&" 欧元

则给欧元区带来约 "## 亿美元铸币税收入

%见专栏 (."&! 国际货币发行国还拥有一

项潜在优势" 那就是当该国可以自由调节

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国际收支赤字"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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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处于增长极的

国家和地区

股票市场 资本市场

市场资本总价值 $!"") 年%

资本市场

交易量6

交易量 $过去

$! 月的累计数%

国内债券&

已发行总额N

国际债券&

已发行总额E

十亿

美元 排名

资本总价值

占541份额 百分比 排名

十亿

美元 排名 十亿美元 十亿美元

欧元区 # # # # # # # # #

美国 &'<#,, & &#-.$ (*$.- & *-<,(- & "*<%,$ -<-,'

中国 '<##$ " &#,.% ""%.- ( $<%'- " &<*,$ '"

俄罗斯 $-& &* -%.$ &#$.' &$ -$( &' '& &(-

英国 "<,%- * &"$.* &*-.* - (<*#( * &<&%* "<$'(

日本 (<(,$ ( --.- &"$.$ && *<&%( ( %<,-* (-*

巴西 &<&-, &" ,(.# ,(.% (" -*% &- ,$, &'&

加拿大 &<-$& , &"'.& %".* "" &<"*# &# %'" '%#

澳大利亚 &<"'$ &# &"-.' ,$.$ (# ,-" &* %#& '"(

印度 &<&,% && %&.* &&%.( &" &<#$% && -'" **

韩国 $(- &' %%.' "(,.- " &<'$" - &<&*& &"'

土耳其 ""- ", (-.- &*&., $ "** "* ""' '"

墨西哥 (*& "# ($.$ "-.% '( ,, (& (%* &#(

波兰 &(' (( (&.& *%.' *& '- (' &%# ''

沙特阿拉伯 (&% "& $&.( &&%.( &( ((, "& # &(

阿根廷 *% t*# &-.# '.* ," ( t*# ', '#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挪威 "", "- '%." &*#.( % "*$ "( # &$#

瑞士 &<#,& &( "&-.$ $".( "' ,%- &( "'' *"$

马来西亚 "'- "' &(".*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国际清算银行" 标准普尔全球股票市场手册 %[769@6D@ 31::D_F5J:N6J[7:EI B6DIC706E7N::I&!

注) #没有数据!

6.各个市场的比重的计算方法是) "##% 年各个市场成交量 %折美元& +"##$#"##% 年资本市场平均成交量 %折美元&!

N."#&# 年 ( 月各国在国内市场发行的以本币计价的债券$ 中期票据$ 商业票据$ 国库券以及其他短期票据!

E."#&# 年 - 月各国在国际市场发行的以外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和票据!

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 当然" 这项优势很

难量化" 而且也要付出代价! 如果该国的

金融失衡积重难返" 那么在未来可能会引

发更严重的危机!

由于投资美国市场便捷安全" 全球大

量资金逐渐向美国汇集) 外国居民投资于

美国公司$ 房地产$ 资本市场和政府债券

的价值总额几乎相当于 "##$ 年全球 541

%不包含美国& 总量的一半 %见图 (.'&!

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外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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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货币国际化的收益

!!国际货币可以给货币发行国###目前来看主

要是美国和欧元区###带来许多好处! 尤其当这

种货币被大范围使用时" 发行国一方面可以从货

币流通中获取铸币税收入" 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将

这种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外国持有者手中获得低

息借款! 图 O(.".& 表明了这些好处给货币发行

国带来的价值! 此外" 国际货币发行国还享有一

些很难被量化的优势" 举例来说" 这些国家可以

用本国货币对进出口和资产负债进行计价" 从而

避免了汇率波动的风险!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项下的储蓄 %以

无息货币的形式存在的那部分" 不包括有息证

券& 减去美元流通的成本就是美国的铸币税收入

%5:J@NCDa" "#&#&! 从美联储持有的债券来看"

美国政府的债券组合的平均期限从危机前的 ( 年

上升至 "##% 年后的 ' 年! 用 ' 年期的美国国债收

益与外国持有的美元存量 %约美元总量的 -*)&

相比" 我们可以算出" 自 &%%# 年以来美国平均每

年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中获得的铸币税收入约

为 &'# 亿美元 %"#&# 年只有 &"# 亿美元&!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降

低了美国借款者的借贷成本! 这是因为外国对美

元资产有较大需求! 麦肯锡 %BE]A9FC>3P:KR6L

9>&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由于外国政府愿意购

买美国国债" 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因此降低

了约 '##-# 个基点 %4:NNF等" "##%&! 假设按

'# 个基点计算" 考虑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应付

息负债存量" &%%##"#&# 年间美国借款人每年节

省的资金成本约 ((# 亿美元 %"#&# 年为 $&# 亿美

元&!

同样" "####"##% 年间" 欧元区平均每年从

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中获得的铸币税收入约 *# 亿

美元! 而且与美元情形类似" "#&# 年欧元区铸币

税收入也有所下降" 只有 "( 亿美元" 这主要是因

为欧元利率下调造成的! 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持

有的债券的平均期限为 ( 年" 约 "#)的欧元货币

流通于欧元区之外 %MPO" "#&#&! "####"##%

年间" 欧元区借款人每年节省的资金成本约 %# 亿

美元!

图-(%!%$&国际货币给货币发行国带来的收益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彭博社$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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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年间外国居民持有的美国资产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数据$ "#&&

年格罗利尔电子出版公司 %5M1"#&&& 数据和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估算!

的财富价值" 进而影响其开支! 此外" 国

外持有的美元资产中有 %')都是以美元计

价" 使得外国投资者陷入两难境地! 单独

的外国投资者希望进行分散化投资以降低

资产组合的风险* 但作为一个整体" 投资

者又有强烈动机持有美元资产以避免美元

贬值给他们造成损失!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就是美国对其他

各国的净负债! 尽管从 &%** 年 %布雷顿

森林体系成立& 到 "# 世纪 -# 年代中期美

国的经常账户大体保持平衡" 但从 &%**#

"#&# 年这一区间来看" 美国的经常账户有

一多半时间都处于赤字状态" 而且自 &%%"

年以来年年如此! "# 世纪 ,# 年代中期"

美国的资源供给与对外承诺之间的平衡被

打破" 贸易账户开始恶化" 赤字迅速上

升" 到 "##- 年已高达 $<*## 亿美元 %见

图 (.-&! "##$#"##%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

之后的经济衰退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有所

下降" 但 "#&# 年仍然高达 *<$## 亿美元!

但出乎意料的是" 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

并没有让世界抛弃美元" 反而对美元资产

的需求更加旺盛!

然而" 我们也要看到" 美元作为主要

储备货币也面临着来自其他货币的挑战

###欧元和人民币$

! 欧元区和中国的产

出水平和贸易量都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

图 (., 给出了这三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

易集中度!

美国$ 欧盟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通常与

这三大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最多! 而这三大

经济体在国际领域都有各自的延伸范围"

成为其他地区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比

如说" 许多非洲国家与中国之间有大规模

的贸易往来!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中

国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比美国和欧元区高出

')" 而且在未来几年里" 中国还将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中国的经济形势很

可能使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抗衡的储备货

币! 美元只在其他方面###如经济金融发

展程度和金融市场深度###还保留着一定

的优势" 使其继续作为国际货币使用!

欧元不断国际化的前景

欧元在诞生后的 && 年里逐渐成为美

元的有力竞争对手" 在全球债券市场中以

欧元计价发行的票据也颇受投资者欢迎!

由于欧元区成员国之间不再有汇率风险"

以欧元计价发行的债券就有了广阔的单一

市场" 不但吸引了大批欧元区及其周边国

家的政府和私人借款人" 还引来了巴西$

中国$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

市场经济体的投资者! 欧元债券市场逐渐

扩大" 如今在规模$ 深度和产品种类等方

面都可以与美元债券市场媲美! 此外" 欧

元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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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美国的国际收支

注) &%-# 年之前的海外费事支出数据为净军费支出! 外国援助数据为 &%%&#"##, 年间的数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美国商务部 %经济分析局&$ 美国援助绿皮书 %m[U;45DCC9N::I& 和剑桥大学 %美国历史统计& 的

数据估算!

"#&# 年 - 月底" 全球流通在外的欧元债券

和票据约有 &&.& 万亿美元" 占全球总量

的 *') %见表 (.(&" 而相应的美元证券

只有 &#." 万亿美元! 然而" 虽然欧元区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发行的欧元债券规模颇

为可观"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行量赶

得上美元债券###这是欧元国际化面临的

最大障碍" 而且 "##$#"##% 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元的实

力!

金融危机令欧元区留下了许多后遗

症" 其中" 最严重的就是一些欧洲国家的



!!!

图 (%0&!""##!"") 年间& 中国' 欧盟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集中度地理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B0'贸易方向统计(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估算!

注) 国家"相对于国家或者地区D的贸易集中度的计算公式为)

);

"D

h

%"向D的出口n"从D的进口&

"的贸易总额
u&##

其中" Dh 3中国" 欧盟" 美国4" "h所有其他贸易伙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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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间发行的国际债券 $按币种划分%

万亿美元

$))) !""" !""$ !""! !""( !""+ !""# !""* !""0 !""' !"") !"$" 年 * 月

美元 ".- (.( (.% *.( *., '.& '.- -., ,.% $.- %.$ &#."

欧元 &.- &.% ".* (.' '.& -.' -.- $., &&.# &&.* &".$ &&.&

日元 #.' #.' #.' #.' #.' #.' #.' #.' #.- #.$ #., #.,

英镑 #.* #.' #.- #., #.% &.& &." &.- &.% &.% "." ".&

瑞士法郎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 "*.'

美元占总量的百分比 *%.- '&.* '".& *,." *&.( (,.$ (%., (,., (-.* (,.* (,.- *&.-

欧元占总量的百分比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各

界对欧洲单一市场运行机制的质疑" 要求

各国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合作 %OV96FF>L

f?VDV和O::9C" "#&#&! 这场危机迫使欧

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比如" 欧洲中央

银行 %MPO& 通过证券市场计划 %[CE?DAL

7ACFB6DIC71D:aD6K& 干预二级市场购入问

题国家的债券" 以及建立欧洲金融稳定基

金 %M?D:RC69 0A969EA6J[76NAJA7>06EAJA7>"

M0[0&! 这些举措试图为身陷债务泥淖的

国家提供暂时性担保" 以及维持整个欧元

区的金融稳定! 但这有违欧洲中央银行的

法律规定###禁止向成员国政府提供紧急

援助! 为了绕开欧盟委员会" M0[0利用

自身可以发行债券的权利在欧元区成员国

的担保下发行了近 *<*## 亿欧元的债券"

以筹集资金借给遭遇债务危机的成员国!

除了M0[0的救助之外" 欧洲金融稳定机

制 % M?D:RC69 0A969EA6J[76NAJA7>BCEZ6L

9AFK" M0[B&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L

7CD967A:96JB:9C76D>0?9@" ;B0& 也提供了

部分资金支持!

由于 M0[0 %将于 "#&( 年到期& 和

M0[B的援助行动" 欧元公债市场的流动

性更加充足" 债券的到期期限选择面也更

宽" 这又反过来提高了欧元作为国际货币

的吸引力! 但 M0[0的规模远远小于流通

在外的欧元公债的规模 %截至 "#&# 年约

为 '.* 万亿欧元&" 不过从 "#&& 年年初的

情况来看" 欧洲各国都将援助资金视为最

后的依靠" 不到万不得已 %爱尔兰于

"#&# 年 && 月接受了援助& 不会轻易动用

%2C?7CDF" "#&#&

%

! "#&& 年 ( 月召开的欧

洲峰会高度评价了 M0[0的有效性" 但同

时也限制了该基金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政府

债券" 将这一职能留给欧洲中央银行! 此

外" 由于救助重债国家而引发的道德风险

可能会完全抵消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带来的

好处! 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

推进" 各项改革最终将降低道德风险并提

高欧元的吸引力!

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

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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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 美国和英国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

资料来源) =AJaCD@7%&%*'&*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库!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中国政府发展国

内资本市场的决心以及实施资本账户自由

兑换的时间安排! 从贸易和宏观经济形势

来看" 中国已经部分具备了人民币国际化

的条件) 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多样

化的货物贸易形式以及低通货膨胀的宏观

经济架构! 中国当前在全球制造品出口市

场中的地位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十

分相似&#

" 当时英国在制造品出口中的份额

正日益下降 %见图 (.$&! 但从其他方面来

看###如金融市场的开放性$ 深度和广度

###人民币距离国际货币还有很大差距!

目前" 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人民币成为

国际货币" 货币兑换性受限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经常账户贸易项下 %货物和服务收支&

的人民币已经可以自由兑换" 但资本账户

下资金的流入流出还受到诸多限制! 外国

居民和中国居民持有的人民币 %外国居民

可以通过经营设在中国的附属机构获取人

民币& 可以自由兑换成外币流出境外! 但

外国机构却不能用人民币自由兑换成本国

货币! 此外" 金融市场不完善也是人民币国

际化的绊脚石! 国内债券市场仍然处于欠发

达阶段" 当然" 政府债券和国有企业

%[ M̂F& 债券除外! 中国的银行体系也在政

府控制之下" 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有着浓重

的行政色彩" 始终保持一定的利差!

不可否认" 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制约

了人民币走出国门" 但中国政府近年来积

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举措也取得了

一定成效! 中国实施的 .有管理的国际

化/ 战略 %BEP6?JC>" "#&&& 包括两个方

面的内容) 一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二

是在跨境贸易中鼓励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从这些举措来看" 中国政府希望以中国与

周边国家的跨境贸易为纽带" 首先在区域

内推行人民币! 为此" 中国于 "##% 年 ,

月开始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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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主要为东盟国家及港澳地区! "#&#

年试点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中国境内的

"# 个 省 市 自 治 区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N&! 该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达到

'<#%% 亿人民币 %约 ,'# 亿美元&" 不到

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量的 ()!

此外" 中国政府还务实地进行制度创

新" 在保持资本管制的同时" 逐步发展人

民币离岸市场! 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满足

非中国居民对人民币金融资产 %包括人民

币证券和银行产品& 的需求! 中国政府目

前已允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离岸债券 %又

称熊猫债券&! 一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

国公司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如亚洲开发银

行$ 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已经开始筹划发行人民币债券! 截至 "#&&

年 & 月" 中国政府共发行了 &*# 亿人民币

%约 "# 亿美元& 债券" 中国企业共发行了

*-# 亿人民币 %约 -,.* 亿美元& 债券

%4C6J:aAE4PB分析报告&!

随着香港人民币存款利率和人民币汇

兑管制的逐步放松" 人民币银行业务自

"##$ 年起开始蓬勃发展! 此外" 中国人民

银行还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

互换协议 %见图 (.*&! 其中一些协议是

在清迈倡议&&的框架下达成的" 旨在进一

步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并最终创立亚元!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 中国外部账户的

汇率敞口也促使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人民币

国际化! 换而言之"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

为了发展国内资本市场" 也是为了解决资

产负债头寸中存在的严重的货币错配问

题" 因为中国外部账户的记账货币并非人

民币 %见表 (.'&! 截至 "##% 年底" 中国

以人民币计价的借款总额还不到其在外发

行的 (<%&#亿美元外债的 &+*" 以人民币计

价的贷款总额只占中国国际贷款额的 ()!

由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占国际贷款的比

重很低" 因此" 在 "##, 年年中之前" 中国

只能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外国债券" 直到

"##,年政府和商业借款人才可以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与中国正好相反" 美国无论是贷款给

其他国家" 还是从从其他国家获得借款几

乎都以美元计价) 截至 "##% 年底" 美国

对外界的负债总额 %不包含衍生品& 的

%')都是以美元计价! 美国发行的国债全

部以美元计价" 美国企业从国外借款大都

以外币计价! 截至 "##% 年底" 美国在外

发行的 ".$ 万亿美元的公司债中约有

$<'## 亿美元 %总额的 (#)& 的债券是以

欧元为主的外币计价! 资产方面" 截至

"##% 年底" 美国 &*.% 万亿美元的对外债

权 %不包含衍生品& 中约有 *()是以美

元计价!

因此"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速度很

快" 但仍然任重道远! 要使人民币更具有

国际吸引力 %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 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拓宽国内债券市场$ 实

施人民币全面可自由兑换$ 加强金融领域

!!

表 (%+&截至 !"$"年 0月已经签署的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

协议签署日期 签署方 互换额度 $十亿人民币%

"##$ 年 &" 月 &" 日 韩国 &$#

"##% 年 & 月 &# 日 中国香港 "##

"##% 年 " 月 $ 日 马来西亚 $#

"##% 年 ( 月 && 日 白俄罗斯 "#

"##% 年 ( 月 "( 日 印度尼西亚 &##

"##% 年 * 月 " 日 阿根廷 ,#

"#&# 年 - 月 % 日 冰岛 (.'

"#&# 年 , 月 "( 日 新加坡 &'#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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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截至 !"") 年年底& 美国和中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币种安排

万亿美元

美国 中国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和存款) &".-& -.*( 负债和存款) #.(%& #.'%

!其中) 以美元计价 &&.,' '.'* !其中) 以人民币计价
#.#%

N

#.#&

E

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 $.#( 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

#."$

@

!其中) 以美元计价 '.&" #.$- !其中) 以人民币计价 &.&, #

国际储备) #.* 国际储备) ".*'

!其中) 以美元计价 # !其中) 以人民币计价 #

衍生工具 (.($ (.'& 其他 #.#, #.&*

总计) "&.&" &$.($ 总计) &.-* (.*-

!其中) 以美元计价6

&-.$, -.(% !其中) 以人民币计价 &."- #.#&

美元比重6

%'.&) *(.#) 人民币比重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委员会$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美国财政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

金融统计( 数据库 %;B0;0[&$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 国际清算银行$ 全球数据公司 %4C6J:aL

AE& 4PB分析数据估算!

注) 6.不包括衍生工具!

N.截至 "##% 年年底" 中国约有 %## 亿美元的外国债券是以人民币计价发行 %占外债总额的 ')&!

E.该数据为 "##% 年年末香港地区的人民币银行存款" "#&# 年年末上升至 *"# 亿美元!

@.假设中国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流出都使用的是外币!

监管$ 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增加人民

币汇率的灵活性! 但这些改革工程浩大"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而且即便中国具

备了这些这些条件" 网络外部性也令人民

币无法迅速成为国际货币! 此外" 人民币

国际化前景还取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发展

方向###该进程是否会最终创立区域货币

来取代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国别货币!

知来者之可追# 对未来国际货

币体系的构想
在当前各方面的国际经济关系中" 货

币领域向多极化转变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最

大的! 在逐渐形成的多极化经济秩序中"

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引领全

球增长" 全球财富也将重新分配" 国际货

币关系将随着美元之外的主要货币的兴起

而改张易弦 %46AJ6KA和B6FF:9" "#&#&!

在 "##$#"##% 年金融危机前十年中"

新兴市场经济体持有的金融资产和财富持

续上升! 危机过后" 这一上升趋势预计将

持续至本书展望期 "#"' 年 %见专栏

(.(&" 从而使全球金融实力发生变化! 新

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和财富的增长主要体

现为官方资产和财富的增长" 如货币当局

持有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

! 官方储备增

长又促使这些国家积累了更多的主权财富

基金 %[i0F&

&(和其他国有资产" 如养老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国际金融多极化 #%)$$

!!!

!

专栏 (%(

!!

发展中国家外部资金状况的变化

!!随着多年的结构性改革$ 宏观经济绩效的提

升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 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金

状况出现很大改观" 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现今都

持有大量海外资产和投资头寸! &%%% 年" 全球外

汇储备约 &.$ 万亿美元" 其中" 发达国家就持有

&.& 万亿美元 %约占 -")&" 发展中国家的份额

只有 ($)! 十年后" 这一比例发生反转) 截至

"#&# 年底"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持有的外汇

储备约 '.* 万亿美元" 占全球 $.& 万亿美元外汇

储备总额的 --)! 与此同时"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私人企业持有的海外资产也大幅度增加" 主要得

益于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的蓬勃发展 %见第

" 章&!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富增长趋势预计将持续

!

至 "#"' 年末 %本书展望期&! 根据第 & 章的描

述" 新兴经济体将积累大量国际投资头寸 %见图

O(.(.&&" 其中以中国居首 %从 "##% 年占541比

重的 (')上升至 "#"' 年的 -&)&" 中东和东亚地

区经济体紧随其后! 马拉西亚和新加坡持有的净

外国资产将超过其541总量 %美国将是最大的借

款人" "#"' 年该国持有的净国际投资将是其 541

的\-%)&! 即便对政策重新进行调整平衡以限

制国际投资差距扩大" 但量化结果却基本保持不

变) 新兴市场经济体持有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在基

准模型和平衡模型中的数量差只有 &.- 万亿美元

%以 "##%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 约为新兴市场经济

体 541的 *.$)&" 资本积累速度也只有小幅

下降!

图-(%(%$&!""+#!"!# 年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变化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 上图标示的发达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元区成员国$ 日本$ 挪威$ 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 新兴

经济体包括)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捷克$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马西利格 %B6FZDCs& 经济体$ 墨

西哥$ 波兰$ 俄罗斯$ 新加坡$ 南非$ 泰国$ 土耳其$ 乌克兰$ 委
"

瑞拉! 净国际投资头寸的假设前提是以美元计

价的资产价格不变以及资本账户占541的比重不变" 以 "##* 年相对于 M̂P4出口国货币篮子的不变价格计算!



#%*$$ 国际金融多极化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图 (%)&隐含的美国财政收支和全球经济规模 $美元保持当前地位和多元化货币格局%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 年美国国会预算数据!

注) 美国财政余额走势图的假设前提是) 只有财政调整才会引起经常账户变动" 基于这一假设" 其他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 %官方资金

流动$ 净外国资产$ 净石油出口等& 不会使 "#&' 年及以后的走势水平发生偏离! 在美元保持统治地位不变的格局中" 各经济体的规模

与多元国际货币格局中的规模类似" 此处不再重复!

金和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

根据第 & 章描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

式的变化以及前面讨论的国际货币使用和

国际政策合作" 本书构想了三种未来可能

出现的货币格局! 这三种格局的假设前提

是) 主要货币之间自由浮动 %允许一定程

度干预& 以及资本账户开放! 以下是这三

种格局的具体情况)

!

!

!美元维持现状不变! 美元至少在

"#"' 年之前保持国际主导货币地

位! 这一格局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美国有效地控制了财政

赤字$ 中国和欧元区的货币国际化

进展缓慢&*

! 储备货币比重增减的

滞后性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将巩

固这一格局" 由于美国强大的地缘

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支撑" 美元将继

续作为国际货币 %4DCT9CD" "#&#*

MAEZC9aDCC9" "#&&* 1:FC9" "##$&!

在这一格局中" 美国经济将沿

着第 & 章描述的基准路径发展) 美

国成功地在中期和长期内改善了财

政环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PÔ , 预计 "#&& 年的财政赤字为

\%.$)" 但构想的基准情况下财

政赤字为 \$.")&

&'并实现了可持

续的经常账户平衡 %见图 (.% 的 6

栏&!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全球在

"#"' 年实现了多极化" 美国仍然

还是世界最大的产出国 %实际产

出&" 就像第 & 章指出的那样! 这

一发展趋势和货币使用的滞后性将

维持美元的当前地位!

!

!

!国际货币多极化! "#&&#"#"' 年

间" 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国

际主导货币的地位" 全球货币体

系呈三足鼎立之势) 美元$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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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元!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保持不变" 则很有可能成为亚元

主导货币! 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

进一步发展壮大以成为人民币国

际化的支撑" 中国政府也需要进

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性

以及对外开放以人民币计价的资

产! 这些举措都将提升中国的国

际货币地位" 使之与中国在全球

的贸易地位和经济产量规模匹配!

此外" 国际货币多极化还有一个

前提" 那就是欧元区能够通过有

效改革加强经济治理" 平稳渡过

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

正如第 & 章所描述的那样"

要形成这一格局就需要美国$ 欧

元区和中国在接下来 &' 年中引领

全球增长###这样才能限制瑞士

法郎和英镑的扩张" 令这些货币

始终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小角

色! 各 界 对 这 三 大 经 济 体 在

"#&&#"#"' 年间占全球 541比重

的预期也给这种三足鼎立的格局

提供了支撑 %见图 (.% 的 N 栏&!

第 & 章还指出" 美国的失衡局面

始终得不到有效扭转" 财政调整

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这一客观

事实削弱了美国的实力" 使欧元

区和中国与美国抗衡成为可能!

!

!

!单一多边储备货币! 在这一格局

中" 国际货币体系将以一种单一的

多边储备货币为中心" 这种货币由

世界各国共同管理而不受制于任何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世界各国首

先需要达成共识) 单一多边货币的

稳定性带来的收益大于维持这一储

备货币所需要的政策协作成本" 或

者说" 政策协作所付出的代价物超

所值! 现有的特别提款权很有可能

发展成为这种储备货币 %[7AaJA7T和

5DCC9 6̀J@ "#&#&" 或者由较小范围

的成分货币构成的新的货币单位

%即对特别提款权的重新定义& 也

是一种可能! 这种货币的价值不是

由各国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决定

的" 而是由一个全球中央银行统一

计价发行!

这一构想是以政策协作不断加

强为前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深入发展" 多边主义将成为主流!

因此" 国际货币体系将脱离 &%,(

年至今的 .无体系/ %9:9F>F7CK&

局面" 走上由单一多边世界货币主

导的新道路!

这三种格局都面临一定的政策挑战"

只是程度不同! 如果美元维持现状不变"

那么世界将延续战后时期无体系的状态)

储备货币发行国缺乏动力调整货币发行

量" 而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加" 致

使美元极度短缺" 就像在最近一次危机

中表现出来的那样! 要出现这一局面就

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其他货币严重衰

退" 美国成功应对挑战! 然而" 造成全

球失衡的痼疾还没有根除" 金融危机随

时可能卷土重来!

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未来的货

币格局很有可能是多极化的货币体系"

这种格局下的全球经济环境将比第一种

情况更加均衡$ 稳定! 当然" 这种格局

也有内在风险! 不同货币联盟可能以损

害多边自由化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区域一

体化&-

! 事实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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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贸易的增长速度! 这一趋势可能

会削弱贸易自由化进程" 因为实现经济

繁荣不一定非得依靠全球自由贸易! 此

外" 在这种格局中" 包括低收入国家在

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与其他国家

进行国际贸易时" 并不会使用本国货币"

因此" 会暴露在汇率风险之下! 只有经

济规模大$ 流动性充裕的大型新兴市场

国家和地区才有可能享受作为国际货币发

行国的种种好处! 鉴于上述两种格局存在

的各种缺陷" 单一多边储备货币应由而

生" 以克服单独国家政策失调或汇率波动

等问题!

在未来 &' 年中" 实现单一多边储备

货币的可能性比前两种都小" 因为要实现

这一情形就要建立一系列管理国际流动性

和控制汇率波动的制度规则" 这可能需要

一直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国家交出货币控

制权&,

!

图 (%$"&$)+##!"$" 年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数量

资料来源) 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注册成员国数量!

世界多极化呼唤各国加强政策协作

本章描述的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出

现的三种格局都需要政策制定者加强跨国

政策协作" 降低全球经济危机给各国带来

的负溢出效应并确保经济的长期增长能

力! 在当前全球中期增长前景迷雾重重与

新兴力量中心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协作才

是关键! 政策协作有多种模式" 各种模式

的困难程度和有效性也不尽相同!

一方面" 各国可以通过特别会议和临

时协定" 修改相关政策以使其符合全球利

益 %即 .情景协调/ +CRAF:@AEE::D@A96L

7A:9,&! 另一方面" 各国也可以通过协作

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 减少恶

性竞争###即 .制度协调/ %UD7AF和 F̂L

7D>" &%$-&!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越

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国际组织" 机构

协作呈良好发展态势 %见图 (.&#&! 然

而" 由于当前各国的经济状况和政策目

标存在巨大差异" 使得跨国协作格外困

难" 而且新兴力量中心的崛起也成为了

跨国协作的障碍" 各国很难在最需要的

时候形成合力!

国家间经济状况和政策目标的差异

阻碍跨国协作

在缺乏集体行动激励机制的情况下&$

"

各国往往会出于自身需要制定单边政策"

最终导致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在

当前的环境下" 各国亟需加强制度建设"

为跨国协作奠定基础###比如" 扩大 5"#

的议题范围" 跟踪监测已达成的政策协议

的执行情况! 拥有众多成员国的国际机构

有助于保持各种论坛讨论议题的合法性和

连续性" 如5"# 会议!

图 (.&& 表明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

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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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部分现有和潜在的增长极国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差异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世界经济展望($ M̂P4和金融数据库 %4676F7DC6K& 数据估算!

注) 上图标示的所有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取自有统计数据的最后一年数据! 右图中的虚线并无实际意义"

只是用于标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情况!

异! 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两个特点) 一是

增长较快的潜在新兴经济体 %印度除外&

的财政赤字占其 541比例都比增长较快

的发达经济体低* 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增

长较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都远远高

于增长较快的发达经济体! 这两个特点折

射出当前全球失衡的局面###发展中国家

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帮

助其解决赤字问题! 但发展中国家自己融

资所须支付的风险溢价###信贷市场资金

紧张和金融市场欠发达的结果###却使得

这些国家的利率居高不下! 反观发达国

家" 由于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的商

品" 这些国家的物价始终在低位运行" 从

而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水平! 而进口的

廉价商品又能保证这些国家在进行高消费

的同时" 享受较低的名义利率!

即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愿意协商

解决这一问题" 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将使

得经济政策谈判举步维艰! 各国应该认识

到目前存在的巨大差异将制约全球经济发

展" 主要经济体也应该从共同利益出发"

放弃一些本国利益!

改善多极化世界的制度管理

模式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向多极化迈进" 各

国加强经济政策协作$ 改善国内政策的方

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首先" 政策制定者

必须考虑各国之间可能出现的外溢效应!

5"# 一方面积极制定指导框架" 希望通过

政策手段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而另一方面

又强调这些准则本身并不是目标&%

! 换而

言之" 5"# 希望全球经济实现平衡$ 强

劲$ 可持续的增长!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5"# 需要继续把目光放在各国的共同利益

上" 而不是考虑如何实施损人利己的政策

措施! 5"# 还需要使各国之间的协作制度

化" 充分调动机构内的专业知识和官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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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机构的机构记忆!

政策协作模式决定了各参与方能否

达成协议并维持协议! 专门的政策协作

显然无法解决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失

衡等问题" 无论是外汇市场干预 %如

&%$' 年的广场协议&" 还是调整宏观经

济或结构政策的临时性会议 %如 &%,$ 年

的波恩峰会& 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

需要建立透明的$ 可被广泛接受的经济

政策协作机制! 建立这样的机制就是向

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 但要设计适当的法律规则"

却也绝非易事!

目前至少有 ( 种政策规则可以减少国

家间的负外溢效应) 正当汇率行为规则*

国际收支头寸限额* 禁止各国实施以邻为

壑的宏观经济政策 %B6FF:9 即将出版&!

然而" 每种规则都有缺陷" 各国在相互合

作时" 需要克服各种冲突! 举例来说" 如

果各国希望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就会采取

各种措施阻止本国货币汇率升值" 结果导

致零和博弈的局面) 一国货币贬值就意味

着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 因此" 政策协作

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上述 ( 个变量赋予公允

价值! 以国际公共物品###即注重各国的

共同目标###为中心的政策协作是一条可

行之路! 倡导全球低通货膨胀$ 经济可持

续发展$ 汇率稳定和全球流动性充足容易

得到各国支持" 因为这四个目标能够使许

多国家从中受益! 5"# 目前取得的成功就

是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 而且所有国

家都一致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从各

国的共同利益出发###避免全球衰退以及

解决金融部门的结构问题!

各国之间的联系首先体现在各国对外

付款头寸的变化上! 因此" 可以把对外付

款失衡作为相关国家采取政策行动的触发

器 %见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1盖特纳在

5"# 会议上的提议"#

&! 在这一安排下" 一

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将被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内" 如541的 *)以内! 如果

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超出了这一范

围" 那么这个国家就要采取政策措施将盈

余或赤字拉回到允许的区间!

这一规则最初是为了控制 "# 世纪 $#

年代早期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日本的

经常账户盈余" 从而引起各界对造成经

常账户赤字和盈余的原因进行探讨! 总

的来说" 失衡是政府政策和私人部门行

为相互作用$ 错综交织的产物" 需要深

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判别是

否需要关注这些原因! 5"# 目前计划制

定 了 指 示 性 准 则 % A9@AE67AXCa?A@CL

JA9CF& ###而非目标###以判别哪些是

不可持续的失衡!

5"# 对成员国的政策施加压力 %即相

互评估程序& 的做法促进了国际政策协

作! 然而" 从目前各国在汇率水平和经常

账户失衡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可以看

出" 各国要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困难重

重" 因为这些问题不是零和博弈就是由以

邻为壑的政策所导致! 布雷顿森林体系曾

一度消除了这些分歧" 但这种机制在 "&

世纪初期已不复存在! 监管和专项政策

协作无法完全替代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

货币体系! 如果政策协作是以大多数国

家的共同利益为目标" 就容易得到贯彻

落实) 可持续发展$ 金融稳定$ 低通货

膨胀和汇率稳定! 5"# 最初取得的成功

正是建立在前两个目标的基础上" 而且

各国达成广泛共识) 只有相互合作才能

挽救遭遇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 各国需

要对这些目标做出长期承诺才能维持当

前的合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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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回顾历史" 一个国家在选择汇率制度

时" 往往需要考虑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

汇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美元挂钩!

随着多元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 选取哪种

货币###或者货币篮子###作为参考货币

就显得更加重要! 包括许多低收入国家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交易中仍将使

用外币" 继续暴露在汇率风险之下! 因

此" 这些国家在选择汇率制度时" 需要考

量许多因素) 本国经济的结构特点$ 汇率

制度的绝缘性能以及在既定选择下的政策

纪律 %0D69ICJ" &%%%&! 此外" 这些国家

还需要权衡盯住既定国际货币是否有助于

减少汇率波动!

脱离了相对固定汇率体系的国家的名

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波动幅度都将大幅增

加! 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

会遭遇剧烈的汇率波动" 尤其当主要国际

货币的汇率走势无序震荡以及这些国家的

对冲手段有限时" 这一情况会更加糟糕"&

!

如果多元国际货币制度下的波动率较当前

有增无减" 那么新兴经济体已经患上的

.浮动恐惧症/ %P6JX:和 2CA9Z6D7" "##"&

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要想成功实施浮动汇

率制度就需要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 培养

市场微观组织结构和金融机构" 这样才能

确保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世界银行"

"##-&! 事实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最不发达国家正是因为缺少这些核心要素

才不得不选择不同形式的钉住制 %见图

(.&"&" 而且即便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中

也仍将这样做!

但是" 从盯住由三种主要国际货币组

成的货币篮子得到各种收益与管理货币篮

子所需付出的成本###以及三种货币的最

优权重###相比" 两者孰轻孰重" 各界对

此莫衷一是! 而且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引导的去美元化盯住制###盯住其他国际

货币或者货币篮子###也将对整个体系产

生影响"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更是首当其

冲!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考

虑!

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多年来" 许多学者和官员一直在呼吁

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 %见 B?FF6$

O:?aZ7:9 和 ;F6D@" &%%-* X:9 0?DF7C9NCDa"

&%$(&" 探讨修订货币篮子以及特别提款

权的持有人和借款人应得到或支付的利率

水平! 比如" "##$ 年金砖四国 %O2;PF"

代表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提议鼓

励私人部门使用特别提款权" 并将特别提

!!

图 (%$!&!""" 年和 !"$" 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注) 上图是根据;B0%"#&#& 对汇率制度的分类定义而进行分类! 没有法

定的独立浮动区间的汇率制度属于硬盯住! "### 年的软盯住包括传统的固

定盯住汇率制$ 有波幅的盯住汇率制$ 爬行盯住汇率制$ 爬行带内浮动汇

率制和不事先宣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 年的软盯住包括传

统的盯住汇率制$ 稳定汇率制$ 爬行盯住汇率制$ 类爬行汇率制$ 有波幅

的盯住汇率制和其他有管理的汇率制! 浮动制包括浮动汇率制和独立浮动

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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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这一举措可以把

私人部门和官方特别提款权联系起来" 中

央银行可以与私人部门进行特别提款权交

易###比如" 可以用特别提款权进行货币

干预! 政府还可以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

的可交易的公债" 以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市

场流动性! 然而" 迄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采取了切实行动" 扩大特别提款

权在私人部门的使用范围" 而且目前官方

特别提款权的存量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只

有 *) %见图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B0& 负责定期

评估特别提款权的构成成分和使用规则!

;B0的最新报告称" 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

用范围可以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

一些问题 %;B0" "#&&&!

近年来全球流动性不断扩张" 使各国

的储备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一步挤占

了留给特别提款权的空间! 从世界各国

&%%% 年 %欧元诞生之年& 和 "##$ 年 %最

图 (%$(&$)0"#!"$" 年间特别提款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百分比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数

据库 %;B0;0[& 中的数据估算!

后一年可以得到足够多的国家的相关数

据& 储备对进口的比率来看" 储备量不足

( 个月进口量的国家大幅减少" 拥有相当

于 (#- 个月进口量的储备量的国家有所

增加 %见图 (.&*&

""

! 其中" 储备率最低

的国家中有许多都是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

几乎不用干预外汇市场" 而且在需要的时

候" 可以借得储备! 事实上" 在 &%%%#

"##$ 年这十年间" 储备率最低的国家中发

达国家的比例有所上升" 达到 -()! 新兴

市场经济体和日本的储备率最高" 因为这

些国家的汇率要么波幅很大" 要么被限制

在很小的范围内!

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特别提款权还无

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 但

是相关各方已经开始寻找国别货币的替代

物" 这可能会促使货币体系的管理方式逐

渐完善" 使这一体系更加稳定! 此外" 流

动性较好的其他国际资产也可以作为美元

流动性的补充" 把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流动

性短缺问题降至最低! 即便不大刀阔斧地

进行改革" 各国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

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

!

!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公债!

!

!

!建立私人部门特别提款权交易的结

算机制!

!

!

!调整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构成" 比

如" 将人民币或其他主要新兴市场

货币纳入其中!

!

!

!扩大官方特别提款权指定持有者的

范围!

!

!

!直接干预与特别提款权挂钩的金融

工具" 以提高私人特别提款权市场

的流动性!

此外" 特别提款权配额条款也亟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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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需要放宽特别提款权的约束条件" 使

之更加灵活* 允许;B0有条件地适当持有

特别提款权"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行或

赎回 %;B0" "#&#E&! 当然" ;B0的协议

条款也需要随之修改!

结论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 增

长模式$ 工业面貌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事务

的管理方式都将发生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对发展政策$ 议程的制

定和实际操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为了

给全球增长和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条件"

国际货币体系不但要向各个国家提供获取

国际资金的渠道" 还要确保各国货币的稳

定性! "##$#"##% 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国

际货币体系目前存在的许多结构性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呼吁对当前货币体系

进行改革" 以反映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

的地位!

但是" 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

!!!

图 (%$+&$))) 年和 !""' 年全球外汇储备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数据库中的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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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不同国家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地位

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千差万别!

无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B0在这

一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还是从长期运

行机制考虑" 这些差异都亟须解决!

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往

往滞后于这些经济体地位的上升! 没有任

何一个经济体的货币真正地实现了国际

化! 这一状况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出现改

观" 但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货币使用

的滞后性将成为新兴市场货币国际化的障

碍! 在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 已经在国际

上广泛使用的货币才最具吸引力! 中国政

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向国际化

迈进" 人民币在亚洲的使用范围将逐渐扩

大! 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人

民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中国需要开放

资本账户$ 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实

施国内改革以深化金融市场$ 增加金融市

场流动性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透明

度! 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地位还取决于许多

外部因素" 如清迈倡议倡导的多边化是否

最终会演变出区域货币" 这种区域货币是

区域中央银行发行的新货币" 还是由已经

存在的国别货币作为代替!

除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需

要审视本国货币国际化是否符合其最大利

益! 货币国际化虽然能为这些经济体开辟

新的资金来源$ 降低汇率风险" 但同时也

令其货币政策受到限制! 可能成为增长极

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机构组织$ 区域

联系和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衡量###之间

的差别很大" 货币国际化的利弊需视不同

经济体和这些经济体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

而定!

其实" 最有可能与美元在国际领域抗

衡的并不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

而是欧元###前提是欧元区能够加强组织

机构管理" 解决欧盟成员国面临的严重的

财政危机" 这一危机目前已损害到整个欧

元体系的信誉! 此外" 美国巨大的财政赤

字$ 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各界对美元继续贬

值的忧虑也拖累了美元" 使美元在国际货

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可是" 其

他货币对美元形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各

方的看法莫衷一是! 有观点认为欧元很快

将取代美元的位置" 人民币稍后也将成为

主要国际货币! 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 美

国的经济增长活力$ 金融市场的深度以及

拥有的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以及

货币使用的滞后性###将使美元继续屹立

在货币金字塔的塔尖" 至少在可预见的未

来仍将如此!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 年的

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出现三种格局) 一是

美元将继续保持统治地位" 没有任何其他

货币能真正与之抗衡* 二是国际货币体系

将演变为以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为核心的

多元国际货币体系* 三是以多边安排代替

国别货币###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

币" 以此增加全球货币的供给! 这三种格

局的都有各自的利弊" 而且实现的可能性

也不一样!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球 主 要 经 济 体 成 立 了 "# 国 集 团

%5"#&" 这一机构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

合作的主要平台! 5"# 目前取得的成功主

要是建立在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把金

融危机的危害降至最低$ 恢复全球流动性

以及改善金融监管! 5"# 不但要取代 5$"

还要超越 5$" 这样才能提高各国政策合

作的效率! 面对多极化发展的浪潮" 5"#

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 考虑是否需要加强

体系内的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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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促使各国中央银行加强了彼

此间的合作" 各国应当巩固中央银行在国

际货币领域所取得的合作成果! 全球已达

成广泛共识" 中央银行对维护金融稳定责

无旁贷! 由于各国间的金融依存度不断加

深" 各国中央银行应及时分享信息和进行

必要的协作!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可

以看出" 由于不能就合适的水平达成共

识" 各国间的汇率政策协作和国际收支政

策协作往往导致零和博弈) 一国的货币贬

值就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 一国的国际

收支盈余也昭示着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赤

字! 因此" 各国应围绕全球公共物品###

如可持续增长$ 金融稳定$ 低通货膨胀和

汇率稳定###展开政策协作才能取得更加

理想的效果!

附录

附录 (%$&全球货币需求决定了国际

货币的使用量

一个简单模型% 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

货币应该提高全球对以这种货币计价的资

金的需求" 这里所谓的全球需求既包括国

际需求又包括国内需求! 传统的误差修正

模型对交易目的的货币需求量假设前提

是) 货币余额* %取对数& 与价格水平 @

和实际 541$%@和 $取对数& 成正比"

与短期利率A成反比! 货币持有量收敛于

长期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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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如果发生了国际交易" 而且这

种货币为国际货币" 那么就需要增加变量

以反映这类交易的货币需求! 全球化提高

了国际交易占 541的比重" 假设交易形

式保持不变" 那么交易所需要的货币量也

随之增加! 用 B&表示全球出口占全球

541的比重" M&表示与全球出口相伴的资

金流量占全球541的比重! 用下标D区分

不同国家! 根据混合组均值 %1::JC@ BC69

5D:?R" 1B5& 估算法 %1CF6D69$ [ZA9 和

[KA7Z" &%%%&" 令不同国家的长期货币需

求系数 %7

&

" 7

"

" 7

(

& 保持一致" 只改变

短期调整系数和国际化程度 %以及常数

项&! 上述等式就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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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不

同国家的赋值不同! 变量 HF和 IF表示的

是全球交易量" 因此" 没有表示国家的下

标! 但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却会随着一国货

币占全球交易所需货币总量的比重的变化

而变化!

数据说明% 等式套用的数据为 &%%##

"##% 年间 "# 国集团的年度数据" 关于这

些数据有两点说明) 第一" 为了避免大规

模结构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使计算结果产

生偏差" 俄罗斯数据从 &%%- 年开始" 阿

根廷从 &%%" 年开始" 巴西从 &%%* 年开

始! 第二" "# 国集团中欧元区国家的 B"

数据为整个欧元区的 B" 数据" 而不是各

成员国数据 %&%%% 年之前" 这一数据是

根据 &%%% 年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的 B"

数据加总得到的&! B" 是反映货币供应量

的重要指标" 包括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

%B&& 再加上支票$ 活期存款和定期存

款! B" 的基准利率为 ( 个月美国国库券

利率或其他同等级别的金融工具利率!

衡量一国国际化程度的变量 HF和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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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方法是用全球出口除以全球 541"

但国际清算银行提出" 应该用全球出口以

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资金流量分别除以全球

541!

估算结果% 表 (U.& 给出了根据 1B5

估算法得出的初值结果" 各国的长期货币

需要系数都取相同数值" 只有国际化变量

数值因国家而异! 该表只对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的需求量进行了估算!

假如全球贸易和资金流量的增长速度

仍继续高于全球 541的增长速度" 我们

就能根据这一结果在大体上推测出国际货

币的未来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

将扩大欧元的使用范围" 在新增贸易中日

元比重下降" 美元比重上升"(

! 这一趋势

与日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下降和日元交

易量减少吻合 %见正文&! 事实上" 研究

发现" 日本出口商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出

口贸易时更倾向于使用进口国货币" 向其

他亚洲国家出口货物或服务时往往以美元

计价 %;7:等" "#&#&!

表 (7%$&全球对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的长期货币需

求预测

系数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英国

7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D

#.##&"

#.##&"

%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 估算系数下方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

表示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达到 &#)及以上!

附录 (%!&衡量国际货币使用量占比

的综合指标

正文中讨论了衡量一种货币国际化程

度的四个指标###储备$ 交易量$ 国际银

行贷款和国际债券发行量" 运用主要素分

析法给每一要素赋予相应权重就可以合成

单一序列综合指标" 并且序列中的公共方

差将被最大化! 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的第

一因素可以解释 %()的方差 %见表 (U.""

上半部分&! 其余没有保留的要素相互之间

以及与第一要素都形成正交! 这些要素几

乎无法解释方差" 因此" 根据保留要素的

标准 %单一要素的特征值须大于整体特征

值& 只需保留第一要素! 估算结果显示"

四个序列的第一要素权重 %或因子载荷& 几

乎相等###储备和贷款稍高" 国际债券权重

最低 %见表 (U."" 下半部分&! 根据这些权

重可以计算出主要素并对主要素进行重整"

从而对样本中的各个年份赋值求和! 图 (.(

给出了主要素综合指标的分布情况!

附录 (%(&特别提款权的发展历程

;B0于 "# 世纪 -# 年代创立了特别提

款权" 起初是为了解决美元作为主要储备

货币而引起的信任问题! 以特别提款权作

为国际储备资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特里芬困境和储备短缺问题! 特里芬困境

是伴随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而产生

的两难选择) 美国一方面需要保持经常账

户赤字" 向全球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而另

一方面美国的赤字又降低了美元的吸引力

并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承诺###美元可以

随时转换成黄金###产生质疑! 当 &%-%

年特别提款权配额法案获得通过时 %在

&%,##&%," 年间分三步实施&" 美国事实

上已经开始限制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

黄金* 如今各国政府持有大量美元"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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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不再像当时那样短缺! &%,& 年 $ 月

&' 日" 尼克松总统宣布全面停止美元和黄

金的兑换" 并启动了汇率制度改革! 但

是" &%,& 年 &" 月的史密斯索尼安协议

%[KA7ZF:9A69 6aDCCKC97& 推出的一些列汇

率平价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被

&%,( 年 ( 月的浮动汇率制度所取代!

;B0协议条款的第一修正案创立了特

别提款权" 并提出特别提款权将成为 .国

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 %第 oo;;

条&! 但这一设想并没有实现! &,%,#&%$&

年" ;B0对成员国的配额进行了调整" 在

这之后的近 (#年间各国的特别提款权配额

一直保持不变! 直到 "##% 年" ;B0于 $#%

月通过了第四修正案" 宣布对 &%$& 年后加

入;B0的各成员国进行特殊分配 %因为之

前两次配额分配没有涵盖这些国家&* 与此

同时" ;B0还对全体成员国进行了全面分

配" 总额为 &<-&" 亿特别提款权! &%$&#

"##%年期间" 特别提款权占非黄金外汇储

备的比重从 ,.()下降至 #.*)" 这次分配

后特别提款权比重上升至 (.%)!

特别提款权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

产" 而是从;B0无条件获取所需货币的一

种权利"*

! 然而" 只有对于那些无法借得

储备货币 %或者贷款利率很高& 的国家"

特别提款权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而对于

那些融资渠道畅通的国家来说" 特别提款

权无论作为资产还是作为贷款来源都用处

不大! 特别提款权的借款利率和价值由其

背后的篮子货币###目前是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的借款利率和币值确定"'

!

"##%年" 各国就特别提款权的新的分配方

案达成一致" 认为配额应该满足 .全球

+对储备, 的长期需求/ %第oY;;;条&! 但

是由于储备货币尤其是美元的持有量大幅

上升" 配额的供给无法跟上这一增长步伐!

表 (7%!&国际货币使用量的主成分分析

要!素 特征值 方!差 解释比例 累计贡献率

& (.-%((& (.*"'$( #.%(*% #.%(*%

" #."-,*$ #.",#&* #.#-,, &.##"-

( \#.##"-, #.##'#$ \#.###, &.##"

* \#.##,, \#.##"# &

观察变量 ''!!!

因子载荷 $第一要素%

变!量 第一要素 唯一性

储备 #.%-"$' #.#,"%&

交易量 #.%'$#- #.#$"&"

贷!款 #.%$*(( #.#(&&

债!券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虽然 &%$# 年前后私人部门出现了大

量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存款和债券 %私人

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与官方特别提款权

一致" 但利率却有所不同&" 但根据 ;B0

条款" 特别提款权只限于各国政府和中央

银行等官方机构! 由于这一规定的存在"

特别提款权私人市场到 "#&# 年已不复存

在! 特别提款权也曾一度作为汇率锚" 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国钉住单一货币而面

临的汇率波动! 但到 "##, 年这样的篮子锚

%包括特别提款权& 也消失殆尽! 特别提款

权目前仅作为国际机构的记账单位而存在!

注释#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见P:ZC9" "###* /6XL

J6F" &%%&* 以及参考文献中提及的早期资料&!

".PZA99和 0D69ICJ%"##'& 的经验研究表明" 一

国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主要决于

两个解释变量) 该国541占全球541的份额

%正相关& 和该国通货膨胀率与全球平均通货

膨胀率的相对水平 %负相关&! PZA99 和

0D69ICJ%"##'& 还发现" 解释变量的变化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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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使用范围的影响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这一比重是根据已报告的储备计算得出" 不包

含不公布储备币种结构的国家 %如中国&!

*.各项构成要素首先转变成五种货币在总量中

的占比" 后再统一第一主成分的测量标准"

以保证五种货币的重要性具有可比性!

'.欧洲中央银行 %MPO& 报告也提及到了类似

计算方法 %"#&#" '' \'$&!

-./ZAK699 %"##$& 提出了另一种计算方法"

即拓宽国际货币定义" 将国际投资者持有的

债券也纳入其中! 这样就把外国投资者对国

内金融工具的需求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规模

和发展阶段也包括在内! 但度量金融市场的

规模和发展阶段比较困难" 分析人员需要给

许多不同的定性变量赋予权重!

,.在特定的时期" 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可以通

过谈判获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 年

间英镑区的制度安排就是典型" 当时美国试

图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 %见 =CJJCA9CD"

"##%&!

$.;B0执行董事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写道

%;B0" "#&#N" &$&) .从各个国家对全球

541的贡献程度来看" 世界的多极化特征

越来越明显" 因此" 也要求建立多极化的货

币体系以反映全球经济格局###比如" 占主

导地位的美元区和欧元区以及正式或非正式

的亚元区/!

%.欧元区与 ;B0于 "#&# 年 * 月达成的希腊救

助计划是由其他基金支持的!

&#.从出口总量来看" 虽然中国占世界贸易的

份额迅速上升" 但还没达到一个世纪以前

美国的水平! 美国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在

&%#-#&%&#年间为 &".")" &%&(#&%"# 年

间为 &".')! "# 世纪 "# 年代后半期上升

到 &'.') %超过了英国&" 到 &%'# 年达到

历史高点 "#.-)!

&&.更多信息见 Z77R) ++̀`̀.K:S.a:.dR+C9aL

JAFZ+AS+DCaA:96Jv SA969EA6Jv E::RCD67A:9.Z7Kw

PB;!

&".近年来储备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引起了各方

广泛关注!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尤

其是商品出口国& 积累储备的速度和规模

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这一方面是出于自

我保护动机" "# 世纪 %# 年代末的东亚金

融危机给新兴经济体造成很大冲击* 另一

方面则是为了熨平本国货币汇率波动! 有

关储备需求的更多信息见 GA9 和 46AJ6KA

% "#&# &" N̂F7SCJ@$ [Z6KN6?aZ 和 /6>J:D

%"#&#&!

&(.虽然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行为

遭到多方诟病" 但其本身并不会对国际金

融体系造成威胁! 比如说" 在金融危机期

间主权财富基金就发挥着稳定市场的作用"

因为与美国金融机构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主

权财富基金会在全球流动性匮乏时为市场

注入资金" 帮助美国金融机构挺过危机!

但是" 如果新兴市场政府试图对敏感型部

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那么各界对主权财富

基金的担忧就不可避免! 因此" 各国需要

在跨境投资方面达成多边共识" 就像在第

"章中阐述的那样!

&*.PZA99 和 0D69ICJ%"##'& 认为" 如果欧洲

货币联盟中没有国家退出且各东欧小国也

满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件并加入欧盟" 这

样的格局就有可能出现! 他们的假设前提

是英国保持货币独立性以及人民币不可能

成为国际货币! 但两人随后在另一份研究

报告 %PZA99和 0D69ICJ" "##$& 中又指出"

由于作为金融中心的英国越来越多地以欧

元进行交易" 欧元可能会更加坚挺!

&'.与 "#&& 年 PÔ 的预测相比" 在这一格局

下美国财政中短期调整速度相对较慢!

PÔ 财政调整的基准水平应该介于这两种

国际货币情形之间!

&-.历史经验和分析模型都显示货币不稳定风

险正在上升! 5A6X6TTA和 5A:X699A9A%&%$%&

认为" 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规模越接近"

全球不稳定风险就越高! 这一观点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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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异曲同工" 即占

统治地位的单一国家才有动力和能力维持

体系平稳运转 %P:ZC9" &%%$* ]A9@JCNCDaL

CD" &%,(&! 如果第二种格局成为现实" 美

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力不断衰退"

那么其他主要强国在没有霸权统治的情况

下将力图提高本国的影响力! 纵观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表明" 各金融中

心之间的相互竞争将加剧汇率波动

%MAEZC9aDCC9" &%$,&!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历史

上也曾出现过###如多元货币体系的不稳

定性$ 全球流动性无节制地扩张$ 财政融

资与财政调整的平衡问题以及储备货币发

行国之间的地位不对等###正是这些问题

引起了 "#世纪 -# 年代末关于国际货币体

系改革的激烈讨论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见

P:ZC9" &%,#* =6̀IA9F" &%-'* B6EZJ?R"

&%-$* /DASSA9" &%-*& 并促使特别提款权的

诞生! 特别提款权的缔造者希望特别提款

权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货币

###但这一设想从未实现 %见附录 (.(&!

&$.目前" 有许多关于国际关系中合作理论的

研究报告! 主流观点认为" 各国政府的合

作意愿主要取决于 ( 个因素) 共同利益$

潜在威胁以及合作伙伴的数量 %见 UHCJD:@

和]C:Z69C" &%$'* 0C6D:9" &%%$&! 以 5"#

为例" 作为国际合作的一个载体" 5"# 一

方面需要尽可能少地吸收成员国以提高决

策过程的效率" 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各国广

泛参与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 虽然 5"# 并

没有完全满足多边主义的普遍性原则###

多边主义贯穿于整个战后经济秩序###但

已经较其前身5,有了长足进步" 毕竟5"#

将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新

兴国家也纳入其中!

&%."#&&年 "月 &$#&%日巴黎财长和中央银行

行长会议发布的联合公报" 详见5"#网站!

"#.见 Z77R) ++aD6RZAEF$.9>7AKCF.E:K+R6EI6aCF+

R@S+&#"""#&#aCA7Z9CDJC77CD.R@S!

"&.汇率大幅波动将损害出口 %见 B?9@6E6"

"#&&&!

"".根据以往经验" 一国持有相当于 - 个月进

口量的储备即可从容应对贸易冲击" 但更

全面的分析结果显示" 计算储备充足率时

还应考虑短期外债 %bC699C和 269EAxDC"

"##-&! 根据格林斯潘#盖杜蒂 %5DCC9FL

R69 5?A@:77A& 法则" 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额

至少应该等于下一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

见5DCC9FR69 %&%%%& 和5?A@:77A%&%%%&!

"(.国际付款应该使货币使用总量上升而不是

下降" 这里出现的负相关关系是相对所有

国际货币的平均表现和公共系数而言!

"*.特别提款权不同于 ;B0通过其他各种渠道

发放的信用贷款!

"'.在不同历史时期" 特别提款权的构成也有

所不同! 特别提款权的计价货币起初是黄

金" 后来演变成由 &-种货币构成的货币篮

子" 到 &%$#年减少至 '种货币" &%%% 年随

着欧元诞生进一步减少至 * 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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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

多极化：
新的全球经济

世 界 银 行
定价：50.00元

球经济格局正朝着日益多极化的方向发

展。作为世界银行新推出的第一版旗舰报

告，《全球发展地平线2011》主要关注三个

国际经济趋势：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由发达国家

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新兴市场企业作为一股新

的商业力量在全球崛起；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

迈进。

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进一步融入全

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并不断扩大在传统贸易和

金融渠道中的影响力。由新兴市场企业发起的

跨国并购大约占全球并购活动的1/3。新兴经

济体的投资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同时，新兴

经济体掌握的金融资产和财富大幅度攀升：目

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

占全球的3/4。

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张，新

兴市场企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新兴经

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仍比较边缘化。

纵观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商品及服务支付、国

际债权计价和汇率定锚所使用的货币，仍找不

到任何新兴经济体货币的身影。事实上，所有

发展中国家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

面临着巨大的货币错配风险，这一问题有望在

未来数年内得到缓解。目前，决策者的首要任

务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迈进，为此，

他们需要尽快就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改革问题

达成共识。

我们在《全球发展地平线》纸质出版物的

基础上，提供了在线网站版本(http://www. 

worldbank.org/GDH2011)，网站版本包括报

告中的基础数据和研究方法、相关博客以及背

景文献等内容，同时还引入了互动功能，读者

可以进一步探究报告中的相关情景分析。该网

站未来将作为相关文献的存储站继续推动全球

多极化的研究，政商学界的机构和研究人员

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针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变

革及其对发展政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交流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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