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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家庭储蓄率随收入分布而显著不同 *+

!!!!!!!!!!!!!!!

表$/)- 多代家庭的普遍性随国家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而不同 +$

!!!!!!!

表5$/'/#-拥有可用数据的国家数量% 按地区划分% #+,%($%%+年 +'

!!!!!!

表$/&- 年龄相关财政压力的路径强烈依赖于福利和保险水平 #%%

!!!!!!!

表$/'- 人口老龄化将给一些国家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带来严峻考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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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超 长期预测是一项有风险的活动" 因

为生活的不确定性有足够的时间来

扰乱& 弯曲和改变所预测的路径% 同时"

为了使政策具有理性和现实性" 我们需要

利用所拥有的最好的信息& 统计数字和模

型来追踪未来形势% 这就是我们在 #全球

发展地平线$ 报告中所尽力做的% 我们召

集了最好的分析师和研究人员来做这项研

究% 我要感谢他们从事这份具有风险而又

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但同时我要说"

他们的优势是" 当预测得准确与否能够被

世人证实之时" 他们中大部分人已经转向

别的研究了%

出版 #全球发展地平线$ 的目的就是

为了对以后大约 !" 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情

景做出预测" 尤其是储蓄和投资方面% 在

过去的 #3 年中"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投资

中的份额由不到 !"E已经上升到 3"E左

右% 储蓄也是如此% !""% 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只是导致这一趋势的很小一部分原因"

大部分的变化是源于稳固的经济增长和人

口的优势% 生产率的提高& 日益加速的全

球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 健全的宏观经济

政策和逐渐改善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都

加速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率和储蓄率的提

高% 人口红利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 它

在很多国家都达到了巅峰水平% 发展中国

家日益上升的投资和储蓄以及在全球FG+

中不断扩大的份额" 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投资动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壮观景

象% 在过去的 #" 年中" !,$ 的全球投资增

长要归功于发展中国家%

在中期和长期过程中" 这些因素会在

不同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 目前的预测表

明" 世界人口将会从 !"#" 年的 1" 亿增长

到 !"$" 年的 %3 亿% 另外" 发展中国家将

会有几乎超过 #' 亿的人口出生% 更为关

键的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将经历

一次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型% 发生在高收入

国家& 东亚新兴经济体以及欧洲和中亚的

转轨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将对储蓄和投资

行为均产生影响% 另外" 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和南亚" 人口将保持相对年轻% 在

出现这些人口趋势的同时" 发展中国家

将继续追赶发达经济体的更高水平的生

产率%

这些趋势引起了有关全球投资形势的

迫切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显%

比如" 随着老年人耗尽他们的储蓄" 老龄

化社会能否扼杀全球资本市场- 或者强劲

的经济增长是否会促进年轻工人收入和储

蓄的提高- 随着全世界劳动力增长率的缓

慢下降" 投资机会是否会迅速减少- 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 本版 #全球发展地平线$

根据结构性变化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的不同路径" 就 !"$" 年的储蓄& 投资与

资本流动" 给出了两种情景%

这篇报告所探讨的前瞻性情景建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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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关键时刻% 在储蓄方面" 尽管

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财政压力" 但它们仍然在考虑扩大社会服

务的战略% 在投资领域" 发展中国家的决

策者正在试图刺激国内经济活动" 一方面

重新调整以摆脱出口型增长" 另一方面尽

量避免使得发达国家经济萎靡不振的因

素% 就资本市场而言" 全球金融危机使我

们重新思考完全资本流动的利与弊" 并伴

随着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 国际金融体系

迫切需要改革%

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一个重要的预测!

尽管存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世界在将来

不会面临储蓄不足的问题" 直到 !"$" 年

资本收益也将保持相对稳定% 然而" 全球

水平的储蓄的稳定性要归功于其构成的巨

大改变% 到 !"$" 年" 在每 # 美元的储蓄

和投资中发展中国家大约占到 !,$ '现在

是 #,! 左右(" 一半左右的全球资本存量

也将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 而今天这个

数字还不到 #,$%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中介机构而言" 这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目

前" 很多在贸易和生产方面占主导地位的

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相对次要的

角色% 因此"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 发展中

国家很容易受到占据高收入国家主导地位

的金融中心危机的冲击% 这种情况在发展

中国家占全球储蓄和投资的份额持续上升

的情景中是不太可能持续的%

#全球发展地平线$ 的印刷本只是广

泛的多媒体集合的一部分% 随附的网站

5667! ,,888&8HIAJK?<L&HIM,上有相关的

电子资源" 包括报告中描述的两大情景背

后的数据库& 背景论文& 技术附录& 一些

互动小工具可以让有兴趣的读者来探索预

测中使用的一些假设的可能变化" 以及相

关的音频和视频资源%

根据新兴趋势在未来 !" 年的可能发

展来阐明这些趋势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

法" 这一版的 #全球发展地平线$ 可以帮

助决策者拥有更好的知识储备" 无论是应

用于将他们的国家在一个新的& 多极化的

全球经济体中更好定位" 还是应用于更好

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潜在挑战" 无论挑战是

来自国内还是国外" 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

更遥远的未来%

N?OP5@L /?PO

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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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这 份报告是由世界银行研究局预测部

'G=)+F( 新兴全球趋势组撰写%

在撰写这个报告的第一阶段" Q?<PHHI

G?@A?>@是主要作者并且是这个团队的负

责人% 在他从世界银行退休之后" Q?OI@RS

@H/OPPHAH承担了这一角色% 该报告的编

写得到 T?<PU@>>;I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

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N?OP5@L /?PO 的总体指

导%

在其他团队成员的协助下" Q?OI@R@H

/OPPHAH撰写了该报告的综述% 第 # 章由

V?>OPV;IH>;W@>编写" GH;I6;GH;>;A?<J

提供了有关历史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书面文

稿% 第 ! 章由Q?OI@R@H/OPPHAH撰写" 并得

到VH<?65H< XJ?>P2N?<;和 V?>OPV;IH>;

W@>的书面帮助% 在这章中" *PI?;AYPHI@H2

ZHJ?I6;和 .;K?P6@?< Z;<<;I提供很多微观

层面的分析" Q@MO;A.R[L;A\也给予了这一

领域的权威意见% 第 $ 章是由 Q?<PHHI

G?@A?>@& VH<?65H< XJ?>P2N?<;和 G?<?

]HI@P;L 合 编" Ô;_@<M V@?& T\O<M .@L

N@>& .;IM@HNOIA?6也有所贡献% 在 Q?OI@S

R@H/OPPHAH的指导下" Q?I\A?Q?A@PR;8PL?

利用世界银行的相关模型来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 这个报告的前三章都采用了他的研

究成果%

在撰写这个报告的不同阶段" 很多人

提供了相应的建议和评论% 副总裁 XPÀ

G;>@IMab2NO<6协调了发展经济学部分的

审查过程" 并提供了大量的评论和建议%

在他离开世界银行之前" Q?I6@< Z?c?AA@H<

在报告撰写的早期阶段也做了很大投入"

显然这大大提高了报告的整体质量%

在报 告 的 概 念 文 稿 编 写 阶 段"

)?IHA@<;4I;O<J '中东和北非地区行政办

公室的首席经济学家(& Q?I9;AHF@OM?A;

'非洲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处(& *c?@AH*RS

cHIPL@'欧洲和中亚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

处兼宏观经济学家(& Q?I@AHO V?<;G&d\

'总统特使办公室(& Z?c@]@P5 '经济与可

持续发展集团(& YI?R@H+@;6IHX66?<?P@H

'伦敦大学(& Q;<R@;)5@<< '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 都担任审稿人% 整个世界

银行的审查组评审人还包括 .;K?P6@;< G;PS

POP'非洲地区减贫和经济管理处(& .?>S

O;A4I;@e;2ZHJI@MO;R'贫困& 性别和证券

集团) 减贫与经济管理处)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 G?c@J FHOAJ '南亚地区首席

经济学家(& /;I6TH:>?< '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首席经济学家(& YI?R@H+@;6IHX66?<?S

P@H'伦敦大学(& 4I?<@P/HOIMO@M<H< '巴

黎经济学院(& Q;<R@;)5@<< '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 G?A;VHIM;<PH< '哈佛大

学(& 0@9L .6;I< '伦敦经济学院(% 世界

银行内部的 V;?< 2+@;II;)5?::HOI& U?6@?<?

G@J@;I& *<J;I>@6F@AA& =A;<?*?<95Hc@95@<?&

XA?@< *R;& *c?@AH*RcHIPL@& 0HI>?< WH?\R?&

X?I6NI??\& .;IM@H.95>OLA;I& XOMOP6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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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HII;& F?A@<?]@<9;A;66;都提出了宝贵意

见% 银行外的很多专家在报告早期成果的

会议& 讨论以及展示中发表了意见% 他们

包括 U5HIP6;< V?<OP'怀俄明大学(& ZH<S

?AJ W;;'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X<JI;8

Q?PH< '夏威夷马诺大学(& +?OAQ?PPH<

'多伦多大学( 和中西部政治科学协会的

参与者%

#全球发展地平线$ 的网站是由G?c@J

THIH8@6R& V?>OPV;IH>;W@>& *<J@I?)5?<J

开发的% ZHOA? ?̂R@M@和 ]?>P;;NI@P5<?

N?<95@提供了该网站的技术支持% 在这个

网 站 5667! ,,888&8HIAJK?<L&HIM,)?7@6?AS

4HIU5;4O6OI;" 也可以找到论文的背景文

献和相关的研究% NI@P6@<?U?< Q;I9?JH和

ZHP?A@;Q?I@;WHOIJ;P.@<MPH< G@<MA?P?< 为

新兴全球趋势组提供了出版援助% *<J@I?

)5?<J和Q;II;AAUO9L 2+I@>J?5A负责宣传

活动% V;::I;\W;9LP;AA协助制定计划%

+?6I@9@?Q&N?6?\?>?& )@<J\4@P5;I和世界

银行办公室的出版商 G;<@P;/;IM;IH< 负责

协调图书设计& 编辑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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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X*)(((((赤池信息量准则

X*GP 艾滋病

/*. 国际清算银行

/Z*)P 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斯联邦& 印度和中国(

/Z**) 新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联邦&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F= 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分析(

4G* 外国直接投资

FXZ)T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F)) 海湾合作委员会

FGT 全球发展地平线 '世界银行(

FG+ 国内生产总值

F=Q 全球经济监控 '世界银行(

F0* 国民总收入

*)U 信息通讯技术

*Q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独立发电项目

*+dQ.* 联合公开用途微观数据系列" 国际

*f++ 独立的水电项目

Lf5 千瓦时

W*/YZ 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W0F 液化天然气

Q+N 资本边际产出

0UX 国民转移支付账户 '项目(

Y=)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公私合作关系

+++ 购买力平价

ZgG 研究与开发

.XZ 特别行政区

U4+ 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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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全球发展地平线

]XZ 向量自回归

fG* 世界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数据库(

$G 三维

所有美元数额都是美国美元" 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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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时 下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主要结构转

型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给各国经

济带来机遇! 发展中国家自 "# 世纪 $# 年

代开始的逐渐加速的增长趋势" 对跨国投

资和国际储蓄的贡献正日益提高! 这种巨

大的改变始于几十年前" 当时很多人认为

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吸引外国资金方面的

困难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增长! 总

的来说" "#%# 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 的 )*+" 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 年发展中

国家的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左

右" 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正是由

于这些比率的不断增长和加速的经济扩

张"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在全球储蓄中的份

额达到 *-+" 几乎是其 "# 世纪 -# 年代

中期的两倍!

这些趋势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种趋

势会持续下去还是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

它对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有什么意义% 本

报告针对这些问题" 找出将会和人口结构

变化一起在未来 "# 年影响储蓄和投资决

策" 进而影响未来全球资本分配的关键经

济和结构性因素! 本报告建立了两个不同

的情景作为 &经济实验室'" 研究这些因

素变化后可能产生的结果! 这两种情景的

主要区别为( #.$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的速度 #由于

生产力追赶$) #/$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结构转型 #例如" 金融业发展和制度改

善$ 的速度! 第一种情景设想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之间渐进式趋同" 第二种情景

则设想趋同速度要快得多!

在 "#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 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趋同都难以证实!

但是教育和医疗的逐渐完善* 管理水平的

提高* 经济与金融的持续全球化和信息与

通信技术的迅速推广都表明这种趋同的存

在 #012342" "#%%$! 在我们所考虑的时间

范围内" 这两个情景并不能解释每个可能

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趋势或冲击" 如

气候变化* 大宗商品冲击或金融危机! 事

实上" 提出这两种情景并不是为了进行预

测" 而且不应该把它们实现的可能性作为

评价标准! 其作用是尽可能清楚地阐明"

即将出现的全球增长模式的改变* 人口结

构变化和结构变量如何影响储蓄* 投资和

资本流动" 而这种影响方式与过去完全

不同!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发展中国家的人

均收入将会由 "#%#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

的 5+上升到 "#)# 年的 %-+! 在快速趋同

情景中" 两组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小( 到

"#)# 年"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公民将达

到高收入国家普通公民收入的 %$+! 渐进

趋同情景与快速趋同情景对未来 "# 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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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为 "6-+

和 )+) 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渐

进趋同情景中为 *65+" 在快速趋同情景

中为 767+!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发展中

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 "#%7 年

的 ,)+上升到 "#)# 年的 5,+) 在快速趋

同情景中" 这一数字将在 "#)# 年上升到

$)+! 在两种情景中" 到 "#)# 年" 发展

中国家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将占全部就业的

-#+以上" 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将会

减半" 并且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贸易的份额

也将达到 7#+以上!

在这两种情景下" 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活动占全球投资比重的增长不会自动

实现" 而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生产力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需要创造足

够的投资机会! 第二" 国内和国际的投

资者需要愿意为这些投资项目筹措资

金" 并且把全球 " 8) 的储蓄分配给发展

中国家! 这两个条件的实现取决于未来

"# 年的重大结构转型和管理水平的

提高!

因此" 两种情景分析将考察结构和制

度因素在将来会如何变化! 渐进趋同情景

假设这些结构性因素会按照与其历史模式

一致的方式演变! 然而快速趋同情景假设

结构转型将会脱离历史趋势" 发展得更

快! 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波及全球"

并且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制

度结构" 那么上述现象就会发生! 在这种

情景下" 巴西* 印度以及中东地区的金融

市场将发展显著" 到 "#)# 年将赶上美国

"# 世纪 5# 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水平! 同

样"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的质量将

会显著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 不同国家的

进步速度是不同的( 起点相对较低的经济

体增长速度将相对较快!

两种情景下的展望
报告中的这两个情景描绘了一幅与当

前趋势并不匹配的未来的全球资本图景"

为现今战略性地思考一系列隐现眼前的全

球金融和经济挑战以及它们在政策上的意

义提供了一个模板! 报告的主要成果概括

如下(

未来的世界储蓄不会枯竭! 并且到

"#)# 年! 全球投资率" 储蓄率和资

本收益率将保持相对稳定#

未来 "# 年内"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

龄化问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显著! 此外"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发展的

速度将会更快!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发展

中国家的储蓄率将有小幅下跌" 由 "#%* 年

的 )*+下降到 "#)# 年的 )"+" 而同期高

收入经济体的储蓄率将从 "#+下降到 %-+

#图 #6%" /$! 然而" 世界储蓄不会枯竭"

因为全球储蓄率不仅取决于国家水平的储

蓄率" 还取决于经济规模的相对大小! 这

种全球经济权重向高储蓄的发展中经济体

的转移意味着" 到 "#)# 年" 发展中国家将

占世界储蓄的 -"++-*+" 具体多少取决

于考虑的是哪种情景" 而 "#%# 年这一比例

只有 *7+! 这种经济权重的转变将弥补国

家层面的储蓄率的下降" 因此" 全球储蓄

率将变动不大!

强劲的经济增长缓解了老龄化问题带

来的负面影响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发展中国

家储蓄率的影响" 再加上 "#"# 年之后大部

分国家的投资需求随着经济增速变缓而没

有显著增加" 因此" 全球储蓄供应与资本

需求之间的关系不会变得更加紧张! 因此"

即使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收益率也不会存在

太大的上升压力" 全球平均收益率在 "#%*

年至 "#)# 年间预计将上升 #6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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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未来的全球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保持相对稳定! 但这种稳定

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相对份额的重大变化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并根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测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的计算作为补充!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全球投资扩张的

速率将与总产出一致" 到 "#)# 年将达

"-6, 万亿美元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

计" 或超过全球产量+++%#7 万亿美元的

%8*$ #图 #6%" .$!

全球资本存量的分布将转向发展中

国家! 但财富可能仍集中在发展中

国家的高收入家庭之中#

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储蓄的供给者和

需求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将导

致世界资本存量和财富的再分配! 在渐进

趋同情景中" 到 "#)# 年" 半数的全球资

本存量+++%75 万亿美元 #以 "#%# 年美

元不变价格计$ +++将掌握在发展中国家

手中 #图 #6"$! 这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全

球分配转移的速度将变快! 人均国民财富

呈双峰分布" 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呈一个大

的 &驼峰'" 而很多高收入国家呈一个小

峰" 随着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财富的增

加" 双峰分布很可能变得更平衡!

然而" 国家之间资本和财富分配的平

等化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将会同样出现在

国家内部! 事实上"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

#和财富$ 高度集中在高收入家庭之中!

居民调查数据显示" 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往往有最低的终生收入并且储蓄很少或没

有储蓄" 这表明他们无法提高自己获取收

入的能力" 最贫困的人口也就无力摆脱贫

困陷阱! 如果劳动者的子孙后代之间的教

育分配仍像今天这样不平衡" 这将使未来

的生产能力* 储蓄和财富继续不平衡! 创

造教育机会的公平环境不仅有助于公平的

达成而且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考虑到它

将在私人储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例如"

在墨西哥" "#7# 年" 与没有考虑教育变

化影响的情景相比" 考虑教育程度的人口

预测会使家庭储蓄率升高 7+ #图 #6)$!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是唯一不会经

历储蓄率下降的地区! 而东亚" 东欧

和中亚将创下储蓄率下降的最高纪录#

人口结构转型时机的不同意味着对国

家之间的储蓄* 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影



%""""

!概""论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图 !"%$到 %!&! 年!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发展中国家将拥有全球资本存量的一半以上!

而在 %!#! 年只占约 #8&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资本存量的计算是通过永续盘存法并使用 7+的不变折旧率得到的!

.9子图 /的预测假设了渐进趋同的情景" 在这种情景下未来 "# 年世界经济每年的增长速度为 "6-+" 其中发展中国

家 #高收入国家$ 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将为 76#+ #%6#+$!

图 !"&$逐渐提高的收益能力将会成为墨西哥家庭储蓄

的最大动力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民调查数据进行的预测!

响都将不同! 在老龄化的经济体中" 劳动

力相对于资本变得稀缺" 从而实际工资相

对于资本回报率上涨! 这种要素价格的路

径分歧有代际分配的影响( 由于较低的资

本回报率带来不利影响的资产持有者往往

比一般人更年老" 而那些受益于更高的工

资水平的人群则更为年轻!

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平衡这些人口结构

变化带来的不平衡压力! 得益于技术进步

和制度的改进" 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在给定

投入的情况下提高产出量! 对于一些国家

和地区" 与生产力进步相联系的加速经济

增长将会增加国民储蓄" 其中年轻群体的

人均终生收入较高" 这样他们所增加的储

蓄将会超过老年群体减少的储蓄!

由于这些原因" 全球投资和储蓄率的

稳定性掩盖了国家间严重不平衡的事实!

例如" 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俄罗斯联邦的

人口中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急剧下降" 从而

到 "#)# 年它们的储蓄率将大幅度下跌!

相比之下" 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下降速

度较缓慢!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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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时间范围内唯一一个没有经历储蓄

率明显下降的地区" 这得益于其相对年轻

并迅速增长的人口" 以及由于生产力追赶

而产生的强劲的增长速度! 然而" 按绝对

价值计算" 亚洲和中东的储蓄将继续占主

导地位(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到 "#)# 年"

中国的储蓄将以 $ 万亿美元 #以 "#%# 年

美元不变价格计$ 远远超过所有国家位居

首位" 这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 "% 世纪 "#

年代的水平" 印度以 %6, 万亿美元位居

第二!

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养老金和医疗卫生

服务等与年龄相关的支出" 这会给公共财

政带来压力! 例如" 在中国" 如果养老金*

医疗和教育系统投入量和覆盖范围保持不

变" 则与年龄相关的公共总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在 "#%# 年和 "#)# 年之间将

增加 76*+" 如果中国的投入量和覆盖范

围与美国趋同" 则与年龄相关的公共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增加 %56-+!

中国和印度将占有全球投资的大部

分比例! 投资将转向服务业! 特别

是基础设施建设#

在接下来的 "# 年" 强劲的经济增长

将巩固中国在全球资本形成总额中的领导

地位!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中" 到 "#)# 年"

中国将占到全球投资的 )#+! 同样" 其他

发展中国家强劲的增长也将与高投资率有

关! 巴西* 印度和俄罗斯加在一起" 将在

"#)# 年占全球投资的 %)+以上" 比美国

还多! 在高收入国家" 相对稳固的制度体

系和持续的技术优势意味着投资率将保持

相对稳定" 占产出的 %,+左右! 就投资量

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将达到 %7 万

亿美元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而

高收入国家是 %# 万亿美元! 与储蓄的情

况相似" 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中

两个最大的投资者" 到 "#)# 年" 两国加

起来将占全球总投资的 )5+" 而所有高收

入国家加起来将占 *#+" 同时中国和印度

将占据全球制造业投资的一半左右!

国家间投资模式的不平衡将在快速趋

同情景下更加明显! 在这种情景下" 随着

金融的迅猛发展与制度质量的快速改善"

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吸引更大份额的全球储

蓄! 到 "#)# 年" 一些国家" 如中国和印

度"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的投资率将比渐进

趋同情景高 %+左右! 另外" 一些国家"

如巴西和印度尼西亚" 因为它们的产出量

增长速度将超过投资" 所以在快速趋同情

景下的投资率将会略低一些 #尽管它们的

投资水平明显更高$!

未来投资的模式将不仅体现在地理格

局的转变而且体现在经济部门的变化! 随

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 对服务的需求将

会增加! 然而" 服务业的投资是否增加取

决于服务业相对于其他行业的资本密集程

度!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中" 发展中国家的

服务业占总投资的比例将从 7,+增长到

-%+!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增加对教

育* 医疗和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 以及一

个导致更多服务贸易的全球性举措和在可

贸易商品中占更大份额的服务业的需求"

这种转变很可能会实现!

注入服务业中的大额投资流量将会在

基础设施建设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鉴于人

口增长的压力和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 按

价值衡量" 基础设施建设在东亚和南亚的

需求是最大的 #图 #6*$! 到 "#)# 年" 即

使不考虑维护成本和重置投资" 为了完全

满足预期的人口覆盖目标仍将导致发展中

国家每年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大约

5--# 亿美元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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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今后的 %! 年里! 东亚和南亚每年的基础设施

需求很有可能是最大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在预测的基础上" 关于方法的详细说明将在 ,全球发展地平线- 在线

附录 %67 中给出!

计$" 占发展中国家所有服务业投资的大

约 %#+! 在迫切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 其基础设施投资将占据

总投资的 ")+!

发展中国家将在未来资本流动中占

据更高的份额#

储蓄和投资活动在地理格局上的转变

也将在全球资本流动模式上体现出来! 在

渐进趋同情景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执行

稳健的* 逐渐减少的赤字政策! 这种模式

将会在那些人口结构转变较早" 金融市场

发展的空间极大的国家占主导地位" 这些

国家倾向于节制储蓄同时促进投资的增

加! 例如" 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非常符合这一描述)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 年间它们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分别为 "6*+和

)6"+! 在快速趋同情景中" 这种模式将

会更加明显" 因为更快的金融发展吸引更

多的资本" 同时更节制私人储蓄! 这些资

本净流入将主要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

自新兴工业化东亚国家" 尤其是中国!

然而" 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会远远超

出一个国家的净资本流入或流出所引起的

借款或贷款之间的平衡! 从政策的角度来

看" 考察资本总流量的未来走向是同样重

要的!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未来资本总流入

和流出量的增加" 它们的潜在利益也是巨

大的( 可以分散国家的特殊风险" 使特有

的国内风险得以分散" 政策制定更加遵循

市场规律" 弥补国内储蓄在固定投资和经

济增长上的不足的机会! 总资本的流入和

流出可以认为是金融资产交易! 在这个意

义上" 一个国家总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未来

走向取决于( #.$ 对外国资产需求的程

度) #/$ 国家能够提供风险收益特征对外

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具有充分吸引力的资产

的能力) #4$ 摩擦的程度 #例如" 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 会潜在地阻碍这种交易!

发展中国家制度的改善和金融市场的

发展" 再加上处于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更易

感知风险的环境中" 发达国家在提供优质

资产方面的垄断似乎将被打破! 由于看到

发展中国家改善的商业环境" 稳健的经济

增长以及支持日益增长消费需求的人口发

展趋势" 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远远

超过大型新兴市场的强烈兴趣" 最明显的

例子是近年来流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资本越来越多! 未来" 制度因素方面的

改善将与时下进行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

的区域和全球一体化齐头并进" 为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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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供更重要的资源" 使其成为资本流

向国并无形中也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中

介国!

本书的情景分析估计" 到 "#)# 年发

展中国家将占全球资本流动的 *,++

-#+" 高于 "#%# 年的 ")+ #图 #67$! 然

而" 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

其增长速度并不明显( 到 "#)# 年" 其资

本流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为

-++%%+" 而 "#%# 年为 ,+! 资本流动

的区域分布也会有明显变化! 将发展中国

家资本流入预期的增加值按国家进行分

解" 表明中国将成为故事的一个重要部

分" 但它绝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中国故

事" 也不会仅成为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

斯* 印度和中国$ 的故事! 到 "#)# 年"

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能够像今天的美国或

欧元区一样吸引这么大份额的资本流入!

此外" 中小发展中国家总体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将比今天更为重要" 尤其是它们在

全球金融市场和推动资本流动中的地位!

在这两种情景下" 发展中国家都几乎

占到了全球总资本流入和流出总额的一半

以上" 全球层面的总资本流动中南南合作

的份额将变得更加显著! 发展中国家的金

融市场" 作为资本流动的载体" 无论是在

南南合作还是在南北之间的资本流动中"

都将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 随着金融市

场的发展以及汇率制度更具灵活性" 发展

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占资本流出的比例可能

会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私人资金的增加!

储蓄" 投资和资本流动模式的改变

将带来复杂的政策挑战#

到 "#)# 年" 储蓄* 投资和资本流动

模式对经济环境的影响小到家庭层面" 大

到全球宏观经济层面" 不仅对国家决策者

而且对国际制度和政策协调都具有重要意

义! 在未来几十年" 跨境资本流动的迅速

增长将会使全球经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更加一体化! 本报告的 ) 个章节提供了 5

个主要的政策信息(

图 !"($到 %!&! 年! 全球资本流入中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将达到 (!)! 甚至更多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的计算作为补充!

注( 资本流入以名义美元计算" 前提假设是世界通货膨胀率为常数 )67+" 通货膨胀率是基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

测数据库 "##)+"##, 年 7 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确定的! 渐进趋同情景和快速趋同情景指的是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收入和结构转型的趋同速度的差别而建立的不同预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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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投资活动! 国家决策者应该

集中精力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快

速与渐进趋同情景中投资模式的差异充分

证明了在从全球储蓄中吸引投资时" 金融

发展水平和制度优劣至关重要" 凸显了在

未来世界经济中" 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对

国家有效竞争的重要性! 采取措施提高金

融业的发展水平和调整政策来提高管理的

综合质量" 可以有效地为国家维持高水平

的私人投资! 这并不是说公共投资是无关

紧要的" 因为当市场明显失灵或社会收益

非常可观时" 公共投资可以成为干预市场

的一个手段! 如果决策者对于投资政策决

定采用干涉主义路线" 那么就更加应该注

意制度设计! 应该维持较高水平的问责制

度" 并且为了在一个私人部门竞争活跃的

环境中更好地调整私人部门的奖励政策"

干预政策应该有明确的日落条款!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即将到来的与日俱

增的服务需求! 并促进其带动的投资需

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政府目前在服务

业维持其保护主义者姿态的同时" 直接或

间接鼓励农业和制造业投资! 例如" 许多

经济体在某些 &敏感' 或 &战略性' 服

务方面明确禁止外国直接投资 #:';$!

在服务业占有产出的越来越大比例的全球

经济中" 这样的政策将在经济效率方面成

为日益增加的负担! 此外" 如果在投资活

动中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被认为是可取

的" 服务业很可能在教育* 医疗和基础设

施等领域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 即使在制

造业和农业" 也可能存在有着非常大正外

部性的分支工业" 比如" 像 &绿色' 技术

或适应热带生长的种子!

在未来的 "# 年!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说!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问题将成为重大挑

战#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将处于一个充满挑

战的环境中" 因为人口压力会加剧公共部

门的资金困难! 基础设施融资是特别具有

挑战性的" 因为这些投资具有长期性 #和

相应的风险性$! 此外" 随着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它们可能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 而

是采取其他来源如国际金融机构的放贷!

为了满足它们的未来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需要利用公私合营

的伙伴关系来调节私营部门融资以及从全

球资本市场中开拓结构性融资!

政府将不得不在可持续性地管理公共

财政的同时! 密切关注即将到来的人口变

化# 随着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的大量

增加" 再加上收入的增加引起的晚年对于

医疗保障需求的增加" 都将增大预算压

力! 医疗保障和养老金等公共开支将会增

多" 而由于人口老龄化对减少教育支出的

预期影响将稍稍抵消这种增长" 但是抵消

的效果并不明显! 此外" 在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 非年龄相关支出的削减空间是相当

有限的! 如果在限制福利和服务下降幅度

的同时" 还要控制卫生保健和养老金的负

担" 这样会产生复杂的政策挑战! 对于许

多发展中国家来讲" 面对前所未有的人口

老龄化现象" 过去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模

式已经不再适用! 展望未来" 随着私人市

场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 政策挑战将部分

的转变为制度挑战!

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人口结构的变

化! 这使得金融市场在为老年人提供收入

保障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收入的增

加" 劳动者的流动性变强" 并且老年人越

来越有能力依靠他们积累的储蓄独立生

活" 家庭的规模有变小趋势! 除了这种家

庭规模变小之外" 养老体系也发生了深刻

变革" 由一个非正式的* 多代同堂家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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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转变成更正式的私人养老金或公共社会

保障体系! 假设老人和孩子都更喜欢分开

居住" 如果他们更多地依赖私人养老金而

不是家庭储蓄和转移支付来保障晚年生

活" 这将有可能改善他们的福利! 另一个

好处是" 利用私人金融市场作为筹集养老

金储蓄的媒介可以增加金融的深度" 并且

有助于其发展! 然而" 从依赖家庭成员的

收入向依赖金融机构的转变" 也凸显出强

有力的监管对限制欺诈和限制金融中介机

构过度承担风险等问题上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在通过政策来提高

穷人的教育素养! 从而增加私人储蓄的过

程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可能会减少国

家内部* 各家庭群体之间储蓄过于集中的

情况! 事实上" 这样过于集中的现象对经

济流动性也有消极影响" 因此对政治和社

会凝聚力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政治和社

会凝聚力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高收入家

庭不仅比低收入家庭有更多的储蓄" 而且

它们在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人口结构

转变阶段的国家中都占据着大部分的国民

储蓄" 只不过所占比重随情况而变! 在经

济流动性大的国家" 低储蓄与低收入之间

的关系可以反映收入暂时减少的家庭为平

稳消费而做的努力! 很遗憾" 在按受教育

程度分组的家庭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关系"

而受教育程度通常被认为是永久收入的代

表" 因此" 在某一时间点要比在收入分配

中的位置更为稳定! 一般来讲" 一个国家

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家庭储蓄很少或没有

储蓄" 这表明它们无法提高自己获取收入的

能力" 最贫困的人也就无法脱离贫困陷阱!

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占据世界资本流

出的一半或一半以上! 全球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的制定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无论

是渐进趋同" 还是快速趋同的情景都设

想" 到 "#)# 年"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资

本流入和流出的份额将大大增加! 随着越

来越多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南南货

币政策的协调将在促进这些国家金融和宏

观经济稳定方面变得更加重要! 特别是"

像巴西和俄罗斯那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可

能具有更大的区域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在

全球范围内" 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可以大大

增强中国货币政策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部分降低了美国和欧元区货币政策的统治

地位! 对于中小型发展中国家" 一个有着

多极化的货币层次结构的世界意味着发展

中国家受到来自单独任何国家货币政策溢

出效应的影响将会变小! 这可能使得全球

范围趋向稳定" 因为流动性冲击将更加多

元化" 但它也可能使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

时间和程度变得更加难以评估" 并需要更

大范围的货币政策协调! 不管未来资本流

动的币种构成怎样" 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本流

入和流出发展中国家表明" 无论在双边还是

在多边组织中" 这些国家都应该在全球水平

的资本交易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做好在国际金融中

介的资本市场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准

备! 并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 随着总

资本交易规模的不断增大" 它们所包含的

投资组合* 银行贷款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也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是因为这些不同类

型的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有着不同的

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 未来的资本市场在

资本流动中的媒介作用将很可能越来越

大" 而银行的作用将变小! 与外国直接投

资 #:';$ 和股票投资组合相比" 银行贷

款往往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 但不易分担

风险! 然而" 相对来讲 #根据发展中国家

资金流入的这部分比例进行较小调整$"

与银行贷款相比" 总投资组合 #债券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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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将更加不稳定! 此外" 发展中国家的

家庭和企业不仅需要更多的贷款机会" 而

且还需要更多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服务"

国内金融市场将不得不在其组织结构和市

场深度上面临全球市场的竞争! 尽管正在

进行的加强国际银行部门监管的措施仍然

至关重要" 但是政策也应当进行调整以适应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积极推动+++国内

资本市场的发展! 与此同时" 当局应该监

控资本流动的构成" 除此之外" 还应该发

挥监管机构的前瞻性" 以准备好适应资本

流动构成中的潜在不稳定变化!

建立全球动态投资! 储蓄和资

本流动模型
本报告的主要目标是研究投资和储蓄

的新兴趋势! 这不是根据一组预测实现的"

而是通过提出一系列 &如果..则..'

的问题" 通过构建情景来实现的! 例如"

报告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老龄化会加速并持

续产生负面压力" 全球储蓄则受到怎样的

影响! 或者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追赶

加速" 资本需求量则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仅仅依靠相

关性" 通过推算如老龄化* 生产率增长等

关键决定因素的趋势" 推断其对储蓄和投

资的影响! 因此"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个

&如果..则..' 的问题中" 通过这个

简单的方法可以得到全球储蓄将会下降!

不过" 老龄化问题不会单独发生" 其他因

素将会抵消其消极影响! 同样" 对于给定

的人口增长速度" 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

将会转化成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高的

人均收入) 反过来" 较高的收入将影响金

融发展和制度建设的速度! 在更快的经济

增长本身能够吸引投融资的基础上" 以上

的结果强化了这种积极影响!

为了解释多个对投资和储蓄趋势具有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因素" 以及收入*

储蓄和投资互相影响的事实" 我们需要建

立一个模型! 这就是本报告为什么采用全

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作为

所有章节的主要分析工具的原因! 此外" 其

他工具" 如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 可以

用来( #.$ 估算全球<&=模型的关键参数)

#/$ 补充从全球<&=模型获得的结果!

考虑到这种方法主要是研究重要决定

因素的影响" 我们从分析中去除了一些其

他长期趋势和持久经济冲击的潜在影响!

例如" 在第 % 章的讨论中" 危机 #商品*

金融或自然环境$ 可能增加不确定性" 对

投资产生更加长期影响! 其他部分" 如储

蓄行为背后隐藏的由文化因素的改变引起

的习惯的改变" 或全球移民和汇款模式的

改变都没有体现在该模型中!

还应该注意的是" 未来生产率的变动

可能造成很多潜在后果" 如经济增长模式

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变化! 尽管关于人

口预测有广泛共识" 但对于决定生产力变

化的外生变量* 储蓄函数的准确参数* 生

产资料的需求和供给方程却都看法不一!

因此" 即使有复杂的模型" 对于任何特定

的国家或地区来说" 经济增长* 投资和储

蓄都存在很大偏差! 尽管如此" 基于模型

的情景分析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提供一个

探索宏观趋势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 而不

是提供精确的预测!

一个全球性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

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 #<&=$ 模

型是世界银行 >?3@.A2模型的修改版本"

是一个动态模型" 它包含 %, 个国家和地

区" , 个部门 #包括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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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个生产要素 #资本* 熟练工人和

不熟练工人$! 这里使用的模型依赖于全

球贸易分析模型 #&BC($ 最新的数据库"

这一数据库的基准年是 "##, 年! 随后一

直到 "#)# 年" 每一年为了解决新的均衡"

相应的情景也是不断发展的!

>;DEC&=模型在核心上是一种新古

典主义的模型" 由经济总增长* 储蓄和投

资作为内生变量" 并根据假定的生产率变

化* 人口结构变化* 金融市场发展和制度

建设等关键的外生变量做出预测! 然而"

不同于简单的增长模型" >;DEC&=模型具

有复杂的结构( 第一" 它是多部门的! 这

可以允许更加复杂的产出动态" 包括区分

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发展的差

别" 并在收入增加导致向生产和服务转型

的同时" 发掘出需求结构 #进而发掘出产

出$ 的变化! 第二" 它是多地区联系的"

它考虑了开放性+++通过贸易和金融+++

对国内变量如产出和工资的影响! 第三"

>;DEC&=包括一组方程" 用来描述储蓄

和投资行为!

在 F.3 G2HI23J/HKAAL2#"#%%$ 中"

关于>;DEC&=模型有完整的描述" 本文

简要地介绍了投资与储蓄动态方程以及关

于预测外生决定因素走向的主要假设!

我们从后者开始讨论" 生产力和人口

统计数据是关键的外生因素! 生产率的变

化量是估计数值加上主观的调整产生的!

假定农业生产率为要素中性的外生变量"

是由实证研究估计出来的 #例如" I.HM?3

和I?MH." %$$$$!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

率是劳动增强型的 #哈罗德中性技术进

步$) 它是技术中性而行业偏好的" 制造

业生产率的增长高于服务业! 这导致了高

收入国家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 全要素生

产率 #B:($ 的长期利率的增长幅度为

#6%++#6"+" 这与 NOJPOHML 和 <OQQ?3J

#"##)$ 所估计的范围下限相同" 且它与

"% 世纪头 %# 年早期和中期的趋势是一致

的! 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幅度则较大(

#6,++)67+的速度一直增长到 "#%7 年"

然后保持不变! 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 全

要素生产率 #B:($ 的增长有明显的不

同" 从中国的 )67+以上 #与 NOJPOHML 和

<OQQ?3J/"##50 的估计一致$" 到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的 %67+左右不等!

劳动力增长的判断依据是联合国基于

劳动参与率不变这一假设对于特定年龄人

口的预测! 根据这些人口预测" 人口结构

转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在各国并不同

步( 开始的时间* 转型进行的速度以及膨

胀群体的相对大小! 这一版本的模型没有

区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增长!

该模型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动态涉及

实物资本的积累" 这是全球储蓄供给* 国

内投资需求以及国际资本配置相互作用的

结果 #图 #6-$" 如下所示(

!

!

!在每个国家" 按照一个标准的生命

周期方法" 储蓄行为主要取决于人

口结构和人均收入增长) 其他附加

因素包括金融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

!

!

!投资需求由资本需求产生" 而反过

来" 资本需求来源于完全竞争且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特定行业生产函

数! 因此" 投资需求与产出正相

关" 与租金负相关!

!

!

!全球储蓄在各国间的分配遵循一个

代表全球投融资的函数! 它与相对

租金有关" 同时还受特定国家的经

济增长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比

如" 金融发展和金融的质量! 与此

同时" 全球投融资还通过加入一个

滞后项来探究本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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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储蓄" 投资需求" 投融资之间相互作用说明图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 净资本流动弥补

了国内储蓄和融资水平之间的差异! 由于

投融资还取决于具有有限弹性的租金率以

及其他因素" 因此" 该模型只是考虑了全

球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 在这种设定

下" 国家之间净资本流动的范围维持在由

历史波动所决定的合理区间之内" 而且各

国的租金率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例如" 一

个受益于不断上升的生产力的国家将存

在更大的资本需求" 那么租金率将会被

抬高! 这将吸引资本流入该国" 减轻租

金上涨的压力" 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

压力!

总之" 在 >;DEC&=模型中" 储蓄*

投资* 产出和收入以及相关要素和商品的

价格是同时决定的! 然而" 对于任何特定

的国家或地区" 模型中产生的收入增长

率* 投资和储蓄" 以及净资本流动在一定

范围内存在误差" 因为这些变量导致的趋

势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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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生变量未来变化趋势的假设"

特别是生产率* 人口结构* 金融

业的发展和制度的质量!

#/$ 方程的参数设置" 更明确地说"

包括储蓄率和投资率相对老年人

口抚养比的弹性 #只针对储

蓄$* 收入增长* 金融业的发展

以及制度的质量!

上文已经描述了与 #.$ 有关的一些

关键的假设! 通过设定两种情景" 本文考

虑了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在快速趋同的

情景中"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都假设

提高 7#+" 结构变量的增长率也大大增

加" 那么到了 "#)# 年" 它们与美国的差

距将比现在缩小 "7+! 与 #/$ 有关的一

个关键假设是" 储蓄和投融资等式中的经

济和储蓄结构变量的相关系数是稳定的!

补充分析方法$ 参数估计

关于投资需求函数的参数设置" 到现

在为止我们采用了大量标准化的估计生产

函数参数的实证文献! 然而" 这些文献关

于储蓄和投融资函数的参数估计更为审

慎! 相应地" 本报告对经济计量分析得到

的决定变量的弹性进行估计" 这种计量分

析的目的是限制内生性对回归变量的冲击

以及减小测量误差 #在线附录 %67 给出了

详细说明$!

%

这些估计出的系数的符号与相关理论

一致! 例如" 储蓄方程中的人口结构+++

用老年人口抚养比衡量+++的系数是负

的" 而且统计意义上显著" 即意味着经济

中老年人口越多" 储蓄越少! 再比如" 即

使在说明了经济增长率可能的内生性之

后" 经济的更快增长与储蓄和投融资都是

正相关的!

结构变量的系数也是基于大量的实证

和理论研究确定的! 例如" 金融发展与投

资率正相关 #更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更容

易地向有投资意愿的企业放贷$ #N23L./?/

和 01?2A2Q" "### $" 但与储蓄率负相关

#更容易获得消费信贷的家庭会减少为了平

稳消费进行的储蓄$ #>O.RS.* 04LT?GMU

V2//2Q和 02HWX3" "###$!

补充分析方法$ 充实 <&=模型的

结果

<&=模型分析需要一些简化假设" 一

些决策者和发展实践者关心的结果不能从

此模型中得出! 例如" 一个国家 #或国家

集团$ 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根据一个简单的

老年人口抚养比估计的) 而且" 由于该模

型只适用于一个典型的家庭" 它不能为不

同类别家庭中不同的储蓄行为提供任何解

释! 因此" 互补性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

决以上这些问题!

对于储蓄" 一个补充性方法是通过分

析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如何影响家庭储

蓄" 来研究储蓄的未来趋势" 尽管可以使

用的数据有限" 仅能考虑几个国家的情

况" 但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

却是一个考察储蓄动向的更现实和细致入

微的视角! 家庭层面的分析证实了 <&=

模型得到的广泛结论" 微观层面的数据也

暴露了老龄化* 储蓄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

作用的复杂性 #在线附录 "6% 中提供了微

观分析方法的详细说明$!

对于资本流动" <&=模型生成的储蓄

和投资情景对净资本流动有直接的影响

#本质上是国家的储蓄+投资差异$" 但为

了分析总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量" 需要在这

些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单独的模型! 一

个计量经济学模型被指定用来估计资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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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 #资本流出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和资本

净流量而推出$" 利用文献来确定关键的

决定因素" 同时控制任何国家层面的影

响" 使其不随时间和全球冲击而变化! 资

本流动的两种情景是通过计算估计方程的

自变量的预测动向得到的" 这与 <&=模

型生成的两个情景相对应 #在线附件 )6)

和附件 )6* 给出了详细说明$!

注释"

%6在线附录请见 LMM1( 88PPP6POHQG /.3@6OHA8

<.1?M.Q:OHBL2:KMKH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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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幅世界经济的快照揭示"

发展中经济体将吸收超过 "8)

的全球总投资和一半的全球累积资本存

量! 而这种情况与近期的历史形成鲜明对

比! 目前" 发达国家拥有近 ,#+的全球

资本存量" 在 "### 年发展中国家仅占全

球投资总额的 "#+! 按本章的预测" 到

"#)# 年" 中国将占全球总投资的 )#+"

同时印度和巴西所占全球总投资的比重为

,+和 )+" 已接近美国 #%%+$ 与日本

#7+$ 的水平! 到 "#)# 年" 亚洲发展中

国家将拥有全部发达国家 77+以上的全

球资本存量!

全球投资重心的南移恰逢发展中国家

自 "# 世纪 $# 年代起通过融入全球市场*

结构改革和制度完善所实现的经济快速赶

超!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保证其必要改革

的连续性" 那么这一赶超进程有望在今后

"# 年中得以持续! 实际上" 全球资本存

量在空间分布的改变与发展中国家国内生

产总值 #&'($ 占世界总量份额的增加

密切相关! 目前" 高收入国家创造的

&'(约占世界总量的 ,#+" 到 "#)# 年这

一比重将下降至 7#+左右! 尽管资本8

&'(的比率在国家间存在明显差异" 但是

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的确与高收入国家集

团具有相似的资本8&'(比率( 在两组国

家中" 资本存量的规模同为年均 &'(的

"67 倍" 这一比率预计将逐渐增长! 当发

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赶超至发达国家的

水平" 人均资本在全球的分配将更加

平均!

由于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快的生产力增

长速度" 因此" 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比发

达国家更高的投资率以便使资本存量与潜

在产出相匹配! 目前" 发展中国家的总投

资额略高于其 &'(的 )#+" 是发达国家

#%,+$ 投资总量占 &'(比重的近两倍!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高投资率以及所占全球

&'(份额的不断增加" 到 "#)# 年前发展

中国家将占全球投资份额的 "8)! 但是"

这种结果的实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

一" 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的转变必须创造

足够多的投资机会) 第二" 国内和国外的

投资者必须愿意将每一美元全球储蓄的

"8) 用于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投资! 本章

将分析这两个条件( 对第一个条件的分析

依据全球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标准要素需求

方程! 在对第二个条件进行分析的过程

中" 考虑到投资者会对经济增长机会* 收

益" 以及对 &投资环境' 所包含的制度等

其他因素做出反应" 因此" 本章将对投资

者的历史行为采用计量分析!

由此讨论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将在何种

程度上贡献及重塑全球投资的发展趋势"

而这是对发展中国家过去 7# 年中所获得

的巨大成就的见证! 联合国的专家组曾经

估算发展中国家在 %$7#+%$-# 年间的资本



!'"""

!国际投资的新兴模式 全球发展地平线

需求总量为 %$# 亿美元" 由于国内储蓄仅

满足其需求的一小部分" 因而造成了 %*#

亿美元的 &投资缺口' #联合国" %$7%$!

发展经济学的倡导者曾经就发展中国家能

否最终打破结构刚性" 通过投资有效地转

化为产出" 从而促进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开

展过讨论 #I2?2H和 022HJ" %$5*$!

本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

!

!自 "### 年以来! 全球投资活动的

模式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 全

球投资向发展中世界转移! 全球

投资向制造业转移! 资本存量的

重新分配缓慢但明确地向发展中

世界转移# 尽管包括中国和印度

在内的大型经济体是造成这些转

变的主要原因" 但是投资率在其

他发展中国家也显著提高!

!

!

!未来的生产结构暗示全球投资将转

向服务业# 这种转变是以下三种

变化的自然结果( #.$ 更高的人

均收入使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

增加) #/$ 人口的变化扩大了对

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的需求)

#4$ 更大比例的服务被嵌入可贸

易的商品中! 尽管在部分中低收

入国家和地区 #如印度和东南亚

的低收入经济体$ 中对制造业的

投资仍然迅速增长" 但可以预计

的是" "#%#+"#)# 年在发展中国

家的服务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

例将从 7,+增长至 -%+" 而高收

入国家将从 ,7+增长至 ,5+!

!

!

!经济增长与投资的关系紧密并且显

著! 自 "### 年以来! 发展中国家

占国际投资份额的增长对促进各

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这

一观点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中最优要素需求计算具有

一致性" 而投资者在国家间分配资

源的计量分析也证实了这种观点!

但是" 在随后分析中所揭示的经济

增长与投资间的历史关系表明" 仅

凭借经济增长并不能充分满足对最

优要素的需求! 这说明需要其他推

动力量的改善以吸引足够的资本!

而金融发展或成熟的金融部门是这

些推动力量之一! 金融中介的标准

测量 #个人信贷与 &'(的比值$

增加 %#+" 投资将增长 %++7+!

如果这些改善不够充分" 那么在快

速增长的经济体中" 其收益率相对

于国外水平必须提高" 才能吸引足

够资本!

!

!

!在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

关注的重点# 即使免除维护成本和

重置投资" 要想充分满足预期的人

口覆盖率目标" 发展中国家在 "#)#

年一年需花费约 5--# 亿美元的全

球基础设施投资 #以 "#%# 年美元

不变价格计$! 尽管这一数额仅相

当于 "#)#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投资

总量的 )+" 但考虑到这些投资的

长期性质 #和相关的风险$" 其融

资仍面临诸多挑战!

!

!

!尽管投资模式的改变具有许多共

性! 但不同国家仍有明显差异# 可

以预测的模式包括低收入国家主要

投资于农业" 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大

量投资于制造业" 同时增加对服务

业的投资! 但也存在明显特例! 例

如" 越南 #直到最近仍然为低收入

国家$ 将不成比例的大规模固定投

资用于制造业! 资本8&'(比率在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国际投资的新兴模式!

!("""

不同国家也存在差异" 在自然资

源丰富的经济体" 如巴西和俄罗

斯联邦" 相对于中国和印度" 每

单位产出需要较少的资本! 最后"

尽管在大多数中高收入经济体中

私人部门比公共部门在投资中占

更大比重" 但是在包括中国和中

东国家在内的经济体中却是例外!

!

!

!尽管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投资的份额

增加! 但是全球投资率预期仍会

保持相对平稳# 如果各国投资率

保持稳定" 由于发展中国家份额

的增加" 全球投资率将会增长! 但

实际上投资率预计在各国都会下

降! 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潜在生产

力增长的下降" 这反映了人口结构

变化以及向服务业的转型 #服务业

生产力增长较慢$! 而这一下降在

全球范围内并不一致! 中国的投资

将比任何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历更

明显的下降"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与最近的历史平均水平相比" 实

际上将会实现增长! 各国投资率的

降低抵消了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投资

份额增长的影响" 从而产生了稳定

的国际投资率!

!

!

!当发展中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向高收

入国家趋同! 与以最近历史趋势

更加平稳地向高收入国家趋同的

情况相比! 全球投资总量将高出

,+# 与渐进趋同情景相比" 发展

中国家在快速趋同的情景中" 其

投资总量将增长至 "6, 万亿美元

#按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而

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将下降 % 万亿

美元! 但是" 投资率在特定国家

的增长和下降将取决于其投资相

对于产出的增加! 例如" 在中国和

印度" 投资率按照规律将增长 %+"

而巴西* 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的投

资率将经历 #6*++%6%+的微弱

下降!

!

!

!政策制定者在寻求对投资活动的支

持时! 其主要精力应集中在对私人

部门投资活动起到促进作用的投资

环境建设上# 包括制定完善金融部

门发展和提高管理的整体水平的政

策" 同时应特别关注法制建设! 只

有在市场和政府明确失效以及具有

较高社会收益的领域" 直接干预才

具有合理性! 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

延续干涉主义路线" 他们最好把精

力集中于未来服务业投资的扩张"

特别是教育* 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 因为这些领域内具有较高

的正外部性的溢出效应! 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合作的趋势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本来

源和惩戒机制以限制公共部门的潜

在低效!

世界范围内投资模式的变化

全球更多的投资正在向发展中世界

转移

进入 "# 世纪以来" 全球投资的模式

#以资本形成总量衡量%

$ 历了明显的变

化! %$-7+%$$$ 年间"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占全球投资总额的比重相对稳定 #平均为

%567+$" 在 "% 世纪首个 %# 年中这一比重

迅速增加" 并在 "##$ 年接近 *#+ #图

%6%" /$" 在调整购买力水平的差异之

后这一增长会更加明显 #详细讨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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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发展中国家中总投资增加的绝对数量 #+$ 与所占全球投资的份额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阴影部分表示 "### 年以后的年份" 趋势的改变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发展中国家在 %$-7+%$$$ 年间" 总投资对时间的一个简单线

性回归为( !YU#6#%%"Z"%6)-#"其中" !代表总投资" "代表年份! 而 "###+"#%# 年间的回归结果为!Y#6#"*"U*$6)%"! <LOP检验的

结果#值为 7"6#-" 在 %+的水平下显著$!

专栏 %6%$! 另外" 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

投资份额的趋同! 自 "##, 年以来" 投资

在高收入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更大

幅度的下降 #图 %6%" .$! 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投资领域中不断提高的影响力与其

在全球经济舞台的影响力齐头并进!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投资份额的

趋同既应归功于发展中国家投资率的增加

#图 %6"" .$" 也应归功于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经济份额的扩大 #图 %6"" /$! 尽管

这个趋势不太可能永远保持下去+++欧美

在 "##,+"##$ 年的危机后开始的去杠杆

化进程终会停止"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

资最终也将达到上限+++但是发展中国家

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很有可能变得更

为重要! 实际上" 自 "# 世纪 -# 年代以

来" 如今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投资

占产出的比例上的差异大于以往任何时

期! 另外"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其投

资占产出的比例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

是发达国家的投资占产出的比例急剧萎

缩! 最后"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储蓄和投资

流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成本" 或许将会

稳定在与今天观察到的相距甚远的水

平上!

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投资份额的急剧上

升主要归因于中国" 其次还有印度" 它们

经济的巨大规模! 此外" 由于中国和印度

经历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投资模式的变化"

如果忽视对其经验的考察" 将有忽视这两

国所发生的重要动态变化的风险! 但是即

便排除这两个发展中的巨人" 发展中国家

所占全球投资的份额自 "### 以来仍持续

增长" 目前已达到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

来的最高水平 #图 %6)$! 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率自 "# 世纪 $# 年代的低点后经历了

显著增长" 包括加纳 #由 "# 世纪 $# 年代

的 "#+增长至 "% 世纪首个 %# 年的 "*+$"

危地马拉 #由 %-+增长至 %$+$ 和蒙古

#由 )%+增长至 )7+$! 全球经济作为一个

整体正在释放一个明确信号( 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投资表现已经开始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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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测量单位" 不同比率% 经购买力调整后的投资和以本国货币

衡量的投资

!!本报告中" 市场价格反映了投资率" 以及潜

在的最优资本8产出比! 投资率不依赖于产出或

投资量的特定测量单位的选择" 因为市场价格反

映了被选择的数量单位! 尽管如此" 用特定单位

表示投资率也引发了不少兴趣" 在很多国家都是

以购买力平价 #((($ 作为测量单位!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 在发展中国家经过购买

力平价调整的投资率低于以国家市场价格测量的

投资率 #0KTT2HJ和 V2JMO3" %$$%$ #图 N%6%6%"

.$! 最近的研究确认了两者的差异主要由于各国

产出价格的不同 #VJ?2L 和 EQ23OP" "##,$" 这也

反映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观察到的" 较低

的发展水平以及与非贸易部门相比可贸易部门较

低的生产力水平会导致整体价格水平偏低! 另

外" 总体来说" 投资商品在全球进行交易" 其在

各国的价格差异较小! 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 投

资商品的价格较高" 如果投资率使用国际 (((单

位来表示" 投资率 #以及资本8产出比$ 会明显

变小" 即使以市场价格计算的比率相似!

当发展中国家进行赶超时" 市场价格和 (((

单位间的差异会消失" 以 (((衡量的资本8产出

比会向高收入国家趋同! 换句话说" 发展中国家

的资本量随时间的增加" 不仅由于整体生产力的

增长" 同时也是产出的相对价格增长的结果! 对

这种重要趋势的解释必须通过使用市场价格的分

析" 如果使用投资的(((测量可能会导致潜在的

数据扭曲 #E3OPQ2J" "##%$! 例如" 高收入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间细微的资本8产出比差异在 (((

修正后会变得更显著 #图 N%6%6%" /$" 即使这种

差异没有对经济行为人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图 -#"#"#$当以...为标准测量时! 投资率差异 #+$ 与资本/产出比 #,$ 更大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佩恩表 #(233 [OHQG B./Q2$' #LMM1( 1PM6J.J6K123362GK8$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Y购买力平价! 投资率差异的计算为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未加权的$ 平均投资率差异" 以国家货币

#D<$ 或者(((调整的国际美元衡量! 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并假设 7+的不变折旧率! 加权平均的计算

结果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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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投资率 #+$ 以及扩大的全球产出份额 #,$ 对其在全球产出中增加的投资

份额的贡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投资的差距" 是根据两组国家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 的比例的差值计算的!

图 #"&$发展中国家投资在全球产出份额的增长并非仅

由中国和印度推动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

计算!

注( 阴影部分表示 "### 年以后的年份" 趋势的改变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发展中国家样本在 %$-7+%$$$ 年间" 投资对时间的一个简单线性回归

为( !YU#6#%%"Z"%6)-#" 其中" !代表总投资" "代表年份! 而 "###+

"#%# 年间的回归结果为 !Y#6#"*"U*$6)%"! <LOP检验的结果 #值为

7"6#-" 在 %+的水平下显著$!

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将进一步巩固!

并不否认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其投资

的明显增长"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保持如

此高水平的投资仍存在困难! 例如" 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高收入国家在 %$-7 年

和 %$5# 年间经历了投资的快速增长" 其投

资在 %$,5 年达到占&'(的 )#+的最高点"

此后下降到年均 %7++"#+的水平 #图

%6*$! 同样" 在主要新兴经济体如巴西*

墨西哥和土耳其" 投资增长均表现得更为

平缓和温和!

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投资率的增长的

确延续了较长时间" 但是以投资率在几

年内急速的增长为特征的全球投资繁荣

仍然是一个罕见现象! 对经历投资繁荣

的各国的研究显示" 总体上投资的快速

增长与随后连续的经济增长并无联系

#专栏 %6"$!

中国的增长过分依赖投资的做法曾遭

受质疑" 特别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相对较

低的附加值这一特征 #N.HG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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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中国与其他高投资经济体要想保证

其当前高投资率的 &软着陆'" 有观察认

为以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最终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世界银行"

"#%".$! 结构的改变不仅包括投资和生产

的部门性转变" 也涉及金融市场的发展*

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与全球金融市场

的融合等一系列更为根本性的改变!

总而言之" 自 "### 年以来总资本的形

成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重要转变" 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投资的图景中愈加重要!

这种转变是由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强

劲的经济增长和两者投资率的趋同所引

发的!

图 #"'$不同收入水平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投资率

的发展模式也不一致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投资率是每个收入组的未加权份额! 经过&'(加权后的结果的定性分

析与此类似!

!

专栏 #"%

!!

投资繁荣并非总是与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关

!!历史上" 投资繁荣曾经出现在很多发展中国

家和高收入国家 #表 N%6"6%$! 但是" 繁荣却并

不一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的确" 许多经历过

投资繁荣的经济体 #定义为在一段时期内投资率

的稳定增长" 最短持续 ) 年$ 在后繁荣时期经历

了增长乏力 #图 N%6"6%$!

投资繁荣的国家也包括许多仍然为低收入或

中低收入的经济体! 有趣的是" 中国 #自从 "#

世纪 5# 年代改革以来一直保持了高水平的投资$

并没能达到所谓的 &投资繁荣' 的标准" 而是伴

随偶尔停滞的投资平稳增长! 总而言之" 过去的

半个世纪中" 至少发生了 )5 次投资繁荣!

表 -#"%"#$投资繁荣普遍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繁荣数量 经济体

%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阿塞拜疆* 巴哈马* 白俄罗斯* 博茨瓦纳* 乍得* 科

特迪瓦* 喀麦隆* 厄立特里亚* 冰岛* 伊朗* 哈萨克斯坦* 黎巴嫩* 中国澳门*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耳他* 摩洛哥*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沙特阿拉伯* 塞尔维亚* 斯里兰卡*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赞比亚

" 约旦* 马来西亚* 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 莱索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投资繁荣被定义为三年期间投资占总&'(的份额增长至少 "+" 最初投资份额至少为&'(总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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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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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多国家在经历投资繁荣后经济增长乏力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 年间繁荣前 #繁荣后$ 这一时期的数据" 定义为繁荣前 * 年 #繁荣后 * 年$ 的&'(增长率! 对于那

些经历了不只一次投资繁荣的国家" 这里体现的是所有繁荣期的平均数字! 投资繁荣被定义为投资占 &'(之比的增

长率至少达到 "+的连续 ) 年时间" 而且初始投资率不低于 %#+!

!!其中一些投资繁荣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

期! 最长的是 "##)+"#%# 年白俄罗斯经历的繁

荣! 个别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也经历了投资繁荣"

包括 "# 世纪 ,# 年代的委内瑞拉以及 $# 年代的马

来西亚和泰国! 尽管这样" 投资繁荣的基本条件

在各国并不相同! 例如" 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

伯大部分地区的投资繁荣源于自然资源" 而一些

繁荣则是由于房地产 #白俄罗斯和黎巴嫩$ 或者

金融资产市场 #中国澳门$ 的升值! 在其他国

家" 比如 "# 世纪 ,# 年代中期在科特迪瓦" 公共

部门带动了投资繁荣! 最后" 国外资本的流入也

引发了投资繁荣" 而这也引发了通常在中等收入

国家常见的超涨超跌循环 #BOH32QQ和[2JM2HT.33"

"##"$!

部门性分配正向制造业与服务业

转移
!!当一国收入水平提高" 其生产结构将

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向较大规模的制造

业" 并最终向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

型! 当平均收入水平提高" 投资结构预计

将发生类似的转变! 自 "### 年以来" 资

本形成逐渐由农业部门向制造业转移" 而

作为全球固定投资一部分的制造业" 其投

资规模扩大了两倍" 由 "### 年的 %%+增

长至 "##, 年的 ""+" 而全球的农业投资

相对停滞 #约占全球固定投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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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全球制造业投资向中低收入国家聚集 #+$! 中国目前占投资的很大部分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D;']$ 工业统计数据库')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C]$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C]0BCB$' 以及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V;<Y高收入国家" \I<Y中高收入国家" >I<Y中低收入国家" >;<Y低收入国家!

.6该比例是每个收入组年度数据的未加权平均值! 经过投资加权的结果的定性分析与此相似" 但由于中国所占的巨大权重" 过高估计

了 "###+"##, 年度>I<组的比例! >I<组 "###+"##, 年度的全球制造业数据平均值只包含了印度在 "##7 年的数据 #该国只在这一年

有数据$! >;<组在 %$$#+%$$$ 年度的全球农业数据平均值只包含了塔吉克斯坦 %$$7 年的数据" 因为该国在余后年份的份额出现异常!

"# 世纪 5# 年代为这一份额的一半$!

尽管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性增加" 但是

在过去 "# 年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征是全

球制造业的投资分布仍然集中在中低收入

国家 #图 %67 .$! 因此" 尽管中国目前占

中低收入国家制造业投资的大部分" 但当

印度和越南 #图 %67" /$ 等其他中低收

入国家通过更多的投资逐步建立起工业

基础" 中国所占全球制造业投资的份额

将会下降!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低

收入国家能够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势

头" 非洲大陆所占制造业投资份额同样

也会增加!

当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升高" 全球投

资活动正在经历另一个重要的部门投资模

式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中" 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服务业都将增长" 进而完成由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的转移" 以

服务业为全球主要投资活动也是后工业化

的投资的景象!

投资活动的部门分配的变化很有可能

伴随着投资效率的逐步改善! 投资在多大

程度上被转化为了生产性资本" 随着经济

的发展这种配置的效率又会大多大程度上

得到改善" 这些问题往往都被总投资与部

门投资的数字所掩盖了! 资本使用效率的

测量结果显示" 在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存

在明显的差异 #表 %6%$!

"在中国" 每增

加单位资本配置 #资本边际产出或 I(E$

将使整体经济的产出变化比率达到 ""+!

这一比率与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接

近" 但是远低于土耳其的 I(E #高于俄

罗斯的I(E$" 这意味着在整体经济范围

内" 投资在土耳其的使用更有效率 #而在

俄罗斯效率较低$!

如果这些测量以面值计算" 中国和印

度尼西亚制造业部门的 I(E水平较低"

在 %#+左右 #相对于其他经济并在各自

经济体中进行比较$" 表明在这些国家中"

投资配置在制造业中的效率低于农业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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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经济和部门间! 资本边际产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俄罗斯 土耳其

整个经济 #6%, #6"" #6"* #6"- #6", #6#) #6*5

农业 #6"5 #6"$ #6%$ #6%* #6% #6#) #6)*

制造业 + #6#5 #6)7 #6%% #6", + %6%,

服务业 +

56,5

.

#6%$ + #6"* + #6%$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D;']$ 工业统计数据库')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C]$ 粮

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C]0BCB$' 以及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Y资本边际产出" UY不存在! 除非另外注明" 数据来自 %$$%+"##, 年! $%&的计算为资本产出弹性调整

的产出'资本存量比" 对部门(#或者整体经济内$ 在"年中的计算使用公式$%&

("

Y

!

(

)

("

'&

("

" 这里 )和 &分别为国

内生产总值 #&'($ 和资本存量形成额"

!

的计算为在部门或整体经济范围内补偿所占实物资本的份额" 不包含自

然资本! 部门&'(的计算为附加值占总&'(的份额! 在大多数情况下"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年度数据在整个周期内并

不完整" 因此" 记录的$%&的计算采用可用数据! 计算不包括巴西在 %$$5+%$$$ 年 #金融危机$) 俄罗斯在 %$$-

年之前 #转型$ 和 %$$$+"### 年 #金融危机$" 印度尼西亚在 %$$,+%$$5 年 #金融危机$) 墨西哥在 %$$* 年 #金

融危机$ 以及土耳其在 %$$$+"### 年 #金融危机$!

.6由于不存在服务投资的直接数据" 服务业投资的数据由总投资剩余和其他两个部门的投资转化而来! 因此" 造成

较大的服务业$%&#对于中国来讲$ 的原因可能是被低估的服务部门投资而非此部门的高效率!

务业! 对中国来说" 这一发现的一种可能

解释是" 其世界一流的装配厂的建设需要

高水平的资本形成" 最终却以较低附加值

的产出作为回报 #EOO1T.3* [.3A和

[2?" "#%"$! 在印度尼西亚" 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降低了投资效率" 特别是涉及公共

部门的项目 #]Q@23" "##,$! 尽管印度可

凭借全球贸易服务享誉世界" 但其服务部

门的I(E并未高于其他部门! 巴西农业

部门的 I(E较高" 这与证据显示的其农

业部门的全球竞争力水平相一致 # .̂G.

和NK44OQ." "#%"$!

由于国家之间的 I(E差异反映了资

本的配置效率" 由此造成的资源配置失衡

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 #B:($ 差异上" 而

最近的学术研究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效率整体偏低的问题 #<.J2QQ?和 :2RH_

2H" "##,$! 其他对非洲 #E.Q2T?U]S4.3

和 0 H̀23J23" "#%" $* 东欧 #N.HM2QJT.3*

V.QM?P.3A2H和 04.H12MM."##$$ 以及中国和

印度 #VJ?2L 和 EQ23OP" "##$$ 的测量结

果均说明" 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中的资本配

置存在明显的低效! 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

经济的不断增长" 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可

挖掘的潜在效率收益!

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投资低效的潜

在原因是处于优势的公共资源经常作为投

资活动的开端! 在发展中国家中" 公共部

门投资率 #占其总产出的 $+$ 远高于发

达国家 #图 %6-" .$! 这一比率在低收入

国家中可能会更高" 部分原因是其对基础

设施的更大需求! 在低收入国家中" 公共

投资率平均比在中等收入国家高 "+! 此

外" 如果低收入国家是商品出口国" 政府

往往直接投资于资源采掘行业!

然而" 公共投资经常无法生产具有经

济性价值的资本" 即使在公共资本可以带

来经济效益的情况下" 公共投资支出往往

有着严重的错误配置问题 #(H?M4L2MM"

"###$! 但是"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在投资中的地位逐

渐减弱 #尤其在存在 &大推动' 模式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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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收入国家公共部门产出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组别低 #+$! 但公共部门投资的比例在许多国

家间趋同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V;<Y高收入国家" \I<Y中高收入国家" >I<Y中低收入国家" >;<Y低收入国家!

.6总产出的 #未加权$ 份额以 7 年移动平均方法计算" 因为年度投资相对产出存在波动性!

/6公共投资的 #未加权$ 份额以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计算" 在统计上不可用的离群数据被剔除!

收入非洲国家$

)

#图 %6-" /$! 另外" 未

来的趋势可能将使政府作用进一步回退(

在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过程中" 对

国外直接投资 #:';$ 的开放程度不断增

长" 更多的国家也将从低收入向中低收入

转移! 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增加公共部

门投资的下行压力! 尽管存在这些因素"

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 在一个具有

影响力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多极化世界经济

中" 国家可以在经济活动整体上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 IOJMHOKJ* &K2和 '?MMT.3"

"#%#$" 这或许意味着政府将更加积极地

参与未来的投资活动!

另一个造成未来公共投资率水平偏低

的因素" 是私人部门更多的参与基础设施

的提供" 我们称之为公私合作机 制

#(((J$

*

! 这种合作关系在提高基础设施服

务的效率及完善公共资金配置的监管方面

是重要的进步 #在公共部门尤其缺少这种

监管" 从而减弱了公共投资对积累和增长

的作用$! 考虑到公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

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对于低收入国家尤为重

要 #&K1M.等" "#%%$! 一般来讲" 基础设施

投资的增加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潜在产出收

益( 位于中位数的国家改善其基础设施质量

从而达到位于前 %8*的国家的标准" 将使其

每个工人的产出增加 ,6,+ #<.QGXHO3*

IOH.QUN23?MO和 02HWX3" "#%%$! 自 "# 世

纪 $# 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已经非常普遍!

除私人部门长期以来更多地参与基础

设施的建设外" 由于公共部门在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紧缩开支" 援助流动发挥了更重

要的作用! 例如" 在 "##5 年" 低收入国

家超过 %8) 的基础设施开支来源于金融援

助 #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率仅有 *+$!

但是" 当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预算持续紧

缩" 其在未来的 %#+"# 年内的财政预期

并不乐观" 传统的捐助来源对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的支持将明显放缓! 这种情况下"

巴西* 中国* 海湾合作委员会 #&<<$ 国

家7和印度等非传统的双边捐助方" 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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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在主要发展中国家 #+$ 和大部分基础设施的从属行业 #,$! 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随时

间的推移而增加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计算!

注( (((代表公私合作机制!

.6"###+"#%# 年度总的全球分布的数据经过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调整" 并以 "##7 年实际美元价格给出!

而代之成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资金

提供方!

除了(((项目的诸多收益外" 由于目

前多数 (((项目局限于电信和能源部门"

因此(((项目仍然难以满足对基础设施更

广泛的需求! 其中一个原因是私人投资具

有高度集中性! 能源与电信部门明显从私

人投资中受益最多 #图 %6," /$! 在低收

入国家中" )8* 的 (((投入在电信行业"

而中等收入国家仅有少于一半的(((投入

到电信行业! 这种集中同样也体现在地理

上" 一年中主要发展中国家往往占全部

(((项目的一半以上! 自 "##- 年以来印

度的基础设施项目一直是私人部门资金最

主要的接受方" 其次是巴西* 中国* 俄罗

斯和土耳其!

-

另外" 按照净额计算" 私人在基础设

施的投资往往无法抵消公共部门投资的减

少! 以巴基斯坦和南非为例" 当公共部门

的投资下降" 其表现在 &'(上的基础设

施投资急速下跌 #增长和发展委员会"

"##5$! 在主要的拉美国家中" 基础设施

投资占&'(的比例在 "# 世纪 5# 年代和

"# 世纪 $# 年代暴跌" 在此之后持续低迷"

而智利是例外 #图 %65$!

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私人投资和公

共投 资 为 相 互 补 充 而 非 相 互 替 代

#<.QG2Ha3 和 02HWX3" "#%#$! 由私人提供

重要的公共产品的做法在全球仅取得极为

有限的成功" 这对一些长期以来国家都作

为投资 #如人力资本" 专栏 %6)$ 的重要

角色的地区来说" 是不要盲目开展 (((J

的一个警示!

以(((为基础的对基础设施的融资所

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 或许是长期以来这

种融资模式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涉及多种融资来

源* 许多公共和私人的承包方* 国内和国

际法监管的复杂的法律文件以及困难重重

的承包和制度设计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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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在 %! 世纪 1! 年代末! 拉美主要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占23.的比例大幅下降并

在随后持续低迷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QG2Ha3和 02HWX3 #"#%#$ 中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图中的六个拉丁美洲经济体为(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秘鲁!

!!基础设施融资所涉及的多方参与者和

多种模式选择带来的复杂性显而易见" 而

这也体现在中东地区发展的大型能源项目

上 #专栏 %6*$! 基础设施融资的轮廓在

过去的十年中逐渐改变" 债券发行正在取

代传统的银行贷款" 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银

行目前已成为基础设施部门的主要中间机

构! 在本章随后的部分中我们将重新审视

基础设施融资在未来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总之" 部门投资模式的转变同样暗示

了自 "###年以来的变化趋势" 全球投资由

农业向制造业转移" 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公

共部门投资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全球经济

正处于向另外一个投资方式转变的关键时

刻" 这一次的转变是服务业将成为全球投资

的重点! 服务业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将通过一

系列投资活动得以体现" 从与服务相关的人

力资本生产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扩张!

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全球资本存

量的重新分布

全球投资份额分配的转变意味着目前

的生产性物质资本的存量已经随时间的推

移发生改变!

,在 %$5# 年" 全球资本 #采

用永续盘存法测量$

5主要集中在发达国

家" 尤其是美国和西欧 #地图 %6%$! 到

%$$7 年" 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巴西和中

国等几个大型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存

量已经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当! 最新的

数据表明" 这一转变已经被进一步巩固!

如今" 巴西* 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加在一

起约占全球资本份额的 %5+" 而这一比率

超过德国的两倍" 并接近于美国的水平!

这一过程远没有结束( 资本存量的标

准化赫芬达尔 #V2Hb?3G.LQ$ 指数经历了

平缓的下降" 由 "# 世纪 5# 年代的 #6#5

下降至 "#%# 年的 #6#," 而相似的生产标

准化赫芬达尔指数在同时期经历了较大幅

度的下滑 #由 #6%) 下跌至 #6%#$! 赫芬达

尔指数这一缓慢的变化说明资本和财富继

续集中于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 这是 %$ 世

纪和 "# 世纪资本积累的遗留效果! 然而"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继续扩大" 净投

资的注入所带动的资本存量的增长" 全球资

本分配逐渐变得更加平等的过程将会在未来

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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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虽然本报告的重点为实物资本投资" 但同时

也需要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刺激经济的增长

和发展! 尽管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一样也具有收

益递减的特点 #I.3@?P* ÔT2H和 [2?Q" %$$"$"

但一些学者认为" 由收益增加而形成的内生增长

可以通过内嵌于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外溢得以实现

# ÔT2H" %$$#$!

在过去 "# 年中" 高收入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

入 #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 都超过发展

中国家! %$$#+"##$ 年" 高收入国家对人力资本

的平均投入为其总投资.的 )7+" 而发展中国家

在同一时期的投资为前者的一半 #图 N%6)6%$!

事实上" 最近 %#年发展中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只

有微量增长" #从 %#年前的 %,6)+$ 达到 %$6-+!

由于人力资本在技术配置中增加的重要性" 即使

如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的部门中" 人力资本的重

要作用也在增加" 因此需要发展中国家在未来调

整其资本分配的决策!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

会带动服务部门投资水平的提高" 因为教育和研

究与开发 # ĉ'$ 被归为服务!

.6目前国民收入的会计处理是将这些部门支出归类为消费而非投资! 为了专栏 %6) 的目的" 总投资的计算将这些支

出包括在投资中!

图-#"&"#$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投资! #44!&#444 年和

%!!!&%!#! 年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世界银行=G0M.MJ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私人和公共教育投资以及研究和开发 # ĉ'$ 投资" 是以这些部门的分别支出衡量的!

!!尽管在资本的全球分布不均衡消失之

前" 资本存量的分布提供了对可能获得的

累计投资的一个重要视角" 但是高收入国

家拥有更加充裕的资本并不能说明这样的

资本分配就是低效的! 最终" 资本必须以

生产为目的" 与劳动力 #和其他投入$ 相

匹配! 如果一个国家的可用资本和劳动力

#对人力资本的差异进行调整$ 存在明显

的不平衡" 那么必然导致资本短缺!

因此" 关注经过效率调整的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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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能源项目融资% 多方以及多模式的方法

!!在中东开展的与基础设施融资相关的大额能

源项目表明了大规模基础设施融资操作的复杂

性! 项目涉及了多方的本地与区域投资者" 融资

所基于的资本结构包括了直接股权* 债券发行*

银团贷款* 出口信贷 #直接的和隐蔽的$ 的部分

成分以及伊斯兰融资 #表 N%6*6%$! 同时" 定价

结构也非常复杂! 比如" 大多数项目" 将价格与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挂钩" 其部分利润根据项

目所处的阶段而改变!

"##$ 年中东项目融资的整体恢复表明了良好

的* 值得信赖的项目仍然具备在全球紧缩的信贷

环境中进行长期融资的能力" 特别是当项目采用

了形成辛迪加这种创新型的方法! 例如" 在 0LK_

P2?L.M" 独立的水电项目中" 日本 I.HK/23?参与

股本赞助协议确保了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融资的

关键贷款部分! .̂J&.J项目是项目第二次寻求融

资" 第一次是 %$$- 年提供的 ,#+)# 债权 #'.?Q._

T?和V.KJP.QG" "##,$!

表-#"'"#$中东最大的五项金融交易! %!!4 年

行业 国家
价值

#十亿美元$

融资成分

#十亿美元$

援助者

#国家! 比例$

海豚天然

气管道

石 油 和 天

然气

阿联酋 *6% 债券 #%6) $) 银团贷款

#%6*$) 担保贷款 ##6"$)

股东贷款 #%6"$) !

穆巴达拉公司 #阿联酋" 7%+$)

BOM.Q公司 #法国" "7+$) 西方

石油公司 #美国" "7+$

0LKP2?L.M

" ;[((

电力 阿联酋 "6- 银团贷款 # "6%" 两批

次$) 援助股本 ##67$

阿布扎比水电公司 #阿联酋"

-#+$) 苏伊士水利公司 #法国"

"#+$) I.HK/23? 公 司 # 日

本" "#+$

.̂/?AL ;(( 石油和天然

气" 电力

沙特阿拉伯 "67 银团贷款 # %6$ $) 援助

股本 ##67$

C<[C电力公司 #沙特阿拉伯"

*#+$) E214O公 司 # 美 国"

*#+$) 沙特国家电力公司 #沙

特阿拉伯" "#+$

.̂J>.bb.3

>D&项目

石 油 和 天

然气

卡塔尔 "6" 债券 #) 年期 #67" 7 年

期 %6%" %# 年期 #6-$

36.

C>

'\̂ ;[((

电力和海水

淡化

巴林 "6" 银团贷款 # %6) $) 高级

公债 ##6% $) 援助股本

##6-$

苏伊士水利公司 #法国" *#+$)

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加坡" "#+$) 0;]公司 #巴

林" %#+$) <.1 IATMVJ2公司

#巴林" "7+$) 基础设施投资公

司 #巴林" 7+$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私人金融投资数据库' 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Y独立电力项目" ;[((Y独立水利和电力项目" >D&Y液化天然气" 36.Y无数据!

的分配而非仅关注存量本身" 将为我们提

供不同的信息! 例如"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而拥有大量资本

存量! 但是" 一旦资本存量按照有效单位

劳动力进行调整" 这一地区的每个高效工

人人均资本将落入低分布区间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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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用不同分布中经过效率调整后的劳动力单位调

整的资本存量与资本存量本身之间的比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监管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计算$

注! 资本存量为 "#$# 年 %或最近的& 数据' 对地区整体运用永续盘存法'

假设按 %&的不变折旧率进行计算$ 有效劳动单位是用劳动年龄人口在劳

动市场的参与率进行计算' 并用现在人力资本存量 %以 $% 岁以上人口的

平均教育年限来衡量& 的回报率进行调整$ 每有效劳动单位的资本存量是

每个地区的简单平均值$

而中东和北非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 最

后'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本存量

远低于其他地区' 但是这一地区单位工人

的人均资本仍高于南亚$

经过效率调整的每劳动单位的资本存

量的差异说明' 在对未来的资本需求进行

分析时' 考虑互补要素变化的重要性$ 例

如' 未来拉美可能将经历较低的投资需

求' 特别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

%更多细节在第 " 章中讨论& 意味着补充

性劳动力的缓慢增长$ 与之相反的是在非

洲和南亚等地区由于预期劳动力的增长'

将会产生更多资本需求$ 而在东亚等资本

存量充裕的地区' 仍然有更多资本累积的

空间$

单位工人资本的长期增加同样对工人

的整体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 $'%# 年'

美国作为技术上领先的国家' 其每个工人

平均对应于相当于价值 (")## 美元的' 机

械( 工厂和设备等形式的资本 %以经过

***调整的国际 "##% 年美元计算&' 而智

利和墨西哥等国在 "##+ 年达到了这一水

平$ 工人福利的追赶在与其他高收入国家

相比时更为明显$ 如今在马来西亚平均每

个工人所对应的资本少于法国工人在 $'(%

年的 "#&' 并且并未把整体资本商品质量

的改进考虑在内$ 即使在孟加拉国等低收

入国家' 工人工作所使用的平均资本仅相

当于英国工人在 "# 世纪 +# 年代所使用资

本的 $,$#$

尽管净资本存量将在未来 "# 年中继

续 %缓慢& 趋同' 但是发展中国家和高收

入国家单位工人的资本存量差异不一定会

缩小' 尽管两者之间的差异已经比过去任

何时期都要小 %地图 $-"&$ 出现这种情

况是由于发展中国人口的增长将抵消其资

本存量相当平缓的增长' 因此成为单位工

人资本存量趋同的减速器$

全球投资的长期驱动力
由于投资起到预期未来繁荣的信号的重

要作用' 自该学科出现以来投资的研究便成

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凯恩斯

%$'./' 第 $/$ 页& 把投资背后自发的与不

稳定的力量称作 "动物精神#$ 但是经济行

为人对投资活动的长期决策背后的驱动力

量' 并不完全是一个黑箱$ 投资活动的传统

模型诉诸于宏观经济的决定因素' 如增长率

和资本的实际成本 %012345615' $'/.&( 资

本的影子成本 %71895' $'/'&( 不确定性

%:;<=6和 *24<1>>' $'($& 以及名义变量'

例如' 资产价格 %?9@9>和*95AB<C' $'')&

和货币供给 %D1EF6>2GF和7921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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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资本预期回报$ 预期回报的差异不

仅取决于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别$ 一个经

济体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所提供的资本收益

率极为重要$#

$ 另外' 国家间的结构因

素' 特别是其金融发展水平和整体制度

环境的差异也影响投资的预期收益' 因

为这种结构因素也会区别不同国家的发

展命运$

$$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因素会对投融

资造成负面影响! 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以

及制度建设的不足$ 这两个因素导致安全

性与可投资资产的 %实际上或感觉上& 不

足 %P=8=EE421' "##+&$ 在新兴国家这是

一个长期问题' 它所产生的不稳定可能超

越国界之外! 对安全投资机会的追逐能够

压制长期的实际利率' 降低全球储蓄配置

的效率' 在创造安全资产的国家引发投机

泡沫以及导致不可持续的全球失衡

%P=8=EE421( Q=2H9和 K1;295<H=6' "##+ &$

总之' 实践经验证实了结构因素对决定一

个国家能够吸引到的投资数量起到的核心

作用' 同时对为何国家间投资的表现会有

如此大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专

栏 $-%&$

从跨国数据来看' 这两个因素对世界

投资活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通过经济发

展' 国家将建立更加成熟和复杂的金融系

统' 而金融水平的提高' 反过来将提高其

投资率$ 这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

显' 尽管信贷供应的变化长期以来同高收

入国家的投资率同样密切相关' 而 "###

年后信贷供应在发达国家快速增长期间是

例外 %图 $-$#&$ 经济计量分析说明' 金

融发展水平提高 $#&将使投资增加高

达 .-.&$

投资也与整体制度环境的质量正相关

%图 $-$$&$ 过去 $# 年中发展中国家在这

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根据世界银行全

球治理指标'

$"从 $''/)"#$# 年' 发展中

国家对腐败的控制以及法制的改善提高大

约 )&' 而发达国家下滑了大约 $&$ 尽

管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治理的挑战'

但是这些改善将改变其未来可能的投资

路径$ 经济计量分析指出实际投资活动'

即使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干扰因素后' 仍

然在统计上显著 %图 $-$$&$ 制度建设

水平每提升 $#&' 实际投资会增加高

达 $-/&$

最后' 国家对境外资本的开放也会增

加本国的投资$ 当一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

球市场' 特别是对于较小和较为贫穷的

经济体而言' Q?R将起到对其未来投资

的拉动作用$ 如果全球资本市场的摩擦

进一步减小' 跨境资本流动 %仍然& 是

这种情景下全球市场的一小部分 %:;S

<=6' $''#&' 但是如果金融全球化按过去

"# 年的速度进行' 将对资本流动的模式

造成显著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第 . 章所

讨论的那样$

投资者情绪是塑造未来投资变动的

重要因素

对投资行为背后凯恩斯所谓的 "动物

精神# 的一种理解' 是这种精神或许体现

在对未来投资变动的预期中$ 投资者的情

绪从根本上是基于对未来增长前景的预期

以及这种前景的不确定性$ 这些期望并不

能通过对可观测变量的经济计量分析而轻

易获得'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梳理投

资者情绪$ 因此' 尽管在报告中使用的

:95C=34模型无法准确模拟出投资者情绪

的影响' 但是关于情绪在塑造发展中国家

未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 其他方法为我们

提供了部分线索$ 一种方法是通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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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要素影响国内投融资的分配

!!传统投资模型对投资活动的解释依赖于标准

宏观经济的决定因素' 如产出( 经济增长和资本

的实际成本$ 但是'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受周期性

冲击的短期性的影响' 传统模型所捕捉到的因素

的影响可能在长期内消失$ 同样重要的是' 早期

模型无法捕捉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市场的潜在

影响' 而这一缺陷被最近的投资模型修正$

最近的研究强调了不确定性和市场不完全性

的重要作用' 并暗示了对结构变量如何在全国范

围内影响总投资这一思考的必要性$ 在结构变化

如金融部门的中间储蓄能力差异 %?=9E=F9'

$''"&( 强化合同执行的法律框架 %P11E4B( T=29S

F1和 U;=A2959' "##)&' 产权 %V46E4B' $''%& 以

及商业与制度环境 %W<4F13E;( 01H=5615 和 X18S

95615' "##%& 中往往能够发现这种摩擦力的根源$

对经常账户非常关键的经济开放' 可能也会对长

期投资活动造成影响 %PH955和*2=6=A' "##.&$

结构因素的差异可能会潜在地改变任何特定

国家所接受的投融资的流动$ 任何寻求解释跨国

投资模式的成功模型都需要考虑到三个主要问

题! 第一' 该方法必须将利率在国家间的差异作

为其核心包含进来$ 第二' 为了解释影响预期收

益的附加因素 %但并非全反映在利率中&' 此模

型应将国家间有系统性差异的经济和结构变量补

充进来$ 第三' 此方法应当解释可能会出现在不

可见变量中的显著差别' 还有解释变量中的潜在

内生性$ 尽管没有单一的模型可以同时考虑到这

些不同的注意事项' 但是这份报告依靠计量经济

学的方法为利率的主要变量指定一系列的可信

系数$

正式分析 %发表于 *全球发展地平线+

,K?D- 附录 $-.& 表明虽然并非所有结构变量都

对投融资的全国分配产生了影响' 但有一些明显

做到了$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金融发展的角色! 当

金融发展的水平提高后' 投资也趋于增加$ 这与

文献 %V45H=898 和 YI9434E' "###. :4O954' "##%.

世界银行' "#$"8& 的发现相一致$ 这些文献表

明' 在所有相关关系中' 金融发展尤其对资本形

成存在因果影响$ 整体的制度环境似乎也对驱动

投资有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 T=;21%$''%& 已经

证明普遍的腐败会导致国家间层面上的投资水平

更低' 而V46E4B%$''%& 用加纳的例子说明了同样

的道理适用于产权制度的强度$ 制度和投资增长

之间更易存在更普遍的' 强劲而积极的联系

%W<4F13E;( 01H5615 和 X1895615' "##%&' 特别是

那些有助于经济自由化的联系 %?=J615' $''+&$

"托宾 U# 值来考察资本的隐性 %或影

子& 成本$

$.托宾 U值的测量结果显示了

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投资的条件性预测$

$)显

著高于单位值的U值暗示对未来投资机会

的乐观预期' 如果 U值明显小于 $ 则相

反$ 对发展中国家的托宾 U值的计算表

明' 投资者预测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延续积

极的增长前景 %专栏 $-/&$

另外一种理解投资者情绪重要性的方

式' 是考察临时冲击的不确定性对未来投

资的影响$ 考虑到 "##()"##' 年的金融

危机经常被与投资者信心的下降相联系'

这种方式特别具有相关性$ 这一机制的隐

含逻辑被理解为! 资本投资本质上是决定

何时执行一个不可逆转项目的期权' 这取

决于其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 %?9@9>

和 *95AB<C' $''). T<?15=EA 和 Y9434E'

$'+/&$

$%因此' 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

性上升可能将导致总投资的减少' 因为公

司会通过推迟资本形成的决策以保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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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和金融部门发展水平的发展路径十分相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管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计算$

注! 投资率定义为固定投资占K?*的比例' 金融发展水平的改变定义为国内对私人部门信贷占K?*比例的年度变化

的 . 年移动平均值$ 这两个值对两个国家组都未加权平均$

图 !"!!$投资和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监管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计算$

注! 采集了 $'+#)"#$# 年间所有国家的数据$ 这个图表是实际固定投资与

制度质量的二元散点图' 带有线性回归线$ 投资率定义为 "### 年美元计价

的固定投资' 制度质量是对腐败和法律监管的 %主观& 衡量的简单平均$

这两个变量都取了对数' 未加权' 在标准水平下的二元和多元回归都

显著$

们的期权价值$

$/独立于生产力冲击的不确

定性的巨大变化本身' 就可能会冻结投资

活动并造成急速的衰退 %VE11F' "##'&'

而且就算实际利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能

产生 影 响 % Q425=5A4ZL[9EE=O42A4等'

"#$$&$ 总的来说' 实证分析表明不确定

性对投资的确具有腐蚀性 % P=22;>H(

?9<C42615和 D45E4B' "###&$ 不确定性对

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 %W9Z45F=5 和

T=2915' $'''&( 实际汇率的不确定性

% Y42O45' "##. & 以及商品价格的波动

%PE=466456和?;5<=5' $''.& 产生了明显

的影响$

不确定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局限

于短期$ 对由经济不确定性引发的瞬间冲

击的模拟的投资反应显示' 尽管不确定性

对投资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更为显著' 但

是在发展中国家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

明显 %专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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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 !托宾)" 值表明了乐观的增长前景

!!在一定程度上' 托宾U作为一个合理的 %中

期& 条件预测' 发展中经济体对托宾 U的跨国测

量展现了一个关于发展中世界投资前景的喜忧参

半的图景$ 一方面' 很明显较低收入国家平均拥

有更高的平均 U值 %图 V$-/-$&' 这与低收入国

家未来投资预期的增长相一致 %虽然没有形成报

告' 发达国家的U值通常围绕统一的均衡一致价

值而波动&$ 此外' 测量的U值在一些快速增长的

发展 中 国 家)))如 孟 加 拉 国 % .-%% &( 巴 西

%"-/#&( 中国 %"-#+&( 印度 %"-$)& 和印度尼西

亚 %$-+(& )))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

高' 这与在这些国家中的预期投资前景总体比较

乐观相一致$ 另一方面' 一些东欧国家的托宾 U

值表明这一地区投资的市场预期依旧谨慎' 这反

映出欧洲金融和债务危机持久的负面溢出影响$

必须谨慎的是' 不要太过依赖于对国家未来

投资的单一和不成熟的测量$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市场通常并不完整和更加低效' 这几乎是发展中

国家的定义' 而这会降低托宾U计算所依赖的基

于市场估价的方法的预测价值$ 对发展中国家公

司的更高估价更可能反映的是无形资产)))比如

政治资源或垄断租金)))而不是美好的增长前

景$ 投资率和托宾U之间的关系在高收入经济体

中非常紧密' 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却弱很多' 这

的确会限制对测量的预测能力的自信$ 然而'

'#&的U值测量水平高于统一值' 这些计算的整

体信息就是' 投资者预期发展中国家将有一个持

续和积极的增长路径$

图 *!"("!$低收入国家平均拥有更高的平均托宾 )值# 反映了市场对更大增长潜力的

预期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彭博 %VE11F8423& 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数据为 "#$# 年的$ 国家水平的平均托宾U值的计算' 是用总市场价值与该国的公共公司的资产账面价值之比的

平均值' 超过两个标准差的离群数据被剔除$ 国家按人均收入的降序排列'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所包含的国

家受限于可获得的数据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是可用数据的简单平均$ 线性趋势线的可能的斜率表明' 人均收

入更低的经济体有更高的托宾U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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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现存有关投资的文献说明' 最

近所观察到的投融资在不同国家间的差

异' 特别是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向第

二产业转移的变化' 可以通过考察国家间

增长率的差异和资本的相对回报率 %这种

相对回报应被理解为不仅包括可观察到的

国家间相对回报率的差异' 还包括结构性

因素&' 以及无法观察到的投资者的情绪

差异得到解释$ 因此' 总的来说' 到 "#.#

年全球范围内以及国家层面投资的整体模

式' 将取决于全球储蓄的供给和国家对资

本的特定需求$ 下一节将回到这个问题$

!

专栏 !"+

!!

不确定性的瞬时冲击如何对投资产生长期影响

!!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不仅局限于短期$ 模拟

投资对经济不确定性的瞬时冲击的反应显示出'

尽管对高收入国家来说不确定性似乎对投资有着

更显著的影响 %图 V$-(-$' =&' 发展中国家也未

能幸免' 在发展中国家中' 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

效应会在大约 + 年后显现出来 %图 V$-(-$' 8&$

对这两组国家来说' 不确定性冲击都颇具持续

性' 其产生的影响在冲击过后很长时间才会消

失$ 此外' 结果还表明' 不确定性更根本性的转

变可能对投资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

图 *!"+"!$在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 投资率对不确定性增加的反应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注! 投资率被定义为固定投资占K?*的比例$ 不确定性的增加是对不确定性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用KWXPD %$' $&

模型来测量$ 条件变量包括! 通货膨胀率. 实际汇率. 以及农业( 金属和能源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P*R&$ 图中显

示' 即时反应是一个标准差的变化 %蓝色实线&' 误差区间为 \,L两个标准差 %红色虚线&' 时间长达未来 "% 年$

这个结果是用带有根据赤池信息量准则 %WRP& 选取的两个滞后期的水平向量自回归模型 %[WX& 得出的$ 关于这

种估计的细节请见全球发展地平线在线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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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中# 发展中国家的总投资 $,% 和投资占全球产出比例 $-% 相对于高收入

国家将会增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管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作为补充$

注! 图表的预测假设了渐进趋同情景' 这种情景下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为 "-/&' 其中发展中国家 %高收入国家& 的年平均

增长率分别为 %-#& %$-#&&$

未来投资机会的变化

渐进趋同的情景& 非常稳定全球投

资率以及国家层面的异质性

在 "##()"##' 年的全球危机造成经

济减速后' 本章所展示的情景分析表明全

球投资将会恢复并有稳步上扬的趋势' 其

增长率与整体产出一致 %图 $-$"' =&$

到 "#.# 年' 全球投资总量将为 "% 万亿美

元 %按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其中发

展中国家占总量的 ",. %$% 万亿美元&$

按绝对价值计算'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在

"#$% 年左右超过高收入国家$ 全球投资

率将基本保持稳定' 并符合全球储蓄率

%""&& 的变化趋势 %图 $-$" 8 和第 "

章&$ 随着发展中国家投资份额的不断扩

大' 发达国家的投资,全球总产出比预计

将经历明显下降' 由 $"-#&减少到'-$&$

投资占全球产出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

和高收入国家间分配的改变' 可以通过这

一变化中的两个重要部分加以理解! 发展

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的改变以及两

者相对规模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份额显著

提高的实际原因是其相对规模的增长$ 高

收入国家投资占其产出的份额将会有

#-(&的轻微下降 %由 $(-%& 下降至

$/-+&&' 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下降将更

加显著 %由 ."-"&下降至 .#-$&&' 因

此' 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

赶超' 使其投资占全球总产出的份额增加$

到 "#.#年'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将从

"#$#年占全球经济的 $,.增长至近一半$

正如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快速

增加所做的贡献一样' 中国也将造成发展

中国家未来投资率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将

从 )+&的高投资率 %"#$# 年& 逐渐降低

到 "#$/ 年的 )%& %由于其危机后短期刺

激因素消失& 并在 "#.# 年下降至 .(&

%图 $-$.' =&$ 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投

资机会正逐渐耗尽的信号' 例如' 主要城

市中闲置的办公楼以及暂停或处于半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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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中# 投资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将经历向下的趋势# 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将保

持稳定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根据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管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作为补充$

注! 短期投资率 %"#$$)"#$. 年& 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前景中的预测' 中期和长期的预测 %"#$))"#.# 年& 来自银行的全球

:R]MWKN模型$ "#$) 年之后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更复杂$ 图表的预测假设了渐进趋同情景' 这种情景下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

为 "-/&' 其中发展中国家 %高收入国家&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

状态的高铁项目$ 投资趋势在中国的下降

将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 其原因为老年

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导致的资本供给减少

%由于储蓄下降& 以及劳动力供给下降 %劳

动年龄人口的萎缩&$ 中国投资率将下降至

.(&这一水平 %仍然很高的&' 这并没有在

学术界( 市场以及政策经济学家的意料之

外'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 即使考虑到中国

较高的预期增长率' 投资率也不会一直处

于 )#& 以上的水平 % V=2AH=5' "#$#.

?1886等' "#$#. 世界银行' "#$"=&$

尽管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率的下降幅

度都不会像中国这样急剧' 但是一些国家

将会在中期达到预期顶点之后经历显著的

下降$ 这包括巴西 %从 "#$) 年的 ".&下

降到 "#.# 年的 $'&& 和印度尼西亚 %从

)$&下降到 ..&& %图 $-$. 8&$ 与此同

时' 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将经历投资

率的持续下降! 例如'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在 "#$#)"#.# 年间投资平均增长率为

")&' 比在 "##%)"##' 年的平均 "$&要

高. 同时俄罗斯的平均投资率在预测期内

将保持在大概 "(&' 比在 "##%)"##' 年

的历史平均水平要高得多$ 与之相对的

是' 在最大的高收入国家中' 投资率将会

保持相对稳定' 事实证明' 微小的生产力

增长 %仍然是正增长& 意味着投资需求在

这些资本密集型经济体内将不会明显减

少$ 例如在美国' 投资率将在 "#.# 年接

近 $.&' 这一投资率是其在过去 "# 年中

的平均值$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中' 未来投资率的

下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和劳

动力供给的减慢' 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投

资的需求$ 但是' 投资率的下降还可能

是由于在某一国中金融资源的不足 %投

融资的供给&$ 收益率相对于全球平均收

益率的变化' 将预示着是需求还是供给的

力量造成投资率的下降$ 如果 %较弱& 需

求是驱动因素' 相应的收益率将会下降'

渴望提供资本的投资者将鼓励资本密集型

的生产' 从而缓和投资率的下降$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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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收入国家的可贷资金的收益率将比许多发展

中国家上升得更快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每个国家条形图的最左侧 %最右侧& 的条代表 "#$# %"#.#& 年$ 这

个图表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包括南非$ 图表的预测假设了渐进趋同

情景' 在此情景下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为 "-/&' 其中发展中国

家 %高收入国家& 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 %$-#&&$ 收益率都进行

了规范化' 与 "##( 年统一' 所以报告的水平在所有国家间并不直接可比$

如果 %较弱& 供给是驱动因素' 对应的收

益率将会增加' 通过降低生产的资本密集

程度来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 同时削弱

需求$

例如'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对较

高的收益率' 意味着要想从全球吸引足够

的资金' 来满足他们的大规模对投资的需

求和众多新的投资机遇存在一定的困难

%图 $-$)&$ 由于同样的原因' 在俄罗斯(

墨西哥和高收入国家' 也预期有较高的收

益率$ 另外' 在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相对下降的收益率' 意味着相对于目前水

平投资需求的下降$ 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这种转变的根本内在机制是! 劳动力

的缩水和目前快速增长的生产力增速的放

缓' 这将意味着投资需求将在未来的 "#

年中软化$ 那么)))只有在国内储蓄的趋

势下才成立)))投资率的下降和较低的收

益率将会伴随着净资本流入的放缓 %在第

. 章中详细讨论&' 因为投资者将会在别

处寻找回报率相对更高的投资机会$

未来 "# 年中' 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经

济的高水平的投资' 将会对全球资本存量

在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分布的不

平衡起到修正作用$ 到 "#.# 年' 全部资

本存量的一半以上将会流入发展中国家'

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将会占到资本存量的

最大份额 %分别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

%/&和 $%&& %图 $-$%&$ 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在发展中国家中' 尽管基础很低'

资本存量增速将位列第三位. 到 "#.# 年'

它的资本存量将会是 )-/ 万亿美元的两倍

以上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如果

从整体来看' 到 "#.# 年发展中国家的资

本存量将会增长 "$"&' 而高收入国家则

只有 .(&$

快速趋同情景& 全球投资率存在相

似的稳定路径#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率要稍微更高一些

作为渐进趋同情景的替代' 考虑一个

快速趋同情景会很有意思' 在这个情景中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趋同得更快$ 如

果金融危机之后高收入国家用较长的时间

来缓慢恢复' 而发展中国家赶超的速度更

快并伴随着显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转变'

那么这种情景就会出现$ 例如到 "#.# 年'

巴西( 印度和中东的金融发展将会达到美

国在 "# 世纪 +# 年代的发展水平$ 与此相

似' 到 "#.# 年' 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俄

罗斯的制度建设将达到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 如挪威和瑞典' 目前的法治水平$ 重

要的是' 这些变量的变化速度被假设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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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发展中国家到 %'.' 年将占全球资本存量的一半以上 $-%#

现在所占比例是 !0.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 假设按 %&的不变折旧率进行计算$

=-图表 8的预测假设了渐进趋同情景' 在此情景下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为 "-/&' 其中发展中国家 %高收

入国家& 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 %$-#&&$

同的国家是不同的! 当一个经济起点更低

时' 增长也会更快 %此情景的具体假设详

见K?D在线附录 $-/&$

这一快速趋同情景的结果显示' 到

"#.# 年全球投资将会更高)))由发展中

国家比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的更高水平的

投资所驱动)))达到总值 "/-( 万亿美元

%图 $-$/' =&$ 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加是

由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支撑的' 还有一部分

是由于结构性变量变化的影响' 尤其是金

融市场的发展$

$+因此' 发展中世界作为一

个整体' 在 "# 年的预测期内' 投资率平

均将会高出其在渐进趋同情景下的预测大

概 $&$

但是' 对高收入国家来说' 在快速趋

同情景下投资率将会显著更低)))大约为

$&)))使得随着 "#.# 年的到来' 两个情

景的下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整体上来讲'

全球投资率将小幅上升 %由于发展中国家

所占规模的扩大&' 尽管仍维持在 ".&左

右' 但这个上升的幅度要比在快速趋同情

景下全球储蓄率的下降幅度更小 %在第 "

章讨论&' 这将导致对全球范围内收益率

的上行压力 %在第 . 章讨论&$

尽管发展中国家总体的投资率将会小

幅的上升' 相比于渐进趋同情景' 在快速

趋同情景下他们之间的投资率将存在显著

的异质性 %图 $-$/' 8&$ 例如' 中国和

印度的投资率相对更高' 大约要高出 $&$

在图谱的另一边' 如巴西( 印度尼西亚和

墨西哥等经济体的投资率将会小幅下降'

达 #-)&)$-$&$ 国家间的这种变化是由

于两个相互抵消的因素造成的! %=& 正效

应来自于高增长率( 金融成熟度的迅速提

升和快速的制度进步' 这些因素都会吸引

更多的投融资' 因此增加了投资. 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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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总投资将更高 $,%# 但这掩盖了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情

景的异质性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以及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作为补充$

注! 图表中的预测假设了两种情景'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为 "-/&' 其中发展中国家 %高收入国家& 的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 在快速趋同情景中' 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为 .-/&' 其中发展中国家 %高收入国家& 的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

对的是' % 8& 产出可能会增长得更快'

K?*水平也会更高' 因此投资率占 K?*

的比例将会下降 %当然在投资水平上存在

绝对的投资流的增长&$ 因此' 对于中国

和印度' 这三个投融资驱动因素的增长'

再加上全球储蓄变化极小' 不会导致产出

的增加超过投资的增长' 因此投资率将高

于渐进趋同情景$ 巴西( 印度尼西亚和墨

西哥则是相反的例子$

发展中国家部门投资的转变

可以预期投资向服务业转移

全球投资图景的变化离不开发展中国

家部门投资分布的巨大转变$ 部门转变的

一个主要趋势是预期服务业的投资份额的

增长$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到 "#.# 年'

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的投资需求占投资总量

的比例将上升 )&' 在日本和美国达到

+)&的高水平$

在发展中国家' 增长甚至会更多! 服

务业所占的投资需求的比重将增加约 % 个

百分点 %到 /#&&' 增长最大的是印度

%从 /#&增长至 (#&& 和俄罗斯 %//&)

(.&&$

"$同时一些目前服务业所占份额较

小的国家也会有显著增长' 如印度尼西

亚' 预计其份额将会增长大约 / 个百分

点$ 东亚 %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 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不包括南非& 的发

展中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也将显著增长 /

个百分点左右$

以下 ) 个不同趋势支持着服务业投资

占总投资比例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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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

!

!

!人口结构的变化.

!

!

!供给链中服务成分的增加.

!

!

!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此报告中基

础设施按照传统惯例被定义为一种

服务&$

第一个影响我们比较熟悉! 当人均收

入增长' 经济中附加值高的服务份额升

高$ 例如' 印度在 $'/# 年其服务占产出

的比例为 .+&' 在 "#$# 年这一比例上升

至 %%&$ 相似的趋势发生在其他发展中经

济体' 如南非 %同期内从 %$&增长至

/(&& 和阿根廷 % $'/%)"#$# 年间从

.'&增长至 %'&&$

第二个影响源于许多地区的人口老龄

化 %详细讨论见第 " 章& 对医疗需求的增

长' 同时还有青年人口对高质量教育服务

的需求$ 这些人口结构的压力将导致对服

务投资的更多需求$

第三' 基础设施可能是一个显著例

外' 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归于服务$ 未来

的农业和制造业产品中将会植入更多的服

务成分' 而服务在整体上也会更具有流通

性$ 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的一部

分' 信息与通信技术流通性的增加已经非

常明显' 例如'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视觉医

疗诊断' 海湾国家的人力资源加工' 非洲

国家例如肯尼亚和南非的呼叫中心

%W5=5A( K=8E4和T96H2=' "#$$&$

最后一个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

设施需求增加 %在新兴经济体&' 再加上

陈旧设施的更新换代' 这两者将引导更多

的投资注入服务部门$

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成为世界的制造业

工厂$ 总体来讲' 到 "#.# 年' 发展中国

家投资在制造业上的数额将几乎两倍于发

达国家 %"#$# 年的这个数字是 ),%&$ 在

目前的中低收入经济体中' 制造业投资将

会在未来 "# 年稳定增长' 例如' 印度尼

西亚和印度' 制造业投资年均分别增长大

约 (&和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作为

一个整体' 投资的增长率稍低于 %& %表

$-"&$ 东亚其他小型经济体' 例如' 菲律

宾和越南' 同样对全球制造业图景有所贡

献' 特别是考虑到其地理位置靠近东亚的

制造业网络$ 制造业在亚洲其他发展中国

家将会按照年均 )&的速度增长$

在一些高收入国家' 制造业投资将有

明显下降! 例如' 日本的制造业投资每年

都在缩水' 到 "#.# 年将占到全部投资的

$%&$ 或许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欧洲

和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将有小幅 %但仍然是

正的& 年均增长率' 尽管制造业在其投资

账单中的比例将下降 %均为 "&. 日本的

下降比例是它的两倍&$

除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发展中国家为

代表的全球制造业投资比率在增长' 制成

品的性质也将发生改变$ 工业制成品在未

来将会嵌入更多的服务成分' 将更加具有

技术上的复杂性' 而不仅仅是单纯质量的

提高' 将更具有便携性和转换性$ 技术的

复杂性将通过加强设备间的交互连接得以

实现 %例如' 家用设备将通过中央电脑

或者手机设备而进行无障碍互动&' 还可

以通过低价( 环保的产品 %例如' 高效

率的运输工具( 依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运行的空调( 生物燃料或电子原料&

来实现$ 其他附加性制造业的进步' 例

如' .?打印将能够进行针对需求( 具有

物理复杂性的高度定制化的生产$ 这种

制造程序具有降低特定产品线价格的潜

在能力' 例如' 个人使用的医疗设备' 如

果采用传统的制造工艺' 人们将无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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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投资份额都将上升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比例

$1%

增长率

$1%

比例

$1%

增长率

$1%

比例

$1%

增长率

$1%

发展中国家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 .)-# (-$ %/-# +-#

!中国 $# (-) .%-# (-( %/-# +-/

!印度尼西亚 "" )-% ")-# %-$ %)-# /-"

东欧和中亚 $" $-+ $+-# "-+ (#-# .-+

!俄罗斯联邦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 $'-# .-# ($-# )-$

!巴西 $$ .-) $/-# "-' ()-# )-.

!墨西哥 ) "-+ "#-# "-$ (/-# .-)

中东和北非 .' .-$ $/-# .-' )/-# %-#

南亚 $) %-$ $(-# /-% /'-# +-$

!印度 $.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 $(-# )-/ %(-# %-+

!南非 ) $-/ "$-# "-$ (%-# .-.

高收入国家

!欧洲 . L#-' $/-# #-' +"-# $-+

!日本 $ L$-" $%-# L#-$ +)-# $-$

!美国 . L#-+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投资份额的计算为 "#.# 年每个行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 投资增长率的计算为每个行业在 "#$#)"#.# 年

间的投资额的复合年增长率' 以不变价格计算$ 农业定义为包括自然资源' 制造业定义为包括资本品' 服务业定义

为包括基础设施和建设$ 表中的预测假设了渐进趋同情景' 在此情景下未来 "# 年的世界年经济增长率为 "-/&' 其

中发展中国家 %高收入国家&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

买这种产品' 价格也会超过可承受的范

围' 特别在低收入国家更是如此$ .?打

印技术也能突破这种障碍 %支持那些负担

不起设备和日常产品升级换代的更贫困的

农民和手工业者&' 并潜在地鼓励了那些

终端使用者多集中于低收入国家产品的

发展$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服务业投资份

额的上升就意味着农业部门份额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农业部门的投

资份额将会从 $/&降低到 $.&' 尽管不

同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 巴西和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在这方面将成为 %相对的& 领

导者! 它们的农业投资份额占全部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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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基本上将会保持到 "#.# 年' 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 .&和 %&$ 这种增长率反

映了巴西在农业改革上的相对优势' 以及

在非洲大规模农业种植的下一个前沿领域

的技术应用' 主要是在热带气候下进行耕

作和提高产量的本土技术应用$ 但是' 几

乎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 农业投资都

将剧烈收缩! 在高收入国家)))海湾合作

委员会 %KPP& 的高收入国家对自然资源

的投资除外)))农业投资将下降' 平均只

占投资额的 "&' 即使在发展中国家' 农

业也只占投资支出的 $.&$ 总体来讲' 世

界范围内纯农业 %自然资源除外& 的下降

将会被对自然资源的投资增加所抵消$ 这

种发展可能反映了通过水平钻井和水力压

裂进行页岩气开采的复兴$

总会有新出现的技术来吸收投资' 从

根本上来讲' 部门间的投资再分配还是由

不同部门间投资的相对回报率 %反过来

讲' 是部门间相对产出和要素价格的函

数& 的变化所决定的$ 总之' 全球并没有

发掘完所有可投资的机会$

%'.' 年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

的需求将非常高

与即将到来的投资向服务业转移相一

致' 投资的优先选择将转向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所面临的扩大的基础设施服务的压

力$ 如在上一部分中讨论的' 发展中国家

的服务业投资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显著升

高' 到 "#.# 年将达到约 $# 万亿美元$ 而

其中的 /"/# 亿美元 %略高于 /&& 将会

投资于基础设施$ 然而' 尽管过去十年经

历了极大增长' 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于发展

中国家来说依然是最为严峻的挑战' 特别

是考虑到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 还存在

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压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础设施投资的需

求' 有必要越过可能的投资路径' 而是预

测如果对基础设施的期望目标完全得到满

足的情况下' 将会导致的投资支出$ 的

确' 即使不包括维护费用' 这种需求将会

大大超过可能的实际基础设施投资水平$

""

更进一步来讲' 考虑到公共部门在基础设

施服务中的关键作用' 满足这种基础设施

的预计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来

说是首要的考量$

".

另外' 在完善的基础设施上增加投

资' 能够为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部门转移起

到广泛的促进作用$ 试图打开全球制造业

市场的低收入国家' 将需要可以依靠的电

力( 优越的道路和铁路网络' 以及扩大的

港口设施$ 对中低收入经济体来说' 当其

中产阶级得到发展' 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加' 它们就需要更高质量的公路'

更成熟的水利和排水系统' 以及优越的因

特网和移动电话网络覆盖$ 中高收入国家

在全面升级服务部门的同时' 还需要现代

化( 高速的通信与信息技术网络和高容量

发电能力区' 才能在高科技制造业和全球

流通的服务业中有效竞争$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寻求扩大

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技

术进步在过去是如何变化的' 在未来将怎

样变化' 以及关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和

运行的机制和可能性$ "基础设施# 这一

术语的意义不言自明! )# 年前' 固定线

路的电信电缆看上去是得益于公共部门提

供的天然垄断行业. 从 "# 世纪 '# 年代

起' 全球兴起了一波私有化浪潮' 扩大了

渗透力度和覆盖面' 并提升了效率 %:9和

;̂' "##)&$ 如今' 固定的电话线几乎已

成为古董' 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跳过固定

线路' 而代之以无线电话发射塔$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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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力存储和数字功率转化等技术进步

带来的效率提升' 意味着未来对电力的基

础设施开支将会从生产转向存储$

尽管基础设施资本的性质和特定组成

将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然

而' 代表基础设施特点的经济服务的性质

却仍然相同! 高资本密集度( 带有自然垄

断的元素以及位置特定的投资$

")因此' 这

个报告的讨论将保留传统类别中的电力(

交通运输( 电信( 水利和卫生设施' 同时

承认这些类别中隐含的特定技术意味着解

释上需要一定灵活性$

虽然估计结果并不统一' 但是对基础

设施服务的需求分析通常显示' 尽管需求

随人均收入升高而增长' 需求的增长速度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增长得更快$ 目

前' 在发展中国家' 人均电力消费的范围

从低收入国家的 )%" 千瓦时到中等收入国

家的 .#(. 千瓦时$ 而在发达国家则平均

为 $#)#+ 千瓦时$ 大量人口无法获得其他

形式的基础设施'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投资需求数量! 全球目前有 $$ 亿人缺乏

安全的饮用水' ") 亿人缺乏足够的卫生

设施$

在 "#.# 年'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投资需求将达到约 +/)# 亿美元 %以 "#$#

美元不变价格计& %图 $-$(' =&$

"%这些需

求主要集中在电力 %").# 亿美元& 和运

输 %"%)# 亿美元& 的各次级部门中' 这

两个部分共占总基础设施需求的一半以

上$ 固定线路即电信的基础设施 %假设以

数字与光纤电缆的形式& 也是投资的重要

领域' 这部分需求为 $("# 亿美元 %基础

设施总投资需求的 "#&&$

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将集中在

东亚和南亚国家! 在 "#.# 年这两个地区

将需要总量为 %#$# 亿美元的投资' 这反

映了中国和印度的大量人口对基础设施的

持续巨大需求 %图 $-$(' 8&$ 在中国'

电力需求将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由于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寻求高速的联系' 因

此' 对固定线路电信的需求也在增长$ 在

印度' 尽管移动连接也将吸引基础设施投

资' 但投资需要主要用于改善该国落后的

道路系统$

然而' 即使是 %#$# 亿美元的巨额资

金' 当考虑国际基础设施的联接时 %涉及

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联接改善&' 或许

仍然低估了亚洲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

求$ 使用这一更广泛的定义将使亚洲在

"#$#)"#"# 年间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迅速增

加到每年 (%## 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

"#$#&' 高于只估算国内对基础设施需求

开支的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该地区的

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按绝对价值计算不会

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 但是' 如果

完全满足其需求' 所需资金将为 '(# 亿

美元' 占该地区投资总额 //"# 亿美元的

$%&$ 此外' 这一估算并不包括对现有

大约 .#&的管理不善的基础设施使其重

新投入使用的投资 %非洲开发银行'

"#$#&' 以及加强区域间相互连接的额外

投资 %*R?W' "#$$&$

在地区层面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不

会持续增长$ 由于移动电话很容易获取并

且使用广泛' 在未来五年中电信基础设施

可能成为最大的需求$ 到 "#$( 年或 "#$+

年' 这种前置的需求或许将在很多发展中

国家中达到饱和$

"/当这些需求逐渐减少'

固定线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将会增加$ 电

力和交通运输需求的增长可能将更加平

稳' 这反映了人们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变化

较为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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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未来 %' 年发展中国家的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十分巨大 $,%# 其中最大的需求来自东亚和

南亚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预测方法的细节详见全球发展地平线在线附录 $-%$

在发展中国家# 需要大量的资源流

动以满足其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

在 "#$")"#.# 年间' 要想成功满足

发展中国家 $)-/ 万亿美元的累计基础设

施融资需求' 将需要大量的资金调拨$ 这

类似于 $' 世纪欧洲国家在新世界对边疆

的拓展' 在这个工程中' 产生了以铁路(

不动产和大型农业项目为形式的巨大投资

需求$ 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历来是公共部门

的职权范围' 但是这种趋势正在向公私合

作的模式转变$ 事实上' 规模巨大的基础

设施投资需求 %不区分公共或私人投资&

表明' 充分满足这些需求需要重新思考提

供服务的现有体制安排' 也需要提高资金

来源的国际化水平' 以及更好地设计创新

的融资策略以满足高水平资本密集度的要

求$ 要想同时满足这些纯粹的金融目标'

就必需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有敏锐的意

识' 比如' 效率( 穷人的可接受性以及服

务的质量$

与其他部门相比' 基础设施融资在政

府政策( 公共态度以及知识产权处理等方

面经历了更为明显的转变$ "# 世纪中叶

以来' 这些转变首先鼓励的模式是公共所

有权与控制权( 产业组织的垂直整合以及

投资的公共融资$ 进入 "# 世纪 '# 年代'

其常见模式转向市场自由化( 电力和电信

设施的分类定价( 公共资产私有化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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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市场融资$ 最近' 该模式已向公私合

作融资演变' 这一转变在中等收入国家表

现得尤为明显$

图 !"!2$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模式已经随时间改变# 在

未来更有可能依赖债券融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预测' 运用 "迪罗基债券和贷款在线数据库 %?4=E13S

9<V15AJ=24=5A :1=5J=24&# 的数据进行的计算作为补充$

注! 基础设施融资是将每个时间段的投融资需求份额进行加总得出的$ 总

价值' 以 $# 亿美元现在价值计算' 在括号中给出$ "#$")"#"" 年的预测

是在后两个时期的增长率与前两个时期的增长率相似和不存在通胀的假设

下做出的$ "#$")"#"" 年的基础设施总投资是 +-+ 万亿美元$

向私人部门更深入地参与基础设施融

资的模式转变将迎来其最好的发展时机$

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将出现在全球

性的环境中' 公共部门会面临更大的融资

挑战$ 正如将在第 " 章中进一步讨论的'

金融危机的后果将是全球范围内的财政平

衡受到损害' 发达国家尤为严重' 发展中

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此外' 对主权债

务的可持续性的疑问 %将在第 . 章中详细

讨论&' 将对公共部门进入全球资本市场

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对传统私人部

门中的金融中介 %如国际银行& 为大型基

础设施项目提供必要资金的能力也存在疑

问' 考虑到其危机后的资产负债表的缺陷

%这一问题也将在第 . 章中讨论&$ 这些因

素将限制政策制定者寻求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的选择$

尽管银团贷款量在全球范围内回落'

投资的性质允许更具有创新性的融资选

择' 如未来现金流的证券化' 这为基础设

施资产的长期久期缓解了部分压力$ 实际

上' 有证据表明这种向债券融资形式的转

变正在发生 %图 $-$+&' 并且将在今后持

续扩大' 这一形式或许会占到全部基础设

施投融资的一半$

当前企业融资的全球化趋势也可能在

未来增强' 这会进一步支持基础设施从全

球金融市场融资$ 债券市场的成熟最终将

降低信贷息差' 从而降低资本的成本$ 有

证据显示这一变化正在发生! 在 "# 世纪

'# 年代初新兴市场企业债券的息差高于

美国国债约 )%# 个基点' 但是在 "#$$ 年

其平均息差收窄至 .'" 个基点$ 当然' 只

有当重要的金融( 监管( 法律和机构框架

是良好的' 这种融资结构才是可行的' 而

这反过来又是发展中国家完善其金融机构

的前提$ 如果这些框架并未良好地运行或

仍处于过渡状态' 投资者可能会增加其目

标回报率$ 而这通常造成基础设施服务的

更高的关税' 而正如经验所显示的' 这会

导致这些服务过于昂贵' 特别是对穷人来

说$ 但是融资的创新不应仅仅局限于证券

化$ 创新也可能发生在融资方式的选择'

尤其可以借助于现代的 RP7技术 %专栏

$-+&$

结论与政策方向
未来全球投资活动的面貌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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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融资已经开始采用不同的融资机制

!!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历程中' 众筹资本的思

想有着很长并且相当有价值的历史$ 归结其本

质' 公众筹资在将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进行匹配

时追求中介机构作用的最小化$ 在储蓄方面' 滚

动储蓄( 信贷联合以及最近的创新社区金融协

会' 都可被看作是公众融资的方式 %V46E4B(

P1=>4和:1;2B' $''.&$ 至于投资方面' 一些微观

金融组织' 如M9O=' 就以采用众筹方式作为其首

要融资机制而闻名 %P;EE( ?4F923_`LM;5>和

T12A;<H' "##'&$

信息技术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从众多资金来

源为其基础设施融资的能力$ 其中一项举措' 索

科尼 %Y1C159& 建立了一个电子市场' 在那里援

助者和投资者可以与项目发展人员或政府联系$

这种融资机制的创新很有可能使未来的基础设施

融资不再依赖传统方式' 转而投向现代信息和通

信技术带来的诸多便利$

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已经开始兴起的另一种可

选机制是伊斯兰融资' 尤其在中东的大型项目中

盛行$ 尽管伊斯兰融资的更广泛的适用性将继续

受到经济( 法制以及系统性的挑战 %D4664( 0186>

和 Y1Ea' "##+&' 有理由相信伊斯兰融资作为跨境

基础设施融资的另一种媒介' 规模将会不断扩

大$ 而伊斯兰融资的参与者大多关心直接参与资

本市场表现' 这种特质也非常适合基础设施融资

的长期性' 因为其回报率很难预测' 并且在初始

投资的几年之后才能够实现$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投资在

绝对价值和所占全球投资的份额上都要高

于高收入国家$ 自 "### 年以来' 发展中

国家的投资占其产出的比例已经远高于高

收入国家$ 这些趋势未来并不会一直持

续' 但其影响已经显而易见' 在未来 "#

年中其全部后果将会体现出来$

虽然本章重点着眼于国家间真正的投

资活动' 特别是总的资本形成' 经常账户

的特点意味着投资应该同储蓄和资本流动

一同加以理解$

"(对于许多小型发展中国

家' 主要国家如美国的储蓄冲击' 将不可

避免地影响到其本国的投资方式 %Q4B242

和 YH=F8=;3H' "#$"&$ 这一结果是一柄

双刃剑$ 一方面' 它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

借助大型高收入国家来放松国内储蓄约束

和扩大国内投资来提高其国内储蓄$ 在另

一方面' 也意味着当大型经济体致力于放

任的公共政策' 或不受节制的私人借贷'

有可能造成全球储蓄供给的实质性收缩

%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完全由李嘉图等价所

抵消&$ 而小型的( 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由

于通常只有较小的财政空间来抵消国外的

负面冲击' 因此' 其投资将会被遏制' 在

未来几年中预期会塑造全球经济的基本力

量' 包括不同步的人口转型( 不对称的生

产率增长( 结构变化和金融全球化' 将随

着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和国际投资的头

寸的变化' 不仅将改变投资需求和机会'

也将改变储蓄决策与选择$ 下面的章节将

解决全球储蓄模式的问题 %第 " 章&' 以

及与储蓄投资失衡构成的国际资本流动

%第 . 章&' 并将投资需求的概念与投资机

会一起放在全球层面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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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在支持良好的投资环境

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投资主要是由私人部门主导的

活动' 在大多数国家中政府的政策行为

对改变投资水平只起到间接作用$ 政府

的作用往往是建立起支持稳健和可持续

的投资活动的环境$ 这并不是说公共投

资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当出现明显的市

场失灵和非常大的社会回报时' 公共投

资将起到干预的作用$ 例如' 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的行为中具有明

确的作用' 而这些活动是私人投资的重要

基础$ 但是' 投资的政策框架最终还是间

接的$

以这种压倒性框架为前提' 从全球

储蓄中吸收投资的结构因素改变 %在之

前讨论的通过对比在快速和渐进趋同的

情景中投资模式的差异时体现出来& 的

重要性说明' 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竞争的

国家需要注意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般情况下' 良好的投资环境的特点不

仅体现在可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传统政

策领域' 如稳定的宏观经济和监管制度'

同时也包括! %=& 企业经营所需的更广

泛的制度环境 %包括受保护的产权和法

治稳定&. % 8& 治理框架' 如对腐败的

有效控制' 直接和间接税收 %包括直接

分派的风险& 的有限负担及简化管理.

%<& 金融部门的成熟度$ 在这个意义

上' 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使政策对话远

离一箩筐的具体行动和改革政策' 朝着

构成一套合理的规则( 治理和激励机制

的讨论转变' 这套机制将激励私人部门

投资到具有经济效率和满足社会需要的

项目和活动中$ 此外' 从国外吸引投资

往往需要一个专业化( 知识化( 以投资

者为中心的投资促进机构' 并具有降低

跨境信息不对称的能力 %世界银行'

"#$"<& $

对于刺激投资感兴趣的政策制定者

来说! 投资环境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金

融业的发展水平" 正如本章所讨论的'

日益成熟的金融体系将促进投资水平的

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 运行良好的金融

体系能够确保储蓄更具流动性' 能分配

向最具生产力的投资机会 % :4O954'

"##%& ' 同时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和风

险管理带来的收益$ 关于促进金融业发

展的政策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报告的范

围' 但最近世界银行的工作为其提供了

发展思路' 特别是由于它涉及国家的作

用' 防止政府捕获和政策失灵情况的发

生 %世界银行' "#$"8& $ 出于放松信

贷相关约束的目的' 建立信贷信息机构

尤其对小型和中等规模的企业十分有益$

然而'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 任何旨在

鼓励金融业发展的政策长期目标' 都不应

该被简单地解释为纯粹的信贷扩张' 这样

一个狭隘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对不可持续的

短期政策的追逐' 并最终不利于经济和金

融的稳定$

主要发展中国家仍然努力寻求加强南

南投融资的合作$ 在 "#$" 年年初' 金砖

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

非& 提议成立南南发展银行$ 例如' 将其

作为回收过剩储蓄的机制以帮助满足发展

中国家的投资需求' 而在近几年区域性多

边发展银行也纷纷大幅扩大其业务 %第 .

章将重新回顾这一主题&$

发展中国家治理的整体质量! 特别

是法治方面的改进! 也可以对投资环境

起到重要作用! 有利于从全球资源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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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 确保投资者能够从投资活动获

得回报' 法治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 要

想成功地解决涉及的投资环境治理的挑

战' 需要超越法律上的修正' 而转向法律

条文或有益的行动' 如建立独立的投资和

监管委员会$ 行动将需要确保法治的内容

事实上为行政人员和政客所遵守' 以及正

规的机构可以对违反法治的行为采取强制

手段$

当然' 这种根本性的改革' 可能会

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因此改革的

努力必须通过建立联盟以扩大利益相关

者的范围' 并且鼓励利益相关者之间互

动的合作模式 %世界银行' "##+ & $ 甚

至看似无害的改革努力' 如定期的( 公

正的投资相关的竞争法的实施' 如果

它们能够削弱现有的处于垄断或寡头

垄断地位的企业' 都可能面临坚决的

政治反对$

成功的投资政策不仅应寻求修正政府

失灵的领域! 如上所述! 也应当在明显的

市场失灵 #仍然没有被矫正$ 或高社会回

报率的情况下直接干预" 最近的研究

%W3H915 等' "#$". VE11F和 [=5 X44545'

"##(. X1A29<C' "##'& 已经修正了过去的

观点' 即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以更好地

激励私人部门并促进私人部门的竞争 %而

不是寻租&' 尤其当政策不是针对某个特

定的部门 %随后捕获的风险很高&' 而是

针对特定的约束 %如良好的管理实践的知

识的不足或获得信贷的困难&' 同时保持

高水平的问责制度' 并有明确的日落条款

的干预措施$

如果决策者最终决定采取有针对性的

干预路线! 他们的努力最好应用在即将扩

大的服务业投资中 %如前所述&' 尤其是

在积极的外部溢出效应特别高的领域 %如

教育和医疗卫生&$ 即使在制造业和农业

中' 也有一定的子行业 %如 "绿色# 技

术部分或适应热带的种子&' 其足够多的

社会回报能够证明直接干预带来的风险是

值得的$

虽然成功的干预所需要的制度设计具

有异质性! 全盘否定公共投资的作用并不

必要" 同样重要的是' 由于目前全球的服

务业所占产出的比例较大' 政府目前从事

的政策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农业和制

造业投资 %例如' 许多国家的政府明确禁

止在某些 "敏感# 或 "战略# 服务上的

外国直接投资&' 在服务业占据产出的比

例越来越大的世界中' 将增加其经济效率

上的负担$

事实上' 在基础设施提供这一领域

中' 政府的政策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回

报$ 如前所述' 基础设施部门也将在未

来面临对投资的更多需求$ 即使在这个

长期以来由公共投资垄断的部门' 政府

的角色也正在发生变化$ 公私合作帮助

了存在现金约束的公共部门无法独自完

成的项目投资$ 例如' 通过为最低特许

经营费的收费公路业务提供担保' 私人

投资者为智利( 印度和墨西哥等许多以

前缺少基本服务的偏远地区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进行了融资$ 在约旦和俄

罗斯' 新机场已由国外投资者建成和运

营' 这反过来通过积极的网络外部性又

有助于为未来提供商业机会$ 甚至是哥

伦比亚( 加蓬和菲律宾那些公民与国家

有过冲突的地区 %如水利设施&' 通过聘

用专业管理人员管理国有设施' 从而提

高了效率并提高了服务质量$



&$###

!国际投资的新兴模式 全球发展地平线

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 国际金融

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可以在这方面发

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世界银行历来活跃在

基础设施融资领域' 并且通过参与***放

款集团或设计结构性融资选项 %如基础设

施债券&' 在提供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融资

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但该机构的作

用已经超越了融资$ 世界银行现在是基础

设施公私合作的知识库' 因此' 可以为基

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跨国经验的多样性提供

技术援助和其他咨询服务 %世界银行'

"#$"A&$

注释!

$-在本章中' "投资# 在多数情况下被定义为

总资本形成' 包括实物结构( 车间( 机器和

设备的购买以及库存的积累' 但不包含折旧

总额$ 更多的信息和其他定义可参考在线附

录 $-$ %本章和其他章节的剩余附录在

H>>I!,,JJJ-J12EA8=5C-123,P=I9>=EQ127H4Q;S

>;24&$

"-需要务必注意的是测量困难意味着部门的资

本边际产出 %T*M6& 应当为认为是指示性

的而非明确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T*M6

的计算结果仅表明公司效率分布的中间值'

因此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门中大多数具备生

产能力的企业仍然非常高效$ 其他类似的计

算采用更为常见的测度标准' 如资本,产出

比' 也得出具有类似性质的结果$ 具体参考

在线附录 $-"$

.-尽管这种模式对刺激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仍存

在大量争议' 但是被广泛承认的事实是' 如

果缺少对经济回报和政治制度的吸收能力'

大规模的投资开支不能保证被有效分配' 在

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种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

模式都不会发生作用$

)-***6的形成是通过建立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之

间单一的长期协议' 以捆绑基础设施投资和

服务的提供$

%-海湾合作委员会 %KPP& 由巴林(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通过协议于 $'+$年成立$

/-事实上' 在最近几年' 发达国家的投资者退

出基础设施项目' 而由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

取而代之' 开始成为有私人参与的基础设施

项目投融资 的 主 要 来 源 % N>>95342等'

"##%&$

(-正如在线附录 $-$ 所讨论的 %见全球发展

地平线网址 %K?D& & ' "生产性物质资

本# 的定义人为排除了对资本更广义的测

量' 包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 这种矫

正对某些特定现象的分析是合理的' 如对

最优自然资源开采率的研究 %世界银行'

"##/' "#$$& $ 另外' 如在报告的其他部

分所讨论的' 把所有形式的投资 %私人

的( 公共的或对非再生资本的投资& 等同

于生产性的资本形成会造成潜在的问题$

出于这种考虑' 本部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阐释全球固定资本存量分布' 以及提供

在二次研究中所依赖的资本存量计算所需

要的注意事项$

+-尽管资本存量的计算是基于恒定的 "### 年

美元价格和假定不变折旧率的永续盘存法'

但是其他的计算方法' 如使用***调整的投

资或者资本存量的双曲贴现也得到性质上相

似的结果$

'-经济增长与投资显然具有内生的关系$ 然

而' 这两者之间的强关联性是由于经济增

长是全要素生产率 %7Q*& 改善的结果'

而非要素的简单累计$ 7Q*' 反过来是从一

组更丰富的( 超过高水平投资的要素中得

出的$

$#-投融资等式中' 相对回报率 "

!的定义参考

在线附录 $-/ %K?D网站&$

$$-利率无疑应当反映这些结构因素造成的部

分差异$ 但是' 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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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并不足以完整反映出结构差异的影响$

例如' 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的金融抑制

可能导致扭曲' 因此公布的利率与期望利

率之间会出现偏差$

$"-这些变化是通过测量全球治理指标中这

两年 %$''/ 年和 "#$# 年& 的腐败控制

与法治程度分别的简单平均值$ 关于全

球治理指标项目的更多信息' 见 H>>I! ,,

95b1-J12EA8=5C-123,31O425=5<4,J39,95A4@c

=6I$

$.-理论假定投资率与每单位投资品价格的

公司影子资本价值相等' 这种关系即通

常所说的边际 "$ 但是' 由于影子价格

无法被观测到' 经济学家通过采用公司

的 %具有可观测性的& 市场价值与资本

的替换成本的比率' 即平均 "' 使影子

价格的定义具有了可操作性$ 在特定的

假设前提下' 包括完全竞争和完善资本

市场' 这两个比率事实上是相等的 %D=S

B=6H9' $'+"& $ 最近的研究甚至提出' 平

均 "比边际 "更能够捕捉未来的投资机

会$ 托宾 "值的实证研究试图只通过 "

来解释投资' 但是追踪记录令人失望'

这一结果可能归咎于金融摩擦造成的两

种测算方式的分歧$

$)-对托宾 "值的一种普遍理解是' 它是改变

资本存量的调整成本的替代变量$ 当缺少

这种成本时' "的系数将为 $$ 而小的 "

系数意味着高调整成本 %尽管最近 W84E和

N842EB%"#$$& 的研究质疑对"的这种传统

解释&$ 在报告的样本中' "的系数在完整

的样本中为 #-#$' 非常接近于通常在文献

中所使用的更加复杂的测算技术和其他规

范所得到的结果$

$%-把投资决策当作实物期权' 将使用者成本

等同于边际产品的传统方法不能把握投资

的三个特征! 许多投资项目的不可逆性(

时机的重要性和最关键的' 投资机会评估

中固有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理论预测

非常模糊$ 例如' P=8=EE421% $''$ & 提

出投资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取决于对资本

边际回报递减的假设' 而 :44和 YH95

%"##$& 表明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比例

能够影响不确定性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

响之间的平衡$

$(-如在专栏 $-( 中的图 V$-(-$ 中所看到的'

冲击的实际影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脉

冲响应函数的误差区间包含 #$ 尽管如此'

012A=5 %"##'& 指出对于脉冲函数在置信

区间中包含 # 并不能排除变量具有影响'

特别是在冲击传播过程中函数朝某一个方

向平稳变化' 而非围绕 # 不稳定地摇摆$

还应当注意的是' 其他研究 %例如' P=229S

424LYJ=EE1J和P46I4A46' 即将出版& 发现

不确定性冲击对投资的影响对新兴经济体

更加显著$

$+-由于劳动力供给在这一情景中保持稳定'

更高水平的金融发展能够吸引更大量的投

融资' 将增加经过效率调整的资本存量

并充当了经济增长超过生产力增长的额

外推动力$ 当将其分解为增长贡献与结

构改变 %通过分别只运行情景中任意一

个改变& ' 增长的影响往往两倍于结构改

变$ 尽管没有体现在报告中' 但是结果

可索取获得$

$'-尽管有理由相信' 随着财富的增长服务

部门投资将会增加 %服务部门的产出的

确随人均收入提高而增加& ' 但是由于服

务部门资本密集度不同于制造业部门'

所以这一增长变化并不能马上体现$ 在

本报告采用的模型中' 发展中国家服务

部门的平均资本密集度的确远低于制造

业部门$

"#-由于空间所限' 这一节将依靠与渐进趋同

情景相一致的估算$ 尽管数字有变化' 但

是使用快速趋同情景中的数字所产生的主

要信息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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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服务投资的份额 %/'&& 将

保持稳定$ 这一明显的异常可以通过以下

事实加以理解' 即全球投资的任何改变都

可以分解成投资率的变化和相对规模的

改变$ "#$#)"#.# 年间' 发展中国家和

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投资率均会增长$

但是' 因为发展中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

比重增加' 而在 "#$# 年服务投资在发展

中国家要低得多' 这表明全球总增长非

常温和$

""-相应地' 与本章前几个节中采用的一般均

衡模型相比' 这一部分在之前的分析基础

上增加了部分均衡方法$ 它为投资需求测

量提供了更好的方法' 因为它提取了可能

发生的替代效应' 而替代效应的产生是由

于相对价格改变以及技术进步对效率单位

的改善并改变了对基础设施服务的偏好$

因此' 提供的测量可能高于实际公共投资$

但是由于对投资需求的测量并未包括维护'

将维护需求包含在公共投资内将可能导致

比此处更高的数额$

".-尽管不是本报告的重点' 预期基础设施

需求仍然是许多高收入国家优先关注的

对象$ 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国内公共投资

的逐渐侵蚀以及对遗留系统升级的需求$

的确' 在高收入国家预期的高租金率将

是支持在基础设施领域未来国外投资的

主要动力$

")-例如' 这种定义将排除对教育的固定投资(

医疗以及体育和休闲娱乐' 因为这些设施

并不反映自然垄断的特征' 即持续降低的

边际成本$ 相似的' 通常由私人部门提供

的移动电话发射塔并不构成基础设施' 而

光纤和数字电缆的铺设则被认为是基础

设施$

"%-由于尾注 ") 中说明的原因' 这一测量结果

比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 亿美元的测量结

果高约 $+&$ 这些测算同样也表明'

"#$$)"#.#年' 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均增长

率仅为 #-/&' 而这一增长率比发展中国

家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 $/-"&低一个数量

级$ 但是' 正如图 $-$( 所示' 这一低增长

率主要由于移动基础设施支出的明显下降$

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增长率 %不包括这一类

别& 达 "-%&' 并未明显低于总体服务增

长率$

"/-假设饱和点为每个使用者拥有两部移动电

话$ 截止到 "#$#年' 仅有中国香港的覆盖

率 %微弱地& 超过这一水平$

"(-经常账户的特性表明' 国民储蓄和投资的

差异与一国的净资本流相等$ 储蓄和投资

惊人的高相关度最先由 Q4EA6>495 和 D129C=

发现' 他们将这一结果作为储蓄和投资本

具有本土偏好的证据$ 随后的研究揭示了

高储蓄)投资相关性必然意味着低资本流

动性 %M2==B和[45>;2=' "###&' 尽管三个

变量联系紧密这一个更普遍的观点也应该

予以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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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全球储蓄

储 蓄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阻

碍' 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备受关

注$ 在 "# 世纪 /# 年代末期' 发展中国家

仅把收入的 $+&用于储蓄' 而低收入经

济体甚至只有 $.&' 相比而言' 高收入

经济体则达到 "$&$ 由于发展中国家吸

引国外资金的能力不强' 直观而言' 是国

内储蓄的不足限制了投资规模' 因而限制

了经济增长' 使得必须从高储蓄的富裕国

家获得大量资金$ 储蓄是否是限制发展的

首要因素仍然值得探讨' 但发展中国家储

蓄不足的情况已经得到极大改观$ 发展中

国家的国内平均储蓄在 "##' 年达到了收

入的 ."&' 而发达国家则降至 $(&$

$ 然

而' 发展中国家储蓄率的显著增长依然没

能完全消除储蓄不足会限制它们的经济增

长前景的顾虑' 因为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十

年会给储蓄率带来下行压力$

本章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虽然人口老

龄化有使储蓄率降低的倾向' 但是储蓄却

不太可能成为全球增长的限制因素$ 尽管

这一结论适用于全球范围' 但由于不同国

家和地区之间的储蓄率会有显著差异' 其

中一些地区将会在未来面临着难题$

本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

!

发展中国家储蓄率的改变主要受三

个因素驱动! 人口老龄化" 经济增

长率以及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 在

大部分发展中世界里普遍存在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将给家庭储蓄率带来向

下压力$ 然而' 老龄化也将使 %年

轻& 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来说变得更

稀缺' 使得实际工资水平相对资本回

报率更高$ 这一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使收入进行了再分配' 从资本持有者

)))通常年龄更大因而有更低的储蓄

率转向工人)))通常更年轻并有更高

的储蓄率' 使向下压力得到缓解$

发展中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也

将促进储蓄$ 事实上' 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结构性变化逐渐

趋同的情况下'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来说' 经济增长率会持续提高至 "#"#

年' 届时将会趋于稳定并缓慢下降$

而一些国家'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 经济增长率将会持续提高到

"#.#年$ 在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世界

的生产力差距缩小得更快的情况下' 增

长的加速效果会更明显$ 增长过程带来

的这些积极变化促进了储蓄并部分抵消

了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带来的负效应$

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机制也起

着重要作用$ 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增加

储蓄来为更长的教育和退休年限融

资$ 反过来' 更多有着更高教育水平

和更陡峭的年龄)收入分布的工人倾

向于提高储蓄率$ 此外' 高收入往往

意味着更少的后代和更高的女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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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率' 增加了工人在最富生产力

的年华的储蓄潜力$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深化则

会给储蓄水平带来负面影响$ 特别

是金融的发展会放松流动性限制'

因此' 减少了个人及拥有高投资回

报率的公司进行储蓄的必要$ 金融

深化反映在保险和养老金安排上'

它们的便利性和应用广泛性的提升

也减少了预防性储蓄的需要$ 但金

融深化往往和更有效的资本配置'

进而和更高的收入增长联系在一起'

而这倾向于增加储蓄$ 这种老龄化(

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之间的复杂互

动' 预期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平均储

蓄率的略微下降' 从 "#$) 年的最高

值 .)&降至 "#.# 年的."&$

!

!

储蓄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地区间将会有

显著差异# 在两个区域内)))东亚以

及东欧和中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储蓄率下行压力会被经济的快速增长至

少部分抵消' 因此' 储蓄率并不会像高

收入国家一样下降得如此之多$ 比如'

在印度尼西亚' "#$#)"#.# 年间老年

人口抚养比将会和高收入国家增长得

一样迅速' 但在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

预期从 $+&下降到 $/&的同时' 它的

储蓄率仅会从 ."&降至 .$& %在渐进

趋同情景下&$ 这种差异性部分体现了

结构性变量的改变' 如金融部门深度

及社会保障体系的规模' 但主要还是

由于印度尼西亚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在人口图谱的另一端' 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有着相对年轻并增长迅速的人

口' 再加上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

长' 使得它成为唯一在我们所考虑的

时间范围内储蓄率没有下降的地区$

!

!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支撑起全球储蓄

率# "#$#)"#.# 年' 发展中国家将

经历产出上的快速增长' 有相对年轻

的人口水平的地区还将经历人口的快

速增长' 同时还保有相对较高的储蓄

率$ 而高收入经济体则会经历经济较

缓增长以及下降的储蓄率水平$ 到

"#.#年' 每 $## 美元的全球储蓄就有

/"美元是由发展中国家贡献的' 而

"#$#年的这一数字仅为 )% 美元$ 具

有高储蓄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权

重的提高平衡了高收入经济体储蓄的收

缩$ 发展中国家全球储蓄份额的快速增

加意味着它们的全球财富份额也将增

加' 尽管这个增长过程要更加缓慢$

!

!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似乎更多集中于高收

入家庭# 尽管储蓄 %以及财富& 集中

于一个国家的一小部分人中' 也许能够

促进金融深化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但

这种集中性并不利于经济的流动性前

景' 因此不利于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

要的政治和社会共识的达成$ 高收入家

庭并不仅比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的

更大比例用来储蓄' 而且在经济发展和

人口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它们都为国家

提供了大量储蓄$ 在有较高经济流动性

的国家' 低收入和低储蓄之间的相关性

可能反映了收入暂时性减少的家庭试图

平稳消费的努力$ 不幸的是' 类似的

相关性也出现在按教育素养分组的家

庭中' 而教育素养通常被当作永久收

入的替代变量' 因此' 比暂时的收入

分配水平更为稳定$ 一个国家中受教

育程度最低的人群储蓄很少甚至没有

储蓄'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提高自己获

取收入的能力' 最贫困的人口也就无

力摆脱贫困陷阱$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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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他们可

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政策! 特别是对

穷人的人力资本政策来刺激储蓄"

!

!

家庭结构的改变增加了金融市场在为

老年人提供收入保障方面的重要性!

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规模会变小! 因

为这会更方便工人在各地区之间移动!

老年人也更有能力依靠积蓄独立生活"

随着家庭规模的减小! 老年人口抚养

结构出现了深刻变革###从非正式的

多代同堂家庭体系转向更正式的个人

养老金或公共社会保障体系" 在老年

时更多地依靠私人融资的养老金而非

家庭储蓄和财富! 能够在老年人和他

们的子女都选择独立生活时提高双方

的福利水平" 另一个好处是使用个人

金融市场作为养老金储蓄的媒介能够

增加金融深度! 并有助于金融市场的

发展" 然而! 从依赖家庭成员的收入

转为依赖金融机构! 同时也突显了

加强监管以限制欺诈和金融中介机

构所承担的额外风险的重要性"

!

!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给公共财政的可

持续性带来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

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正在快速

增长! 财政预算将面临着逐渐增长

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的考验"

公共支出组成将向老龄化相关项目

转移! 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教育支

出的减少只能少量抵消这种影响"

另外! 非年龄相关支出的减少程度

极为有限" 复杂的政策挑战将来自

于为减轻医疗和养老金负担同时又不

使福利和社会服务水平下降过多所做

的努力" 要想在不给老龄人口造成严

重生活困难的同时确保公共财政的

可持续性! 就必须解决这些难题"

总水平上的储蓄! 过去" 现在

以及将来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已经增加

现在全球储蓄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

发展中国家! 然而这种现象是最近才开始

出现的" 从 "#$% 年到 &%%% 年的 &% 年间!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较稳定地维持在全球收

入的约 '( $图 &)"%" 然而这个比例自

&%%% 年以来快速增长! 到 &%%# 年超过了

#(" 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总储蓄从全

球总收入的 "$(降至 "&)*(" 在高收入国

家储蓄减少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储蓄的

快速增长使全球储蓄率保持稳定" 发展中

国家储蓄增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后续影

响! 就是它们占有了更大份额的全球财富

$图 &)"%"

图 !"#$自 !%%% 年左右开始! 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储蓄的

份额在增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的

计算"

注& 阴影区域表示 &%%% 年以后的阶段! 发展中国家总储蓄的权重改变正是

发生在这个时期"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对时间的一个简单线性回归在

"#$*#"### 年为 ! +%)%%%",")'-'! 而 &%%%#&%%# 年为 ! +%)%%&",

'.)/-#! 其中! !和"分别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总储蓄和年份%"

发表中国家对全球储蓄总量的贡献的

增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0% 相对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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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相对规模和储蓄率均对发展中国家储蓄的重要

性的上升有极大贡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的

计算"

注& 投资份额的分解来源于公式$#$%% +$#$%%

"

$&$%%! 其中! #! &! %分

别代表发展中国家储蓄! 发展中国家收入以及全球收入"

图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已经上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的

计算"

注& 阴影区域表示 &%%% 年以后! 发展中国家总储蓄的权重改变正是发生在

这个时期"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对时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在 "#$*#

"### 年为 ! +%)%%%",")'-'! 而 &%%%#&%%# 年为 ! +%)%%&",'.)/-#! 其

中! !和"分别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总储蓄和年份%" 123345+巴西) 俄罗斯

联邦)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济总量而言它们的经济规模和 $6% 它们

的储蓄率" 自 "#$% 年以来每五年为期发

展中国家储蓄的变化表明! 平均来讲! 无

论是相对规模还是储蓄率都有所贡献 $图

&)&%" &%%%#&%%# 年! 储蓄率的改变使

得发展中国家的总储蓄占全球总收入的百

分比上升了 ")* 个百分点" 而另 ")# 个百

分点的上升则要归功于经济规模"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水平与 *% 年前相

比已经大幅提升"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

体在 &% 世纪 -% 年代把收入的 "$(用于储

蓄! 而低收入经济体甚至只有 "/(! 相比

而言! 高收入经济体则达到 &"("

& 低储蓄

率被认为是投资进而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

大阻碍" 其他因素比如不确定的政策环

境! 基础设施较差以及不完备的金融体系

也阻碍了投资并减少了储蓄的动力"

但 &% 世纪 -% 年代以来发生了许多变

化" 过去的 /% 年见证了政策的改善以及

发展以及储蓄和投资的大幅增长" 到 &%%#

年! 储蓄已增加至将近收入的 "7/! 尽管

在全球金融危机时略有下降 $图 &)/%" 反

过来! 人口老龄化给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

带来极大的负面压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之间储蓄率的比值从 "#$% 年的 %)# 稳

步上升至 &%%# 年的 &)%"

与投资的情况一样! 发展中国家大部

分增加的储蓄都来自于中国! 其他大型新

兴经济体! 比如!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做

出了很大贡献 $图 &)'%" 大型发展中国家

间的储蓄率变化路径大不相同& 印度的储

蓄率稳步上升* 巴西一直缓慢增长并于

"#$# 年达到峰值! 但自那之后就有明显下

降的趋势* 而俄罗斯联邦的储蓄率自苏联

解体后就极不稳定"

特别地! 中国的储蓄发展趋势受到了

决策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之所以

被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巨大的储蓄总量

和极高的储蓄率! 还因为它的储蓄来源十



全球发展地平线 !"#"年的全球储蓄!

$#&&&

!!! 图 !"'$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变化路径大不相同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分广泛& 中国的家庭) 公司以及政府储蓄

都在大幅上升" 文献指出了导致储蓄率上

升的几个因素! 包括以下几点&

!

!

!4809:; 和 <=050> $&%"%% 认为住

房) 教育及卫生保健支出对个人的

压力以及增加的预防性储蓄是城市

家庭储蓄率在 "##*#&%%* 年间增

长了 .个百分点的重要驱动因素"

!

!

!?0和@A$&%"%% 重点关注了总人

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快速增

长) 农业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城市

化进程) 艰难的公司结构调整)

缩水的社会保障以及向部分融资

养老金体系的转变"

!

!

!BCA和 D80;E$&%""% 强调由于人

口的性别比例存在偏度! 家长为

了使儿子更容易步入婚姻殿堂而

进行竞争性的储蓄"

!

!

!4F=GA5) HFE0FC=和?0=I $&%""% 显

示如果将赠予遗产作为储蓄的动

机考虑在内! 中国人口的年龄分

布变化便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金融市场发

展的相对不平衡* 家庭和小中型企业经常

面临严格的信贷限制! 所以它们必须储蓄

以自我融资! 而国有企业则能轻易获得信

贷" 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高储蓄水平的最

重要因素也许是它极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

会带动储蓄率上升"

尽管推升中国储蓄率的很多因素对许

多发展中国家都适用! 但在其他任何地方

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效果显著* 事实上!

一个甚至多个在中国观察到的特征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 例如! 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处于人

口结构转变的早期! 这种转变也进行得更

为缓慢" 另外! 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都在

深化* 这个过程集中于高收入国家! 但中

等收入国家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也经历

了显著的深化过程 $1CJI) KC9A=ELM,

NF;G和HCOA;C! &%"%%"

/

发展中国家间的地区性储蓄趋势显

示! 最近储蓄的上升源于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 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这些国家储蓄的

增长" 这种上升势头伴随着显著的外部顺

差 $这应归功于制成品和能源的强劲出

口%" 然而! 尤其在南亚! 在存在小额逆

差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储蓄增长"

在区域内部同样存在着国内储蓄水平和

趋势的差异" 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储蓄率更低

$图&)*%" 例如! 在东亚! 这个地区整体来说

较高的储蓄率###"#$%#&%"% 年间平均在

&'(###掩盖了低收入国家有较低的储蓄率的

事实! 尽管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储蓄率都在

随时间而增长 $图 &)*! 0%" 在发生危机时!

如 "##.#"##$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由于收入的减少以

及为了平稳消费而借贷的增加! 储蓄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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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低收入国家的储蓄率通常也较低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储蓄率是每个收入分组内未加权占比的结果" 经过PK<加权后的定性结果除了东亚地区的中低收入组之外都与此十分相似! 因为

中国所占的巨大权重"

储蓄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组成在

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段都有显

著差异

!!当国民储蓄被分成私人部分和公共部

分! 很明显两者都十分重要"

私人部门储蓄往往占比更大! 而且历

史上波动性也比公共部门储蓄更大" 对很

多国家而言! 家庭储蓄自身占据了国民储

蓄的绝大部分! 尽管当一国数据加总到地

区层面时! 各地的家庭储蓄的水平显著不

同 $图 &)-%"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总

储蓄中的家庭储蓄的平均占比从拉丁美洲

的 &*(到印度的 -$(不等" 拉美家庭储

蓄较低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公司储蓄较

高! 而公司又多被家庭所拥有! 公司储蓄

取代了家庭储蓄" 由于家庭储蓄对经济增

长和人口结构变化都很敏感! 未来十年中

的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增长的时机会通过

影响家庭储蓄决策来影响全球储蓄形势"

在几个发展中大国 $特别是中国和印

度%! 私人部门储蓄异乎寻常地高! 并且

近年来增长得比家庭储蓄更快 $图 &).%"

有理论认为公司储蓄与现金流呈负相关关

系 $2A>>AJI和B8AGC>! &%%#%! 这反过来

表明金融管制###可能来源于金融的发展

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可能导致了

最近这些经济体的公司储蓄率的升高" 因

此! 随着中国和印度金融部门的成熟! 这

种高公司储蓄 $导致高私人部门储蓄% 的

倾向很可能消失"

公共部门储蓄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长期

趋势" 尽管它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波动! 但

"#$"#&%"" 的 /% 年间! 发展中国家国民

储蓄的公共部分大致维持在 "%(#&%(的

范围之内 $图 &)$%" 显著的例外出现在

&" 世纪头十年末期的全球衰退之前的几

年中! &%%-#&%%$ 年公共部门储蓄超过了

国民储蓄的 &*(! 但在 &%%# 年又迅速回

归到了历史水平"

全世界的公共部门储蓄趋势和发展中

国家过去 /% 年所显示的路径大致相同!

尽管 &% 世纪 #% 年代以前! 发展中国家的

公共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比高收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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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家庭储蓄在不同区域间的明显差异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加总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纵坐标的百分比是所研究的区域内国家家庭储蓄占国民储蓄比例的未加权平均结果! 只采用了近几年的数据! 所分析的国家超过

该区域PK<的 '%("

图 !"*$近几年在中国和印度公司储蓄比家庭储蓄增长得更快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运用 'Q4?2中国数据中心数据库 $中国% 和4RS国民账户数据库 $印度%( 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0对中国! &%%# 年的家庭和企业储蓄由其 &%%$ 年的百分比和 &%%# 年的私人总储蓄推算得出"

6)对印度! &%%. 年的数据是临时性的! &%%$ 年的数据是估计值! 家庭储蓄被定义为家庭金融储蓄和家庭实物储蓄之和"

J)'企业( 和 '公司( 这两个名词是从原始数据中延用而来 $中国称为企业! 印度称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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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民储蓄的公共部分在固定范围内波动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3?T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数据计算得出"

注& 国民总储蓄按照国民收入账户标准进行定义& 国民总收入与公共和私

人部门消费之差! 再加上净现金流入" 公共部门总储蓄等于所有层级政府

部门的当前收入减去当前支出" 当前支出包括政府消费支出) 当前转移

支付) 利息支付以及补贴* 公共投资并不算在当前支出之内! 因此! 它

实际上算作公共部门储蓄的一部分" "##&#&%"" 年! 这个图表显示了在

这些年度内都有数据的所有国家的公共部门总储蓄与国民总储蓄之比的

未加权平均值 $这些国家中不包括科威特! 因为它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

储蓄率波动极大%" 上述样本包含 '% 个发达国家和 "%& 个发展中国家" 在

"##& 年以前的年份中! 该样本包含在给定年份有数据的所有国家 $同样不

包括科威特%"

家更大! 在 &" 世纪初的全球衰退中该比

例在发展中国家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政府在储蓄和资本形成中扮演着日益

重要的角色 $也许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投资更多% 这种趋势是否被全球金融

危机所打断! 还是这种增长势头只是个短

期现象! 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管哪种对于危机之前年份的描述更为准

确! 有一点是明确的! 在未来的几十年公

共部门储蓄的任何上升趋势都会被人口老

龄化给公共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支出带来的

沉重压力所抵消"

尽管财富的积累比支出! 储蓄) 投资

和资本流动发展得更为缓慢! 发展中国家

在资本流动中快速增长的份额将会逐渐积

累成为在全球资本和国际投资上的地位"

$关于全球财富分配在近期的变化的更多

细节! 参见专栏 &)"%

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金融

市场发展会改变全球储蓄的形势

这篇报告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为了未

来 &% 年的世界储蓄情况提供一个预览"

目前尚不存在一个关于储蓄的明确决定因

素的确定性理论 $参考近期的一个研究!

QGG0;05A:和BC6C=! &%"%%" 然而! 普遍共

识是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变化和特定结构

性变量如金融业的发展都影响着储蓄" 理

论模型和简化的经验方程都表明了这些变

量间的相关关系"

例如! 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造成的年

龄结构变化! 在生命周期模型 $?:>AEUAV

0;A和 1=F96C=E! "#*'% 和永久收入模型

$T=AC>90;! "#*.% 中对解释储蓄行为都

至关重要" 这些模型仍然是衡量储蓄行为

的重要基准" 较新的模型则考虑储存的财

富怎样作为应对意外冲击的预防措施

$40==:UU! "##.% 以及未来收入的不确定

性可能对家庭 $ BCAU! "##/ % 和公司

$2A>>AJI和B8AGC>! &%%%% 储蓄产生何等

影响! 特别是缺乏健全的风险保险市场的

情况下 $QAW0E0=A! "##'%"

' 寿命延长能够

潜在提升全年龄段的储蓄率 $1U::9)

40;;A;E和P=0809! &%%/* NA;FE050和?0V

5:;! &%%.%" 因此! 如果经济增长和人口

寿命延长同时发生! 会加强经济增长对提

升储蓄的正面效果"

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变化能够缓解不

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并促进市场

更加健全" 例如! 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放

松流动性限制! 因此对储蓄活动产生影响

$KC0G:;! "##"* X0YYCUUA 和 <0E0;:!

"##'%" 与此同时! 社会保障机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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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也能决定一个国家中多少家庭选择储

蓄 $ZF660=>) RIA;;C=和DCU>C5! "##*%"

我们运用一个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 $4P[% 来构造未来世界储蓄的前

景! 这个模型包含一个储蓄方程! 其决定

因素为人均收入增长) 人口结构 $老年依

存度%)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社会保障以

及过去的储蓄率" 根据惯例! 这个方程依

!

专栏 !"#

!!

正在进行中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的缓慢变化

!!发展中国家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储蓄率的上升

已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 $国民储蓄随

时间加总% 占比的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日益重要

性在外部财富的持有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新崛

起国家在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负外部头寸大幅

减少 $H0;C和?AUC5A,TC==CGGA! &%%.%! 并自此变

为正头寸而且在继续增长0

" 尽管财富分配变化缓

慢! 在 "##&#&%%. 年的 "* 年间! 国民财富的全

球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图1&)")" 显示& 图 0描述的是 "##& 年和

&%%. 年全球人均财富在国家间的分布6 情况* 图

6描述的两者之间的差异! "##& 年均值显示出独

立于全球均值变化的分布形态的改变" 分布偏向

右侧意味着世界实际上在变得更富有" 图 0中分

布显示的双峰特性说明存在两组国家! 左侧峰值

的变化###在 &%%. 年变得更高了! 表明一些相对

贫困的国家 $比如! 中国) 多米尼亚以及纳米比

亚% 在积累资产并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由更

富有的高收入国家 $像中国香港) 卢森堡) 挪威

及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 组成的右侧峰值的变

化! 随着人均财富的快速增长而降低! 意味着它

们已从分布的右峰变为右尾" 因此! 在最富有的

高收入国家和右峰附近国家###例如! 海湾国家

是前者而南欧国家则是后者###之间的差距越来

越大"

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仍然存在于高收入国

家" 最近对家庭财富的分析! 如 K0OAC5等

$&%""%! 表明北美! 欧洲和高收入亚太国家占有

全球财富的 #%(" 在发展中国家! 财富通常以非

金融资产的形式被持有! 比如! 房产和土地

$R8:==:JI5) K0OAC5和HUF6C=05! &%"%%" 然而! 虽

然财富仍不断集中于高收入国家! 过去的 "* 年中

人均国民财富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间的分配逐

渐趋向于平均化" 如果把国家以人口数量加权J

!

基尼系数由 "##& 年的 %).. 下降到 &%%. 年的

%).'" 未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输出) 储蓄和

投资上的占比越来越大! 这种人均国民财富的收

敛趋势尽管缓慢但会一直持续下去"

0)净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来自3?T的国际金融统计 $8GGY& 77\\\)A9]):=E7ĈGC=;0U7>0G0)8G9%"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头

寸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总和中的很大一部分"

6)?AU0;:OAJ$&%%*% 讨论了测量国家间收入不平等的三个主要概念" 原则上! 它们也能应用于财富不平等" 测量国

家间不平等的假定条件! 是在全球分配中赋予每个国家的人均财富以相同的权重" 国际不平等把国家的相对规模考

虑在内! 用每个国家的人口作为权重" 全球不平等将国家内部不平等考虑在内! 测量个人的分布而不考虑其国籍

$参见1:F=EFAE;:;和?:==A55:;! &%%&% 全球不平等方法的缺陷是数据限制" 全球不平等方法很好地展示了全球范围内

发生了什么! 但这个结果很有可能受一个或两个大国的左右 $如发展中国家里的中国和印度就很有可能左右了分布

结果%

J)测度国际不平等的人口加权基尼系数方法通过如下方式得出! 将每个国家的平均人均财富分配给每个居民! 然后

获取相应的全球分布的基尼系数" 在相同时段! 未加权 $国家间% 基尼系数从 %)-- 上升至 %)-$! 表明国际间不平等

的计算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和印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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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均国民财富的全球分布已随时间改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全球经济指数数据库及 ?AUC5A,TC==CGGA&%%.( 中数据计算

得出"

注& 图0显示了国民总财富取对数后的概率分布! 选取了 "%% 个在两个年度都有数据的国家! 运用高斯内核密度估计方

法" 国民财富被定义为资本存量与净国外资产之和!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及 *(的不变折

旧率进行计算! 并以每个国家的投资平减指数进行折算" 根据H0;C和 ?AUC5A,TC==CGGA$&%%.%! 国外净资产作为存量) 和

外汇差异的变化的原因! 并以每个国家的PK<平减指数进行折算" 这两年 $"##& 年和 &%%. 年% 人均财富分布的均值差

异! 体现在 6中! 是将国家 &%%. 年观测到的数值减去 &%%. 年均值相对于 "##& 年增长的部分"

据观测到的数据和计量估计得到的弹性进

行了调整" 对全球储蓄进行测量! 发展方

式和政策转变对一般均衡结果的影响的会

计处理! 以及对未来进行预测都是经济中

很难解决的问题! 还很容易遭到非议" 然

而! 基于模型进行分析的主要优势不在于

提供准确的预测结果! 而在于能够提供一

个与经济理论相容的分析框架! 因此能够

检验和解释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关键因素发

生变化产生的影响"

4P[模型用到的弹性是从正式多元计

量分析中获得的! 它的主要结果的图形描

述见图 &)# 和图 &)"%)

*

正如图 &)# 0中所显示的! 储蓄率和

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呈条件性的- 正相关关

系" 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增加 "%(! 国民储

蓄率增加 %)*(#"(" 这个相对较强的联

系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过去十年中发展

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呈现强劲增长势头时!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也一路走高"

储蓄和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两个

因素的限制&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改变和金

融发展水平的变化! 两者均与储蓄率呈负

相关关系" 金融机构的发展总体来说对储

蓄有向下的压力& 金融市场越发精细! 其

中的信贷产品也更加一应俱全! 家庭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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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储蓄率倾向于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升高 ".# 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和 '金融结构与发展数据库( 中数据计算得出"

注& 图中运用储蓄率的残差与人均收入增长的残差 $0% 以及储蓄率的残差与金融发展的残差 $6% 绘制了散点图" 其中! 储蓄率被定

义为国内储蓄占PK<的比例! 以本国货币计量* 金融发展程度被定义国内私人部门可获得信贷占PK<的比例* 人均收入增长率用实际

人均收入计算! 以 &%%% 年不变美元价格计* 横轴和纵轴变量间的关系是有条件的! 因为这种关系把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视为不

变" 上面的图表是由在线附录 ")- 中的表 "Q! 规范 R' 的结果得出" 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未加权! 在多元回归中标准水平下显著" 发展

中国家样本的散点图呈现相似的规律"

图 !"#%$储蓄率倾向于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降低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金融结构与发

展数据库( 中数据计算得出"

可能运用消费者信贷来满足其金融需求"

与此相似! 如果公司能更轻易在资本市场

中满足资本需求! 它们将没有足够的动机

来留存它们的收益"

图 &)"% 说明了老年依存度与储蓄之

间的负相关关系! 这证实了生命周期理论

中的一个标准结论"

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将对全球

劳动力供给和储蓄产生强烈影响

已经悄然发生的重大人口结构转变!

是影响未来储蓄形势的重要因素" 需要考

虑的有三大人口结构因素& $0% 发展中国

家人口规模相对全球人口扩大* $6% 世界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J% 人口结构变化在

不同地区间的不同步性" 加之较高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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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这些因素意味着全球储蓄越来越

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人口将快速增

长! 从 &%"% 年的 .% 亿增长到 &%*% 年的

#% 亿 $联合国人口署! &%""%"

. 尽管现阶

段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前四十年! 到 &%*%

年世界新增的这 &% 亿人口 $大致相当于

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当前人口总

和% 并非微不足道的数字" 特别是这些增

长的人口几乎完全产生于发展中国家" 发

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人口增长的主要来

源! 它们的贡献还在稳步上升" 在 "#*%

年! 每 "%% 个新生儿中有 $% 个出生于发

展中国家* 到了 &%"% 年这个比例增加到

#*(* 而自 &%*% 年以后! 发展中国家极

有可能是世界人口增长的唯一源头" 随着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

其储蓄形势也将对影响全球储蓄前景起到

更重要的作用"

不断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都对储蓄率有着深刻影响"

通常情况下! 家庭在生命周期中经历三个

主要阶段& $0% 第一阶段! 一个家庭在抚

养下一代! 收入也在增长! 此时它的支出

和下一代的教育投资也增加* $6% 第二阶

段! 一个家庭的户主可能还有他的配偶!

都达到潜在收入和购买力的顶峰* $J% 最

终阶段! 家庭中主要的供养者不再参与经

济生产活动! 并依赖积累的资产和养老金

以及其他转移支付来支持消费" 在这三个

阶段中! 收入和消费###家庭成员福利的

关键因素###都受到生命周期因素! 比

如! 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强烈影响! 而这些

因素平均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可

能差异极大" 然而在一个典型的家庭中!

生命周期造成了随时间推移的驼峰形储蓄

曲线& 在第一阶段储蓄率从较低甚或为负

的水平开始上升! 在第二阶段达到顶峰!

并在第三阶段开始下降" 这个第三阶段也

意味着当一国的人口中老年人比例上升

时! 国民储蓄将下降"

事实上世界人口结构正在进行着极大

转变" 到 &%&" 年! 也就是不到十年以后!

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将完全取决于发

展中国家 $也就是说! 图 &)"" 中的曲线

将与水平线交于 "%%(%" 到 &%*% 年情况

又将十分不同& 全球每增加 "%% 个劳动年

龄个体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增加 ""% 个劳动

年龄个体而高收入国家则减少 "% 个" 假

设劳动年龄人口比老龄人口有更高的储蓄

率! 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劳动年龄人口中

逐渐扩大的份额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占全球

储蓄的比例也在增长"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出生) 死

亡与移民率之间极大的差距有助于解释发

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世界人口年龄结构

的变化" 对任何给定国家! 出生率和死亡

率之差 $假设没有净移民% 就是人口增长

率! 而这两个比率下降的先后顺序###也

就是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了一段人口快

速增长期"

图 &)"& 描述了 - 个发展中国家近阶

段$ 的人口结构变化" 最近几十年内人口

动态的几个侧面都被展现出来& 首先! 所

有的地区出生率均高于死亡率* 其次! 死

亡率仍然在下降! 但在每 "%%% 人中 "% 例

死亡这个水平下趋于平衡" 最后! 出生率

与死亡率的差值以及二者趋近的速度在不

同的地区的发展趋势不同 $决定这个问题

的因素在专栏 &)& 中讨论%"

一个国家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值

的变化时机的背后! 有着相对复杂的一套

机制" 当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出现下

降! 将会出现远超以前几代的更大批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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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到 !%!% 年! 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将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数字! 辅以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以及联合国人口署 &%"" 年数

据进行的计算"

注& 粗线表示曲线所显示出的线性时间趋势" 当比例超过 "%%(时! 表示高收入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 例如!

到 &%*% 年! 全球每增加 "%% 个劳动年龄个体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增加 ""% 个劳动年龄个体而高收入国家则减少 "% 个"

轻人" 到了某一时点! 生育率开始放缓!

年轻人口的增长也会结束" 但是! 像专栏

&)& 中图 1&)&)" 中所显示的! 出生率与

死亡率在不同地区之间接近的速度也不

同" 初始的差值越大! 差值缩小的时间越

短! 年龄结构的 '膨胀( 就越大" 随着时

间流逝! '膨胀( 群体进入劳动市场! 提

升了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

例" 当 '膨胀( 群体达到退休年龄时相反

的效应就会出现! 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

年龄人口比例将上升"

图 &)"/ 中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个

'膨胀( 形状" 这张表中突出显示的一个

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老龄化在地区间是不同

步的###高收入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人口结构变化上更为提前" 劳动年龄人

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峰值! 出现峰

值的时间以及峰值附近曲线的斜率的不同

都体现了这种不同步性"

在高收入国家! 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

动年龄人口比例在 "#*%#&%%% 年间增长

缓慢! 并且现在在下降"

# 由于这种相对缓

慢的人口结构变化! 这些国家的年龄结构

效应较温和" 与之相对! 在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生育率下降迅速 $见专栏 &)&%! 劳

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极快" 南亚) 中东和

北非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情形相

似& 它们的生育率已经下降! 但人口红利

还没有达到最大值"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再一次成为例外! 它的人口结构变化进

展缓慢" 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如图

1&)&)& 所示%! 并且只要它们保持这种趋

势! 人口平均年龄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

仍较其他地区更低" 青壮年中艾滋病的高

发更加重了劳动人口占年轻人和老年人比

例的减少"

由于人口结构的异质性! 不同地区间

的储蓄动态! 相对要素回报率 $资本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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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不同地区间显示出明显不同的趋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数据计算得出"

注& 原始死亡率是指给定地区在给定年份! 每 "%%% 个人中的死亡人数的年中估计数值" 原始出生率是指一年中每 "%%% 个人中的出生存

活数的年中估计数值" 从原始出生率中减去原始死亡率就得到了自然增长率! 等于在没有移民情况下的人口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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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一些关键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人口结构变化的地域不同步性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 人口统计的两个关键

指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人口老龄

化" 首先考虑死亡率" 由于更清洁的用水和更好

的卫生条件以及预防医疗条件 $比如! 传染性疾

病的疫苗接种% 使得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 这

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动力! 并解释了近几十年人口

寿命的增加" 高收入国家有金融资源上的优势来

改善这些条件! 这也体现在它们在 "#-% 年的 *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上! 比任何发展中地区都要低得

多 $图1&)&)"%" 然而在此后的 *% 年中! 发展中

国家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成效显著! 尽管各自

起点不一! 速度也不尽相同"

0

以 &%"% 年为例!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欧和

中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 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与高收入国家 &% 世纪 .% 年代的情况相似"

同时! 东亚和北非 &%"% 年的这个比率与高收入国

家 &% 世纪 -% 年代的数据接近" 然而! &%"% 年 *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仍然相对较高! 分别是高收入国家的 "% 倍和 "#

倍" 相比之下! 高收入国家整体死亡率的下降可

能是由于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引起的! 这要归功

于更昂贵的医疗条件以及更广泛的意义上说! 更

高的收入"

最近几十年的人口老龄化也反映了生育率的

大幅下降" 在 &% 世纪 -% 年代! 发展中地区 $东

欧和中亚除外% 的生育率达到每名妇女 -)& 次生

育! 超过高收入国家的两倍" 这个差距现在则要

小得多 $图1&)&)&%" 如在 &%"% 年! 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以及东欧和中亚的生育率与高收入国家持

平! 并与每名妇女 & 次生育的所谓人口替代率相

当" 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育率只比人

口替代率略高! 分别是每名妇女 &). 和 &)$ 次生

!!

图,!"!"#$发展中国家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成效显著! 尽管各自起点不一! 速度也不

尽相同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计算得出"

注& *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根据现有的不同年龄的死亡率! 每 "%%% 个新生儿中的一个会在 * 岁之前死去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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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也高于这个数值不多!

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是个例外! 在 &%"%

年的生育率是 *" 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主要有两个

原因& 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增

加! 后者提高了女性参与劳动竞争的机会并提高

了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

0)婴儿死亡率! 尽管比图1&)&)" 中所示的 *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要低! 在地区间的分布和降低情况都与之类似"

图,!"!"!$不同地区间的生育率差异在缩小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中数据计算得出"

注& 总生育率是指一名妇女如果活到生育年龄结束并根据相应的不同年龄生育率生育孩子! 她将拥有的孩子数量"

资之比%! 养老金) 医疗保障和其他养老

需求都不一样" 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国际

资本流动 $见专栏 &)/%"

世界储蓄形势在未来几十年将发生

改变

这篇报告关于未来全球储蓄前景的观

点源于建立在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础

上的情景分析" 这个模型用于评估几大影

响储蓄的因素的效果& 即将来临的人口结

构变化) 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比发达国家发

展得更快的事实以及其他结构性决定因素

如金融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率的

变化" 这个方法与专栏 &)/ 中的第二组研

究十分相似"

运用这个模型运行了两种情景" 两种

情景的主要区别在于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

国家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上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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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 $膨胀% 的大小和时机各不相同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数字! 辅以世界银行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以及联合国人口署 &%"" 年数

据进行的计算"

速度" 渐进趋同情景假定伴随着内生性的

金融深化的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趋同" 快

速趋同情景假设了更快的经济趋同速度!

并假设发展中国家能够把它们和美国在金

融市场发展上的差距在 &%/% 年前缩小

&*(" 其他内生变量 $特别是年龄构成和

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变化% 以及其他政策

变量 $如税率) 关税和政府支出% 保持不

变 $模型的假设和参数在在线附录 ")- 中

详细讨论%"

这两种情景所分析的是国民储蓄的

结果###也就是说! 他们代表了私人部

门和公共部门储蓄的综合变化" 从长远

视角来看! 模型采用了政府进行平衡预

算的简化假设& 公共支出的任何增加都

会通过直接税收的增加转嫁给家庭" 人

口结构变化对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年龄相

关支出的影响! 都反应在私人部门消费

和储蓄的变化上! 并因此反应在国民储

蓄上" 人口结构变化对国民储蓄中公共

部门部分的影响机制并没有在 4P[框

架下明确模型化! 但仍然有所体现" 本

章后面的部分将展示对即将到来的年龄

相关的公共支出的扩张的更详细的部分

均衡分析"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 全球储蓄将

为 !%#% 年水平的近两倍

到 &%/% 年! 发展中国家将占有全球

储蓄的非常大的比例###几乎达到 &7/

$图 &)"'! 6%! &%"% 年这个比例还不到一

半" 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 $无论是发展

中还是高收入经济体% 将继续作为主要的

储蓄者! 其中中国比任何单独其他国家都

将占据更大的储蓄份额" 高收入的欧洲各

国作为一个群体仍然为全球储蓄做出巨大

贡献"

与 &" 世纪初相比! 到 &%/% 年储蓄率

将下降! 这是世界各地人口老龄化压力和

经济增速放缓的反映"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 储蓄率都会从最高值下降

$图 &)"'! 0%" 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来说!

预测其储蓄率将会在 &%"' 年达到峰值

###占收入的 /'(并稳步下降至 &%/% 年

的 /&(* 而高收入国家相应的下降是从

&%(到 "-(" 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下降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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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龄对全球水平的储蓄影响的模型的文献回顾.

!!近期一批研究运用多国或多地区一般均衡模

型来分析国家间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

一些考虑的是历史经验! 另外的是对未来几十年

的展望" 在这些文献中能够梳理出至少两种不同

的线索"

QFC=60J8和 N:GUAI:]]$"#$.% 提供了一个运

用大规模重叠世代模型来分析政策改革的意义的

早期方法" 许多文章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保

障改革 $例如! 4:;C50和N=FCEC=! "###% 和基本

税收改革 $例如! QUGA0等! &%%"* 4:;C50和N=FCV

EC=! &%%-% 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在第一类研究

中! 其中一些文章重点关注封闭经济中人口老龄

化的经济后果" 其中一个特定问题就是人口结构

变化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整" 重要的例子

包括 ZF0;E) 39Y=:8:=:EUF 和 R0=EC;G$"##.%* 以

及研究资本价格的Q6CU$&%%/%"

在封闭经济假定中! 老龄化的地理不同步性

没有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的储蓄效应###特别是

在后期! 社会处于老龄化阶段###取决于 '膨胀

群体( 的年龄结构和其规模的变化速度" 更具体

地! 一个对国际资本流动封闭的经济! 劳动力供

给和总储蓄的变化影响相应的劳动力和资本回报

率以及经济的增长" 在一个老龄化国家! 年轻劳

动力相对资本变得稀缺! 因此劳动回报率相对资

本回报率升高"

这种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也有代际分配效

应" 那些由于较低的资本回报率受损的人一般都

是年龄较大的资产所有者! 而那些因工资上升而

获利的人则更年轻"

6

死亡率降低和随之出现的生育率降低会造成

两者之间差异的迅速减少! 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快

速变化! 将加深上述这些影响" 这两个方面的人

口结构变化加强了总储蓄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

因此使要素相对供给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

更大"

对开放经济来说! 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地理不

同步性会影响储蓄! 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影响要

素的相对价格"

J一个国家的当前账户赤字和资本

流入由投资与储蓄之差所决定 $相反就是盈余和

资本流出%" 因为储蓄供给是通过生命周期而与

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关的! 当前账户余额在其他因

素不变的情况下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存在

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 资本会从资本相对过剩

的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人口快

速增长地区"

第二类研究就是通过明确地考虑这些开放经

济的问题而扩展了以前的方法" 通过将国际联系

$贸易和资本流动% 考虑在内和多国或多地区一

般均衡模型的运用! 第三类研究重新评估了国家

间人口结构变化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影响" 例如!

许多研究用对人口的预测来量化养老金改革对社

会保障体系可行性的影响 $QEUACGG0等! &%%.*

QGG0;05A:) NAG0:和 _A:U0;GC! &%%-! &%%.* 1̀=5J8

,RFY0;) HF>\AE和 BA;GC=! &%%-* TC8=) X:IA5J8

和N:GUAI:]]! &%%/%" N=FCEC=和HF>\AE$&%%.% 研

究了人口预测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财富

和福利的影响" 其他研究采用了一种事后方法"

例如! 运用调整的生命周期模型! K:9CAa和

TU:>b; $&%%-%! TC=:UA$ &%%/ %! 以及 ZC;=AI5C;

$&%%&% 发现人口结构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历史经常账户问题"

0)这个专栏大量借鉴了?0=J8A:=A$&%""% 和N=FCEC=和HF>\AE$&%%.%"

6)当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于工资税时! 代际分配效应被进一步复杂化了"

J)国际移民也将受到影响! 机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类似"



全球发展地平线 !"#"年的全球储蓄!

))&&&

度更慢! 加之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上

升! 与高收入国家在储蓄贡献上的差异将

进一步扩大"

发展中国家相对规模的扩大还意味着

尽管两者的储蓄率下降! 全球储蓄率并不

会下降" 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经济规模!

储蓄率更高且下降速度更为缓慢! 将抵消

高收入国家储蓄下降的影响" 综上所述!

尽管 &%"%#&%/% 年储蓄的全球流动在绝

对值上上升极快! 全球储蓄率将稳定在

&'(左右"

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储蓄图景中占据主

导地位" 在分析视野内这个国家的储蓄持

续上升! 意味着到 &%/% 年! 它的绝对储

蓄量将在所有经济体中遥遥领先! 达到 #

万亿美元 $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图 &)"*%" 经常被提到的中国的人口规

模和高储蓄倾向造成了如此巨大储蓄量!

但这些强大的上升潜力将某种程度上被上

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 $到 &" 世纪 &% 年代

后半段中国该比率将超越美国在 &%"% 年

的水平% 和经济增速放缓所抵消" 因此!

尽管中国的储蓄无疑仍将十分巨大! 但却

比没有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扩张没有减速

的情况要小"

巨大的人口总量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在

印度身上也能看到! 它的国民储蓄绝对值

将在 &" 世纪 &% 年代超越日本和美国" 支

持印度储蓄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它有利的人口结构& 印度的老年人口抚养

比率比东亚或高收入国家上涨得都要缓

慢" 但正如前文所讲的! 印度的人口红利

将随着 &%/% 年的临近而逐渐消失! 这将

减缓储蓄的上升幅度" 尽管如此! 由于资

本收益的上升! 印度的储蓄率仍然要比许

多发展中国家要高很多"

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同步性对储蓄活动

的预期影响! 在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

变化路径时体现得最为明显 $图 &)"-%"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要快速下降) 老年

人口比例将要上升的那些国家! 比如印度

尼西亚和俄罗斯! 储蓄率下降显著" 而墨

图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降速更为缓慢! 到 !%&% 年这些国家将占有全球储蓄的 ! 7&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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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将在全球储蓄图景中占据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释& 储蓄水平以 &%"%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图 !"#)$不同的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意味着不同的储蓄率

趋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西哥储蓄率下降得相对和缓! 部分是由于

它人口结构变化更为积极"

这些一般趋势的一个显著例外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 由于稳定的老年人口抚

养比和健康的经济增长率 $该地区在渐进

趋同情景下平均有 *(的增长率%! 那里

的储蓄率不会下降" 事实上!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是世界范围储蓄率下降的显著例

外!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生产力增长和

较小的人口结构压力"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全球储蓄的绝

对水平将略微上升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全球储蓄将达到

&. 万亿美元! 而在渐近式趋同情景下则

为 &* 万亿" 更大规模的全球储蓄主要是

源于更高的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假设" 但在

这个新情景下全球储蓄率仍然会略微下

降" 这主要是因为! 尽管发展中国家储蓄

的绝对量更大! 但更高水平的金融发展造

成的负面影响将占据主导###在存在更好

的金融工具的情况下家庭和公司会将更少

的钱用于储蓄! 因此! 造成的净影响就是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并不是像在渐进式趋

同情景下那样下降到 /&(! 而是下降到

/%( $图 &)".! 0%"

"%

在快速趋同情景中! 发展中国家更迅

速的金融发展降低了它们的储蓄率! 但发展

中国家 $仍然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储蓄率%

的全球份额将比缓慢趋同情景下还要大! 抵

消了对全球储蓄率的负面影响" 因此! 两种

情景下的全球储蓄率变化大致相同"

发展中国家在快速趋同情景下将占有

比第一种情景下略大的全球储蓄份额 $图

&)".! 6%" 然而! 这个微小的改变掩盖了

不同国家储蓄路径上的巨大差异" 这种异

质性是由于在第二种情景下金融发展对储

蓄影响的不同所导致的& 金融初始水平较

低的国家! 将它们与美国的差距缩小 "7'

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巨大发展" 例如! 中国

的储蓄率将下降 . 个百分点 $从 *&(下降

到 '*(%! 而印度尼西亚则会下降超过 .

个百分点 $从 /&(下降到 &*(%" 两个国

家发展路径都很健康! 但印度尼西亚 &%"%

年的金融发展程度只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的 "7* $而中国在相同年份则达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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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金融市场的变化更大! 对储蓄率冲

击也更大"

然而全球储蓄的小幅下降意味着世界

范围内资本的租金率的上升! 因为全球储

蓄的降低减少了资本供给! 而更高的经济

整体增长率则增加了资本需求 $就像在本

书第 "章中详细讨论的%" 利率在快速趋同

情景下比渐进式趋同情景高很多" 然而更

强的价格信号! 覆盖范围更广) 更有效率

的金融中介机构将把储蓄更有效地输送到

更富产出的用途上"

关于储蓄前景的一种更细致入微

的观点! 分布" 公共财政" 老年

人口抚养比以及其他影响

前一部分描绘的两种情景探讨了对生

产率增长) 人口结构以及金融发展的预测

!!

对全球储蓄的意义" 主要的结论是更高的

经济增长率会提高储蓄! 老年人口抚养比

的上升会降低储蓄! 而金融发展会降低储

蓄率! 但能够提高投资分配的效率因此提

高经济增长率" 整体来讲! 全球平均储蓄

率在 &%/% 年会维持大致不变! 部分是由

于有较高储蓄率的国家占全球 PK<份额

的上升" 这个宏观分析需要一系列简化

假设" 例如! 一个国家 $或一组国家%

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简单的老年人口抚养

比代表! 假设经济增长使所有家庭均等

受益! 储蓄也没有分为家庭) 政府和公

司等部分"

其他研究全球储蓄前景的方法要考虑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家庭部门储

蓄! 以及老龄化如何影响公共财政" 从微

观角度来检验储蓄能够为储蓄的变化提供

一个更实际也更精细的视角! 尽管代价是

由于数据可用性的原因只能考虑有限的一

!!

图 !"#*$国民储蓄率 ".# 以及全球储蓄份额 "/# 以收入水平分组! 渐进与快速趋同

情景的对比! !%#%&!%&% 年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注& 渐进与快速趋同情景指基于两种关于生产率增长和结构性变化的假设的数值模拟 $细节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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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 虽然家庭水平分析证实了宏观

分析的广泛结论! 微观数据还揭示了老龄

化) 储蓄和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通过分析发现& $0% 老龄化倾向于降低储

蓄* $6% 家庭的规模和组成同时影响储

蓄) 劳动力供给和其他关键经济决策*

$J% 这三个因素都反过来作用于人口结

构" 它还发现储蓄倾向于高度集中! 这在

开始时会刺激金融体系的发展但对经济的

流动性和包容性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

这些发现有显著的公共政策意义! 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国家内家族抚养体系

的消减提高了对正式金融机构的依赖性!

这反过来对金融市场和政府财政都会产生

影响" 许多国家会发现! 在保证财政可持

续性和经济的稳定增长的情况下! 要为老

年人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和退休福利颇具

挑战"

本章的第二部分对前文基于一般均衡

模型的情景分析进行了补充" 这一部分中

对家庭和政府储蓄的分解分析利用了不同

的工具和数据! 因此! 一些设定的运行机

制###比如! 教育对生命周期储蓄行为的

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政府支出的影响

###并没有出现在4P[模型中"

家庭部门储蓄' 到底是谁在存钱

家庭储蓄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

强的联系" 以图 &)- 为例! 家庭储蓄代表

了一个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的很大一部分!

并因此代表了它运用国内资源为投资融资

的能力" 事实上! 关于储蓄的基础经济决

策是在家庭之中做出的& 时间如何在闲暇

和工作之间分配* 收入怎样获得和分享*

多少收入用来消费 $消费在什么商品和服

务上% 而多少用来储蓄* 把多少资源投资

在下一代的教育上"

"&微观层面的分析因此

可以提供极佳的见解! 还因为它考虑了被

委托#代理模型所忽略的分配方面"

这里采用的微观分析考虑了一组发展

中国家的家庭层面数据! 其中储蓄行为受

一系列显著特征所驱动& 有着温和经济增

长率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墨西哥%! 经济

增长强劲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泰国%! 有

着老龄化人口的转轨经济体 $俄罗斯%!

以及有极大人口红利的国家 $加纳%" 这

里采用的分析方法运用了一系列重复出现

的收入和消费的地区间数据! 是一个队列

方法 $或伪面板方法%" 这种方法不仅能

够测量个体在不同年龄段的储蓄率! 还能

决定这些个体是否属于不同的世代 $也即

是否出生于不同年份%" 换句话来说! 年

轻一代和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和储蓄差距可

以一部分归因于年龄差距 $年龄效应%!

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年轻一代平均来说有不

同的收入和储蓄 $世代效应%" 另外! 由

于需要应对意外冲击! 储蓄率会逐年而变

$时间效应%" 专栏 &)' 以及在线附录 &)"

对此提供了数学细节"

随时间追踪不同世代的做法十分有

效! 因为它揭示了储蓄的两大驱动因素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如何在更

加分解的层面上运作的" 世代分析有助于

决定储蓄的增长是因为处于高储蓄倾向年

龄段的人口份额增加还是因为年轻人因为

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储蓄得更多了" 辨明这

两种情况十分重要! 因为这能够说明总储

蓄的扩张是暂时的 $由于大规模世代正处

于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年龄阶段% 还是更为

持久" 对储蓄的年龄和世代分布情况的估

计也能用来探索性地推断储蓄的前景"

在仔细考虑分析的结果之前! 首先检

验储蓄的一些描述统计结果十分有用" 图

&)"$ 显示! 泰国) 俄罗斯) 墨西哥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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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微观分析是决定未来储蓄的可能趋势的有用工具

!!在关于年龄#储蓄的预测中将年龄) 世代和

时间因素区分开并不简单! 而且需要一些定义上

的限制" 这份报告中的微观分析首先由 ZCJI90;

和2:66 $"#$.% 提出! 接下来被应用于KC0G:;和

<0̂5:; $ "##' %* ?04F=>W和 ?=:c $ "##* %*

P:I80UC) N:GUAI:]]和 R06CU80F5$ "##- %* <0̂5:;

$"##-%* QGG0;05A:$"##$%* 以及最近的 4809:;和

<=050> $&%"%%" 储蓄数据! 包括每个世代和每个

年份的数据是因变量! 它们对虚拟变量年龄) 世

代和时间 $其中时间是调查年份% 进行回归" 限

制条件相当于假设 '所有储蓄率的确定性趋势都

来自世代和年龄因素的共同作用( $QGG0;05A:和

RcCICUW! &%%/! "*% )

0

作为研究对象的四个国家! 关于家庭储蓄量

的预测是根据高质量的居户调查做出的" 这些调

查具有国家代表性! 运用广泛可比较的方法! 覆

盖了 &% 世纪 $% 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十年后期这

一较长的时间段" 根据调查预测的储蓄变量只是

家庭总的可支配收入 $包含一些估计数值! 比如

拥有房屋的估计租金! 实物收入! 汽车消费% 与

总支出之差"

6! J

这项分析的大部分后续发现都是通过把相关

变量沿生命周期做图的方式进行说明的" 因此十

分有必要描述一下这些图表是如何做出的" 在每

个国家每一次居户调查中大约建立起 "' 个 * 年期

世代" 例如在墨西哥! 世代 " 代表所有出生于

"#$*#"#$# 年的户主! 因此在调查进行的 &%%##

&%"% 年度! 他们就有 &%#&* 岁" 世代 & 代表出

生于 "#$%#"#$' 年的户主! 在 &%%' 年进行的调

查中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 岁! 而在 &%%* 年的调

查中就是 &/ 岁! 以此类推! 在最近的 &%"% 年进

行的调查中平均年龄就为 &$ 岁" 最老的世代! 世

代 "' 代表出生于 "#&%#"#&' 年的户主! 在 "#$'

年墨西哥进行的第一次调查中! 这些人是 -%#-'

岁" 图表将世代的平均年龄作为相关变量对个

体年龄做散点图! 因此通过将世代在不同观测

时点的值连接起来就获得了世代的年龄分布"

由于调查跨越了大约 &% 年! 被观测的世代经历

了生命周期的很大部分" 另外! 这种方法能够观

测到不同的世代在相同年龄时的情况" 图 &)&/)

图 &)&.) 图 &)&$ 和图 &)&# 就是用这种方法做

出的"!

0)关于估测程序的更多细节以及它与生命周期理论的联系! 请看在线附录 &)""

6)也应用了其他对于储蓄的定义! 但对主要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余的定义包括& $0% 从总支出中剔除投资因素

###例如耐用品的购买和教育和医疗支出* $6% 将净转移支付! 如养老金从总收入中剔除" 注意在俄罗斯的例子中!

关于消费的估测是不可靠的! 调查问卷有直接关于储蓄的问题" 因此! 对俄罗斯我们运用了这个自报的结果作为储

蓄变量"

J)这个基于微观的家庭储蓄的估测与国民经济核算 $dQ% 中的国内储蓄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 对于这些国家来

说! dQ的国内储蓄包含公司储蓄! 收入和消费的定义在dQ和居户调查中也不一致"

纳的国民储蓄率的水平和变化与它们所处

的地区相似! 因此! 支持了能够用特定国

家分析来有效概括更广泛的国家群的情况

的想法"

就像是国民储蓄率的情况一样! 四国

家庭储蓄率的趋势近十几年来波动巨大

$表 &)"%" 在加纳和泰国! 自 &% 世纪 $%

年代末期以来家庭储蓄率就有上升的趋

势" 同期泰国的家庭储蓄率要比其他三个

国家高得多" 墨西哥的家庭储蓄率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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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泰国( 俄罗斯联邦( 墨西哥和加纳的国民储蓄率与它们所处的地区相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 '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加总数据库( 数据计算得出"

注& 这一系列采用 / 年移动加权 $?Q% 方法"

增长到 &" 世纪中叶的势头! 但如果将

&%"% 年包括在内它又再次下降了! 这可

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俄罗斯的家庭

部门数据不仅显示出比其他三国更低的储

蓄率! 而且随时间波动也更小" 俄罗斯较

低水平的家庭储蓄也许并不令人惊讶! 因

为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家庭储蓄率比其他发

展中国家都要低"

这些微观数据证实了本章前面所描述

的宏观趋势中的一个主要结论& 除了俄罗

斯以外! 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它们的储蓄

率! 微观数据显示这种增长部分要归功于

家庭部门储蓄率的增长"

人口结构的不同如何造成储蓄的差

异) 加纳对比俄罗斯

年龄#储蓄分布的伪面板分析方法!

加上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 能够用来对家

庭储蓄的前景做一些简单推测" 理论表

明! 一个人一生的储蓄大部分产生在生命

周期的中段! 即处于劳动年龄时" 因此!

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增加能够增加总储

蓄" 然而这个推测是基于很强的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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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国家的储蓄率变化趋势不同

年份 墨西哥 俄罗斯联邦 泰国 加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 除了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国家! 家庭储蓄率被估计为家庭收入减去消费

之差" 而俄罗斯的家庭储蓄率来自调查参与者的自报"

'#( 代表数据不存在"

上& 它假设没有行为变化! 没有价格) 工

资) 租金或其他一般均衡效应" 事实上!

它基本上只是一个会计估计! 使用时要小

心" 但研究年龄结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仍

然十分有趣和重要! 它能够预测在未来的

几十年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将怎样影响储

蓄分布" 首先考虑加纳与俄罗斯的情况"

估计出的储蓄率 $如图 &)"# 所示%

是用下面这个等式估算的&

!

e

"'"!"

(

#

)

!

e

)!"

%

e

)!"

*

)!"

#

)

%

e

)!"

*

)!"

$&)"%

其中! !

e

"'"!"

表示 "年时的估计总储蓄

率! !

e

)!"

表示世代)在"年时的储蓄率估计

值 $运用在线附录 ")* 中描述的回归方法

计算出的年龄和世代分布%! 分数部分代

表世代)在 "年时的收入权重" 这些权重

也是运用年龄和世代对收入水平 $ %

e

)!"

%

和未来人口水平 $ *

)!"

% 的影响估计出的

"年时的数值"

这部分的结果显示在图 &)&% 中! 加

纳的家庭总储蓄率呈上升趋势! 而俄罗斯

的则下降"

这种家庭储蓄的相反趋势是由于年龄

对储蓄的不同影响 $参见图 &)"#% 和加

纳与俄罗斯的不同人口结构转变形势造成

的" 图 &)&% $0% 表明在加纳! 从 &%"%

年到 &%*% 年劳动年龄与非劳动年龄人口

之比会从 ")' 上升到 ")$ $事实上整个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是如此! 参见图

&)"/%" 而在俄罗斯这个比率会显著地从

&)/ 下降到 ")'"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如

何影响储蓄' 泰国对比俄罗斯

&%"%#&%*% 年间! 在泰国尽管劳动年

龄人口比例预期将下降! 储蓄率仍然被预

测会上升" 通过仔细观察预测是如何做出

的可以解释这个结果" 首先! 注意到泰国

退休年龄人口的储蓄率只会略微下降 $图

&)&"! 0%" 其次! 在泰国世代效应十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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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加纳和俄罗斯联邦中年龄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的估计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图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未来几十年储蓄率的大幅变动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著 $图 &)&"! 6%" 在预测中! 未来 $仍

未出生% 的世代被认为与相邻世代 $即贴

近纵轴的世代% 有相同的效应###在泰国

这代表相当高的储蓄率 $年轻世代收入的

快速增长导致他们储蓄率较年长世代要

高%" 因此储蓄率随着年轻世代 $更高储

蓄% 替代年老世代 $更低储蓄% 而升高"

这个效应还在被强化! 因为年轻世代规模

更大! 且处于收入#年龄分布上年老世代

的上方! 所以他们占总储蓄的权重随时间

而上升"

通过俄罗斯的基准线预测与替代情

景的对比! 能够得出关于更高的收入如

何增加储蓄的另一项证据" 在替代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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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由于强势经济增长! 世代效应将在泰国的储蓄率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 世代被定义为按出生年份的每 * 年期分组" 在泰国! 世代 "! 最年轻的世代! 代表出生于 "#$*#"#$# 年的户主! 因此! 在

&%%##&%"% 年进行的最近的调查中他们大致是 &%#&* 岁" 世代 & 代表出生于 "#$%#"#$' 年的户主! 以此类推"

图 !"!!$经济增长是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俄罗

斯联邦的两种情景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 图中显示俄罗斯两种收入增长情景中储蓄率估计值的不同! 这两种情

景约等于本章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渐进式趋同 $基准线% 和快速趋同 $替

代% 情景"

中! 通过增加作用于新 $未出生% 世代

的收入的世代效应来刺激经济增长"

"/与

泰国未来的情况相似! 这些新世代比老

世代有更高的储蓄率和收入" 到 &%/%

年! 替代情景中! 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年

轻世代 $出生于 "##%#&%%# 年间% 挣得

的总收入份额将达到 /.(! 基准线情景下

则只 有 &.(" 更 年 轻 世 代 $出 生 于

&%"%#&%%#% 的总收入份额达到 *"(!

基准线情景下 &-(! 这个差距甚至更

大了"

随着有更高储蓄率的世代占总收入

的比例升高! 总储蓄率也随之升高" 因

此! 俄罗斯到 &%*% 年替代情景中的储蓄

率将比基准线情景中高出 %)* 个百分点

$图 &)&&%" 这个结论###升高的收入与

更高的储蓄率相联系加强了先前宏观模

型的发现! 经济增长提供了自我维持的

方法 $这也与标准生命周期模型的一个基

础预测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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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素养上升将支持经济增长和储

蓄' 墨西哥的例子

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未来

几十年大量技术工人将进入劳动力市场!

即便把由于供给增加造成的对工资溢价的

侵蚀计算在内! 这也将在收入和储蓄率上

支撑经济发展" 这个效应能够通过依据户

主的教育素养将家庭分组显示出来" 如图

&)&/0所示! 年轻世代比年老世代的户主

更有可能受到中等或更高的教育& 只有

"%(出生于 &% 世纪 &% 年代的户主接受过

中等教育! 但这个数字随时间稳步上升!

&% 世纪 $% 年代中期出生的户主达到

*%(" 户主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与此类似

$图 &)&/6%"

墨西哥家庭的储蓄分布随教育水平

的差异而显著不同" 年龄#储蓄分布在

教育程度最低的群组中十分平坦! 而在

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则更高也更陡峭

$图 &)&' 0% " 平均年龄超过 -* 岁的户

主的储蓄率略有下降! 特别是受到高等

教育的那些更是如此" 受教育程度更高

的家庭户主的更高的储蓄率体现了他们

预期收入水平的上升! 而教育程度更低

的户主则面临着更平坦的年龄#收入分

布" 因为教育水平通常是永久收入的替

代变量!

"*这个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何低收

入 $而且通常受教育程度不高% 家庭储

蓄少于高收入 $通常受教育程度更好%

家庭"

从图 &)&'6中能观察的另外一点是年

轻世代 $最靠近纵轴% 比年老世代有更高

的储蓄率& 最年轻世代的储蓄率比最年

老世代高 "% 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显著的

差异" 这说明储蓄的长期趋势是上升的

$至少调查中最近的几十年是如此% "

"-而

图 !"!&$在墨西哥教育素养随时间提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 专栏 &)' 解释了这些图中的世代是如何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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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储蓄生命周期由于教育素养差异而显著不同 ".#! 但不同的教育水平中年轻世代都要比年老

世代更倾向于储蓄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 % 代表所有人口! " 代表未受教育或初等教育人群! & 代表中等教育! / 代表高等教育" 世代被定义为按出生年份的每 * 年期分组"

这个趋势的陡峭程度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人

群中有所区别" 墨西哥的数据显示正的世

代效应在受过最良好教育的群体中最为

显著"

为了估计未来几十年墨西哥总储蓄的

路径! 我们首先做一个基准预测! 其中!

教育程度对储蓄率的影响没有被考虑在

内" 结果显示总储蓄率持续上升至 &%&*

年! 因为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上升! 更多的人口能取得收入导致总储

蓄率的上升" 预测总储蓄率在 &%&* 年趋

于稳定! 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

储蓄率也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下滑"

在替代情境中反映了升高的教育程度

对储蓄的影响! 相同的预测阶段储蓄率预

期会更高" 为了建立将不同储蓄和收入分

布考虑在内的估计! 等式 $&)"% 能够分

别应用于三组家庭& 未受教育或初等教育

水平) 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 把

这三组家庭分别用它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重加权得到平均储蓄率" 这些加入教育

因素的人口结构预测 $图 &)&*! 0% 显

示! 到 &%*% 年! 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组

将占墨西哥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最小份额"

因为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收入和储蓄

率###由于年龄和世代效应的影响###

仍将比另两组低! 整个经济体系的储蓄

率到 &%*% 年将比基准情境下高近 * 个百

分点"

贫困家庭储蓄得更少! 限制了他们

脱离贫困的能力' 墨西哥与泰国

在大多数国家! 储蓄大多集中在收入

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的家庭中" 在墨西哥

和泰国! 收入分布的下四分位数左侧的储

蓄事实上是负的" 就算部分是由于测量误

差或暂时性波动引起的!

".最贫困的 "7' 家

庭似乎积累了更少的储蓄! 而上四分位数

右侧的家庭储蓄率则很高& 最富有的 "%(

家庭储蓄在墨西哥超过 -%(! 在泰国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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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收入增长将成为墨西哥家庭储蓄最有力的推动因素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过 .%( $表 &)&%" 此外! 贫困和富有家

庭之间的储蓄差距近几十年并没有消失"

对比不同收入百分位数上家庭的储蓄

行为! 以判别特定的群组是否有永久性弱

点的方法存在缺陷" 较低或负的储蓄率可

能是由于家庭面临暂时性冲击而进行平稳

消费引起的" 相似地! 高收入家庭不对称

地处于生命周期的高收入年份中! 而他们

的收入很有可能超过平均水平的和年龄无

关的暂时性因素" 收入的总的暂时性因素

可能很大! 而且由于经济的流动性! 那些

在某个时点处在收入百分位上的家庭的储

蓄可能是由长期储蓄行为或者复合效应所

决定" 也就是说最低百分位数上的家庭的

低储蓄可能反映了暂时贫困家庭的收入平

稳行为! 而高百分位家庭上高储蓄可能反

应暂时繁荣家庭的平稳行为" 或者! 低储

蓄反映了某些家庭永久性地缺乏为退休积

累资产或应对收入意外下滑的能力" 以家

庭户主的教育水平来给储蓄数据分组为永

久收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变量! 因为

户主在组成家庭后很少再去改变自己的教

育素养" 因此! 跟踪以教育水平分组的家

庭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使复合效应引起的潜

在偏倚最小化"

在墨西哥和泰国! 户主教育水平低的

家庭储蓄也较低" 根据最近的居户调查数

据###墨西哥于 &%"% 年而泰国于 &%%# 年

###教育水平最低的组的储蓄分别占总储

蓄的 ".(和 /'(" 相比之下! 墨西哥

-%(的总储蓄都是由户主教育水平最高的

家庭提供的! 在泰国这个数字是 '.(" 除

此之外! 储蓄甚至比收入更集中& 最近调

查的数据显示! 墨西哥和泰国受教育程度

最高的组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 *%(和

/.(" 收入比例比储蓄比例低的事实表

明!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不仅在绝对水平

上储蓄得更多! 他们也把收入的更大一部

分用于储蓄"

储蓄更多地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因而

有更强的永久收入能力的户主上的趋势!

在泰国的最近 &% 年一直在增长! 而墨西

哥则不是这样" 在泰国! 中等教育水平家

庭的储蓄占总储蓄份额较为稳定! 而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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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庭储蓄率随收入分布而显著不同

百分位数

#0 (0 #%0 !(0 *(0 -%0 -(0 --0

年份 墨西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教育水平家庭的份额有所上升! 与之相对

应的就是未受教育或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

的份额下降" 这种储蓄趋于集中的趋势部

分反映了受过教育的个体占总人口比重的

上升" 有较高教育水平户主的家庭所占比

例也显著增加! 并不仅限于以上讨论的两

国!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

"$然而在

墨西哥! 技术溢价的减少可能削弱了高等

教育人口储蓄比重增加的程度"

"#

教育水平偏低的人群的低储蓄很可能

反映了长期储蓄能力的不足! 因为他们面

临着平坦得多的年龄#收益分布" 负储蓄

可能反映了这些家庭在长期无法积累资

金! 因为当由于公共或私人转移的原因消

费超过收入时! 他们面临着失业或其他获

得收入的障碍" 储蓄不足使这些家庭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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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收入的持续增长! 因为他们无法给家

庭成员的教育投资或者有效应对不利冲

击" 储蓄的集中增加了减少贫困的难度!

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更加渺茫"

图 !"!)$收入最低的 '%0人口不但比高收入的 )%0人口

储蓄更少! 而且通常也不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储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释& 每一地区的左边柱形表示收入最低的 '%(人口* 右边柱形表示收入

最高的 -%(人口"

储蓄集中于高收入者的现象也显示了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包容性程度" 一方面!

金融服务的集中! 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收入

水平上! 都使金融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金

融市场和在其中运作的成本降低" 另一方

面! 这会导致金融机构集中于高收入人口

以及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区! 使穷人仍然

无法获得金融服务" 最近对发展中国家储

蓄媒介的调查数据的分析 $KC9A=ELM,

NF;G和 NU0YYC=! &%"&% 表明! 收入最低

的 '%(人口不但比高收入的 -%(人口储

蓄更少! 而且通常也不通过正规金融机构

来储蓄 $图 &)&-%" 贫困家庭较少通过正

规金融机构储蓄进一步限制了针对其他贫

困家庭的金融包容性! 这种溢出效应使得

与收入不平等相联系的储蓄集中情况更为

恶化! 并潜在造成了贫困陷阱"

储蓄行为取决于生命周期内家庭的

形成和结构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数据没有显示出年

龄和储蓄之间的倒 f型结构 $一个人的

储蓄随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长! 然后趋于

平稳并在退休时开始下降%! 这可能由几

个原因造成的&

!

!

!因为消费通常是在家庭层面衡量

的! 很难将消费量具体分配给家

庭中成员" 正如 KC0G:; 和 <Ĉ5:;

$&%%%% 所指出的! 许多个体可能

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 比如!

一个 '* 岁的户主同他 &% 岁的儿子

和 .% 岁的父亲一起生活" 家庭层

面上! '* 岁个体的正储蓄可能被

家庭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负储蓄

所抵消" 因此! 家庭储蓄的年龄

分布可能存在误差! 并与个体储

蓄的年龄分布差异较大"

!

!

!相对贫困的比相对富有的老年人更

有可能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居住!

这就造成了选择误差"

!

!

!不同的死亡率可能影响世代结构!

因为如QGG0;05A:和 Z:W;C5$&%%%%

所指出的! 长寿和财富可能是正

相关的" 当一个世代年龄增长时!

更富有的个体活得更久! 因此!

在世代内占据更大比例" 如果他

们继续储蓄并留下遗产! 倒 f型

年龄#储蓄分布可能因为世代结

构的改变而消失"

这些观察中提到的潜在误差有助于解

释理论所预测的年龄储蓄间的驼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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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并不总能在我们所检验的案例中观

!!

图!"!#$家庭的年龄结构随户主年龄的改变而改变! 教育程

度更高的个体生活在户主比自己年轻的家庭中的可能性更小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注! 在四个子图中# " 代表全体人口# # 代表未受教育或低等教育人口# $

代表中等教育人口# % 代表高等教育人口" 专栏 $&' 详细讨论了图中的世

代是如何构建的" '( 度线代表如果所有个体都是户主或与户主同龄时将观

察到的世代分布"

察到"

图 $&$) 显示了在墨西哥$ 泰国和俄

罗斯# 户主的平均年龄与家庭个体年龄的

对比" 每个国家有 ' 张子图! 一个表示总

人口# 三个分别表示不同教育水平" '(

度线表示如果所有的个体都是户主或者与

户主同龄# 世代结构将会出现的情况" 然

而# 如同未来所显示的# 本例中出现了明

显的偏离# 特别是在生命周期的起始和结

束的时候"

在生命周期起始阶段# 户主通常比家

庭其他成员更年老一些 %在 '( 度线之

上&" 这是因为年轻人中很少有户主# 而

很多年轻个体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 生命

周期的结束阶段出现相反的效应# 这时老

年人回去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 他们也

不再是户主了# 这就使户主比其他家庭成

员更年轻 %在 '( 度线之下&"

对 '( 度线的偏离显示了所有国家的

一个普遍规律! 教育水平越高# 老年人生

活在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当户主的家庭中

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表示受过更高水平教

育的人更可能在年老时更好地养活自己

%积累储蓄&" 相反# 对于教育水平较低储

蓄能力有限的老人来说# 家庭起到平稳消

费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这些共性# 这三个国家在多代

%扩展的& 家庭体系的相关性上差异十分

显著" 特别是这一现象在墨西哥并不像在

俄罗斯或泰国那样普遍" 这一发现同样出

现在地区层面上# 如表 $&% 所示# 老年人

口做户主的比例在拉丁美洲比东亚或东欧

和中亚地区要更大" 这个表格还说明老年

人口不做户主# 即无须承担过多供养家庭

的责任的比例# 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

降! 这个比例从低收入国家的 %"*下降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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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多代家庭的普遍性随国家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而不同

保持户主状态所占比例

超过 #& 岁的人口 超过 '( 岁的人口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低收入经济体 $% ++ $' )#

中低收入经济体 %" )+ $, ,"

中高收入经济体 ') ,# '( ,$

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 成员国 (+ ,1 (% 1"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1 %$ ,$

东欧和中亚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 '' ,)

中东和北非 ( $' ( $1

南亚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 '% ,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全球收入分布动态的居户调查的数据计算得出# $""( 年的数据"

注!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高收入国家的 #"*" 这一下降在妇女中甚

至更为显著"

注意到图 $&$) 同样为上文所述的家

庭结构变化导致的潜在误差提供了直观佐

证" 尽管随时间追踪的是出生于同一年的

户主群# 他们家庭的年龄结构仍然在改

变# 这也许会在纯粹 %户主个体& 的年龄

因素外影响储蓄决策"

生命周期内家庭规模的改变也会影响

家庭行为" 图 $&$, 将四个国家处于不同

世代和教育水平的家庭的家庭规模对户主

年龄做散点图" 如 234536%#11%& 在家庭

信息经济理论中所假定的那样# 下一代的

数量和质量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 收入水

平较低的家庭倾向于多养孩子# 因为他们

无法为人力资本做投资" 这在四个国家都

清晰可见# 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有更大的

家庭规模"

从图 $&$, 中还可以看出# 年轻世代

比老年世代倾向有更小的家庭规模# 家庭

规模在不同国家间也大为不同"

$"值得强调

的是# 这些发现能够通过更广泛的地区性

分析来证实# 如图 $&$1 所示 %更多关于

如何得到这个图表的背景信息在专栏 $&(

中讨论&"

在地区性分析中还可能发现# 在东欧和

中亚$ 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 家庭规模

在达到峰值后下降得十分缓慢# 这再一次证

明了多代同堂家庭在这些地区的普遍性"

老年人口收入支持体系的不断进化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大家庭传统上

会赡养不再工作的老人" 然而# 在所分析

的四个国家里受过教育的人口中这种情况

正在改变! 受教育水平越高# 积累的储蓄

就越多# 老年人就越不可能加入年轻世代

的家庭中" 因此#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

上升可以看作是老年人口的赡养体系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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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家庭规模随户主年龄不同而变化" 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改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居户调查的数据计算得出"

注! 在四个子图中# " 代表全体人口# # 代表未受教育或低等教育人口# $ 代表中等教育人口# % 代表高等教育人口"

靠亲属的非正式方式向依靠养老金体系的

正式方式的转变" 这种对老年人口的赡养

方式从非正式转向正式# 这一过程很有可

能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上升而加速# 改变

了老年人口退休之后想要保证消费水平所

面临风险的性质" 这也对发展中国家金融

体系监管的转变提出要求"

大量储蓄的存在# 并要在未来几十年

中保持这些储蓄的实际价值# 这将鼓励如

养老基金$ 投资公司$ 生命保险公司等金

融中介机构的发展" 这些机构的发展能够

增加擅长对盈余或不同投资载体的安全程

度进行评估的专家的参与度# 以潜在提升

投资效率" 另一方面# 正规养老金体系的

成长也为老年人带来了新的风险# 如果他

们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发生了大额亏损或者

监管不足# 他们的预期生命质量将下降"

公共养老金体系如果设计不当可能造成福

利或者合规年龄水平的重新定义# 与此相

伴的就是老年人的福利亏损"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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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轻世代倾向于有更小的家庭规模" 但两者之间关系在地区间显著不同

资料来源! 世界根据国际综合公用微观数据系列 %789:;7& 的普查数据进行计算得出"

注! 每个子图中的值都是简单平均的结果# 见专栏 $&("

设计不当的养老金体系也存在类似的投资

风险" 对养老金税收政策的改变# 或高通

货膨胀率导致的固定收益年金实际价值的

减少# 都会对私人和公共养老金产生负面

影响" 当然# 非正式赡养体系也给老年人

带来巨大风险# 主要在于家庭成员收入水

平的意外下降" 重点在于这些风险将在未

来几十年升高"

老龄化将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的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在许多国家两项最大的政府开支就是

医疗保障和养老金" 这两项都随人口平均

年龄的升高而需要更多的资金" 与此同

时# 随着收入的增长# 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通常也随之增长" 因此# 随着发展中国家

人口的老龄化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医疗保

障和养老金支出甚至可能比收入增长得更

快" 另外# 税收收入强烈依赖于劳动年龄

人口规模# 而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未来

几年也将缩水" 而对老年人口增加的支出

负担并不会被教育支出减少所抵消# 随着

年轻人口份额的减少# 人们预期教育支出

理应下降# 但收入的增长仍会导致对人均

教育需求的增加" 因此# 老龄化和经济增

长预期将会增加年龄相关支出的负担"

公共财政上的压力对国民储蓄有着重

要影响" 国民储蓄中的公共部分由于财政

赤字或公共投资减少很可能收缩" 此外#

应对人口压力的各种政策变化'''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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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税收# 年龄相关福利覆盖范围或投入

量的减少# 或非年龄相关支出的削减'''

可能对家庭部门储蓄行为产生影响" 这些

储蓄的动态变化没有在一般均衡模型$#建

构的情景中明确表现出来( 因此# 这一部

分在部分均衡的设定下对前文的分析进行

了补充"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养老金都已成为政

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老金体系潜在

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十分敏感" 因此# 要想

理解人口结构对公共财政造成的压力的程

度和时机# 对养老金成本的估算就十分重

要" 大多数估算都认为增加的医疗保障支

出与养老金支出同样重要# 占未来几十年

年龄相关负债增长的一半"

$$

年龄相关公共支出的受益者的年龄的

!

专栏 !"(

!!

全球性的家庭普查数据集为储蓄在微观层面提供了一个细致入微的观点

!!图 $&$1 中的数据来自 '% 个发展中国家自 $"

世纪 +" 年代开始进行的人口普查" 这些普查由

)国际综合公用微观数据系列 %789:;7# <==>! ??

@A=36AB=@CABD&@>EFG&C6H&* 收集和标准化处理" 表

2$&(&# 按地区给出了拥有可用普查数据的国家

数量"

运用这些数据# 我们计算出普查中每个家庭

户主的出生年份# 因此# 标识出所有 #( 岁和 1"

岁之间的户主" 他们的出生年份从 #,)" 年到

#11' 年不等" 然后根据户主的出生年份建立起五

年期的世代" 例如# 出生于 #,)"'#,)' 年的户主

属于世代 ## 而出生于 #,)('#,)1 年的户主属于

世代 $# 以此类推" 然后随着普查的重复进行随

时间追踪这些世代的所有数据" 对大多数国家#

至少有 ''( 次重复的普查" 然后将不同国家的数

据进行平均以获取地区层面的信息" 这种平均或

者是简单平均# 或者是用人口规模作为权重的加

权平均"

表 +!"(",$拥有可用数据的国家数量" 按地区划分"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

!&&* 年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 + # + $

东欧和中亚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 ' ) $ 1 % #" %

中东和北非 $ %

南亚 #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 $ 1 $ $

总计 ) ) + ## ) $# 1 %$ 1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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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续%

!!图 $&$1 中的家庭规模是从 789:;7普查中直

接编写出的变量" 连接世代数据间的平滑线段采

用二项式近似的方法绘制而成" 图 2$&(&# 在

I3>JKD@4B2CD@LB6@BABM3N3A3OE3DB的例子中显示

出# 这种二项式方法能够适合于不同世代 %最年

轻的和最年老的& 的家庭规模与家庭户主年龄关

系的两组散点"

图+!"(",$第一世代和最后世代的家庭规模& 散点及拟合值"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委内瑞拉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可用数据 %从国民转移支付账户 +PQR,

估算# 在专栏 $&+ 中讨论& 显示# 公共转

移支付随年龄升高而增加的程度在不同国

家显著不同 %图 $&%"&" 对老龄人口的转

移支付在发达国家要高得多# 这不仅与人

均S08有关# 还与对其他年龄人群的医

疗保障支出 %人均水平& 有关" 这与另一

个发现相一致# 在微观层面上# 对非常高

龄人口的医疗保障属于奢侈品 %参见 03

PB6M@$ T63A4<和UCA3G# $"#"&" 公共养老

金的情况是# 转移支付的起始年龄在发展

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显著更低( 因此# 发展

中国家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存在很大的改革

空间# 比如# 提高退休年龄" 最后# 与发

展中国家相比# 教育支出占高收入国家

S08的更大比重" 这意味着就算老龄化降

低了发展中国家学龄人口的比重# 更高的

入学率和每名学生平均支出较收入的更快

增长# 限制了教育总支出相对 S08的任

何减少"

尽管许多国家的年龄相关支出的负担

在未来几年都十分显著# 年龄相关支出对

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和投入量高

度敏感 %建构这些情景的模型在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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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 在福利和保险上缺乏变化# 未

来几十年中随着人口的老龄化# 表 $&' 中

讨论的 + 个发展中国家之中的 ' 个'''巴

西$ 智利$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的财政

负担中对老年人口的支出将显著增加" 但

这个计算可能低估了公共支出的潜在负

担# 因为在目前只提供有限的养老金和医

疗保障服务的国家# 随着收入增加可能导

致对更高的福利和更广泛的保险的要求"

通过比较# %B& 假设不变的政策环境

下对个别国家年龄相关公共支出的估算#

%K& 假设福利和保险水平向一个施行高福

利制度的欧洲国家 %瑞典& $""% 年的水

平趋近的情况下进行估算# %4& 假设向美

国的较低福利水平趋近# 美国的公共养老

金计划甚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节

制# 但却有较高的老年人医疗保障支出"

福利和保险向瑞典水平的趋近路径对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难以为继# 从 $"#"

年到 $"(" 年# + 个发展中国家公共转移支

付占S08比例的上升程度从印度的 #' 个

百分点到中国的 ') 个百分点不等" 即便

采用美国的保险和福利水平也将使公共转

移支付占 S08的比例在现有水平上显著

上升# 从巴西的 1 个百分点到中国的 #1

个百分点不等"

这些情景包含了对公共医疗保障支出

的估算" 值得注意的是对未来医疗保障支

出的估计比对养老金水平的预测可能出现

更多错误# 这是因为公共医疗保障花费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制定者无法控制的

因素" 例如# 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 至

少部分是由市场状况'''国内以及国外市

场'''所决定# 而技术革新不仅会影响价

格# 还在整体上改变医疗方式" 因此# 对

医疗保障支出的任何估算都有很大程度的

不确定性# 即便假设不变的政策环境也是

如此"

$%如要对未来花费进行任何估计# 对

!

专栏 !"'

!!

国民转移支付账户项目是年龄相关的公共转移支付数据的珍贵来源

!!年龄相关的公共支出数据特别地没有按年龄

组分列" 然而# 国民转移支付账户 %PQR& 项目B

旨在以一年期年龄组为单位测度公共转移支付的

收入和支出# 目前有 $# 个国家存在至少一些系列

的数据" 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有公共教育$ 医疗

保障和按年龄划分的养老金转移支付的流入的数

据" 这些国家中有 + 个发展中国家有全部 % 个系

列的数据! 巴西$ 智利$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印

度和墨西哥" 这个项目仍在进行中( 更多的国家

将加入其中# 而一些现有数据可能将被修正" 每

个国家都只有一个年份的可用数据# 而且每个国

家年份都不同"

一些国家自可获取账户数据的年份以来经历

了巨大的变革'''例如# 巴西的公共养老金改革

'''无疑年龄相关支出从此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

规模还是年龄分布上都是如此" 尽管这些注意事

项不容忽视# 但PQR数据仍然是按年龄分列年龄

相关转移支付的有用估计" PQR方法十分协调一

致# 因此# 转移支付的年龄分布在不同国家间具

有可比性"

B&PQR项目是对年龄和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宏观方面进行衡量$ 分析和解释的协调方法 % <==>! ??

VVV&A=B44CEA=G&C6H?V3K?A=B?G<CV?&" 由一系列公共和私人资金资助# 这一项目的牵头机构是加洲伯克利大学的人口

老龄化与经济研究中心# 以及檀香山的东方'西方研究中心的人口与医疗卫生研究项目" 这一项目的详细信息# 见

W33BAM :BGCA %$"##& 以及 <==>! ??VVV&A=B44CEA=G&C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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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公共转移支付随年龄的上升而增加的程度在不同国家显著不同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国民转移支付账户 %PQR& 项目 %<==>! ??VVV&A=B44CEA=G&C6H?V3K?A=B?G<CV?& 的数据计算得出"

注! PQR数据是在一年期年龄组水平下# 对个人在当前年龄的平均转移支付" 他们在这里被表示为国家的人均 S08的百分比# ( 年期

世代滚动平均值# 采用每个国家有PQR数据的年份" 中国和墨西哥的图表的纵轴的比例单位与其他 ' 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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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

通过分解老龄化对政府预算的冲击来对其进行阐明

!!财政平衡受到人口年龄分布的影响# 这主要

是因为公共医疗保障和养老金对老年人支出得更

多# 教育支出则是年轻人更多# 而税收收入主要

来自于劳动年龄人口" 文献中 %参见 :@DD36$ :BX

GCA和YCDO# $"##& 普遍应用的关于支出的一个简

单分解 %等式2$&)&#& 显示# 总公共支出 .# 某

一具体项目或某类项目 %例如# 公共养老金& 支

出占S08的比例Z# 表示为不同年龄支出加总与

不同年龄人口的 S08的关系" 对每一个年龄组#

这都被分解为每人的平均支出 !

"#$

%&

"#$

%其中#

&

"#$

代表该世代的人口数& 与每个劳动年龄个体

产出Z?[ %其中# [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数# 例如

$"'+' 岁之间的人口& 之间的关系# 以及每个年

龄组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

"#$

?[" 每

个年龄段给定一个!

"#$

%&

"#$

# 随着 &

"#$

?[随年龄

升高# 每个人的花费也高于平均的 !

"#$

%&

"#$

# 也

就是说更 )昂贵* 的世代相对劳动年龄人口总数

变大# 总支出.?Z相对Z?[增加"

以上的特性可以进一步分解 %等式2$&)&$&#

将每个年龄段的平均人均支出分成每个项目受益

者的支出!

"#$

%'

"#$

# 与该世代中此项目的覆盖比

例'

"#$

%&

"#$

" 这样就强调了不管是体系投入量的

升高或下降# 还是体系覆盖范围的扩大或缩减#

都会使年龄组中每人平均支出发生变化"

原则上来讲# 以上组成部分预期都会随时间

变化" 例如# 学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

的国家# 同时收入也通常上升 %这一般是由于有

更少的孩子和更高的入学率& 以及增加的每名学

生教育开销 %234536和 W3V@G# #1)% &" 因此#

右侧的前两个比率升高而第三个下降# 而教育

支出占S08之比变化的方向则取决于这两种效

应的相对大小" 然而# 假定人均支出相对平均收

入 %或每劳动年龄个体的收入& 不变# 可能是

一个有用的思维实验# 无论在何种情况# 并不总

是存在先验理由去认为项目的投入量或覆盖范

围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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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本质的变化也应考虑

在内" 目前# 对临终人士的医疗保障支出

在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如果

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开始要求在晚年享有

更昂贵的医疗服务# 那么在这些国家人口

老龄化对公共财政的冲击将比假设服务水

平稳定的情况要大得多"

表 $&' 说明如果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

投入量逐渐向现今美国的水平趋近# 对一

些国家来说# 医疗保障花费造成的财政负

担将是单纯老龄化造成的负担的将近两倍"

瑞典# 拥有世界上最奢侈的老年人口医疗

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 是一个例外" 然而#

在投入量向瑞典靠拢的情况下进行的估算

十分有用'''首先# 表明美国水平对发达

国家来说并不算特别高 %因此# 对发展中

国家来说# 用 '"年时间向这个水平靠拢并

不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 表明如果人均支

出被升高的医疗保障费用推高那么结果将

有多么大的变化# 因为费用大幅增长的财

政效应与投入量增加产生的效应相似" 事

实上# 为了应对老龄化给公共医疗保障义

务带来的冲击# 政府的首要任务也许并不

是调整传统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和投入量#

而是对医疗保障体系进行更深层的机构改

革# 使得受益人有更强的动机去选择低成

本的医疗方案# 这样就减少了对医疗保障

费用不可预见的冲击带来的或有负债"

表 !"-$年龄相关财政压力的路径强烈依赖于福利和保险水平

国家 $

!

"#$

%

"#$

%&$

'

(

%

养老金

$占./0的百分比%

医疗保障支出

$占./0的百分比%

教育支出

$占./0的百分比%

总的变化

$占./0的

百分比%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年

巴西 不变 *", ,-"& !&"* %"& %"( -"( !"' ,"* ,"# -./0

巴西 趋近瑞典 1&# #"&1 #$&, %&" (&1 #%&$ $&+ '&1 +&1 -1/.

巴西 趋近美国 1&# #'&$ ##&" %&" '&+ ,&, $&+ %&" %&+ 1/2

智利 不变 (&( ,&, ##&) $&$ $&+ $&1 $&$ #&) #&( 3/4

智利 趋近瑞典 (&( ##&# #,&$ $&$ +&% #(&" $&$ '&, )&$ 45/6

智利 趋近美国 (&( 1&( ##&, $&$ '&) 1&, $&$ %&" %&, -6/6

中国 不变 %&' (&1 ,&# #&) $&$ %&" $&# #&+ #&( 6/0

中国 趋近瑞典 %&' #%&+ %%&) #&) (&' #'&% $&# '&" +&' 02/.

中国 趋近美国 %&' )&" #$&, #&) '&$ 1&) $&# $&( %&% -1/3

哥斯达黎加 不变 '&% )&# ##&" '&) (&' +&, '&$ %&" $&+ 2/.

哥斯达黎加 趋近瑞典 '&% 1&, $"&% '&) +&, #%&' '&$ (&' +&) .2/.

哥斯达黎加 趋近美国 '&% )&% ##&# '&) (&+ ,&1 '&$ %&+ %&( -5/0

印度 不变 #&" #&$ #&' $&% $&' $&+ #&) #&% #&" 5/-

印度 趋近瑞典 #&" #&+ $&1 $&% '&' ,&# #&) (&) ,&$ -0/4

印度 趋近美国 #&" %&+ +&1 $&% %&' (&) #&) %&% '&' -./5

墨西哥 不变 #&( $&% %&$ $&# $&$ $&+ %&( $&( $&" 5/1

墨西哥 趋近瑞典 #&( ,&" $$&" $&# (&" ##&1 %&( (&1 )&+ 40/0

墨西哥 趋近美国 #&( '&# 1&, $&# %&, ,&" %&( %&) '&" -0/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估算# 以及根据国家转移支付账户 +PQR, % <==>! ??VVV&A=B44CEA=G&C6H?V3K?A=B?G<CV?&$ 联合国人口署

%$"##&$ 7:T%$"##& 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所做的计算作为补充"

注! 表中数据是根据公共转移支付的年龄分布数据 %来自国民转移支付账户 +PQR, 和估算的人口结构变化" $"#" 年养老金支出根据

7:T%$"##& 对公共养老金支出的估计进行了调整& 估计得到的" PQR数据与根据联合国五年期年龄组的人口估计相结合" 估计的数学

方法在在线附录 $&$ 中给出" %

!

"#$

&

"#$

& %%

(

*

& 表示对给定年龄每个个体的平均支出# 与每个劳动年龄个体的平均产出之比( 更多详细

信息在专栏 $&) 中给出"



全球发展地平线 !"#"年的全球储蓄!

%"%&&

!!整体上来讲# 这些简单的情景表明在

未来几十年# 不仅增加的老年人口相关费

用带来的财政挑战十分艰巨# 福利或保险

的渐进变化将会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同样

强烈的冲击" 这些情景应该被看作是老龄

化对财政平衡的潜在影响的说明# 而不是

对支出水平的预测" 此外# 还应该意识到

政府储蓄模式在未来的变化还会依赖于其

他变化# 而它们有可能平缓老龄化对财政

的冲击# 例如# 养老金改革$ 税收改革$

劳动力市场改革$ 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改

变以及非年龄相关公共支出的变化"

老龄化将增加公共养老金的成本

如果考虑比国民转移支付账户项目中

更多的国家样本# 很明显可以看出发展中

国家的养老金支出相对 S08的比例将显

著上升 %表 $&(&"

$'这个情景中假设养老

金的覆盖范围和政策不会有变化# 因此#

每个年龄段的人均支出相对每劳动年龄个

体S08保持不变" 由于大多数国家都缺

少支出在年龄组之间分布情况的数据# 近

似替代是假设对所有 (" 岁及以上人口的养

老金支出都相同# 而对 (" 岁以下的则都为

"" 在这一假设下# 养老金支出作为S08的

一部分# 随修正的人口抚养比而成比例地

变化 %具体方法在在线附录 $&% 中给出&"

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金成本面临不同程

度的增加" 在拉丁美洲$ 东欧以及中东和

北非 %范围包括可以根据埃及和约旦进行

一般归纳的地区& 都在未来几十年中面临

养老金负担的显著升高" 这种升高主要是

由于大量增加的退休人口# 而劳动年龄人

口份额的下降只占小部分原因" 尽管从

$"%" 年起# 后者将变成中国以及巴西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因为巴西现有养老金

体系的巨大规模导致其财政平衡必将对任

何微小的人口结构变化非常敏感" 一些东

亚国家以及印度$ 墨西哥$ 巴基斯坦和南

非并没有面对如此大的压力# 因为它们没

有巨大的公共养老金体系"

养老金支出占 S08比例的增加意味

着以美元价值衡量的巨大增加" 例如# 如

果土耳其的S08平均增长率从 $"#" 年到

$"%" 年为 '&$* %这与一系列估计相吻

合&# 那么养老金支出从 $"#" 年占 S08

的 +&%*升高到 $"%" 年占S08的 1&+*就

相当于 +&'*的年增长率# 以不变美元价格

计的话是原有支出的 %倍" 养老金负担将像

这样持续增长的国家需要考虑削减保险和

%或& 福利# 或者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支出"

表 $&( 中最具戏剧化的估计是对巴西

和乌克兰# 其养老金开销到 $"(" 年将超

过 S08的 $"*" 巴西在 #111 年及 $""%

年进行了重大改革# 但显然力度还远远不

够# 因为老年人口抚养比到 $"%" 年将增

加一倍" 在 $"## 年# 乌克兰施行了政治

上不讨好但早该进行的改革# 以期彻底改

变已成为其财政相当负担的苏联时期的公

共养老金体系# 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龄 %这

个变化并没有在此情景中体现出来&"

四个有着不可持续性养老金体系的国

家# 仍然有一些改革红利可供获取"

$(减少

对每位受益人相对于其贡献的支付也许是

一项必要措施" 政策制定者能够大体上调

整养老金体系的覆盖范围和投入量# 但受

制于政治制约因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

未来养老金支付的承诺都比较隐晦'''这

是一份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代际协议'''

须重新进行谈判" 但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

明了的方式# 比如# 提高退休年龄# 来取

得显著进展" 这项改变还有一项额外的好

处就是扩大了劳动力# 也因此有助于经济

增长和税收收入" 在一些国家对延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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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人口老龄化将给一些国家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带来严峻考验

公共养老金成本

$占./0的百分比%

'( 岁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 岁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覆盖 )*+,-的人口%

!阿根廷 )&' ,&, ##&$ #"&+ #%&+ #1&# (+&# (,&$ (+&1

!巴西 1&# #%&, $"&# )&" #%&) $$&( (1&# +#&) ()&(

!智利 (&( ,&# #"&+ 1&% #)&% $%&( (1&1 (,&, (+&"

!墨西哥 #&( $&% %&$ +&% ##&) #1&1 ('&1 (1&+ ()&)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覆盖 ./+*-的人口%

!中国 %&' (&( )&) ,&$ #+&( $(&+ +'&( +%&% (+&%

!印度尼西亚 "&) #&# #&+ (&+ #"&( #1&$ (,&' +$&# (,&'

!马来西亚 %&" '&% (&( '&, #"&% #(&" ((&) ()&1 (,&$

!菲律宾 #&) $&$ %&" %&+ +&) #"&, ("&( ((&( (,&$

!泰国 #&" #&+ $&# ,&1 #)&+ $(&# +%&" +#&+ ((&(

东欧和中亚

$覆盖 0*+.-的人口%

!保加利亚 )&$ 1&$ ##&" #)&( $$&% $,&) +%&' (,&# (#&"

!拉脱维亚 +&# )&+ ,&1 #)&, $#&% $(&) +$&' ()&$ (%&+

!立陶宛 )&+ 1&+ ##&% #+&" $"&' $'&$ +$&" ()&( ((&$

!罗马尼亚 )&( #"&" #$&1 #'&1 #1&$ $)&1 +'&% +#&# ($&)

!俄罗斯联邦 ,&# #"&) #$&+ #$&, #1&# $%&# ++&' (,&1 ('&)

!土耳其 +&% 1&+ #%&, +&" ##&' #1&+ (,&) +#&, (,&+

!乌克兰 #)&) $#&, $+&$ #(&( #1&( $'&# +'&$ (1&$ ('&+

南亚

$覆盖 ,1+0-的人口%

!印度 #&" #&% #&, '&1 ,&% #%&( ('&) (1&) +"&,

!巴基斯坦 "&+ "&) #&# '&% +&" #"&' '1&# ()&( +#&)

中东和北非

$覆盖 *)+0-的人口%

!埃及 '&" (&$ )&% (&" ,&) #'&$ (%&, ()&1 (1&$

!约旦 '&# (&, 1&% %&1 (&+ #$&, ')&+ (1&(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覆盖 1+.-的人口%

!南非 #&1 $&% $&1 '&+ )&, #"&#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估算# 运用7:T$"## 年和联合国人口署 $"## 年的数据进行的计算作为补充"

注! 这些估算假设对退休年龄 %(" 岁及以上& 人口的人均平均支出与劳动年龄 %$"'+' 岁& 人口的人均 S08之比保持不变" 由于这

种简化假设# 这些估算不如表 $&' 中的精确" 并且由于这个原因# 那些两个表中都出现的国家 %巴西$ 中国$ 智利$ 印度和墨西哥&

数据并不一致" 另外# 在 $"#" 年之前没有生效的养老金改革都没有被考虑在内" 细节在在线附录 $&% 中给出"

有明确的范围规定# 而养老金体系的设计

并不总是能激励那些在 (" 岁中期到 +" 岁

的尚有生产能力的人参与劳动" 比如# 即

便在上一轮改革之后# 根据巴西的贡献年

限规定$+

# 平均退休年龄男士是 (' 岁# 女

士是 (# 岁 %S6BHACDB=@等# $"##&" 中国的

法定退休年龄是男士 +" 岁# 女士 (( 岁"

随着成年人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 在中

国平均退休年限和退休者与劳动力之比都

飞速上升# 而正在讨论的主要改革中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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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的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一项更基础的改革就是从现收现付体

系转为基金体系" 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这项

改革#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东欧" 这种转

变成本极高# 但转向基金系统是一个使政

府摆脱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流入和流

出之间不平衡的长期解决方案" 还值得注

意的是# 这种改变可能会对国民总储蓄产

生积极影响# 因为体系的资金来自税收融

资而不是公共借款"

$,

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将影响国民

储蓄的结构和水平

如上文所示# 历史上公共储蓄并未在

全球水平上显示出任何趋势# 无论是上升

的# 还是下降的" 在 $""#'$""1 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它的确曾显著上

升# 但危机降临之后又马上下降到占S08

#"*'$"*的历史正常水平" 即便公共储

蓄在未来几年继续上升的势头# 前文所讨

论过的情景显示# 人口老龄化使大多数国

家在中长期将面临公共财政的压力'''在

一些情况下这种压力将相当沉重# 而这会

使公共储蓄受到制约" 此外# 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有更大的基础设

施建设的需要 %见本书第 # 章&( 如果希

望公共储蓄在不带来持续性财政赤字的情

况下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

$1就需要保

持一定的水平# 那么对人口结构变化的考

虑将更加迫切"

展望未来# 公共总储蓄将维持过去几

十年的水平# 大约占据国民总储蓄的

#"*'$"*" 这就需要公共部门在基础设

施的持续投资上扮演重要角色" 要在年龄

相关支出增加的情况下维持原有水平# 决

策者有几个选择" 在短期到中期# 他们也

许会实行财政赤字# 但这种解决方案难以

为继# 而且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代价高昂

的针对长期人口结构变化的调整" 实事

上# 实行赤字只会加重政府债务负担# 使

得财政状况在未来进一步恶化" 首先# 一

个长期选择是增税# 也许会有一定政治成

本# 但它很可能是任何针对老龄化的均衡

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 其次# 在非年龄

相关项目上的任何不必要的$ 浪费的开支

都必需削减( 这个范围和削减程度因国家

而异# 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削减非年

龄相关支出的空间# 能够为年龄相关的负

债留出部分财政余地"

%"再次# 改革养老金

体系的规模和制度设计十分必要" 一些面

临迫在眉睫的老龄化压力的国家已经开始

实施这个程序# 但许多国家仍需加快脚步"

与年龄相关的公共支出的路径对家庭

储蓄以及公共储蓄都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公共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项目的投入量和

覆盖范围的提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会造成家庭储蓄的显著减少(

%#这不仅是

因为不再特别需要在生命周期中平稳消

费# 预防性储蓄也减少了# 因为公共项目

扮演了保险的角色# 将寿命以及医疗保障

需求的不确定性集合在一起" 这个作用也

可以是反向的! 中国在 $" 世纪 1" 年代及

$# 世纪初的城市家庭储蓄率# 就随着社

会保障规模的缩减而上升"

%$

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 发展中国家将

经历历史上通常伴随着收入增加而来的#

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 但与此同时# 政

府在提升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项目上的能力

将受到老龄化的约束# 甚至比高收入国家

在经历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时要受到更多

的阻力" 如果政府不遵循高收入国家过去

走过的道路# 而是在面对不断膨胀的受益

人群体时减少年龄相关福利项目的投入量

或覆盖范围# 那么私人储蓄预期将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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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因为更大比例的退休及医疗保障开支

将会从自己的口袋支付出去" 教育体系的

投入量和覆盖范围的增加切实可行# 因为

带来的财政冲击将会被儿童占人口比例的

减少而抵消" 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情况则

完全不同# 市场和私人储蓄将很有可能同

公共储蓄一起扮演重要角色" 更高的税率

也会影响家庭储蓄# 所以即便公共储蓄没

有下降# 如果增税是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私人储蓄将会下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储蓄也将会下降"

结论和政策方向
到 $"%" 年# 全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储蓄率的下行压力总体上不太可能成为经

济增长的阻碍" 然而# 一些关键性政策挑

战仍在眼前# 特别是那些老龄化迅速$ 生

产力增长潜力不足的国家" 本章主要描述

了两个主要挑战! 首先是年龄相关的公共

支出对政府财政的潜在压力# 其次是储蓄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储蓄率上都集中于人

口的某一部分"

政府财政方面的政策挑战包括年龄相

关支出增长率的不确定性# 以及缺乏应对

这一长期问题的政策框架" 正如 Y3DD36

%$""%& 清晰地指出! )虽然越来越多的

预算包含了 %'( 年的中期框架# 但是很

少有国家分析长期情景--大多数国家的

可持续性分析都集中于承担目前债务的能

力以及预测未来赤字--因为是基于政

策$ 现有法律或财政收入和支出占产出的

比例不变的假设进行预测# 对更广泛财政

总量的预测缺乏可信度" 预算过程也缺乏

必要的机制# 以促进对政策的承诺或担保

进行辩论# 而这些担保的财政后果只会在

长期显现出来* %重点节选&"

关于人口结构改变的负担的分配有一

个基本政策选择# 就是在未来退休者和未

来工人之间的分配" 政策选项包括降低退

休者的生活标准# 增加工作年限# 提高工

作期间的储蓄# 以及更多的从工人向退休

者的转移支付"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选择了 %或正在考

虑& 包括推迟退休年龄$ 增加针对退休的

私人储蓄 %通过税收优惠制度& 以及改革

养老金体系在内的政策组合'''大多数都

没有选择降低老年人生活标准的方案 %参

见英国养老金委员会# $""(&"

取决于在人口结构变化中的特殊位

置# 某个特定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在应

用这些政策组合或其中之一上取得成功"

例如# 那些处于人口结构转变早期的国家#

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 很可能通过

税收激励来鼓励储蓄"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评估一个延税型个体的退休储蓄是否排斥了

其他形式的储蓄" 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几乎没

有证据表明 '"# %5& 计划替代了其他形式

的个 人 储 蓄 %8C=36KB$ N3A=@和 [@G3#

#11+( 23A\BF@A# $""%( S3DK36# $"##&"

对于其他地区延长工作年限和增加转

移支付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正如本章所描

述的# 有几个理由支持向老年家庭转移支

付! %B& 再分配 %生产力增长会增加未来

世代的收入# 而公共项目正在替代家庭转

移支付&( %K& 改善市场失灵# 比如# 有限

的保险市场针对长期保障需求风险的问题"

对于那些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政策挑

战包括识别老年人口的异质性" 这并不是

一个同质集体# 他们在资金$ 健康状况$

工作能力和寿命上都存在差别" 例如# 最

近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力市场情况的调查

%S6EK36和[@G3# $"")& 发现# 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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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人的收入征收更高税收与未使用劳动力

%(('+( 岁的工人& 正相关"

关于第二个问题'''储蓄集中于特定

部分的人口'''本章重点强调# 那些储蓄

和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可能制造出不平等

陷阱# 这可能对经济流动性并在此之上对

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政策和社会共识的达成

十分不利" 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强调# 不平

等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其他更

直接的渠道" 这些研究 %参见世界银行#

$""(& 的主要教训是在贫困国家高度不发

达的市场中# 没有足够财富或社会地位的

个体经常投资不足# 或把他们的资金用于

生产率较低的地方# 因此降低了经济体的

生产力" 相关的较宽泛的政策建议就是减

少融资渠道的不平等" 简单的初始步骤包

括提高金融知识! 许多家庭在面对信用市

场时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决策工具" 一个有

趣的例子是墨西哥进行的一次政策干预活

动# 它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运用银行系统

使款项更多用于投资而非现时消费的信息

宣传"

本章还显示# 通常情况下受教育程度

最低的人群储蓄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储蓄#

这说明他们无力改善获取收入的能力# 最

贫困人口也就无力摆脱贫困" 创造更平等

的受教育的机会# 可能会对增加私人储蓄

有额外的好处"

注释!

#&注意为了维持随时间可对比的国家范围的最

大化# 这个表中的数据代表储蓄与国民生产

总值 %S08& 之比" 而本章其余部分遵循标准

程序# 使用储蓄与国民总收入 %SP7& 之比"

$&毫无疑问# 国家的组成是随时间而变的# 而

报告的数据一般上运用了最大化覆盖范围的

可用样本"

%&正如在未来 $" 年的储蓄这个情景中所详细

讨论的一样# 金融深化与更低的储蓄率相

关# 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国家

的储蓄率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

'&然而有一些实证研究的发现与生命周期模型

并不一致" 例如# 对默认储蓄计划的偏好#

对承诺工具的需求导致无法放开手脚进行储

蓄决策# 以及关于在储蓄行为中的信息习惯

的证据 % R==BABG@C和[3K36# $"#"&"

(&详细的结果见在线附录 #&(# 而关于/S.模

型是如何运用计量进行估计的技术性描述见

在线附录 #&+( 所有附录都在 <==>! ??

VVV&VC6DMKBA5&C6H?/B>@=BDTC6Q<3TE=E63"

+&)条件性* 意味着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

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其他决定因素'''在本

例中为延期储蓄$ 人均 S08$ 金融发展水

平$ 老年人口抚养比$ 社会保障 %以及其他

在线附录 $&( 中所列的变量& '''这些因素

的影响视为不变"

)&联合国的 )高情景* 预测世界人口将于

$%"" 年达到 %+'亿# )低情景* 预测的该数

字为 $%亿"

,&全球人口结构变化被认为已经进行了三至四

个世纪" 它在 #)"" 年左右开始于欧洲# 大

概将于 $"##年于全球进行完毕" 图 $&#$ 因

此只截选了这三四百年进程中的 +"年快照"

1&注意到图 $&#% 中强调的异质性掩盖了整体

的异质性# 因为每组国家在人口结构转变上

都不一样" 高收入国家中欧洲和美国之间的

差异就极大# 前者的生育率低于替代率# 净

移民也很缓慢"

#"&通过分别运行两个只有生产力改变或只有

金融发展程度改变的情景 %没有写入报

告# 但可应要求提供&# 也能够证实金融

发展的主导作用" 进行这样一个分解可以

很清楚地看出# 发展中国家储蓄率的下降

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

##&]BDMC6%#1()& 研究认为富人比穷人有更高

的储蓄倾向# 因此更大的不平等应对储蓄

有正面的影响" 自那以来# 经济学家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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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对经济不平等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十分感

兴趣" 事实上# 很多后凯恩斯主义模型

%W3V@G# #1('( 8BG@A3==@# #1+$& 都强调了

功能性收入分配与储蓄的联系" 这些模型

总结到从工资向利润的再分配 %例如# 通

过差别税率& 应该能够增加储蓄# 因为资

本所有者比工人更倾向于储蓄" 更近期的

研究关注到收入的个人分配# 但实证分析

并没有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储蓄之间的联系

%参见 W3@H<和8CGGC# $""1&"

#$&有时候这些微观决策加总到一起能够创造

出经济体内非常有代表性的家庭" 在这些

情况下# 加总的 )宏观* 方法与 )微观*

方法的结果相同# 可以互换" 但这并不总

是可行的# 在许多存在着 )加总问题* 的

情况中# 这两种方法提供了不同的互为补

充的见解" 一旦加总代理人的行为# 如加

总个人需求# 就不能被认为是 )单独消费

者最大化决策的结果* %03B=CA 和 :E3DDX

KBE36# #1,"# 第 #', 页&" 加总的条件十

分苛刻# 在存在不连续性和非线性的时候

就难以成立" 例如# 考虑劳动力市场参与

度的情况" 理论认为参与度应随着工资的

提升而升高" 在微观层面# 现在工人增加

工作时间或者新劳动者进入市场都能达到

这个效果" 而收入分配的结果在这两种情

况却可能大为不同" 然而在宏观层面# 不

可能用一个加总代表性工人来为这两种情

况建模 %即便代表性工人的数量大量增加

也不可能&" 加总情况不成立的相似情况#

几乎存在于任何有不完美和不对称信息的

市场中! 货物$ 信用$ 教育以及其他"

#%&注意这里的模拟增长率代表了宏观估算中

全球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快速趋同情景的经

济增长率"

#'&在生命周期模型的最简化版本中# 平稳消

费的个体会在工作时储蓄# 购买资产以便

在将来卖出为消费融资 %换句话说# 他们

在将来进行负储蓄&" 如果不存在收入和

人口增长# 这个模型预测在经济中存在稳

定的财富与收入的比率# 而且不存在整个

经济体系的净储蓄" 然而# 如果人口增长#

年轻人的储蓄额将超过老年人口的负储蓄"

与此类似# 即使储蓄者与负储蓄者的人口

比例不变# %人均& 经济增长意味着劳动

年龄人口有更高的终生收入# 经济体也将

积累起比老年人所拥有的更多的财富" 因

此# 储蓄率随人口或收入 %或两者同时&

的增长而增长"

#(&代表不同世代受教育比例的线十分平坦#

这说明随着世代沿着生命周期前进# 他们

受教育的比例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时间虚拟变量存在估计局限# 即他们之和

为零# 与时间趋势正交因此偏离长期稳定

趋势" 在给定以上条件的情况下# 长期趋

势是由世代效应产生的"

#)&由于贫困家庭的收入有很大的非正规和实

物的成分# 很有可能被低估" 因此# 推算

这些家庭储蓄的下降存在误差" 低估还可

能来自收入的暂时性波动# 截面分析中的

暂时性低收入水平与负储蓄率相一致"

#,&加纳$ 墨西哥$ 俄罗斯和泰国作为一个整

体# 有高等教育水平户主的家庭比例已经

从 $" 世纪 ," 年代或 1" 年代初期的 +*'

#"*升 高 到 $# 世 纪 头 十 年 晚 期 的

$"*'$(*"

#1&这与文献的结果相一致" 例如# Ŵ>3O_

/BDLB和WEG=@H%$"#"& 表明# 拉丁美洲不

平等的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大批受过

教育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

工资中技能溢价的减少所引起的"

$"&世代间的垂直距离'''本例中为相同年龄

的两个世代的家庭规模的差距'''并不总

能被解释为世代效应" 因为世代虽为同一

年龄但处于不同的时间段# 垂直距离也可

能是由年份的影响造成的" 然而# 年份对

家庭规模 %或孩子数量& 这类变量的影响

的重要性很难说明" 因此在本例中# 垂直

距离被认为代表了世代效应"

$#&一般均衡模型包含了政府储蓄( 然而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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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相一致# 每个政府的赤字 %或盈

余& 在估算时间段内都较小且相对固定"

公共支出的任何变化都被即时税收的应对

性变化所抵消" 换句话说# 公共支出直接

影响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并因此影响他们

的储蓄决策"

$$&近期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养老金的

一系列估算# 参见7:T%$"##&" 关于欧洲

的年龄相关支出的官方估计的详细调查#

参见欧洲理事会 %$""+&" 关于未来公共支

出中医疗保障部分的估算的详细调查和文

献研究# 参见SB6̀%$""(&"

$%&Y3DD36和YBEA36%$""+& 讨论了财政机构的

改革以强调公共负债长期路径的不确定性"

$'&在养老金的例子中# 公共支出的路径能够

不用详细的世代层面数据就被合理近似#

因为转移支付几乎是从一个年龄组全部转

到另一个年龄组" 因此# 表 $&( 中给出的

估算并不局限于存在PQR数据的国家" 详

见在线附录 $&%&

$(&关于公共养老金改革的介绍# 参见 UCEG=3A

%$"")&"

$+&在巴西的贡献年限规定下# 男性可以在贡

献 %( 年 %老师为 %" 年& 后享有养老金#

女性在贡献 %"年 %老师为 $( 年& 后享有"

$)&值得注意的是# 退休年龄的推迟可能会减

少家庭储蓄# 因为终生收入增多而预期退

休年限则缩短 %2B663DD$ <E6G=和 ]@6K #̀

$""1&" 另外# 对未来劳动力数量增多的预

期会提高投资需求"

$,&;BFV@45 %$"""& 预测到# 其他条件不变# 拥

有公积金或完全基金制的国家将会比现收现

付体系国家的储蓄率高出 %&+,个百分点" 部

分可以解释为代际李嘉图等价不成立( WCB̀X

OB$ ;4<F@M=_Y3KK3D和 ;36LaA %$"""& 发现实

证上李嘉图等价即便在长期也不成立"

$1&公共总储蓄与公共投资相联系( 因此# 公

共总储蓄被定义为现有收入减去现有支出#

而且公共投资并不包含在现有支出内# 因

为财政平衡 %总收入送去总支出& 要求公

共总储蓄与公共投资一比一增长"

%"&削减非年龄相关支出的范围的一种估算方

法 %应用于欧洲国家&# 参见 Y3DD36和

YBEA36%$""+&"

%#&2BDMB44@等 % $"#" & 发现 -./0国家在

#11"'$"", 年期间# 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S08的 #*# 会使家庭储蓄减少 S08的

"&$$*到 "&$1*( 而公共医疗支出增加

S08的 #*会使家庭储蓄减少 S08的

"&)"*到 "&),* %用分别的样本均值估

算&" /<CE$ W@E 和 YBFF@==%$""+& 利用

台湾公共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这一自

然实验# 发现了存在公共医疗保障支出的

相似定性影响"

%$&尽管中国的高储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BFCA和86BGBM %$"#"& 认为# 教育和医

疗支出上私人负担的增加以及增加的预防

性储蓄# 是造成 #11('$""( 年城市家庭储

蓄率上升 ) 个百分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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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金融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动

正 如本报告前两章所讲# 投资和储蓄

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给

我们带来了几个迫切的问题" 全球范围内

是否会出现推升投资收益的储蓄短缺. 或

者# 未来是否会出现全球储蓄过剩和缺乏

能够达到现有收益率的投资机会的现象.

在国家层面上也存在类似问题# 但针对国

家层面的分析将更复杂" 在一个特定的国

家里# 未来的国内储蓄可能足以按照现在

的收益率# 为现有领域中的投资机会提供

充足的资金支持# 但是这些国内储蓄也会

投资国外# 相应的国外储蓄也会流向国

内" 净资本流动的结果是什么. 对一国投

资收益会有什么影响. 本章不仅要说明所

有与之相关的问题# 而且不局限于此# 本

章还要说明未来几十年国际金融最主要的

趋势! 资本流动总额在增长# 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本章中# 我们分析发现# 到 $"%"

年# 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作为资本来源还是

作为资本流向地# 其地位都会变得更加重

要# 历史上首次# 他们似乎已经做好准备

要在国际资本融通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了

探究到 $"%" 年前资本跨国流动的可能路

径# 本章将主要关注三个关键性长期结构

性力量间的相互作用! 经济水平趋同$ 人

口结构转变和金融全球化" 国内和国际政

策的选择势必会对上述三种结构性力量造

成影响# 进而影响到全球资本的流动" 这

其中最为首要的变化便是 /全球发展地平

线0 中提出的第三次金融全球化" 在第三

次金融全球化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将会越

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金融体系中# 并且将

在世界总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占更多的份

额" 在第三次金融全球化之前# 英国主导

的第一次金融全球化止于 $" 世纪 %" 年代#

由美国主导的第二次金融全球化则从二战

结束延续至今 %见专栏 %&#&"

从历史上来看# 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对全球总产出和贸易量的贡献相

比# 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所占的份

额实在太低了" 近些年来# 发展中国家的

生产和贸易量占到了世界的 %"*# 经济增

量超过全球经济增量的 ("*# 但它们在总

额为 '1&( 万亿美元的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占

有量仅为 $$*# 仅仅只占总资本流动的

,*$ 全球海外资产的 1&+*" 伦敦银行同

业拆借利率 %W72-I& 是由一些银行借入

#" 种货币中的一种或几种货币的成本来决

定的# 这 $( 家银行中# 没有一家银行的

总部位于发展中国家" 即便在跨国资本流

动激增的 $" 世纪 1" 年代和 $# 世纪前十

年# 全球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比

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还是十分有限的# 而且

没有一个新型经济体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

被广泛使用" 但是到 $"%" 年# 上述所有的

统计数字也许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全球资本流动动态的变化可能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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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定义了第三次金融全球化" 鉴于资本

的净流入和净流出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一国

由净流入和净流出所决定的资金借贷的平

衡# 本章中所采取方法是研究未来总资本

流动和净资本流动的路径" 随着发展中国

家未来资本流入流出量的增长# 这些国家

会从中得到巨大的潜在收益! 特有的国内

风险得以分散# 政策制定更加遵循市场规

律# 弥补国内储蓄在固定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的不足的机会和提高金融部门的竞

争力"

!!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并且有与发达世界的经济趋同的潜力# 实

现这些结果对它们而言是十分有价值的"

但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大量外资流入也存在

潜在的风险" 汇率上升 %因此# 会降低该

国贸易竞争力&$ 资产泡沫形成$ 经济过

热都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 可能出现的资

本流入逆转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由于资本

跨国流动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长# 设计

一个能同时考虑到上述好处与风险的国内

外政策框架将变得更加紧急"

!

专栏 %",

!!

继前两个时期而来的第三个金融全球化时代

!!#1 世纪后半叶# 第一次金融全球化拉开帷

幕# 大量的资金直接从欧洲国家流向了新世界#

这些资金大部分被用于修建铁路# 房地产以及大

规模的农业项目投资 %-KG=b3DM和QB̀DC6# $""%&"

#1#' 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大英帝国

有超过 #?' 的财产主要被用于在境外投资外国政

府的铁路和证券 %S@D>@A# #1,)&" #1#% 年# 阿根

廷有接近一半的资本存量$ 澳大利亚有 #?( 的资

本存量都被掌握在外来的欧洲投资者手中 %QB̀X

DC6# #11$&" 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在一战中调整它

们的非国防性资金外流# 这样的一个时代慢慢得

以终结# 且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布雷顿森

林体系所彻底代替"

正如一些国际金融问题观察家所指出的那

样#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优先考虑的是多边贸

易扩张和投资# 其代价则是金融自由化" 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 个人资产的跨界流动程度

局限于主要银行的外汇业务# 并主要以贸易融资

和支付服务的形式存在"

发达国家中资本市场的完全自由化趋势# 在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

也许可以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金融全球化时期

%2C6MC和 .@4<3AH633A# $""%&"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责任是在自由化的理念下提出的# 之后其

覆盖面逐渐扩大到能够实质上涵盖所有的资金流

动# 其中# 包括个人和企业的短期交易" $" 世纪

末和 $# 世纪初金融行业发生了极其迅速的全球

化# 这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更加戏剧性的变

革" 这不仅使得跨境资本流动随着货币市场工具

的向前发展$ 互惠信贷和其他衍生产品的出现有

了急剧性的增加# 还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热烈地

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大潮中去"

目前# 世界呈现出进入第三个金融全球化时

代的趋势" 这一转变的开端很可能要追溯到 $# 世

纪初期#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

全球金融体系中# 流向这些国家的资本也第一次

在绝对量上变得重要起来" 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

危机的背景下显得更加醒目# 相比于发展中国

家# 发达国家的总资本流动量衰退得更加严重#

这是在 $""%'$"") 年# 每年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

度之后发生的" 本章所指的总资本流动情况说明

的是# 发展中国家对未来世界保持稳定的资本流

动量承担着极大的责任# 这也是危机开始前几年

就已经存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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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展现的一些关键信息!

!

"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 全球范围内的投

资需求和储蓄大致上仍然可能会保持

平衡! 因此! 全球投资收益率也不会

产生巨大的波动" 然而在一国内部#

投资和储蓄的趋势可能会带来显著的

压力和经常账户的失衡" 在全球层面

上# 投资回报将会保持相对稳定# 储

蓄和投资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S08& 的比例也将保持稳定! 储蓄

和投资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份额中所占比例正在逐渐上升# 这会

抵消其他一些国家比率降低带来的影

响" 在国家层面上# 一些国家对资本

的需求大于供给# 这些国家的资本收

益率若仍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 资

金紧张的局面就会出现" 这种压力会

推高资本收益率# 吸引资本流入# 影

响经常账目的余额" 此种压力在快速

趋同的情景下会更加显著"

那些人口相对年轻$ 金融市场

范围极广'''这两个因素都倾向于

在抑制储蓄的同时刺激投资'''的

国家和地区# 最有可能经历投资相

对于国内储蓄和海外资本净流入的

增长" 例如#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

$"#"'$"%" 年# 印度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平均经常账目赤字占

S08比 率 将 分 别 达 到 $&'* 和

%&$*" 相应的主要资本净流入来源

将不再是发达国家# 而是新兴工业

化东亚国家# 尤其是中国"

!

"

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 发展中国家

已经蓄势待发! 要在全球总资本流动

中占据更大份额" 尽管建立一幅未来

世界净资本流动的全景图可以给国际

收支失衡产生的路径的研究提供重要

的信息# 但从金融市场发展与整合角

度以及最主要的全球经济稳定的角

度# 资金总流入事实上是比净流入更

重要的相关性指标" 为了对建立在可

计算一般均衡 %/S.& 基础上的储

蓄$ 投资和净资本流入的情景进行补

充# 本章建立了一个总资本流入的相

关图景# 与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的两

种情景相对应" 到 $"%" 年# 在渐进

趋同情景下#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总资

本将达到 +&$ 万亿美元# 占全球总资

本的 ')*# 并且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该数字将从 $"#"年的 #&%万亿美元增

长到逾 #% 万亿美元# 从占全球总资

本的 $%*增加到 +"*"

#这一增长还将

受到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

济增长速度和相对更慢的人口老龄化

速度影响# 当然# 发展中国家逐渐扩

大的开放程度和金融机构的强化也对

其有影响" 相对于产出来说# 发展中

国家作为总资本流动流入地的份额的

增长并不突出" 然而# 分析预测认

为#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总量占该国

S08的比例将维持在 +*'##*# 而

先前的峰值为 $"")年的 1*"

发展中国家制度上的改善再加

上高收入经济体更高的感知风险# 在

未来几十年内发达国家对高质量流动

资本的供给垄断将会被打破" 商业环

境的良性改变$ 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促

进消费需求长期增长的人口结构# 都

会使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远远超

过大型新兴市场的强烈兴趣"

!

"

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融入到全

球金融体系中去! 并对全球总资本流

动承担更多的责任! 它们对金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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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因为金

融交易中国际货币的使用打破了其原

有的国家边界# 欧元区和美国的货币

政策对目前的全球货币现状和发展中

国家获得融资的渠道都有着不对称的

影响力" 展望未来# 这表明随着发展

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程度的增加# 它

们也许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欧元区和美

国外溢性货币政策的冲击" 但是# 这

样的结果最终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资金流动负

有越来越多的责任# 它们自己的货币

政策也许对世界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

响" 这一点在中国得到了集中体现"

另外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大型新

兴经济体可能具有更大的区域货币政

策溢出效应# 这些大型的经济体包括

巴西$ 俄罗斯等等"

对于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中国$ 欧盟和美国都掌握了关键性国

际货币的世界可能会趋向稳定# 因为

它们受到来自任何国家的单独货币政

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将会变小" 同时#

大量的资本正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转

移# 发展中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合作对

于促进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环

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越来越

多的资本流入和流出都将在发展中国

家之间进行# 这表明# 这些国家应当

在全球多边和双边机构间的资本流动

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但是#

鉴于货币政策合作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完全可行的先例# 即使在少部分国际

贸易主要参与国间也不曾有过# 所

以# 要想在愈发多极化的世界里建立

这样一个机制就难上加难" 那么国家

层面上的次优选择对于金融稳定也就

越发变得关键起来"

!

"

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好准备在资本市

场的国际资本融通中扮演更为重要

的角色! 并促进本国资本市场发展"

当资本流入和流出总量增长时# 这

些资本的构成将变得更为重要# 这

是因为不同的流动渠道在接受国创

造稳定或不稳定环境的能力是不同

的" 从全球层面来看# 资本市场融

资可能在总资本流动中占有更多的

份额# 而银行贷款的份额则会相应

减少" 对于那些目前主要资本流入

渠道是银行贷款的国家来说# 这是

否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与外国直接投资 %T07& 或股票投资

组合比起来# 银行贷款具有更高的

顺周期性# 且不易分担风险 %26EAX

A36F3@36等# $"#$&" 在中等收入国

家中# 相对来讲 %根据发展中国家

资金流入的这部分比例较小进行调

整&# 证券组合投资比银行贷款更加

不稳定 %世界银行# $"#$&" 此外#

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和企业不仅需要

更多的贷款机会# 而且还需要更多

样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服务# 为此#

本国的金融市场将其不得不在组织

结构和市场深度上参与全球范围内

的竞争" 尽管正在进行的加强国际

银行部门监管的措施仍然至关重要#

政策也应当进行调整以适应'''以

及在某些情况下积极推动'''国内

资本市场的发展" 同时# 发展中国

家当局应当监管资本流动和国内资

本融通# 或者建立一个更有远见的

监管机构# 以做好准备来面对资产

负债表组成中潜在的变化以及金融

市场中的各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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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收益率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各国工人的

产出效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意味着

各国在资本劳动比率上存在着巨大不同#

因此# 在资本收益率上发展中国家会高于

高收入国家" 这样的结论被人们视为一个

谜团# 大量的假说试图解释为什么发展中

国家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优势# 却没有得

到更多的投资# 或者说# 为什么发展中国

家能够在资本更少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投

资收益率" 针对这个问题# WE4BG%#11"&

有过很明确的论述# 他认为互补的各种要

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禀赋# 尤以人力资源

为甚# 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

$

其他一些与该问题相关的潜在因素包括政

治风险$ 资本流动障碍等等"

从实证角度来看# 各种解释国家间收

益率差异的证据都是相互混合的" 可以观

察到的是# 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明显更高#

但是这些利率取决于违约风险# 还在一些

情况下取决于金融抑制# 这两者都不能被

简单量化#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对发展

中国家的利率的影响比发达国家的影响要

大"

%潜在的资本收益率是无法被直接观察

到的# 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性假设# 能对它

的值进行衡量# 但估计的结果往往非常多

样化" SCDD@A %$""$& 在试图解释自营收

入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重要进步# 自营收

入常常被错误地统计为资本收益# 它对跨

国比较十分重要# 因为自主创业在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占的比例往往要比发达

国家高得多" /BG3DD@和 T3̀636% $"") &

将这个推理扩展到土地和自然资源上#

运用对其他要素存量的估计来衡量可再

生资本的收益率# 这种方法与运用应分

配给它的收入进行估算的方法十分不同"

这极大地减少了不同国家间的收益率波

动# 因为土地和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

的生产中占的地位要比在发达国家中重

要得多"

'

这份报告在调整了资本与消费品的相

对价格和折旧之后# 估算出了每个国家资

本提供者提供的可再生资本作为边际产品

的收益率"

(通过这种方式的测量# 发展中

国家 $"") 年的平均收益率是 #$&'*# 相

比之下# 高收入国家仅为 (&%*"

+当然#

不同国家间的实际收益率差距是多少# 到

目前为止# 仍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

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各种努力可以帮助阐

明很多的政策性问题# 比如# 潜在的政府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刺激$ 不稳定的政局对

投资的影响以及在投资和经济增长中政策

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知识外溢中的实际

作用等等"

全球投资收益率将不会面临太大压力

储蓄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仍保持大致

平衡# 所以对均衡收益率不会有明显压

力" 可以预测到# 全球储蓄率在未来 $"

年内将会保持大致稳定" 这是因为# 至少

到 $"$" 年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增

速会缓和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市场发展对于

储蓄率下降的作用# 从而使储蓄率只会小

幅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 尽管部分国家的

储蓄率下降# 但是高储蓄的发展中国家在

世界经济中比重逐渐上升# 从而使全球储

蓄率保持大致稳定"

为了衡量资本的需求和供给# 我们应

该建立独立收益率来衡量投资需求" 衡量

名义投资需求反映了在给定的不变的收益

率下# 厂商渴望的投资的水平"

)当然# 在

全球范围内# 投资需求量最终是由储蓄决

定的# 在收益率的作用下# 达到储蓄和投

资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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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渐进趋

同的情景下# 全球名义投资需求与全球储

蓄将保持大致相等# 这也就是说投资需求

不会受到储蓄不足的限制# 结果是全球平

均收益率在此情景下基本保持恒定"

,然

而# 在快速趋同的情景下# 由于发展中国

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的发展# 全球资

本需求的增长会快于储蓄的增长# 这会给

投资收益率施加上升压力"

1然而# 甚至在

此情景下# 劳动力增长放缓 %部分地区劳

动力甚至会减少& 将意味着全球投资不会

向现在这样受到储蓄的严格限制"

#"

国家水平上的资本收益率的变化对

净资本流动的启示

在国家层面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决定

资本收益率的变动方向的因素# 对名义需

求和名义供给的事前估计是很有用的" 这

可以让我们判断固定收益水平上的投资需

求能否和相同收益水平下的投资供给相

等" 如果名义需求超过名义供给# 将会推

动资本收益率的上升" 而观察得来的均衡

时的资本收益率# 是名义资本需求和供给

的事后反映"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 大多数经济体

的投资需求变动不大# 也就是说 $"#''

$"%" 年收益率相对稳定 %图 %&#B&" 快速

趋同的情景下# 一些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快

速增长# 从而使该国的未来的资本收益率

与全球平均收益率相比大幅上升 %图

%&#K&"

以渐进趋同情景下的印度为例# 该国

的名义投资需求超过名义资本供给# 因

此# 会推动收益率的上升" 然而# 过量需

求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 使印度的资本

收益率在 $"$"'$"%" 年间稳定在 #"*附

近" 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入也会

同样保持稳定# 占到S08的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超量投资需求

会更多# 并且会日益扩大# 这会导致资本

收益率小幅上扬到 #%*附近 %比前两个

十年高出 #*左右&" 如果储蓄保持不变#

经常账户的赤字会更加严重# 然而# 储蓄

增长会弥补过量投资需求的增长# 从而改

善经常账户状况 %然而在整个研究期内其

仍会保持轻微的赤字&"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对这些国家进行

对比分析也会很有收获# 这些国家经济快

速增长# 会带来资本需求和供给不成比例

的增长" 该情景下的印度# 过量投资需求

会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 这会使投资收益

率大幅增长# 达到两个百分点" 收益率的

增长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 从而印度的

经常账户赤字占 S08的比例由 $*增长

到 +*"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很好地反映了名义投资需求和名义资

本供给之间的紧张局面对收益率变化和资

本流动的影响" 对资本的过量需求会在 $"

年间持续增长# 名义需求和名义供给的比

例会增长 ( 个百分点# 该区域的投资收益

率会在 $"%" 年时达到 #'* %从略微超过

#$*&" 结果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作为一个整体# 经常账户赤字占 S08的

比例将几乎达到 )*"

净资本流动模式正在改变
净资本流动反映了一国储蓄和投资的

差值# 本书第 # 章和第 $ 章给出了到 $"%"

年前各国储蓄和投资水平的差异# 表明了

在该时期内资本的跨国流动会持续进行

%具体细节已在在线附录 %&$ 中给出&" 在

未来几十年内#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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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渐进趋同情景下比快速趋同的情景下投资收益率的变化更小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计算"

注! 这份报告在调整了资本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折旧之后# 估算出了每个国家资本提供者提供的可再生资本作为

边际产品的收益率" 图上标出的收益率是 $"#' 年 %模型达到潜在S08水平的第一年& 和 $"%" 年 %预测期的最后一

年&# 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 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在生产效率提高和结构调整上速度有所不同的两种趋同

方式"

更深化$ 更成熟# 并且更加融入区域和全

球的金融体系"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

要比发达国家更乐观# 人口结构的变化时

机在这些国家之间也不相同" 这些关键因

素都会推动全球净资本的流动模式和净国

际资产持有状况发生改变"

信贷市场更低的交易成本# 比如抵押

贷款# 会刺激投资"

##同时# 更易于获得信

贷会减少储蓄# 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可能会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

%或者增加赤字&" 中国是一个特例# 中国

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 信贷不会快

速扩张# 所以在未来几年投资削减至少会

与储蓄下降的幅度相当" 为了在文中结合

两种情景进行分析# 专栏 %&$ 简要回顾了

全球净资本流动模式的变动"

净资本流动的变化取决于增长路径

与金融市场发展

在未来# 世界上哪些国家是净出口

国$ 哪些国家是净进口国的分布还会继续

发生变化"

#$在渐进趋同的视角下# 发展中

国家的储蓄率会持续下降# 这在某一程度

上是人口老龄化与温和但稳健的金融市场

发展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同时# 随着经济

增速逐渐放缓# 投资也会相应下降" 对于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 以上两个因素会

大致相互抵消# 并且基本上对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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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纵观历史" 净资本提供者和接受者都不是固定的

!!在 #,("'#1$1 年间# 大不列颠作为一个资本

的净提供者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资本" 每年资本

提供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S08& 的 %&(*# 这

一数字在有些年份甚至可以达到 ,*'1* %图

2%&$&## B&# 这些资本早期来自于纺织品等货物

的贸易出口顺差# 后期则是因为海外投资回流的

收益超过其商品贸易逆差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 美国逐渐取代了英国的这一地位# 在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其年度国际收支盈余达到 #&1*# 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时间里保持这一数字

直到 $" 世纪 )" 年代早期" 到了 $" 世纪 ," 年代#

日本和德国则接替其成为了新的主要净资本提

供者"

近来# 全球支付模式正在经历着又一次新的

转变" 新兴的东亚工业化经济体 %特别是 $"""

年左右发展起来的中国&# 及一些主要的石油输

出国变成了重要的净资本提供国# 美国和一系列

拉丁美洲$ 非洲以及欧洲外围的经济体则变成了

主要的资本接受方 %图 2%&$&# K&" 目前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争论# 这些争论围绕该情景产生的原

因$ 带来的结果以及大型收支平衡状况的持续性

展开 %参见 2DBA4<B6M 和 :@D3G@_T3663==@# $"#"(

W@A 和 0B@DBF@# $"#"( /BKBDD36C和 ]6@G<ABFE6=< #̀

$""1( /<@AA 和 7=C# $"")( -KG=b3DM 和 ICHCbb#

$"")&" 在一定程度上# 这一情景被认为会造成

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而任何可持续的长期再平衡

过程都必须注意投资和储蓄行为的动力在不同国

家间的差异"

图+%"!",$1 图 ,)(&#,*-( 年的英美两国的净资本流出 $经常账户% 和 2图 ,*)&#

!&,& 年经常账户平衡模式的演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UCA3G和-KG=b3DM %$""#& 和7:T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Bc主要石油出口国# 按照7: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定义# 包括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巴林$ 加拿大$ 哥伦比

亚$ 厄瓜多尔$ 伊朗$ 伊拉克$ 科威特$ 利比亚$ 尼日利亚$ 挪威$ 卡塔尔$ 俄罗斯联邦$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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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中国向高收入国家的净资本流动的规模将是相当大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和运用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控在线数据库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净资本流动是指经常账户头寸# 经常账户盈余意味着资本外流" 两组国家经常账户头寸不能完全准确抵消# 这

是因为它们是按各自头寸占各自产出比例来计算的" 从理论上来说# 全球范围内经常账户差额之和应该为 "# 但是

由于方法问题# 众所周知# 实际结果并不为 ""

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总体看来 $"#('

$"%" 年期间# 除中国之外的广大发展中

国家# 将会在财政赤字方面保持一个温

和$ 渐进的减退趋势 %图 %&$# B&" 例

如# 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将遵循

这一模式# 它们将处于人口转型的早期#

财政市场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巴西在预测期内也将基本遵循这一模式#

但巴西会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 其财政赤

字将呈现平稳状态而且将在 $# 世纪 $" 年

代中末期开始显著增长" 另一方面# 从中

国流向发达国家的净资本将大幅增加# 这

一趋势将在达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S08& 的 +*')*以后逐渐趋于平缓

%图 %&$# K&( 这一流动占高收入国家产

出的份额会更高# 因为相对中国# 这些经

济体的膨胀速度更加缓慢"

正如本书第 $ 章所探讨的那样# 在这

样一个情景下# 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发展将

导致中国的储蓄率大约下降 ) 个百分点#

从 $"#" 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S08& 的

($*下降到 $"%" 年的 '(*" 但是中国的

投资率会下降得更多# 同期相比# 将从

',*下降到 %)*" 对这样情景的分析隐含

表明的是中国投资结构的一个变化# 中国

的投资决策将从政府的深入干预将逐渐向

市场化导向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 稳定

的工资增长将带来租金工资比的急剧下

降# 表明中国竞争力的相对降低# 这一点

体现在投资率的下降上# 尽管与国际标准

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 但是中国的投资率

将会远远低于历史有过的超高水平" 所以

最终的结果是#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

中国仍将保持其重要资本输出国的地位"

在快速趋同的情景下# 鉴于信贷的稳

定增长# 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将有所

降低" 与此相反# 由于制度的发展和生产

力的强劲增长# 它们的投资率只会小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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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资本净流入国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和根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控数据库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净资本流动是指经常账户头寸# 经常账户盈余意味着资本外流"

降" 其结果就是世界上大部分储蓄都将流

向发展中国家" 但是# 随着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在财政赤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的不平衡将越来

越大 %图 %&%&"

#'与渐进趋同情景相比#

世界经济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

家# 由于高收入国家投资吸引力相对较

小# 流向这些国家的净资本也会相应减

少# 因此# 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

将会增加得更为缓慢"

#(

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状况突显

面临迫在眉睫的政策挑战

在本书讨论的两种情景中# 中国在未

来 $" 年中将会有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

这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中主要成为对高收入

国家进行的财政投资# 而在快速趋同的情

景中则主要成为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投

资" 这样的结果显著说明了中国目前正面

临着一个主要的政策挑战# 也可以说是国

际决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如何对中

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进行管理" 至少在顺差

来自国内扭曲这样一个层面上# 减少一些

顺差对中国而言是更好的# 这里所指的国

内扭曲通常是缺乏社会保障$ 公司治理不

善等等"

#+中国能够得到的好处是通过减少

储备积累重新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缓

和国际关系以及提高全球金融稳定性"

同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 中国储备积累

的骤然下降会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

定# 因此# 调控的时间和速度都是至关重

要的"

但是# 这个结果还显示出# 我们生成

两个情景所采用的方法存在一个值得注意

的问题" 模型中所选择的对投资和储蓄起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对各国都十分重要#

而且我们还假设投资和储蓄对这些因素的

敏感度在各国都是一样的 %在线附录 #&+

和在线附录 $&+&" 这一方法也许会忽略

一些影响投资和储蓄行为的特定因素# 其

中也包括任何特定国家的净资本流动" 中

国在非典型经济体制背景下正面临着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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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政策的挑战! 这样的特定因素对分

析也许十分重要! 因为中国作为大国有庞

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 所以这些因素更应

得到重视"

投资利率正在向一个更稳定的水平调

整! 在这样的背景下! 经常账目的失衡只

能通过政策来解决! 使储蓄比单纯人口结

构变化带来的下降速度更快" 一个政策途

径就是通过制度改革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广

泛发展" 在快速趋同的情景中! 大部分发

展中国家将体验到的是储蓄率会比投资率

下降得更快! 这正如前面论述过的一样是

因为信贷的增长引起的! 但是中国在这一

情景下却能继续保持顺差"

对中国而言! 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

该国的信贷原本就在国民生产总值

#"#$$ 中占有很高的比率! 因此! 就没

有那么多空间向高收入国家趋同" 作为一

个测量金融部门发展的综合标准! 给予私

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中国 %&'& 年 "#$的

'(&)! 远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

的水平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这说明中国的金融部门已经十分发达" 在

同样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土耳其和乌拉圭!

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分别占到 "#$的

+,)%%%)" 但是中国的情景远比这一数

据指标显示的要微妙" 例如! 一项显示家

庭可获得金融服务的指数 #-./.01/!

%&&2$ 表明! 中国得到了 '&& 分中的 3%

分! 土耳其和乌拉圭也得到了同样的分

数" 金融不发达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储蓄增

加的一个因素! 正如信贷受限的家庭需要

为一些高价项目进行储蓄! 预防性储蓄动

机也 因 为 社 会 保 障 的 收 缩 而 增 加

#4015./ 和 $61718! %&'&$" 企业储蓄方

面! 一些不良的扭曲会带来高留存收益!

这些扭曲包括竞争壁垒& 管理不良& 征税

不足以及国有企业在融资渠道上的优势等

等 #9:/ 和 #1:;15:! %&'&$" 企业制度改

革! 金融市场自由化! 包括养老保险和公

共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改革! 这

些措施都对减少中国储蓄和外部失衡有着

重大意义! 而情景分析对这些政策选择的

研究还比较粗略"

'*当然! 赤字国家的政策

制定者在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上同样扮演者

重要的角色! 美国尤为突出"

'2

发展中国家总资本的大量流入

与流出
尽管反映净资本流动路径的情景在很

大程度上为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收支失衡提

供了重要信息! 但仅仅评估净资本流动而

忽视了货币和金融稳定在跨国资本转移层

面上的重要性" 从对这些问题的评估角度

来看! 测量总资本流动以及资本流动的构

成要比单单测量净差额更有意义"

此外! 金融市场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大

量资本流动总额所产生的影响与对净差额

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 尽管拓宽的融资渠

道有可能同时刺激投资又减少储蓄! 从而

缩小经常账户盈余! 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

的发展与整合仍有望使资本总量显著扩

大! 且有可能同时改变资本流动的构成"

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人口环境可以吸引国

外投资! 再加上健康的生产力增长! 总资

本流动会发生一定的扩张" 一个国家的增

长路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整合取决于制度

变迁和政策选择! 这凸显了各种可能性!

包括考虑到变化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以及与

总资本流动适应的路径相关的可能情况"

资本流动的增长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

一体化! 国内外存在多样化的投资者而且

他们的国家共同承担着风险" 大量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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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总额对某些项目而言也有可能意味着

更多的融资渠道! 因为资本流入和流出的

成分往往不同"

',因此! 国家在不必要进行

净借款情况下! 尽管居民对风险的承受能

力相对较低! 但是投资计划仍可继续" 大

量的资本流动总额是不稳定的! 跨境银行

资本流动更加不稳定并且具有高度的顺周

期性! 会扩大风险而不是使风险得到分散

#<6=//>65>:>6等! %&'%$" 既然大规模的

总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比净资本差额增

长得更快! 而且总资本流动的路径既是投

资的重要基础又是一个含有政治意义的潜

在不稳定力量! 那么思考未来总资本流动

将会怎样发展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与流出尽管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然很少! 但已

经开始起步

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 金融全

球化意味着总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大规模扩

张已经大大超过了净流入和净流出的增长

#图 (?3$" 最初! 这只是在高收入国家中

存在的现象! 在这些国家的总资本流动开

始蓬勃发展时可以被看到" 这一上行趋势

持续了 %& 年! 因此! 从 ',,& 年开始到

%&&* 年达到顶峰! 高收入国家的总资本

流动总额翻了十倍! 而贸易流动增长仅仅

翻了 3 倍 #进口加出口$! 与此同时这一

时期国家的"#$总量仅仅翻了 %?@ 倍"

%&

%& 世纪 ,& 年代! 与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投资机会& 参与的全球贸易和已有的经

济规模相比! 它们与金融体系的一体化程

度仍显得太低" 全球资本流动的模式& 发

展中国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

一体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发展中国家

对国际金融规则的影响能力都有力地说明

了上述观点" 在金融危机前的扩张性年

代! 发展中国家才开始在全球金融一体化

图 !"#$在高收入经济体中总资本流量扩张相对快于净资本流量! 发展中国家近几年来

也体现了相似趋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注' 经常账户盈余 #赤字$ 等于各组中经常账户盈余 #赤字$ 的国家的经常账户差额之和! 总资本流动等于各组中

所有国家资本流动的总和! 根据国家的"#$化分为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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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际投资头寸依旧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持有外部资产上的巨大差异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同时! 它们的

总资本流动也开始蓬勃发展"

%'到了 %&&*

年! 全球总资本有 '')流向了发展中国

家! 而 %&&3 年这一数字还仅仅为 3)"

尽管金融危机使全球资本流动总体陷

入了严重低迷! 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

在危机期间受到的影响相比发达国家受到

的影响要小得多"

%%在危机之前! 高收入国

家不仅占据全球总资本流动的主体! 而且

它们的经常项目盈余在总资本流动中占的

比例也比发展中国家更小" 虽然高收入国

家的资本流动在危机后的几年中得到了一

定的恢复! 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

中所占的比例已远远大于十年以前! 虽然

目前仍然和它们在全球出口& 增长和贸易

中所占的比例不相符合" 国际投资形势反

应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外汇资产上

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图 (?@$"

一些持续的趋势会促进流向发展中

国家的资本在未来迅速扩张

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更能吸引资金

流动! 因为增长意味着客观的投资机会!

也常常有利于提高信誉度! 而且还意味着

有更多的分散投资机会" 再者金融机构越

发成熟! 就更倾向于允许发展中国家吸引

更多的资金流动" 从中介层面上看! 尽管

股票市场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来吸引机构投

资者! 银行业的国际化对全球投资者而言

已经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 #$.6D>7和

E>F! %&&@$! 这反过来会允许数量不断增

长的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

人口条件也十分重要! 拥有大量劳动

年龄人口的国家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资本流

入! 因为它们拥有相对更多的人力储备和

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增长潜力 #91/>和

B:;>7:GC>66>DD:! %&&@( #.5>:H和 C;.8>/!

%&&+! 等等$" 世界各国间的人口条件同

样存在巨大差异! 这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

供了结构性支持! 使资本更倾向于从高储

蓄的国家中流出"

有一个研究相当值得期待! 它从金

融资产的国际贸易角度来研究总资本流

动( 例如! 一个国家参与全球金融的程

度取决于其国民对国外资产的需求和其

提供风险和收益特征对外国投资者具有

充分吸引力的资产的能力 #<6./>6等!

%&'($" 因此! 流入和流出一国的总资产

很可能不仅与其有益的投资机会相关!

还与其金融市场成熟度和与全球一体化

程度有关"

%(

一个长期的典型化事实是! 国际投资

组合多样化比风险分散模型所估计的要更

少出现! 除非模型把一些摩擦因素! 比如

信息不对称及其他交易成本来源也包括在

内"

%3减少这些摩擦能有效地促进一国的总

资本流动的增长! 通过向国外输出资本!

国内代理会多元化( 同样国外代理通过向

国内输入资本也会变的多元化" 至少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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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国人均'()和外部均衡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

控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注' 外部资产平衡表由外部总资产和外部总负债之和除以 % 加以衡量" 被

定义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国家不包括在此行列中" 在横轴上! 轴上的中点!

是按照 %&'' 年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标准' 9A4指低收入! 9B4指中低收入!

IB4指中高收入! -A4指高收入"

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前! 发达国家都

在遵循这这一模式! 他们的金融市场快速

一体化& 总资本流动极速扩大"

总资本流动和 #用人均"#$表示的$

整体增长之间的这一关系! 当检验流入国

际资产和负债市场的总资本总量时! 体现

得十分明显" 如图 (?+ 所示! 人均 "#$

和各国外部均衡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与

人均 "#$较高的国家相比! 两国人均

"#$间 ')的差距对应的是外部资产占

"#$比重愈发加大的差距"

如果说各国遵循的是一个相似的随时

间变化的曲线 #这被公认为是一个强假

设! 但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思维实验$!

那么发展中国家首先会继续沿着平缓向下

的曲线移动" 这与观察到的这些国家参与

总资本流动的情况相符! 而且它们的国际

投资形势远远落后于它们的国际产出和贸

易" 这个推理也同样与发展中国家加速的

资本流动量相符合"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总量的扩张将

取决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金融的

发展

经济计量工作支撑了本报告中关于总

资本流动量的预测! 发现高资本流入量

#包括C#A! 外国证券组合投资和银行贷

款$ 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性 #由国内

对私人部门贷款占"#$比例以及40://和

AD.)%&&+*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分别测定$!

以及高 "#$增长! 低人口抚养比和全球

货币环境相关" 经济计量工作为两种情景

下到 %&(& 年的总资本流入的预测提供了

基础! 这两种情景与前两章所展示的渐进

趋同和快速趋同情景相对应 #专栏 (?( 和

在线附录 (?3$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 全球总资本流

入到 %&(& 年将达到 '( 万亿美元 #图 (?*

1$! 其中 3*)的资本 #+?* 万亿美元$ 将

流入发展中国家" 在快速趋同的情景下!

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快的经济增速! 金融部

门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接轨! 再加上全球

化! 将会带来比第一种情景增长更快的资

本流入" 全球总资本流入到 %&(& 年将达

到 %%?+ 万亿美元!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比

例达到 +&)! 即 '(?@ 万亿美元 #图

(?*J$"

全球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上升

的背后! 是其相对规模的变化" 在渐进趋

同情景下!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比例! 相对

于其产出的变化很小 #图 (?2$! 所以!

全球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上升主

要取决于其经济规模的增长! 流入发达

国家的比例下降则是由于其经济增速的

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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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

!!

资本流动总量的远景设定是以资本流动与其决定因素之间关系的历史

证据为基础

!!进行总资本流入的预测! 首先要对一个模型

的四个特定方面来进行估计! 抓住总资本流入的

决定性因素! 并将其分为五大类解释变量" 这五

大类包括' 国家的民主化因素& 国家的宏观经济

因素& 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因素& 全球经济因素&

全球危机的控制和对各国和各收入群体的影响"

这个模型运用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2&%%&'& 年的数据来进行估计"

我们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为不同的

组! 运用模型的首选规范的结果 #在线附录 (?(

中的表 (K?' 的第四列$! 预测了到 %&(& 年 '*% 个

国家的总资本流入状况" 我们发现! 在本书第 '

章和第 % 章中讲述的两种情景 #渐进趋同和快

速趋同$ 下! 关键解释变量的变化路径和其他

假设的变量或者 4"L模型内生变量变化路径相

一致" 资本账户开放性不是 4"L模型的变量之

一! 关于它的测量是唯一的例外" 在总资本流

入预测中!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性的路径进行了

特殊的设定"

最后! 总资本流出的估计是根据总流入和净

流入 #经常账户$ 的区别而推断而出的" 关于模

型中涉及变量的全面解释! 模型的步骤! 和进行

预测的步骤展现在在线附录 (?( 和在线附录

(?3 中"

图 !"*$到 +,!, 年! 大部分总资本流动可能会流向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和根据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注' 流入量按名义美元表示! 并假定 (?@)的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率! 这来自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管数据库中 %&&(

到 %&&* 年的五年平均值" 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是指在生产效率提高和结构调整上相对速度有所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向

发达国家的两种趋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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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 '()! 总资本流入可能会

保持稳定或逐渐上升! 这取决于其增长速度和金融发展

水平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和根据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

算所得"

注' 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是指发展中国际和发达国家在生产效率提高和结

构调整上相对速度有所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两种趋同方式"

!!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发展和一体化

对于总资本流入量扩张的影响! 在快速趋

同情景下得以展示" 在此情景下! 资本流

入发展中国家的增速要超过其经济增速!

所以! 到 %&(& 年资本流入占 "#$的比例

将达到 '')! 超过金融危机之前在 %&&*

年达到的最高值 ,)" 再加上在此情景下

相对经济规模的增长! 使之极大地增加了

在全球资本流入中所占的比例! 尽管相对

于 %&&&%%&'' 年流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

增速 #图 (?2 中线性增长的部分$ 来说!

仍旧比较保守"

历史发展到底遵循哪种情景! 这不仅

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无法掌握的

因素! 诸如' 全球生产率的进步和出口需

求的变化! 还取决于下列受国内政策影响

的因素" 包括' #1$ 教育改革( #J$ 减

少腐败& 消除竞争壁垒& 减少要素市场的

扭曲对采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限制等等

的努力( #M$ 制定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

政策! 包括管理体制改革来减少异常波动

和降低风险! 增强共同管理和透明性(

#8$ 贸易和金融市场整合"

发展中经济体作为资本的来源地和

目的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并不局

限于金砖国家

情景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将扮演一个

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是未来资本流动的模

式变化绝不会单独由中国或者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来决定

#图 (?,$" 金融的发展和一体化推动发展

中国家间总资本的流动" 例如! 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预计不仅自身的资本流量会增

大! 还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

#专栏 (?3$" 在渐进趋同的情景下! 除了

金砖国家外的发展中国家! 到 %&(& 年将

占到全球总资本流入的 '*)和全球总资

本流出的 '@)" 在这个多极化世界! 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吸引资本流入占全球资

本的份额! 能达到欧元区& 美国甚至中

国的现在的份额" 中小发展中国家! 作

为一个集体! 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特别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和资本

流动方面"

另一方面! 到 %&(& 年! 中国将可能

像现在的欧洲和美国那样! 成为资本流动

的重要来源" 在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的情

景下! 中国到 %&(& 年预期将占到 3&)的

全球资本流出"

%@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其强

健的经济增长& 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

度的加深以及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 这是

由于随着工资上升! 投资收益率 #现在相

当高$ 要比储蓄率下降得更快 #部分细节

见本书第 ' 章和第 %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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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小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四国一起将会成为重要的资本来源地和目的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到 %&(& 年的预测! 世界银行根据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 年的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净资本流动包括证券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和银行间的交易" 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是指发展中国际和发达国家在

生产效率提高和结构调整上相对速度有所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两种趋同方式"

金砖四国是指巴西& 俄罗斯联邦& 印度和中国"

全球资本流动的构成将会发生改变

可以预见到!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一体

化会影响到资本流动的总水平以及组成成

分" 近些年来! 一个简单的趋势表明! 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流入构成上长

期存在差异"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是股

本! 而其流出的资本主要投资于相对安全

的证券! 这意味国外承担了不成比例的风

险 #对此的补偿是这些外国负债的收益率

高于外国资产的收益率$" 事实上! %& 世

纪 ,& 年代和 %' 世纪前十年中! 发展中国

家的主要的资本流入是 C#A形式的 #图

(?'&$" 而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形式则非

常多样! 绝大多数份额是以贷款和证券投

资形式进行的" 然而! 在 %' 世纪前十年!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模式发生了一定改

变! 贷款所占的份额逐渐上升"

C#A& 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在总资本

流入的相对份额变化对宏观经济稳定和政

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银行贷款和证券

投资比C#A有更高的顺周期性! 波动更为

剧烈" 币值也会随资本流入的构成的变化

而变化" 这是因为! 债券通常只按一些国

际货币来定价发行! 资本流入构成的变化

因此可能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汇

率风险和货币政策外溢"

%+

人们普遍猜测到! 在未来大部分的世

界资本流动将在资本市场上进行! 这表明

银行贷款和C#A在总资本流入中所占比例

将减少" 然而! 这个结果并不确定! 考虑

到流入和流出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现在

仅在资本流动中占到一个较少的比例! 而

这些国家在未来全球总资本流动中将占据

到更多份额" 但是! 即便资本市场作为金

融中介渠道的作用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增

加!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金融市场的成

熟! 以及资本流入构成上与发达国家趋同

的长期影响! 资本市场将显得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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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 !"#

!!

基于非洲大陆的增长前景" 人口结构趋势和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 全

球投资者和债权人会越来越多地被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吸引

!!在未来的 %& 年中!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

本流动将会迎来稳定的增长" 在本章提到的渐进

趋同的情景中! 流向该地区的总资产将在 %&(& 年

达到 %@3& 亿美元 #图 <(?3?'$! 对比 %&'% 年!

这个数字是 +%& 亿美元" 这些资产是流向发展中

国家总资产中的一部分! 在渐进趋同情景中! 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将从 %&'% 年

的 @?3)增长到 %&(& 年的 2?%)" 鉴于近年来紧

张的经济压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发展中国

家资本流入量的比例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年内可能

不会达到顶峰! 但是仍将保持远远高于 %&&& 年的

水平"

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量单向总资产

是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 #C#A$! 而且这

些资本大部分都投向了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

%%%例如! 安哥拉& 尼日利亚和其他中西非国家

的石油(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铜矿( 几内

亚的铁矾土( 以及很多国家的天然气" 在最近几

年内! C#A流入量有一部分来自大型发展中经济

体! 比如巴西& 中国和印度的极速扩张的推动"

尽管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C#A流入水平有所降低! 但全球经济总体

的长期增长和该地区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很可能

能够保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的 C#A流入水

平在未来几年中保持一个稳健的水平" 几内亚的

铝矾土储量就占到了世界已探明的 %+)( 刚果民

主共和国的钴储量占世界的 3@)! 而且南非的工

业金刚石储量加起来一共占世界总量的 @2)( 此

外! 南非还占有世界铝族金属储藏量的 ,@)

#IN"N%&'%$" 全球对能源的强烈需求说明国际间

资本会持续流向石油发展项目! 即使在政治环境

不好的国家也是如此! 比如! 南苏丹"

尽管采掘业被认为是未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重要的资本流入目标! 还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感兴趣的是为基础设施& 零售业和金融服务部门

进行资金支持" 对基础设施的金融保障尤为重要!

图/!"#"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总资本流入占发展中国家的总资本流入的份额将会增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的预测! 世界银行根据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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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电力供应不足& 水资源和公共卫生设备缺

乏& 城市道路拥挤以及港口不足是这些地区生产

力发展和国际贸易进行最主要的障碍! 对生活环

境同样有极大影响" 要解决这些不足就需要大量

的国内国外资本! 但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

保证非洲贸易可以顺利进行"

本书第 ' 章的评估测量说明! 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国家对水利和公共卫生部门的投资需会从

%&'% 年的 %% 亿美元增长到 %&(& 年的 (2 亿美元"

与电力部门的投资增长比起来! 这一数字就显得

微不足道! 因为电力部门的投资需求在同样的年

份间隔里会从 3, 亿美元增长到 '(2 亿美元! 几乎

翻了 ( 倍" %&(& 年投入道路修建的资金大约需要

''%亿美元" 尼日利亚拥有该区域最大的人口总

量 #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 相比 %&'% 年! %&(&

年其对电力部门的投资需求几乎要翻 (?@ 倍" 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对较快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投

入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比投入其他发展中地区的

资金增长速度更快" 同时!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

济增长越来越多的贡献说明! 在未来的几十年

中! 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

本流动而言也十分关键" 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已

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和

电传视讯项目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另外一个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未来 %& 年

内资金流入增长的因素是该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均

收入" 非洲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望能对一系列

的消费品行业提供支持%%%如食物和饮料生产&

成衣制造& 化妆品行业& 家用电器以及家居装饰

等! 这种期望对跨国公司和零售银行来说正在变

为现实! 他们的信心受到非洲大陆手机行业的成

功的极大鼓励" 同样重要的是关键人口结构数

据'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 3%)的人口低于 '@

岁! 相比其他发展中地区! 东欧和中亚为 '*)!

南亚为 (%)" 非洲大量的年轻人口对该地区而

言! 从长期的储蓄积累层面而言是一个优势! 同

样这也给未来十几年的非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

劳动力"

%&'' 年沃尔玛花费 %3 亿美元购买非洲商业

巨头B177516D!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说明了世

界各国越来越相信非洲消费者消费力量的增长"

尽管区域内投资目前只在 C#A总量中占很小的一

部分%%%仅占跨国并购的 3) #按价值计算$! 而

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 年进行的 C#A

项目的并购和绿地投资是由该地区其他国家开展

的%%%这些项目有利于说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

司考虑在非洲投资" 一些高调投资是极好的例

子! 比如 %&&, 年东南亚英联邦国家电缆 #NLKO

4PB$ 向毛里求斯提供了 + 亿美元的投资! 建设

一个将南非&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与欧

洲& 中亚连接起来的水下光纤电缆项目" 再比如!

西非银行是一个在大约 (& 个撒哈拉国家间运转的

银行! 在 %&&( 年到 %&'' 年间它一直在该地区的

C#A投资中位居榜首 #L6/7D和Q.=/R! %&'%$"

展望未来! 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资本

可能在形式上会有一定的调整" 一个会长期持续

的趋势是大部分流向该地区的资本都是以 C#A的

形式存在的" 但在最近几年中! 通过银行贷款和

国际债券市场流入的也有所增加" 图 <(?3?% 追

踪了以跨境银行投资形式流入的资本! 该图清楚

地显示出一个增长的趋势" %&&* 年跨境资本流动

达到了巅峰! , 个国际银行贷款有超过 '& 亿美元

流向了安哥拉&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借

款者! 用于零售& 电信& 建设& 和采矿业" 这些

交易的放款方都具有广泛的地理基础" 除了 %&&2

年遇到了全球金融风暴有所下降! 银行放款数量

在随后的每一年都有所增长" 此处也有一个地区

内参与日益增长的证据'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

大的商业银行%%%标准银行集团! 在 %&'' 年的银

行团贷款中处于前三 #<;..5J>6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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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跨界银行贷款在增长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迪罗基 ##>1;.R:M$ 贷款分析数据库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本图包括非洲内部的跨界贷款"

!!国际债券市场上筹集的资本也开始对非洲国

家开放" 加蓬& 加纳& 纳米比亚& 塞内加尔以及

塞舌尔政府在 %&&+%%&'' 年间从国际债券市场总

共筹集了了 ('?2 亿美元" 尽管这一地区的企业很

少能进入国外的市场! 但主权国家日益增强的在

国际市场上发放债券的能力为这些企业寻求未来

通向国外市场道路提供了可能" 在进入国际资本

市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类似的问题' 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中只有 (* 家公司在本地区外的股权市

场上市%%%'* 家在欧洲的交易所! '' 家在美国的

交易所 #<;..5J>6R数据库$" 也就是说! 尽管起

点很低! 但国际投资者对非洲资本市场的兴趣日

益浓厚"

尽管存在诸多的积极因素!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也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 那就是必须

创建一个适宜资本流入的环境! 不仅仅针对其仍

不发达的国内银行业" 只有 %3)的 '@ 岁及以上

人口可以在以一个正式的金融机构中开户! 相比

南非这一数字是 (()&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 @@)

#世界银行全球包容数据库$"

1在大部分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中! 给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在国内

"#$中所占的比例不足 (&)! 而且在某些国家这

一数字还仅仅是个位数" 因为腐败问题和其他一

些风险! 投资者仍然会避开某些国家" 不久的将

来! 中产阶级的增长的消费支出将仍然集中于大

宗商品出口和其他相对富裕的国家中"

1?上文提到的三个地区! 不包括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划分为高收入国家的国家" 因此!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言!

赤道几内亚是不包括在内的"

!!最终! 何种类型的投资在一国投资中

占据主导位置!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

国的政策选择" 从历史上来看! 有意推动

C#A的政策! 如税收刺激! 与贸易壁垒&

竞争壁垒& 以及从最广阔的角度来看! 信

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一并! 成为 C#A在流

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

因之一"

%*通常来看! 这些限制会随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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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0,$从历史上来看!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资本流入

构成是不同的! 外国直接投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稳定

的资本

资料来源' ABC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注' 各组成部分指的是非居民债务每年的净变化! 贷款主要由银行和非银

行的金融机构提供! 同时也包括其他没被算作C#A和证券投资的非居民的

债务" 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和债务证券投资"

水平的提高而放松! 但是这些改变首先需

要政策的变动" 政策制定者应当意识到主

动深化金融市场和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也

有助于促进外国对其的证券投资" 考虑到

私人资本流动 #特别是证券投资$ 的剧烈

波动! 应强化监管机构! 并且使之更加自

主化"

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和流出占全球份

额的增加! 将很可能伴随着资本流动构成

的变化" 除此之外! 本章中总资本流动的

两种情景表明了! 未来的几十年里! 我们

将看到更多的南南资本流动 #见在线附录

(?@$! +%&'' 年全球发展地平线, 记录了

南南 C#A量的增长! 这种现象将长期存

在! 并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中更加重

要 #世界银行! %&''$" 随着发展中国家

银行规模扩大和在国际上更加活跃! 其股

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持续发展! 其金融市场

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 它们将有机会在南

南资本流动中占据更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

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出比现在更大的作用"

现在!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

外部投资活动主要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

但是其超过一半以上的资本流出是以政府

储备积累的形式进行的" 当更多国家采取

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市场更加开放! 发展中

国家的储备积累预计将会放缓! 甚至可能

迅速减慢"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流

出构成上与发达国家更相似" 另外! 中国

将会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出构成的改变速

度发挥关键作用"

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溢出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 未来几年

里! 发展中国家总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量极

有可能显著扩张"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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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变得更加深化& 更成熟& 更全球化"

这些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和贷款

存量不仅在规模上! 而且在资产构成! 回

报率和风险取向上将会发生改变" 南南投

资将会增加! 发展中国家银行和资本市场

在全球资本流动 #发展中国家间& 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间$ 中发挥更重要的

角色"

这些发展带给我们一个启示! 发展中

国家受到的货币政策溢出的影响比以往更

明显! 这也会在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

表上显现出来" 然而! 当今全球金融中心

的主宰地位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退" 因

此! 国际金融冲击的来源和渠道也会比今

天更加分散" 当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断

扩张和整合时! 它们需要避免源自其他经

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消除其面临的潜

在不稳定"

基于美元和欧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使用几个发达国家的货币作为主要的

国际货币!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金

融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当前国际货币体

系是基于美元的! 在较小程度上也基于欧

元 ##1:;15:和B177./! %&''$" 这个现状

与发展中国家高度相关! 发展中国家比发

达国家更依靠由外国货币计价的信贷" 货

币政策在长期来看是中性的! 但是在任意

给定的时间内! 货币政策会有实际影响!

货币环境的失控带来的不稳定是摆在发展

中国家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全球

范围内! 哪种货币处于主导地位也具有深

刻的政策含义"

对于国际货币的需求源于以下四个

方面' 官方积累的外汇储备& 国际银行

信贷& 国际安全问题和外汇市场的动荡"

由于发展中国家将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

现在占据更多的份额! 国内金融市场将

会日趋成熟! 南南资本流动也将会增加!

至少前三个方面在未来 %& 年内会不断

变化"

在 %&'& 年底! 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仍

然使用美元和欧元! 2()的国际债券和

2&)的国际银行资产使用这两种货币的一

种 #图 (?''$" 尽管欧元的地位日益升

高! 美元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处于主导地

位! 其份额是欧元所占份额的 ( 倍"

%2

!

在目前的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中! 美

元和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大多数新兴

经济体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资本

有着高度的跨国流动性! 这使拥有国际货

币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全球货币环境产生不

对称的影响"

%,如果长期维持低利率 #拥

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国家的现状$! 这可能

会促使部分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包括银

行$ 作为投资者和金融中介! 采取过度的

冒险行为! 刺激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流向

发展中国家! 达到收益率目标或维持稳定

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制定者面临一个困难的挑战! 判断资本

流入增加是因为国内基本情况的改善还是

因为发达国家的低收益率而暂时投入到发

展中国家"

测定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

作用! 是通过国际银行用这些货币来标定

的资产量" 特别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

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都是依靠国际银行进行

的" 随着国际银行业的发展! 美元已长期

成为全球银行交易主要偏好的货币! 尽管

有信息表明在未来美元可能会让步于其他

货币 #世界银行! %&''$" 有趣的是! 用

美元计价的来自非美国银行的贷款! 主要

是欧洲的银行! 占到美元计价的贷款的一

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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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0$国际资产和外汇交易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计价

单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AN$ 地区银行业数据库和 ABC

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 #4PCLE$ 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数据是 %&'& 年的! 国际清算银行 #<AN$ 提供了关于各种货币标定的

资产的数据! 从而计算得出全球银行业和国际债券市场中各种货币所占的

份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BC$ 提供了各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份额的数

据 #%&'& 年! 这占到了全部有记录的储备货币的 @+)$

1?因为每次外汇交易要使用两种货币! 所以每种货币的交易量之和为总交

易量的 %&)"

全球用美元和欧元计价的信贷尽管在

%&&2%%&'' 年增长曲线相对平坦! 但是在

近十年里增长迅速 #图 (?'%$! 这也导致

了 %&&*%%&&, 年的金融危机" 到 %&'' 年

年底! 用美元计价的信贷达到 ('?3 万亿

美元! 而 ',,, 年! 这一数字仅为 '%?+ 万

亿" 同期! 用欧元计价的信贷也达到了

%(?, 万亿欧元 #约合 ('?3 万亿美元$!

而 ',,, 年年底! 也才 '' 万亿欧元 #约合

''?' 万亿美元$" 尽管用美元计价的信贷

和用欧元计价的相差不多! 但是用美元计

价而在美国国土以外的信贷为 ''?2 万亿

美元! 要比在欧元区以外欧元计价信贷

#约和 3?3 万亿美元$ 多得多" 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 由于美元更加国际化! 全球

经济特别是国际银行体系! 对于美国的

货币政策比对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要敏感

得多"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 能否保持国内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取决于它们是否愿意

完全接受由国际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改变

引起的汇率波动" 由于许多国家担心汇率

波动! 从而积累外汇储备以限制汇率的变

动幅度" 尽管这些国家在短期内成功消除

了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 但实证数据表明

这种做法存在局限性" 例如! 这意味着一

些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可能传递给发

展中国家"

(&

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发生改变

展望未来!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占总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份额! 要比现在大

得多! 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融

通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考虑到货币政策溢

出效应的变化情况! 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

带给我们两个重要的& 但截然相反的启

示' 第一! 如果现有的资本流动构成 #构

成的种类和计价货币$ 到 %&(& 年大致保

持不变!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融入到

全球金融市场中! 美国和欧元区的货币政

策对这些国家影响逐渐加强" 第二! 发展

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将会更加深化! 更加成

熟! 这意味着它们的资本市场在国际资本

融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要的发展中国

家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有更深的影响" 考

虑到南南资本流动将在未来逐渐增多! 货

币政策由主要发展中国家溢出到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前景十分具有可信性" 这个变化

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中用发达国家货币计价

的资本流动会相对减少! 而通过发展中国

家资本市场和银行而进行的资本融通会逐

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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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美元依旧是全球信贷市场上的主要货币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根据<AN统一银行业数据库和ABC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中数据进行的计算"

注' 非美国 #非欧元区$ 银行的美国 #欧元区$ 内贷款是美国 #欧元区$ 当地居民的当地货币计价的债务! 这是通过对国际清算银行

统一银行业统计数据库中数据计算而得来的" 国内银行提供的国内贷款是从总的国内贷款中减去当地居民的本地货币债务后估计得出

的! 这是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数据计算而得来的( 居民的跨界债务数据是从国际清算银行本地银行业数据

库中获得的! 非本地居民的债务是非本地居民的跨界资本债务加上非本地居民的当地债务后近似得出! 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

金融统计数据库中得数据( 这一部分有轻微的低估! 因为忽略了非本地居民在该国国内银行的美元或欧元贷款! 这一子部分的数据并

不是直接可用的! 但是与外国银行的美元或欧元计价的债务的关系相当小"

!!因此! 发达国家未来的货币政策对发

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我们甚至可

以想象到这样一个情景! 发展中国家金融

市场更加自由化& 更加一体化! 同时伴随

着全球金融中介合并和集中的趋势! 使世

界上仅剩个别国家专门提供金融服务" 在



全球发展地平线 第三次金融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动!

!$&##

此情景下! 尽管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资本

流动的重要来源和目的地! 但是其在国际

资本融通中可能不会发挥关键性作用"

%&&*%%&&,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国

际金融市场集中化的趋势" 能否会有一

个相反的趋势产生! 部分取决于国家和

地区能否继续推动当地金融市场的深化

和发展"

不管如何! 未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

融体系中都会占据一个比现在更为关键的

位置" 特别是中国! 如果继续遵循人民币

国际化的战略! 将有能力对于全球利率和

其他国家的货币产生重要影响"

('并且当发

展中国家占全球总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比例

越来越大! 这些资本流动的构成也会发生

巨大改变" 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加灵活

的汇率制度! 储备资产的积累相对私人资

本流动会逐渐减少! 这意味着用美元或欧

元计价的海外资产会减少"

(%甚至更为重要

的是! 储备资产由私人投资者投向更加成

熟的金融市场时! 海外资产的收益率将会

升高"

结论和政策启示
根据本章中渐进趋同和快速趋同情景

的分析! 在接下来的 %& 年里! 国际资本

流动量将会迅速增长! 这会使世界经济

的金融上的联系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

要紧密" 分析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加

深对全球经济有何长期影响! 以及政策

制定者对此如何做出反应! 这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工作" 当然! 我们可以借鉴历

史! 但是分析未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联

系! 并设想适当的政策应对! 这也是很

有意义的"

近年来! 世界上的一连串代价高昂的

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让政策制定者强烈地

认识到! 通过资本流动来加深全球金融一

体化带来的好处与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不

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取舍" 资本流入在支撑

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开放跨界金融

流动渠道在国际资本从高储蓄国家流动到

储蓄不足的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 多年以

来!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 来稳

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这给投资者们投资

多样化提供了机会" 当然! 资本跨界大规

模流动也给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

险! 如何管理金融体系来避免未来出现危

机! 这仍旧是金融部门的决策者和管理者

最为头疼的问题"

在开始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政策

讨论前! 我们十分关注几个问题' #1$ 一

些发达国家中长期存在的被低估的主权风

险( #J$ 拥有主要金融中心的国家! 采取

的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的影

响( #M$ 国际金融体系完成资本跨国融通

的最初任务的能力! 即促进生产性投资!

维持经济增长! 而非加速资产泡沫和不稳

定性" 不管这些问题的是长期还是短期存

在的! 到 %&(& 年!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

#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例上$ 都会剧烈

扩张! 这意味着! 在未来拥有一个合适的

政策框架来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甚至更为

重要"

广泛认为中央银行和其他经济计划管

理部门必须有能力迅速坚决地消除金融危

机在国家间的蔓延! 警觉地监视可能造成

金融市场动荡的因素并采取行动" 经济政

策制定者! 提高在国际范围内协作监视和

对不稳定局面做出反应的能力也是重要

的" 尽管因为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因素使得

国际上的协调十分困难! 但是危机促使其

冲破那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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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促使国际货币政策和金融

稳定的协调

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 让我们清晰

的看到了政策协调是可能的! 我们也同时

看到了各国货币当局间在货币政策上史无

前例的合作" 例如! %&&* 年下半年! 在

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央银行间建立了一个巨

大的流动资产互换协议 #图 (?'($" 在这

些协议下! 全球上货币供给短缺的国家!

可以向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提供货币! 该

商业银行所在国的中央银行在其中作为中

介 #K;;>/ 和 B.>77/>6! %&'&$" 例如! 中

国人民银行同意向阿根廷& 白俄罗斯& 中

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韩国和马来西亚提

供合计 +@&& 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

在先前与几个主要国家的央行实施过几次

互换协议后! 美国联邦储备局与英格兰银

行& 日本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

银行签订了一个 + 个月期的无规模限制的

互换协议 #开始于 %&&2 年 '& 月! 金融危

机的最高峰$"

全球和地区性组织通过增加向其会员

图 !"0!$+,,* 年 0+ 月至 +,0, 年 0+ 月间新签订的中央银行流动资产的互换协议

资料来源' 基于K;;>/和B.>77/>6#%&'&$! 进行了更新"

注' 根据互换协议网络中各中央银行颜色的不同! 不同深浅度的箭头表示不同的互换协议! 双箭头表示了中日韩三

国央行的多边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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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贷款量来应对危机" 在多边发展银

行中! 大规模的资本输入得以向成员国的

发展举措注入更多资金"

(3国际组织! 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ABC$& "%& 财政部长

和中央银行家峰会都围绕着后危机时代降

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进行了国际洽

谈" 例如! ABC修订的 -灵活信贷额

度. 和新签订的 -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

来提高其自身在帮助深受危机影响的国家

和防止未来出现的危机上的能力" %&'&

年! ABC也展开了三次新的针对低收入国

家的优惠融资措施" 为阻止金融危机在各

国间蔓延! ABC提出的全球金融稳定机

制! 将结合双边和地区性协议! 给国家提

供流动性"

目前! 阻止金融危机蔓延的承诺正在

接受欧元主权债务危机考验" 在某种意义

上! 全世界正通过在安全保障上分配额外

资源! 来表现对于现实严重性的认知" 正

如! %&'% 年 + 月 "%& 会议上! (* 位 ABC

成员国向机构的防火墙基金合计注资 3@+&

亿美元! 这个基金只是在标准配额协议和

新借款协议所提供的资金被大量支取的情

况下的第二道防线" 发展中国家在这次注

资中大放异彩! 金砖国家加上墨西哥和土

耳其合计注资达 ,@& 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

家占总资本流动的份额逐渐增大的未来!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预防和解决机

制上的参与会越来越重要"

鉴于国际金融体系间的相关性愈发

增强! 新形式的跨国合作可能是有

益的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会发现存在一个潜

在的基本问题! 那就是当前的分散模型对

于管理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是否足够

%%%在这一模型中国家的 #或区域的$ 中

央银行可以控制其货币政策! 而且金融监

管在国家层面被精心地控制" 现实是任何

模型都必须适用于这样一个由主权国家组

成的世界中"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要达到

同时满足大部分国家要求的结果! 最好的

方法就是同时鼓励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

并且承认高水平的合作并不总是在政策上

具有可行性! 国家政策对于塑造世界的财

政金融政策框架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

合作努力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形式多

样" 其中一种就是倡议参与多边合作%%%

例如! 由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关于财政货

币稳定和银行监管的合作%%%或是在 %&

国集团内部公开政策目标的时限" %& 国

集团潜在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强调了关键货

币国家的金融部门间的政策外溢和相互依

赖! 这样保证它们摆脱狭隘的政策! 不仅

仅只关心自己国家" 此外这些多边机构政

策的综合也是被国际社会所呼吁的"

另一个合作的形式是双边层面上的!

比如! 促进外汇互换额度加强和制度化!

以期在不稳定时期为非重点的货币国家提

供偿债能力! 或将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跨

境分享" 最近在发达国家间肆虐的金融危

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因为后者的金融市场在未来几年中将在全

球一体化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复杂" 监管机

构的目光务必要长远! 依靠体系实时监控

金融市场中出现的创新%%%例如! 将这一

点明确地作为银行监管者工作的一部分

%%%并且在系统性风险出现前进行快速的

评估来适应这些创新"

一个底线是!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 监

督和管理方面的合作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体系中! 系统管理的国

际合作对其稳定性十分关键" 未来! 多边

机构在管理中仍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



!$)##

!第三次金融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动 全球发展地平线

一点特别体现在帮助国家建立一个有利于

金融市场运转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并且在

危机和近危机时期为各国提供一些帮助"

但是在国际论坛中所作的各种努力必须要

先考虑到每个单一国家的努力" 作为对全

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流动资产来帮助度过危

机! 该行为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 这些争

论主要针对的是在放开头寸过程中产生的

风险的规模和性质" 同时! 有人担心随着

投资者在其他地方寻求利益! 发达经济体

中过低的利率会使过多的资本流向新兴的

发展中国家! 加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这

些国家在未来都会受到影响"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流动中

占的比例超过一半! 它们对资本流

动采取的政策可能会在全球层面变

得更有影响力

对一个国家来说! 资本流入急剧增加

带来的管理挑战已经被人们认识到了! 而

且能继续帮助我们理解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在发达经济体坚持的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

将如何应对" 对实行固定汇率的新兴经济

体而言! 过度的资本流入意味着他们必须

在允许本币升值和干预外汇市场以保证币

值稳定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由于主要经济

体的低利率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强大的资

本流入! 即使国内宏观经济条件并不提倡

采取这样的措施! 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当局

也许仍会感到有必要降低率来减缓资本流

入! 但低利率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也须考

虑在内" 宏观审慎措施也应被考虑到! 也

许针对某一存在过热现象的特定领域! 比

如房地产行业"

面对对其资产的强劲需求! 即使采用

浮动利率的国家也许也会采取资本控制!

例如! 巴西&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 %&&,

年采取的措施! 再比如瑞士于 %&'' 年暗

中采取措施! 承诺要致力于维持瑞士法郎

和欧元的汇率稳定" 长远看来! 对 "#$

的很大一部分都依赖资本流入的国家来

说! 一旦出现资本流动的反向变化! 他们

将会面临财政窘迫和经济衰退" 在这种情

况下货币当局必须站出来提供帮助" 人们

可以争辩说! 当我们需要对监管机构和更

广泛的国际监管合作进行谨慎的改革时!

改革政策制定者过于严苛的资本管制可能

有潜在的扼杀融资渠道并将发展引入歧途

的风险"

理解流入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的

性质%%%它们是否由国家良好的基本经济

要素所驱动! 或是更多的被一些暂时性因

素所影响! 比如! 发达国家的低产出和大

量的套利交易%%%这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

们做出最好的应对政策" 弄清楚到底是基

本经济要素还是暂时性因素对一国的资

本流入影响更大! 这是无疑是一个艰巨

的任务! 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对政策制

定至关重要的任务" 如果是前者! 那么

允许汇率升值被认为是更合适的措施( 如

果是后者! 则最好采用货币& 财政和金融

政策"

理解发达经济体的主导地位对世界其

他国家的潜在影响无疑对政策选择十分重

要" 但长远来说! 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调

整/ 这是一个问题" 本章在前文提到的两

种情景预期到 %&(& 年资本流动的区域模

式将会有大幅度转变" 在两种情景下! 欧

洲和美国在全球资本流入中所占的比例预

计都会有大规模下降! 而中国所占的比例

则会大大增加! 同时资本流出预计也是相

似的趋势" 这些情景暗含了一些对未来的

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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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来讲! 全球货币金融政策产生

的历程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做出

调整! 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总

量将在未来占到世界的一半甚至更多的

意义" 本章提到的两个情景认为发展中

国家的资本流出量在全球总量中占的比

例将从 %&'& 的 %2)增长到 %&(& 年的

3,)%@2)" 这一转变说明了发展中国家

的货币金融部门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将变

得更有影响力! 尽管正如前面所说! 这样

的观念必须与全球资本流动的货币构成取

得平衡"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 中国的特殊性

在于在未来几年有潜力使人民币成为真正

的世界货币" 如果随着世界资本流动中中

国所占比例的增加! 使用人民币来为这些

资本流动计价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政

策目标之一$! 如此一来! 中国的货币政

策立场将有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比现

在更强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情景下! 美国

和欧元区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将在一

定程度上减弱" 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就

是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在 %&(& 年都成会

为重要的世界货币 #世界银行! %&''$"

当然! 也有另一些可能! 比如! 在未来的

%& 年中美元仍在在全球金融中位居首位!

或者到 %&(& 年没有任何一国货币在世界

金融中一家独大"

对中小发展中国家来说! 如果世界形

势是美国& 欧洲和中国同时对国际货币起

关键性作用!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发展中

国家受到任意一国的货币政策外溢影响都

会很小" 这在全球层面可能会是一种稳定

的态势! 因为流动性震荡将变得多元化(

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时间和程度

更难以评估! 这种态势也可能变得不稳

定" 如果不考虑未来资本流动的货币构

成!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从发展中国

家流出的资本都会增加! 这说明了! 这些

发展中国家将会通过双边和多边组织在国

际层面资本流动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同时! 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构成中也

存在着一些汇率机制的潜在转变" 随着资

本流动的货币构成越来越多样化! 实行固

定汇率的国家会发现瞄定一篮子货币 #例

如! 美元& 欧元和人民币$ 可能会比瞄定

任何其他货币更可持续"

全球资本流动量在未来数十年的增长

量会在很多国家使外国投资者在资本积累

方面的影响增大" 可想而知! 对于一些国

家而言! 未来他们总投资的大部分将由海

外投资者和债权人来决定! 而这将会给金

融政策的制定带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考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国集团以及国际

清算银行 #<AN$ 的努力将在金融监管架

构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避免

过度性投机资本交易以及其他措施可以有

效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政策制定者需要对资本流入的渠道进

行监管 #银行贷款& 证券投资和 C#A$!

因为这些渠道为资本流入国创造稳定条件

的能力是不同的" 有这样一个广泛的猜

测! 未来资本市场会日益成为全球资本的

中介! 而银行在其中占得比例则会变少"

这对通过银行引进大部分资本的国家是否

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待观察( 银行贷款具有

高度顺周期性! 而且相比C#A和股票组合

投资一般更不支持风险分摊 #<6=//>6O

5>:>6等! %&'%$" 但是! 在中等收入国家

中按照相对价值计算 #根据发展中国家资

金流入的这部分比例较小进行调整$! 历

史上证券投资一直比银行贷款更不稳定

#<6./>6等! %&'($"

(@尽管银行在全球资本



!%+##

!第三次金融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动 全球发展地平线

流动中所占的比例从长远看来会有所降

低!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 银行贷款在未来

很多年中仍然会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很大

一部分" 因此! 为了提高国际银行监管能

力所作的各种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有着

重大作用"

最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 从大型新兴经济体中外溢出的

区域货币政策将会有更大的影响! 例如!

巴西和俄罗斯" 这些国家可能并不会在全

球水平上赶超中国! 但是它们在各自区域

内的影响却正在不断增长" 当然! 在一个

多极化的世界里! 要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宏观经济状况保持稳定! 南方国家之间的

货币政策协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同近期其他的研究一样! 本报告中的总资本

流入是指由外国购买的国内资产扣除由外国

卖出的国内资产! 总资本流出是指本国居民

购买的外国资产扣除本国居民卖出的外国资

产! 净资本流动是指总资本流入减去总资本

流出"

%?9=M17#',,&$ 指出如果人力资本积累的正

溢出效应足够大! 足够当地化 #对国内的

影响比国外的影响大$! 人力资本的差异可

能会消除资本收益率间的差异" 然而! 在量

化知识溢出效应的正外部性上还需要更多的

努力"

(?一国国内各部门间的利率差异! 可能与国与

国之间的利率差异一样显著" 例如! 在加

纳! 当地的非官方农业部门的名义利率估计

达到 (@&) #I86F和 K/1R.;! %&&+$! 斯里

兰卡小企业投资的实际收益率可能比现行市

场利率高出几个百分比 ##>B>;& BMS>/T:>

和U..86=VV! %&&2$"

3?一些方法将土地和自然资源与资本结合起

来! 来估计资本收入 #总收入减去劳动力

收入$! 这样会高估资本收入" 417>;:和

C>F6>6#%&&*$ 估计! 平均只有一半可以作

为可再生资本! 由此推断出! 土地和自然资

源对生产的贡献是高估的"

@?具体信息见在线附录 (?'! 可登陆 0DDW' XX

YYY?Y.6;8J1/Z?.6RXM1W:D1;C.6[0>C=D=6>?

+?根据国家收入高低将其划入不同的组! 各组

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是各国收益率的加权平均

值! 权数是各国在该组的资本存量中的相对

份额"

*?名义投资需求方程是将收益率稳定在 %&'3

年的水平上进行计算" 将各国计算的结果进

行加总就得到了全球名义投资需求! 从而估

算出了全球名义投资需求随时间变化的轨

迹" 这种直接地计算名义需求的方法没有考

虑到变量的内生性! 如要素需求方程右边的

产出项" 这些变量按模型确定的轨迹变化!

但实际上由实际投资而非名义投资需求决

定! 在此例中! 全球的投资收益率随时间推

移变化不大! 名义需求与实际投资需求差别

很小! 所以没考虑到变量内生性所带来的问

题是微乎其微的"

2?更准确的说! %&(& 年全球名义投资需求与

储蓄供给! 相差 &?&3 个百分点" 在全球水

平上! 资本供给将等于储蓄量! 这也就是说

这些储蓄全部作为全球投资供给! 这是因为

根据模型假设! 储蓄不受投资收益率的

影响"

,?更准确的说! %&(& 年全球名义需求将超过

全球供给 %?+ 个百分点! 到 %&(& 年! 这种

压力将会推动全球平均收益率 #考虑到资

本存量的加权平均$ 大约增长 &?@ 个百

分点"

'&?认识到在仅有经济快速增长而没有结构变

化的情景中! 全球储蓄和投资的变化与渐

进趋同的情景差异不大! 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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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强调了关于结构的变量的变化! 就像在

快速趋同情景下一样! 会对全球储蓄和投

资收益带来巨大改变"

''?-:RR:/7#',,2$& 91/>和 B:;>7:GC>66>DD:

#%&&%$! 指出人口年龄的结构对经常账户

平衡存在潜在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的方

向是模糊的! 这是因为! 人口老龄化对储

蓄和投资都有负效用 #和潜在的非线性$"

在本报告的情景分析中! 人口结构变化对

净资本流动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确定! 但是

本模型的确考虑了人口结构的变化! 详见

在线附录 '?+"

'%?关于两种情景是如何建立的! 详见在线附

录 '?+! 经常账户差额预测的计算! 详见

在线附录 (?%"

'(?在4"L模型中! 投资方程中的参数是根据

一个面板回归的结果各国统一校准的" 这

其中隐含了一个假设! 未来各国的投资轨

迹由相同的因素决定! 具体信息在在线附

录 '?@ 和在线附录 '?+ 中给出" 对于中国

来说! 投资实际所占的比例比模型预测

的还要高! 所以! 考虑到等式右边变量

的变化路径! 中国的预测路径反映了把

其作为一个普通国家而进行的一个向下的

调整"

'3?前文提到了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益

率的相对差异! 9=M17#',,&$ 对此提出问

题! 为什么在模型中资本会从南方 -逆

流. 到北方/ 这是因为在世界银行的

9A\SK"L模型中关键的内生变量使用的是

%&&* 年的数据! 允许盈余 #赤字$ 与正

#负$ 的收益率同时存在! 这带来的结果

是! 只有随之而来的收益率变动! 与其他

决定投资的因素! 才能改变净资本流动的

轨迹"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消除卢卡斯的

悖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在增长! 这使该国的

收益率上升! 因此促使了资本流向投资项

目( 第二个原因是! 投资项目也在增多!

因为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发展和制度改善!

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

'@?在快速趋同情景下! 高收入国家投资从

%&'& 年占 "#$的 '*?()下降到 %&(& 年的

'3?,)! 在渐进趋同情景下! 则下降到

'+?3)" 高收入国家 %&(& 年的储蓄率在两

种情景下差别不大! 所以! 这些国家经常

账户差额主要取决于投资率的差异"

'+?<;1/M0168 和 B:;>7:GC>66>DD:#%&'&$ 区分

了 -良性不平衡. 和 -恶性不平衡.! 并

且给出了关于国内的和系统性的扭曲如何

加剧潜在的不平衡的简要说明" 国家的政

策制定者忙于应付由于刺激储蓄和投资的

带来的扭曲! 同时也要进行国际间政策协

调! 比如! 改善全球流动性供给来应对系

统性的扭曲"

'*?在9A\SK"L模型中! 国内储蓄与国家社会

保障发展程度负相关" 具体信息见在线附

录 '?@ 和在线附录 '?+"

'2?发达国家可能通过增加公共储蓄! 通过避

免出现负的实际利率来鼓励私人储蓄! 从

而来减少经常账户的赤字" #例如! 见

<;1/M0168和B:;>7:GC>66>DD:#%&'&$$

',?例如! 91/>和 B:;>7:GC>66>DD:# %&&'!

%&&*$ 记录了新兴经济体国际资产负债表

的构成发生了转变! 负债方包括了大量的

C#A和证券投资! 资产方有着极大的储备

资产积累"

%&?全球总资本流动量在 %&&* 年达到高点%%%

'' 万亿美元 #相当于世界 "#$的 '*)$!

',2& 年时仅 3&&& 亿美元! %&&& 年时大约

(?*万亿美元" 在 %&&, 年的最低点全球资

本流动量跌到只有 '?2 万亿美元"

%'?例如! %&'& 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外资

银行中! (3?+) #(@& 家银行$ 由其他发

展中国家作为主要拥有国! %&&& 年时这一

数据为 %,?() #%'% 家银行$! 这是作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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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Z7M.W>的银行股东数据计算而得"

%%?然而! #:8:>6& ->]:1和 NM0=5=Z;>6#%&''$

表明! 如果算上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差异!

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

很相似" 发展中国家间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东欧国家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 而

低收入国家! 相比起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

响较小"

%(?例如! B16D:/ 和 E>F#%&&3$ 建立了关于

交易费用的模型! 模型中金融资产之间不

完美替代! 资产数量是内生的! 这样市场

规模和一体化程度与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

关性升高" L]1/7和 -/1DZ.]7Z1# %&&@ $

也建立了一个模型! 研究金融市场一体化

如何推动资本流动扩张! 这也在市场一体

化与资本流动的构成和波动间建立了

联系"

%3?9=M17#',,&$ 通过对一个证券投资模型

的的预测! 回顾了一系列可能的本土偏好

来源! 比较了国际证券投资多样化"

S611F等 #%&&@$ 在模型中融合了主权风

险! 来进行模型预测" 越来越多的文献证

明了用信息不对称解释资本流动的重要性!

如S1/R和 ND=;T#',,*$( K0>16/>& "6:>]>6

和U16/.MZ #%&&3$( 9>=T& ;:/7和U16/.MZ

#%&&,$"

%@?资本流出被计算为为总流入和经常账户余

额! 而没有在模型中清晰表现出来 #正如

在线附录 (?3$! 因此! 缺乏理论根据" 一

些推动居民资本外流的因素没有考虑到!

这些因素和推动外国资本流入的因素和经

常账户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显著不同" 在一

定程度上! 收入的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全球一体化! 是资本总流出的推动力"

这些因素通过考虑其对总资本流入的影响!

在模型中得以分析"

%+?另外! 货币构成可能随着金融市场发展而

变化" 例如! 在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 国

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能带来更多的资本

#以本国货币计价债券的形式$ 流入"

%*?-..W>6和S:5 #%&&*$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

中! 多种指标衡量的透明性与三种主要的

流入资本的形式的关系进行估计! 发现这

种关系随着透明性的维度和资本流入类型

在不断变化! 可以说! 透明性的增加会影

响到资本流动的构成" 例如! 我们发现!

一种竞争力指标与证券投资比与 C#A有更

强的正相关关系! 与银行贷款存在负相关

关系! 同样! 股票市场的深化程度与证券

投资流动正相关和银行贷款负相关 #在此

模型中与C#A统计关系不显著$"

%2?这些份额只是基于各国中央银行向 ABC认

缴的储备货币而得! %&'& 年! 持有的储备

货币中的 @+)是由各国认缴的"

%,?这些效果可能不会叠加! 因为各国货币的

流动性可能不具有高度可替代性! 特别是

在财政困难的时候! 比如最近经受的危机

中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严重短缺! 推高了外

国货币的借款成本和与美元互换的成本"

特别是欧洲银行经历的资金压力! 拉大了

欧元与美元间隐含互换的基差"

(&?考虑到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货币

政策溢出的第二个来源是! 美国货币政策

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环境产生影响" 如此

以来! 各国的经济周期逐渐同步! 相应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开始趋同" 例如!

美国的需求冲击会提升美国经济活动和进

口! 也会促使美国和海外的利率上升"

('?这个结果取决于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全面可

兑换和制度透明上的政治决心" 关于人民

币变成国际货币需要哪些条件的讨论详见

世界银行 #%&''$"

(%?在欧元区国家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 我们需要注意到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在

未来十年或者 %& 年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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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情况"

((?东亚国家已经建立起一系列利率互换协议!

这部分是 ',,*%',,2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产

物! 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原

有协议! 并签订新的协议"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BC$! 传统上被认为

是在遇到金融危机时全球最后的贷款人!

为了回应这次危机! 它增加了 ( 倍的贷款

能力" 多边发展银行 #B#<$ 也同样扩大

给会员国的贷款量" B#<贷款量的增加!

可能会带来许多机构资本的显著增加"

%&'' 年 ( 月! 世界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会

同意增加 2+% 亿 #(')$ 的认购资本! 包

括在未来 @ 年增资 @' 亿美元" 亚洲发展银

行 %&&, 年 3 月同意将其资本金增加到原来

的 ( 倍! 从 @@& 亿美元增加到 '+@& 亿美

元! 包括在未来 @ 年中 3)的实收资本增

长! 这可以说是主要多边发展银行中最大

的增资协议" %&'& 年! 美洲开发银行! 同

意总资本增资 *&& 亿美元 #*&)$! 非洲发

展银行同意增资 +(& 亿美元 #%&&)$"

(@?与此同时! 资产价格的快速调整! 意味着

外国股票持有者在他们能够退出前! 承受

了大部分的负面冲击! 因此! 在应对冲击

时可能更不会退出了" 然而! 投资者面对

着监督基金经理中长期表现的高昂成本!

这可能使得他们关注短期回报! 产生羊群

效应 # #>;1[.66>& AT>和 NM05=Z;>6!

%&''( 世界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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