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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
增 长 与 发 展

世界银行
“在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筹备阶段，韩国卓有成效地促成了一项新的共识，即发

展政策问题必须是20国集团商议的核心。日渐强大的发展中国家适时地进入了引领世界经

济发展的行列。《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对诸多发展问题予以明鉴并记录了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这一独特时刻”。

NANCY BIRDSALL，全球发展中心主席。

“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上，每个国家的总理都应该人手一本《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

展》，事实上，发展问题关切全球，要想缩小人类前进道路上的差距，就必须在国际层面

上解决问题，本书应该作为分析证据的主要来源”。

BENNO NOULU，坦桑尼亚银行行长。

“韩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包括其高速增长的理念、长达数十

年的持续发展，以及近期在两次产业革命中体现出的先锋作用。其信息和通信技术突飞猛

进，低碳发展也已经起步。尤其是在绿色增长政策的实施方面，无论是过去几年的财政刺

激措施，还是中长期发展政策，韩国都是20国集团的领头羊。韩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已经

遥遥领先。《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清晰地传达了一种观点：要想预防“被锁住”的

碳密集型基础设施、管理气候变化的巨大风险、在驱动未来增长的新绿色产业革命中获取

更高的收益，大力发展中低收入国家的节能基础设施就显得至关重要”。

LORD NICHOLAS STERN，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院院长，

经济与政府管理系特聘教授。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20国集团的成员国，正在为全球增长作出更多的贡献，且在后

危机时代的持续复苏中功绩卓著。《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将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迫切

问题——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和金融包容性纳入了20国集团的议程”。

JERE BEHRMAN，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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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摇 言

当今全球经济的快速演进伴随着经济力量的迅速移位。 一些发

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的经济力量而崛起。 而另一些国家正在变为新的

增长极。 但是,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仍有许多国家尚在苦苦发掘

着增长的潜力。 经济命运不再由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来界定, 世界

正处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再平衡之中。
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 只有依靠多边途径才能对全球性的问

题提供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20 国集团紧随危机迅速作出应对, 提振

了信心, 堪称不懈地坚持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一个完美范例。 毫

无疑问, 20 国集团的行动阻止了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大萧条。 然而,
尽管有很多迹象表明经济在改善, 但是全球经济依然脆弱不堪, 国

际经济政策协调愈显重要。
既然 20 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经济已在复苏, 那么, 考虑一下这

个论坛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境遇正逢其时。 这些国家的增长与发展前

景对于重建和确保全球经济繁荣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为此, 世界需要以更负有战略意义的方法来求发展———一个更

具包容性的领导结构。 20 国集团既具有这样的感召力, 又具有担当

领导角色的合法性, 理应提出需要立即引起全球关注的关键议题。
要抓住最紧迫的问题以及那些对增进人类福祉最具潜力的问题, 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20 国集团完全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其持续的进口

需求是复苏的一大驱动力。 随着增长的再平衡, 新兴市场将成为提

供生产资料、 投资和知识的稳健的新市场。 当然, 只要在发展过程

中持续存在差距, 要维持世界的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 正如多伦多

政府首脑会议所声明的那样: “对整个世界而言, 缩小发展差距和减

轻贫困已经被融入更广泛的目标之中, 即实现更强劲、 更持久和更

平衡的增长, 并确保有一个人人皆能享有的更为稳健和更富弹性的

全球经济。冶



韩国———这个刚刚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

受援国一跃而成为捐款国的国家———向我们展示, 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并不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状态, 韩国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沟通的一座桥梁。 作为 20 国集团 2010 年 11 月首尔峰会的东道

主, 韩国将发展问题摆在了 20 国集团此次议程的首列, 呼吁多边机

构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发展专家帮助 20 国集团制订其在今后多年将要

采取的行动计划。
随着峰会日益临近, 韩国与世界银行通力合作, 于 2010 年 6 月

3 - 4 日在釜山主持了名为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冶 的高层会

议。 会议所涵盖的领域是有关全球发展议题的关键问题, 也是 20 国

集团所授权培育 “更强劲、 更持久和更平衡的增长冶 的中心议题。
本书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概要, 是会议日程的一个记录, 也是汇集知

名专家对最紧迫的全球发展问题研究结果的一个知识库。
本书涵盖了与后危机时代出现的与多极增长有关的专题, 跨越

各个领域, 对韩国发展经验的分析揭示了如何从低收入国家转向发

达经济体的奥秘, 以及全球危机对实现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的影

响。 其他主题包括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增长, 促进贸易援助, 保证食

品安全和推动包容性金融的发展。
本书重点论证如何将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融入全球增长的目标,

从更宽泛的角度讨论人类发展问题, 并将其纳入 20 国集团的议事日

程, 引领非 20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以保证它

们能够参与全球的复苏, 并强化 20 国集团的合法性和可信度。 本书

的讨论认可多极增长的理念, 最终达成一个强烈的共识, 即发展中

国家在可持续全球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并逐渐成为世界

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必须付出更大的

努力以消除增长的障碍。
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 20 国集团可以根据其授权和

发展议程, 关注如下几个领域:
誗 制订一个改善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的行动计划, 并

为其实施提供便利, 通过技术援助改善基础设施项目的有效性和环

境可持续性。
誗 确认贸易地位和市场准入的重要性, 可以考虑实施一些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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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如贸易援助和 “免税及免配额冶 进入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
誗 提高农业生产率, 对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

并按比例提供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援助, 以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
誗 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全球合作关系, 围绕拓展融资渠道和金融

服务建立共同的金融目标, 重要之处不仅在于信用, 而且在于提供

更多的金融产品, 包括支付体系、 储蓄、 汇款和保险。
很明显, 为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挑战, 需要深思熟虑的领导层

和全球性协调。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作为这一进程中的工具和参考。

林毅夫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司空一

高级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 主席

发展经济学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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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摇 摇 谢

韩国———世界银行高层会议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冶 是由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共同承办的, 并得到了韩

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 (KIEP) 的鼎力赞助。
会议的构思和组织出自多位专家的总体指导, 他们是: 世界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林毅夫,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

会主席司空一, 连同由下列人员组成的核心团队。 Changyong Rhee,
Yongbeom Kim, Jae Hwan Kim, Inju Chang 以及来自 20 国集团总统委

员会的 Heung Kyu Choi, Wook Chae, Yul Kwon, Jione Jung, Sukyoung
Park; 来自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 (KIEP) 的 Jisun Jeong; 来自

世界银行的 Shahrokh Fardoust, Claudia Sepulveda, Haeduck Lee, Il
Young Park 和 Claire Markgraf。

感谢作者、 评论人、 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各组成员。 会议得益

于广泛的咨询, 在此感谢 Ngozi Okonjo - Iweala 和 Graeme Wheeler 无
私的支持和忠告, 感谢 Jeffrey Lewis, Do Hyeong Kim, Ann Harrison,
David Rosenblatt, Vikram Nehru, Ahmad Ahsan, Vinaya Swaroop, Jim
Parks 和 Jeff Chelsky 有益的评论和对整个过程的建议。 Merrell Tuck -
Primdahl, Camille Funnell 和 Roula Yazigi 通过媒体和网络提供了巨大

的帮助。 还要感谢 Ritu Thomas 和 Muriel Darlington, 他们在华盛顿特

区所做的会前准备工作非常出色, IoConvex 在韩国的首尔和釜山提

供了极好的后勤工作支持。
这次会议议程作为 2010 年 6 月韩国—世界银行发展会议的正式

记录, 是由核心组成员准备的, 他们是: 来自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

统委员会的 Yongbeom Kim 和由世界银行的运作战略组以及发展经济

学副总裁构成的精英团队, 带头人为 Shahrokh Fardoust 和 Claudia
Sep俨lveda。 本书的编辑要特别感谢 Claire Markgraf 和 Julia Barmeier 在
审查会议记录时的协助。 我们感谢 Fernando Im, Dimitris Mavridis 和

Merrell Tuck - Primdahl 在这一项目的不同阶段所给予的帮助, 还要



感谢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的评论和对统计附录的质量保证。 本书由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副部长与东亚减贫和经济管理部以及 20 国集

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资助出版。 世界银行出版商办公室在 Stephen
McGroarty, Rick Ludwick 和 Denise Bergeron 的指导下提供了编辑、 设

计及印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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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辑与会议发言人

Ifzal Ali, 自 2008 年以来任伊斯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02—2008 年曾任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从 1984 年开始就

参与了这家机构的工作。 此前在印度阿默达巴德管理学院任职。 曾

就读于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Amar Bhattacharya, 任 24 国集团国际金融事务与发展秘书处主

任。 此前在世界银行任职多年, 作为世界银行总裁与高级管理人员

的顾问, 曾参与了很多关键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包括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七国集团、 20 国集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金融

稳定论坛。 本科就读于德里和布兰戴斯大学, 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
Yoon Je Cho, 韩国西江大学国际研究生院院长。 此前在韩国担

任总统经济顾问、 韩国驻英国大使、 韩国财政学会副主席、 副总理

与财政经济部部长高级顾问。 他曾任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 本科毕业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获经济

学学士学位, 后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Christopher Delgado, 任世界银行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战略与政策

顾问。 他带领该部的农村政策组, 主持世界银行秘书处的全球粮食

危机应对项目, 并作为全球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的管理人。 他在国

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国际牧畜研究所工作了近 27 年后于 2006 年到

世界银行任职。
Shahrokh Fardoust,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业务战略局局长、 运营

与战略部主任。 此前担任世界银行总干事独立评估组高级顾问、 高级

副总裁的高级经济顾问和首席经济学家。 在 1987 年加入世界银行之

前, 他曾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任职, 并担任沃顿商学院经济学客座讲

师, 也曾就职伊朗外交部。 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Marianne Fay, 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网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

《2010 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与环境变化》 的联合主任。 她一直在



世界银行的不同地区分部任职 (中东和中亚、 拉美和加勒比海和南

非), 致力于基础设施、 都市问题和气候变化。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
Arancha Gonzalez,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Pascal Lamy 的内阁首席

成员。 2002—2008 年, 曾是欧盟贸易的发言人并任欧盟贸易理事会

的顾问。 她于 1996 年进入欧洲委员会主持国际贸易事务。 拥有西班

牙纳瓦拉大学法律学位和马德里卡洛斯第三大学的欧洲法律硕士

学位。
Alfred Hannig, 金融扩展联盟的常务理事。 此前就职于德国技术

合作公司 (GTZ) 淤 曾任印度尼西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 并主持

了乌干达金融体系发展项目。 研究过玻利维亚微型金融管理和监管

问题, 还担任过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规划与发展部金融体系发展分部

的主任。 职业生涯始于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ernard Hoekman, 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局主任。 此前在世界银行

的发展研究小组做过贸易与国际一体化组的主任, 世界银行学院贸

易能力建构项目的主任, 以及中东、 北非、 欧洲和中亚局的贸易经

济学家。 在 1993 年任职于世界银行之前, 曾是日内瓦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秘书处的经济学家, 支持乌拉圭回合的谈判。 毕业于荷兰鹿特

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 拥有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Hak - Su Kim, 目前是亚洲经济共同体基金会主席, 该基金会隶

属于韩国外交与贸易部。 他曾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联合国亚洲与

太平洋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行政秘书工作过 7 年 (2000—2007
年)。 曾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 获博士学位, 后获得英国爱

丁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Yongbeom Kim,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全球金融基础设

施局局长。 在担任该职务之前为韩国邮政局局长和邮政保险分局局

长, 国家竞争力总统委员会副主席助理, 韩国总统办公室经济政策

副秘书。 自 2000 年至 2005 年, 为世界银行高级金融学家。 曾获美

国富布莱特基金会资助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 并取得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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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Kiyoshi Kodera,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副总裁。 自 2000 年至 2010

年担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委员会联合执行秘书一职。
他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还包括中亚国家部主任和日本轮值理事。
此前在日本财政部担任要职, 包括国际事务部高级副部长和负责国

际多边开发银行的总干事。 Kodera 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 获法律学

士学位, 后在筑波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Haeryong Kwon,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成员。 负责全球

议程中有关发展的重要议题, 包括贸易、 发展与气候变化。 此前任

韩国外交事务与贸易部国际经济事务局总干事。 曾是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在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机构的代表。
Jong - Wha Lee, 亚洲开发银行 (ADB) 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开

发银行经济学与研究局关于经济预测、 趋势及监督的主要代言人。
此前为亚洲开发银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 在经济学和学术

研究领域有着 20 多年的工作经验, 以英文和韩文发表了大量的专著

和期刊文章。 曾就读于首尔的韩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并拥有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头衔。

Danny Leipziger, 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实务教授。
2004 年至 2009 年, 任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和减贫及经

济管理网副总裁。 在担任该职务期间, 与经济事务地区副总裁密切

合作, 负责协调世界银行与七国集团及 20 国集团之间的关系。 此前

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的经济局任职。 拥有布朗大学经济学博

士头衔。
Tunde Lemo,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会副总管。 此前在尼

日利亚 Wema 银行担任各种职务。 2000 年被指定为常务总经理和首

席执行官。 也曾在很多其他银行工作过, 如制造商商业银行、 Peak
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特许银行有限公司和赤道信托银行。 职业生涯

始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在该所任审计员。 后离职进入 SCOA 尼

日利亚银行担任合并部主任。 曾就读于恩苏卡的尼日利亚大学获会

计学学位。 1986 年完成尼日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所有科目的考试。
Wonhyuk Lim, 韩国发展研究学会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华盛顿特

区韩国经济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 Lim 博士曾是美国布鲁

71关于编辑与会议发言人



金斯研究所资深访问学者, 也曾任教于韩国军事学院, 做过世界银

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顾问, 以及东北亚总统委员会的顾问,
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以及经济学博士头衔。

林毅夫,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自 2008 年 6 月

起离开他工作了 15 年的北京大学, 也离开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的职位。 曾担任过很多公众角色, 其中包括中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济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全

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曾在一些有关发展政策、 技术和环境领域的

全国和国际委员会任职, 获多项学术奖项。 拥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博士头衔。
Trevor Manuel, 南非负责内阁计划委员会的总统公使。 几十年的

公共服务生涯始于当选为非洲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之时。 随后

任多项政职, 包括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 曾担任世界银

行发展委员会主席并主持 20 国集团 2007 年 11 月会议。 非洲委员会

委员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2008 年, Manuel 先生被联合国总干

事指定为发展金融特使。 曾在半岛理工学院学习公民结构工程, 在

新加坡斯坦福国立大学完成行政管理项目的培训。
荷兰王妃 M觃xima, 因极力提倡为发展提供扩展性金融而于 2009

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指定为特别拥护者。 作为特别拥护者, M觃xima 王

妃在推动扩大融资渠道, 促进消费者保护和强化金融读写能力方面

发挥了主导作用。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 M觃xima 王妃在联合国扩展

性金融部门顾问组任职并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 主持了倡导工作组

的工作。 M觃xima 王妃自 2006 年以来在荷兰微型金融委员会任职, 是

联合国 2005 年国际微型信贷年顾问组的成员。
Reza Moghadam, 目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 政策和复查部

的主任。 此前主持常务董事办公室的工作 3 年。 曾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欧洲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部任职, 如 2003 年至 2005 年作为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团首席代表赴土耳其工作。 曾获牛津大学数学学

士学位和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拥有英国沃瑞克大学经济

学博士头衔。
Mahmoud Mohieldin, 自 2004 年以来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投资部

部长。 曾任世界银行埃及理事、 埃及副理事, 非洲开发银行以及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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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开发银行的轮值官员, 以及开罗英国大学受托管理委员会的董

事。 除了部长职务之外, 在开罗大学任金融经济学教授, 并在众多

智囊团、 研究中心和学术机构担任要职。 在埃及政府各部任高级经

济顾问, 也是埃及中央银行董事会的重要成员。 曾获英国约克大学

经济与社会政策分析理学硕士学位和沃里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Helen Mountfor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环境理事会特

别顾问。 从 1997 年起一直在该部门任职, 自 2006 年以来, 她主持

了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和发展部门的工作。 在进入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之前管理着英国的一家再循环公司, 曾在澳大利亚环境部门

非营利性机构任职。 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环境经济学获硕士学位

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环境管理硕士学位。
David Nabarro, 联合国系统全球食品安全危机高层特别委员会协

调人。 2005 年任职联合国总干事办公室, 做控制鸟类大流行流感的

高级协调人。 此前为世界卫生组织常务理事, 主持应对危机保持健

康行动局的工作。 在伊朗、 南亚和东非等地儿童健康与营养项目组

工作多年。 曾在伦敦和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任教职, 并任英国政府

海外开发管理部健康与人口高级顾问, 英国国际开发局人类发展部

主任。 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
Ngozi Okonjo - Iweala,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负责世界银行在东

欧、 中亚、 南亚和非洲的特别监管工作。 2003 年至 2006 年任尼日利亚

财政与经济部部长并主持过备受赞扬的尼日利亚总统经济组的工作。
她曾临时代理过外交部长一职。 此前, 她在世界银行兢兢业业工作了

21 年, 任副总裁与董事会秘书, 其他职务还包括在东亚及太平洋地

区、 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任职。 她曾任制度变化与战略部主任和运营高

级副总裁的特别助理。 参与了很多活动和咨询团体, 包括一次竞选小

组、 全球发展中心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 曾就读于哈佛大学,
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区域经济学与发展专业的博士头衔。

Zia Qureshi,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与高级副总裁的高级

顾问, 曾任世界银行多种领导职位, 无论是全球性经济问题还是国

别的开发政策均游刃有余。 曾组织世界银行团队发表了一流的系列

出版物, 如 《全球监测报告》 和 《全球经济前景》 等, 目前主导世

界银行关于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与共同评估过程的有关工作。 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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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藉由罗氏奖学金就读

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
Changyong Rhee, 20 国集团峰会总统委员会秘书长。 进入委员

会之前任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 此前为首尔国立大学和罗彻

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除了学术生涯之外, 一直是韩国政界非常活

跃的政府政策顾问, 其职位包括全球金融研究院主任和韩国固定收

入研究院主任, 韩国开发银行的非常务董事, 韩国中央银行顾问,
韩国有价证券存托机构顾问。 1989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Klaus Rohland, 世界银行中国、 蒙古和韩国国家局局长。 1981
年担任世界银行德国执行董事顾问, 此后一直身居要职, 包括被任

命为俄罗斯和越南国家局局长。 从 1985 年到 1995 年, 在德国政府

工作, 负责国际发展援助政策。
司空一,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主席。 2008 年至 2009

年任总统办公室总统经济特别顾问。 同时兼任国际竞争力总统委员

会主席。 此前为财政部长, 总统经济事务高级秘书, 经济规划部高

级顾问, 总统经济科学事务委员会资深经济学家。 曾是全球经济协

会的创始人, 历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毕业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后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先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

士学位。
Claudia Sep俨lveda, 世界银行伙伴关系、 能力建构资深经济学家

和研究执行主任,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拓广副总裁。 她曾在世界银

行不同部门任职 (如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发研究组), 处理贸易、 劳

动和财政问题。 曾参与准备 1997 年 《世界发展报告: 变化中的世界

格局》。 毕业于智利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经济学学位。
Cheikh Sourang, 国际农业开发基金国家战略高级项目主任。 在

农业与农村发展、 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 微型金融、 小规模农村企

业和市场链接等领域阅历丰富。 一直在塞内加尔国家开发银行和世

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任职。 曾就读于法国高等经济商学院 (ESSEC)
获工商管理硕士, 在哈佛大学完成环境经济学培训课程。

Peer Stein, 国际金融公司 (IFC) 融资渠道顾问组高级经理。 通

过监督与支持国际金融公司的技术援助和进入世界性融资市场的咨

询服务来履行该项职责, 咨询服务范围包括微型金融、 中小企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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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能源有效性融资。 此外, 他还主持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

基础设施融资工作, 包括信用管理局的发展、 抵押品注册、 支付体

系和汇款服务, 以扶持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可支付的融资服务。
Jomo Kwame Sundaram,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局经济发展助理

秘书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马来亚大学应

用经济学系教授。 国际发展经济学学会创始人和主席。 曾就职于联

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咨询委员会。 在世界各地著名大学任教, 包括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曾就读于马来西亚槟城免费

学校、 皇家军事学院、 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
Hans Timmer, 世界银行开发展望组主任。 领导一个团队负责世

界银行年度 《全球经济展望》、 《全球开发融资》 和 《全球监测报

告》 的发表。 在就职于世界银行之前为荷兰中央计划局国际经济分

析部主任。 波兰罗兹大学和荷兰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院。 曾就读于荷

兰鹿特丹市伊拉斯姆斯大学, 获经济计量学硕士学位。
Michael Toman,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能源与环境组研究主任和

气候变化组首席经济学家。 在世界银行就职之前为兰德公司环境与

能源项目部主任。 其他职位包括泛美开发银行可持续发展部资深经

济学家和未来资源研究部主任。 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

研究学院和加州大学布朗环境学院的客座教员。
Joachim von Braun, 德国伯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 (ZEF) 主任。

该研究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研究机构, 在国际发展经济学、 自然资源

和政策问题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2002 年至 2009 年, 任国际粮食

政策研究所所长。 为美国科学促进学会的会员, 曾任农业经济学家

国际协会会长。
Robert Vos,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与分析处主任,

负责联合国两种系列报告: 《世界经济与社会调查》 和 《世界经济

形势与展望》。 2005 年就职联合国之前为荷兰海牙社会研究学院金

融与发展学教授,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 曾就职于

泛美开发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在非洲、 亚洲和拉美国家都担任过政

府政策顾问。
Graeme Wheeler, 世界银行集团常务董事。 于 1997 年就职于世

界银行, 任金融产品与服务部主任。 2001 年成为副总裁与财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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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界银行之前任职于新西兰政府, 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 离职

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财政部副部长。
John S郾 Wilson,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组的首席经济学家。

1999 年供职于世界银行, 主持贸易促进、 援助有效性和管理改革等

问题的经验性与政策性研究。 此前为信息技术工业理事会技术政策

副总裁。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资深访问学者。 曾为美国国

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理事会高级执行员,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

领域客座教授。 曾就读于美国伍斯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

学位。
Alan Winters, 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 英国萨塞克斯大

学经济学教授。 2004 年至 2007 年作为经济学家就任世界银行发展研

究组主任, 兼任研究经理。 此前曾任教于英国剑桥、 布里斯托尔、
班戈 (威尔士) 和伯明翰等大学。 历任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编辑、 经

济期刊副主编等职, 目前是世界贸易评论的编辑。
Soogil Young, 自 2006 年以来任韩国首尔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

目前担任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增长与产业小组委员会主席, 金融服

务委员会和金融促进联合委员会顾问。 韩国国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

员会主席, 绿色投资韩国论坛主席, 首尔金融论坛副主席。 曾作为

韩国代表出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曾就读于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

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Ernesto Zedillo, 耶鲁大学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 耶鲁大学国际

经济与政治学和国际与区域研究教授, 以及林业与环境研究兼职教

授。 1994 年至 2000 年任墨西哥总统。 目前是全球发展网董事会主

席, 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 三边委员会和 30 国集团委员会委

员, 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会会员, 泛美对话理事会会员。 此外, 列

席多家国际公司董事会, 并参与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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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Shahrokh Fardoust摇 世界银行

Yongbeom Kim摇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筹委会

Claudia Sep俨lveda摇 世界银行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是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影响程度最深

和最复杂的一次危机。 源于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的这场危机,
迅速在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和许多国家间蔓延。 在危机的早期, 大

多数专家相信它的负面影响将只限于发达国家。 但是, 随着危机的

升级, 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像贸易、 商品价格、 资金流动和汇款等不

同的传导机制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到 2008 年底, 国际社会已形成一

种广泛的共识, 认为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 仅凭七国集团 (G7) 高

度发展的经济无法阻止全球经济急剧滑坡的快速蔓延。1

因此, 20 国集团的首脑于 2008 年 11 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首

次商讨合作, 致力于应对金融危机, 并开始考虑采取紧急的金融和

制度改革以避免将来再度发生相同的危机, 为恢复经济增长打下基

础。2 该会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确认了 20 国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作

为一个合法论坛来解决经济问题的。

20 国集团对危机的应对

全球复苏从 2009 年第四季度就在 20 国集团成员国中开始了,
部分原因是进行了及时的政策调整。 但是, 这种复苏仍然是脆弱的,
危机的余波改变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的面貌,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得

不面临在全球资金流动中可使用资金的减少 (世界银行, 2010a)。



要保持这种复苏、 重建经济稳定以及重新平衡全球增长, 就需要协

调一致的政策响应和具有充分合法的包容性多边机构一起, 就长期

内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
在 2009 年的 20 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宣告, 在 20

国集团成员国中实现 “强劲、 可持续及平衡发展冶 和 “提高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冶 的目标 (G20, 2009), 并正式同意将此

作为官方的目标。 随后, 2010 年 6 月的 20 国集团多伦多峰会确认并

重新强调了将发展这一重要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多伦多峰会最

后声明: 缩小发展差距和减少贫困是实现经济强劲、 可持续和平衡

增长以及保证更加强劲和有弹性的全球经济的更广阔目标所不可或

缺的 (G20, 2010) 3。
金融危机促使在领导人层面上召开 20 国集团会议, 以提供即刻

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 与此同时, 20 国集团成员的广泛性也反映了

富有生机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 发展中国家的 GDP 在 1980 年占

全球 GDP 的 17% , 而到 2008 年这些国家的 GDP 已经增至 29% , 这

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大约在 50% 。 尽管如此,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依旧

令人沮丧, 差距犹存, 再加上当前的这场危机, 使得为减少贫困、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的种种努

力变得复杂起来。 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2010 年, 估计发展中国

家约有 6郾 4 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日均低于 1郾 25 美元的水平上 (7郾 6
亿人日均低于 2 美元)。 到 2015 年底, 基于以上两种贫穷线的划分

和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新增贫穷人数加在一起, 甚至可能会分别达

到 5郾 3 亿和 6郾 9 亿人。 这场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原本可能更严

重, 但是合理的政策和改进了的宏观调控使得许多国家维持了社会

各部门的支出。

韩国—世界银行关于发展的高层会议

为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 并关注危机对千年发展目标

(MDGs) 的长期影响, 以及落实匹兹堡峰会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

水平的承诺, 作为在首尔举行的 2010 年 11 月 20 国集团峰会的主办

国, 韩国在 2010 年初向世界银行提交了一份建议书, 表示要组织一

次就发展议题的高层会议。 作为一个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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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韩国, 增加其合法性并令其充当发展中国家

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桥梁可谓适得其所。 对世界银行而言, 这种合

作使得世界银行的努力得到自然扩展, 便于世界银行将其专长应用

到审核处理有关发展问题, 并确保在处理 20 国集团发展问题的过程

中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于非 20 国集团发展中国家。
韩国—世界银行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冶 高层会议于 2010

年 6 月在韩国釜山举行, 它成功的将一系列关键的发展观念带入了

最前沿, 为设定全球发展重点打下基础, 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 20
国集团和非 20 国集团国家之间关于政策选择和政策重点的讨论。 这

次会议上的文章、 评论和讨论, 由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筹备委员会和

世界银行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KIEP) 的帮助下共同主编,
由此形成了本卷的基础。 图 1 给出了发展政策的重要方面, 在后面

的章节中将会逐一论述。

关于本卷

本卷呈现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韩国—世界银行关于 “后危机时

代的增长与发展冶 的高级别会议中的论文和会议记录。

资料来源: 作者。

图 1摇 实现强劲、 持久和平衡增长的政策行动的关键支柱

这些成果的基点是新兴全球共识的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 作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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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受益者,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与全球经济的总体发展之间的

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第二, 20 国集团成员国与国际组织合作, 在国际

发展政策协调中有着潜在的重要作用, 然而, 他们也只能应付有限的

一些问题。 20 国集团所考虑的 (因而也包括在本卷中) 用于指导选择

优先发展问题和政策的有三条标准: (a) 是否有助于促进强劲、 可持

续以及平衡增长因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 (b) 国

际合作、 国际金融和某些具体行动是否符合实际需求; (c) 这些国际

经济和金融合作是否在 20 国集团管理的范围之内。
本卷结构如下: 第 1、 2 章是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筹备委员会主

席司空一和世界银行董事总经理 Ngozi Okonjo - Iweala 的发言, 论文

中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将发展纳入 20 国集团会议议程中的重要性, 给

予非 20 国集团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必要性, 以及韩国为发达经济体

与发展中国家搭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3 ~6 章覆盖了广泛的发展主题。 林毅夫的论文 (第3 章) 分析

了后危机时代的新兴多极增长的出现和支持地域性扩大所需要的改革;
Zia Qureshi 的论文 (第 4 章) 讨论了包括在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内的发

展议题和成熟的评价过程, 因此更加系统地融入 20 国集团政策的讨

论; Wonhyuk Lim 的论文 (第 5 章) 通过深度分析韩国的发展经验,
从而诠释了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变为高度发达经济体的过程; 由 Delfin
Go 、 HansTimmer 和 Jomo Kwame Sundaram 撰写的论文 (第6 章) 提出

了不同但是有补充作用的观点, 阐述了全球危机对 2015 年实现 MDGs
的影响以及如何重新获得活力和竞争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第 7 ~ 10 章回顾了各特定行业的政策和为实现强劲、 可持续及

平衡的增长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第 7 章 (Bernard Hoekman 和 John
Wilson) 讨论了贸易援助并重申了多哈议程; 第 8 章 (Marianne Fay、
Michael Toman 及合作者) 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第

9 章 (Christopher Delgado 及合作者) 论证了农业和食品安全的多边

行动。 最后, 第 10 章 (Peer Stein、 Bikki Randhawa 和 Nina Bilandz鄄
ic) 提出将金融扩展作为 20 国集团议程的主题之一。 本卷以一系列

政策行动建议结尾, 这些建议概括了各个领域的论文 (附录 A) 所

描述的主要行动要点, 以及为 20 国集团成员国和非 20 国集团国家

选定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数据表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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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集团: 一个 21 世纪全球合作的新国际经济论坛

经济和金融危机不仅使产出遭受重创, 更不幸的是加重了人类

的灾难。 目前的全球危机也不例外。 此外, 在历史上, 危机既是新

经济观点和制度的终结, 也是它的开始。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当前的

危机。 尽管 20 国集团的作用凸显于 1997—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但是, 在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中, 其表现说明它已经被接受为

一个为解决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合法论坛。 为此, 20 国集团为避免另

一场大萧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一直是成功的, 并接纳长期议题来确

保强劲、 可持续的和平衡的发展。

通往 20 国集团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全球经济一直与布雷顿森林 ( Bretton
Woods) 会议紧密相关, 布雷顿森林会议提供了解决后战争时代经济

重建和稳定增长的架构。4 布雷顿森林会议导致了一组机构的诞

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 IBRD)、 关

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这些机构负责维持国际经济合作。5

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伴随着 1973 年石油危机的影响,
工业化国家实施货币自由浮动的政策, 尤其需要设立一个论坛来协

调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 1974 年美国发起了一个包括法国、
日本、 英国、 西德在内的非正式的高级官员会晤, 即所谓的 “图书

馆集团冶。 一年以后, 法国又将这些领导人和意大利官员邀请到一个

峰会上, 在此, 众领导人同意该会每年举行一次并由与会国轮流主

持, 这就是六国集团 (G6) 的诞生。 1976 年, 加拿大加入, 形成七

国集团 (G7)。 由于 G7 的 GDP 总量按 2000 年美元价值计算占 1975
年世界 GDP 总量的 70% (2008 年的 60% ), 故而这个论坛成为主要

的经济政策协调组织, 然而, G7 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很

小, 仅为 15% 。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 G7 意识到经济和政治格局已经开始改

变。 G7 的领导人开始和俄罗斯这个东欧最大的国家进行多次单独会

谈。 1997 年, 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 从而形成八国集团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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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 1998 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中,
G7 / G8 的作用经受了考验, 很明显, 这个组织开始失去了解决面向

全球经济问题的合理性。 因此, 1999 年成立了 20 国集团, 既是为应

对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金融危机的需要, 也认识到一些重要的新兴市

场国家还没有充分参与到讨论和管理全球经济的核心中来。 更是由

于新的全球性挑战接踵而至, 例如 HIV / AIDS 流行, 全球气候变暖

等, 这些因素都会同时影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有这些

更迭, 但是, 直到 2008—2009 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 G7 /
G8 仍保留了其作为主要经济论坛的地位。

2008—2009 年的危机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 G7 / G8 对于快速蔓

延的真正全球性经济危机而言只是一个有限的论坛。 因此, 20 国集

团领导人于 2008 年 11 月聚集在华盛顿特区, 讨论如何加强合作来

促进经济增长和处理金融危机, 为改革打下基础以触发经济复苏和

避免将来再度发生危机。 2008 年 11 月的峰会因金融危机而起, 但是

它也反映了在几十年的长期转变中, 新兴经济体获得了更多的经济

和政治优势。

几十年的变化———20 国集团的崛起

图 2 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的转变。 世界在最近几十年所

经历的全球化不断增长, 得益于多边贸易政策的改革, 宽松的国内

贸易和投资环境以及技术的发展, 这一切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加速

增长, 从而提高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速度增长比高收入国家快得多, 它们在全球

经济中的比重也逐渐上升。 2010 年, 发展中国家预计增长率为

6郾 2% 。 在过去的十年中, 这些国家的贡献率占全球增长的 40% 左

右, 预计 2010 年将达到 50% 。 由于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 它们也增

加了在全球 GDP 中的比例。 如果以市场汇率计算, 在 1980 年, 发展

中国家占全球 GDP 的 17% , 而在 2008 年这一比重增至 29% 。 而以

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则达到近 45% 。 对新的全球经济总体贡献最多的

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 20 国集团的成员国。 中国和印度是这些转变的

驱动力, 印度的贡献度略低。 1980 年, 中国占全球 GDP 的 1% , 而

到 2008 年却增加至 6%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 11% ), 大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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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远景小组。

图 2摇 1991—2010 年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实际 GDP 增长

注: 所有权重按 2005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远景小组。

图 3摇 1991—2010 年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对世界 GDP 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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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 印度异军突起, 在 2008 年, 其

GDP 占全球总量的 2% , 比加拿大与韩国所占比重略小。 其他占全

球经济比重很小的发展中国家也展现了一种新的活力, 并成为它们

各自所在区域的增长支柱 (见本书的第 3 章)。
发展中国家所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也在快速增长, 从 1980 年的

22%增长到 2008 年的 31% 。 20 国集团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
巴西、 墨西哥等引领了这一变化: 这些国家的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

重从 1980 年的 6% 增长到 2008 年的 19% 。 外国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 发展中国家的 FDI 占
全球 FDI 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7% 增长到 2008 年的 32% (其中 21%
来自于 20 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

缩小发展差距: 将发展议题纳入 20 国集团议程中

尽管在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变革中, 世界经济中心从高收入国

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20 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 20 国

集团中的 9 个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面临重大的发展方面的挑战。 在高

密度的贫穷人口中 (表 1), 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 54%都集中在这些

国家 (如果按每天 2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 这一比例为 58% ), 在因

金融危机而导致的估计增长的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 此外, 看今天

的趋势, 它们其中的一些国家并没有遵从千年发展目标的轨道 (图
7)。

据估计,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 2010 年发展中国家生活

在日均消费低于 1郾 25 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 6郾 4 亿人以上 (7郾 6
亿人日均消费低于 2 美元)。 即使到了 2015 年, 以这两条贫困线为

基准, 因这场危机影响所带来的额外贫困人口数量将分别达到 5郾 3
亿和 6郾 9 亿 (世界银行 b)。 除此之外, 增长的放缓也给人类的发展

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的退步远大于经济上升时

期的进步, 并且这种效果的严重性会有滞后表现。 据估计, 由于这

场危机的影响, 从 2009 年到 2015 年, 将有超过 120 万的 5 岁以下的

儿童死亡, 2015 年小学毕业生会减少 35 万, 约 1 亿多人口在 2015
年无法得到安全水源 (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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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世界发展指标计算得出。

图 4摇 1980—2008 年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世界发展指标计算得出。

图 5摇 1980—2008 年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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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世界发展指标计算得出。

图 6摇 1980—2008 年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

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中所占的比重

表 1摇 1981—2005 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

每天消费低于 1郾 5 美元 每天消费低于 2郾 0 美元

1981 2005 1981 2005

20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 61郾 5 23郾 1 79郾 1 46郾 4
摇 阿根廷 (城市) 0郾 0 4郾 5 1郾 2 11郾 3
摇 巴西 17郾 1 7郾 8 31郾 1 18郾 3
摇 中国 (城市) 94郾 1 26郾 1 99郾 4 55郾 6
摇 中国 (农村) 44郾 6 1郾 7 91郾 5 9郾 4
摇 印度 (农村) 62郾 5 43郾 8 88郾 5 79郾 5
摇 印度 (城市) 51郾 0 36郾 2 80郾 4 65郾 8
摇 印度尼西亚 (农村) 73郾 0 24郾 0 92郾 8 61郾 1
摇 印度尼西亚 (城市) 63郾 8 18郾 8 87郾 7 45郾 8
摇 墨西哥 9郾 8 1郾 7 24郾 1 5郾 9
摇 俄罗斯 0郾 7 0郾 2 5郾 9 1郾 5
摇 南非 34郾 8 20郾 6 51郾 2 37郾 0
摇 土耳其 4郾 5 2郾 7 18郾 6 9郾 0
非 20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 36郾 2 29郾 9 54郾 8 50郾 2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PovcalNet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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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增长上升和下降时期的差异 (所有国家年观测值) 统计均表示 1% 的显著

性水平。
资料来源: 2010 年 《全球监测报告》。

图 8摇 1980—2008年增长加速与减速对所有国家主要人类发展和性别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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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在这次危机之前, 弥合发展差距, 达到多项千年发展目

标 (MDGs) 的前景已经令人担忧, 而危机的影响更带来了进一步的

挑战, 并激发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的紧迫感。 全球

增长的确是以发展为中心的。 20 国集团能采取的对发展最重要的行

动是恢复强劲、 可持续以及平衡的增长。 随着复苏的成熟, 长期增

长的议程应该成为 20 国集团政策协调的中心, 应该采取一种方法使

得发展中国家 (包括 20 国集团的成员国或非成员国) 能够弥合发展

差距, 完成千年发展目标。

多极增长与发展

过去几年中, 我们曾目睹了三种主要危机: 食品、 能源和金融

危机。 我们所得到的教训是, 这个世界比过去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

和相互依赖。 这是一个增长的多极化世界, 有着增长多源性特征,
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 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之间有着强

大的反向联系。 这是一个经济协调的世界, 如果想要减少发展差距

和实现多项千年发展目标, 就需要 20 国集团强劲的、 可持续的及平

衡的增长。

发展与 20 国集团

在第 1 和第 2 章中, 司空一和 Ngozi Okonjo - Iweala 引证了将整

体发展纳入 20 国集团议程的重要性, 也引证了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间的桥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第 1 章中, 金正日对匹

兹堡峰会上确认的下列观点作出了呼应, 即 20 国集团必须取得 160
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中非 20 国集团成员国的支持以维持其合法性和可

信性。 他强调, 必须采取现实和务实的途径来发展, 以此获得 20 国

集团发展议程的支持, 同时也有助于世界重新恢复经济稳定。 在第 2
章中, Ngozi Okonjo - Iweala 突出强调以下事实: 新兴经济体和低收

入国家的经济弹性对取得 20 国集团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目标是很重

要的, 因为几乎将近一半的全球增长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为了增强

这种弹性, 她坚决主张通过强有力的、 直接的国际合作来弥合发展

差距, 实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达到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 将世界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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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危机的泥沼。

有着多极增长点的全球经济

林毅夫 (Justin Yifu Lin) 在第 3 章中传递的主要信息是: 支持

发展中国家更强劲的多极增长应该被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强劲的、
可持续及平衡增长的重要构成因素。 他提出了 3 点来支持其论证。

首先, 从金融危机中的全球性复苏掩盖了众多国家在后危机时

代的广泛变化。 在目前的这场危机中, 高收入国家的增长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 但是在中期, 高收入国家需要依赖于中等和

低收入国家以便刺激这些国家的出口。 这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溢出效应将变得比发达国家制定自身一揽子的经

济刺激政策更为重要。
其次, 随着多极点的出现并成为区域增长的中心, 发展中国家

有潜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然而, 增强这种增长极的条件需

要改善。 以下的事实表明了这些多重增长极出现的一些迹象。
誗 从 2000—2008 年, 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长已经超过高收入

国家。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 发展中世界的每个地

区都比高收入国家增长要快, 平均差距从 1郾 4 个百分点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 到 6郾 5 个百分点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不等。
誗 从 2000—2008 年, 伴随着这些增长方式的出现也强化了贸易

联系, 从发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商品总额以美元计增长了 3
倍。 此外, 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比例在减少, 这表明在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了。
誗 G7 占全球 GDP 的比例从 1970 年的三分之二缩减到 2008 年

的一半。
林毅夫所提出的证据说明加强区域增长有利于全球增长。 但是,

为了让新的增长极扎根, 需要有充分的条件: a) 发展中国家需要着

手进行体系改革, 以利于调动国内金融资源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b) 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外部援助; c) 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善它们的实

施能力和管理。 林毅夫认为, 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 发展中国家对

发达国家代表着适时和有利的投资机会, 特别是对于摆脱增长瓶颈

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领域来说更是如此。 消除这些瓶颈能使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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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从高收入国家增加资本品的进口, 而这些资本品在高收入国家

处于过剩状态。
林毅夫在其结论中指出, 20 国集团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

国家创造有益的机会。 在国际关系中, 未来的多极增长需要新的多

边机制。 20 国集团、 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主要全球参与者有着共同

的工作空间, 推动创立新的金融机制, 增强在设计公私伙伴关系、
共享经济增长与发展信息方面的最佳实践。

在讨论中, Ifzal Ali 指出, 林毅夫的观点过于宽泛并主张干涉主

义。 首先, Ali 认为, 基于 20 国集团有效的政策协调, 为应对金融

危机而设计的一个协调经济的、 广泛的、 永久的多边管理体系尚未

建成。 第二, 他呼吁 20 国集团将优先工作集中于那些已知的或感知

其外部性如此强大且具有渗透性以至于需要 20 国集团来进行全球协

调的领域。 第三, 他认为私人公司———并非国家或者政策制定者是

真正的增长极, 他还认为, 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并不需要 20 国集团

的介入。 根据 Ali 的观点, 20 国集团的角色不应该是直接合作去领

导或决定不同增长极的经济行为。
Ali 建议, 20 国集团的角色应该是建立一个集全球公共的和个人

的知识于一身的战略智囊池, 用以加速科学突破, 发展与可更新能

源有效性相关的技术。
Jong - Wha Lee 集中分析了亚洲在创造可持续区域和全球增长中

的角色。 Lee 认为, 亚洲之所以平安度过金融危机, 是由于该地区国

家所采取的决定性的大规模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正因为如此, 亚洲

已经并仍将为多极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然而, 关键的一点是未来私

人需求在外部环境不景气时能否收紧缰绳。 这种再平衡将依赖于区

域政府采取联合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国内需求的能力。 根据 Lee 的观

点, 增强地区长期增长潜力的几个元素是必需的: 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本、 对外贸易、 长期贷款、 管理、 体制的质量和一个健全的

金融部门等。 最后, 他呼吁努力增进合作, 以确保地区和世界范围

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
在其评论中, Tunde Lemo 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多重增长极的全

球经济对非洲意味着什么。 Lemo 强调, 为了非洲大陆多极增长的繁

荣, 在国际关系中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多边机制, 20 国集团成员国在

51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食品安全、 可持续发展、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金融约束等问题

上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正如 Lemo 在其总结中所表达的鲜明立场:
“非洲不需要怜悯, 而是需要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冶

最后, Trevor Manuel 在其主持总结发言中为进一步考察多极化

发展梳理出更具体的观点。 特别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 比如, 产

能利用对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它会对中期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高收入国家在历史上曾经主要靠消费推动增长, 成为全球增长的引

擎, 在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面前, 我们该如何看待多极化?
Trevor Manuel 特别强调, 在界定 20 国集团的重要议程以及理解

其局限性和可持续性时, 20 国集团成员国和非 20 国集团国家之间的

平衡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此外, 他还指出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的五项议题: 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和 FDI、 公共和私人机构的质量、
金融业以及管理的质量等。

20 国集团和全球发展

Zia Qureshi 所著的第 4 章以世界银行在釜山为 20 国集团会议准

备的报告为基础, 该报告是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和相互评估程序的一

部分。 作者指出, 当复苏成熟时, 发展应该是全球增长的中心, 并

且长期增长议程也应该是 20 国集团政策协调的中心。 发展中国家的

增长对全球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加。 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贡献率约是全

球增长的一半。 南南合作也越来越重要, 因为南南国家之间的贸易

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 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促进更强大的多极增

长应该被视为 20 国集团框架中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元素。
这一章所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为发展融资。 一些主要的新兴市

场出现资金流入回升的现象, 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前景是资

本稀缺且价格昂贵。 在紧缩的资金市场上,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官方

流动资金不论是直接为发展融资还是为私人资本流动提供杠杆, 其

作用都在增加。 因为低收入国家的财政空间已经承受了很大压力,
因而对优惠融资的需求在上升, 而且, 社会消费需求也因这场危机

而增加了。 这些发展变化增强了对确保充足的官方发展援助 (Offi鄄
cial D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获得满意的多边开发银行的优惠

窗口的资金以及跟进这些机构增资等方面的需求。 私人资本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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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前景和捐赠国的财政压力意味着需要方法的创新来补充传统的

融资方式。 这些创新方法包括, 降低风险的担保, 主权财富基金投

资, 用于免疫的国际设施的创新, 在与全球发展相关的项目如粮食

安全、 碳金融、 南南投资等领域发展公私伙伴关系等。
资源需求的规模呼吁 20 国集团成员国在关键的全球事务中作出

新的承诺, 并重新焕发活力和创造力, 以便开发潜在的利用私人资

本的创新方法。 对融资前景的展望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国

内资源的调配, 并强化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金融体系。 对于发展中国

家给予金融部门改革的技术与能力构筑方面的帮助会成为 20 国集团

集体行动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领域。 在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

中, 应确保改革不会对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或对其金融部门管理产

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来评估这些改革对不属于金融稳定委员会同

时也不属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国家所带来的影响。 许多国家

已开始实施国家改革的举措, 如果协调不利, 就会产生金融保护主

义、 套汇和管辖不一致的风险。 为发达国家银行所制定的监管制度

或许并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银行, 特别不适合为小型企业提供贷

款的小银行, 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的适应期。 20 国集团

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 即提供一个扩大技术援助的项目来增强这些

国家实施金融部门改革的能力。
本章的最后一个主题是作为增长引擎和促进全球再平衡的贸易

开放。 第 7 章也对贸易援助进行了详细讨论。 在这章中, 作者呼吁

20 国集团领导人更新他们的承诺以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作者

认为, 一个更强大的信号应该是一份集体承诺, 放宽地方保护主义

的限制措施在这场危机爆发时是可行的。 所以, 加强多边贸易纪律,
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改善贫困国家的市场准

入条件, Qureshi 力推 20 国集团成员国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免税免限

额比率扩大至 100% , 并施以宽松的原产地规则。 改善贫困国家的市

场准入应该是作为加强贸易便利和贸易援助项目的补充, 借以提高

这些国家的贸易量。
本章的第一位评论人是 Danny Leipziger, 他对于发展应该作为

20 国集团议程的一个议题与作者持相同的观点, 并且进一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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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原因。 他尤其提到 “无辜的旁观者冶 问题, 就是说, 尽管发展

中国家与可引发危机的事件并无关联, 但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危机的

消极影响。
在其评论中, Leipziger 也强调了他对有关危机教训的一些看法。

他列举了四点: 财政空间对于应对危机影响的重要性; 关于全球缓

慢增长的预测对许多国家而言成为新的常态; 增长的源头在危机前、
危急期间和危机后不断转移, 并且不会在短期内恢复原状; 最后,
有效的制度至关重要。 关于新的发展观点, Lepziger 指出, 发展中国

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再是唯一的发展战略, 而南南经济相互支

持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 他同样指出, 选择具有较大差异的各种

资本流动方式是明智的政策并能唤起公众的信心。 有关 20 国集团为

提高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增长预期所能付出的努力, Leipziger 列举了

以下几点: (a) 一些 20 国集团成员国需要降低他们潜在的产出缺口

以抵制过早地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退出的行为; (b) 20 国集团成

员国应该抵制强加的贸易限制并且应该支持达成多哈协议; (c) 20
国集团成员国应该关注有关全球公共品的条款。

Mahmoud Mohieldin 对有关应对短期风险转变为可持续的长期发

展的文章做了点评, 列出了四个主题。 首先, 20 国集团需要关注的

不只是从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中恢复的问题, 而且需要关注更重要

的关于粮食和燃料的危机问题。 粮食和燃料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事

关重大, 主要是因为粮食和燃料价格的易变性以及粮食安全的持续

缺乏。 其次, 多极化增长策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的发

展, 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通常都能实现双赢,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 有很多因素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例如对公私伙伴关系的过度信

赖可能导致短期的资金缺口。
关于金融和金融发展的问题, Mohieldin 强调, 对于那些旨在获

得年平均增长率 6% ~7%的国家而言,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储蓄率,
其政府可能面临着每年大约占 GDP 8% ~ 12% 的资金缺口。 此外,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时的挤出效应以及一些债券国的债务危

机问题, 这一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关于融资, Mohieldin 指出, 财

政评估部门过分强调稳定的一面, 而不注重推进为发展融资。6 最后,
他对贸易的看法与 Qureshi 的观点一致, 赞成达成多哈回合的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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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以及促进贸易和基础设施开发之间的联系。
最后一位评论人是 Robert Vos, 其发言集中讨论了他认为需要进

一步思考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主题是多极化增长和去耦的概念。 的

确, 在世界当代经济的历史中, 从未有过主要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样的经历, 相关的问题是, 发展中国家当前和

未来的能力是否足以将它们的发展动力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

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市场份额, 因此将会成为判例

标准。 但是, 它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必然依赖于它从巨大的贸

易顺差国转变为平衡的或者贸易逆差国的能力。 更惬意的方案是中

国通过收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 (汇率升值) 增加进口来传播它的

刺激作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多极化增长是否会在发展中国家造成

更进一步的收入分散化。 他指出, 这个问题需要严肃考虑, 如何使

得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有利条件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来推进整个世界

的发展。
相关的问题是多极化发展与全球失衡的影响。 Vos 认为, 一个朝

着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与各国收入的趋同化以及广泛的减少贫困目标,
并不要求经济的再平衡, 而是需要全球失衡这一模式的逆转。 要实

现这一目标, 就需要更强大的国际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系统的大量

改革, 以及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和协调。 Vos 提出了

关于贸易的一系列平行问题, 并且对未来几年提供了两个未来情景

设想图: (a) 从 2009 年中期开始的贸易快速恢复的延续; (b) 由

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导致贸易并不具有特别的活力或者未必有活力。
Vos 认为, 第二个情景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不合时宜, 因为多数其他

经济体试图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 而且较贫穷的经济体则往往远离

其以往高度依赖的主要出口商品。 最后, 这些趋势意味着一个更依

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 同时需要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存机制进行

关键的改革。
在其摘要中, Graeme Wheeler 强调了讨论中显现的几个问题。

第一, 20 国集团能否在后危机环境下发挥作用? 第二, 国家如何实

现从财政刺激到财政整顿的过渡? 第三, 让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承

担如此沉重的负担是否明智? 第四, 问题不在于 20 国集团决策者是

否应该支持多极化增长, 而是他们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履行这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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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代人实现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型: 韩国案例

韩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经验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灵感的

来源。 在 1960 年, 韩国的人均 GDP 以 2000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为

1郯 258 美元。 2004 年, 这一数据增长到 1郯 8224 美元。 韩国令人印象

深刻的产业升级以及从外部冲击中快速恢复的能力让它在即使是以

可持续高度增长为特点的成功国家里都格外突出。 实际上, 与一些

被 “中等收入陷阱冶 7 困住的国家不同, 韩国努力转变其经济结构并

系统地增加国内附加值或者出口商品的当地含量, 以实现出口导向

经济增长这一目标。
在第 5 章中, Wonhyuk Lim 将韩国的发展概念化为增强人力资本

和新知识协同作用的结果, 这包含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物质方面

和社会资本方面的补充投资, 以及与市场合作来迎接发展中的挑战。
Lim 的文章强调了支撑韩国成功由发展中国家转型为高收入国家的

五大主要问题。
第一, 韩国的发展是通过对比较优势的探索和升级而推进的。

为了促进发展, 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来实现创新和协调的外部

性。 它们通过 “大力推进合作关系冶 使政府分担私营部门的投资风

险, 同时为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绩效方面提供支持。 通过成功实施

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回馈机制, 不断强化, 久而久之带来了引人注

目的变化。
第二, 政府规划了跨年度的发展计划, 但是将其实施授权给了

很多集团企业, 这样一来就将集团层面的生产活动与市场交易相结

合。 监督步骤, 确定出现的问题, 同时设计解决方案, 政府和私营

部门就相关课题展开定期咨询活动。
第三, 韩国惯于将国际贸易作为发展政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贸易帮助韩国发现其比较优势并且缓解和协调各方面的失误, 克服

较小的国内市场所带来的限制, 开发规模经济, 从世界各地学习最

好的经验, 以此来改良它的经济。 通过贸易, 韩国可以通过国际市

场来检验其政府政策, 以及它的公司策略, 同时设计出以绩效为基

础的奖励方案。 事实上, 对于韩国而言, 由于促进出口充当了增长

和组织原则的引擎这一角色, 产业升级、 基础设施发展, 以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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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在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同时, 韩国清楚地意

识到必须齐心协力地在价值链中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这两方面进

行补充投资, 向着高附加值这一领域拓展。
第四, 尽管韩国政府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时介入经济十分广

泛, 但是, 韩国设法控制了贪污腐败和寻租行为。 最重要的是, 由

政府支持的出口大军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有助于降低贪污腐败

的可能性。
最后, 市场的容量,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改革和协调中需要

面对的挑战改变了, 它们相应的角色也会开始改变。 当政府和私营

部门间劳动力的分工有了变化, 相关的探索和升级比较优势仍继续

作为韩国发展政策的基本原理来贯彻。 后危机时代改革的实施, 包

括采取一个更弹性的汇率政策, 已经让韩国公司更容易依靠价格信

号探索可盈利的商业机会, 即使它们仍然参与同政府的协商来鉴定

有前景的技术并处理瓶颈。
Danny Leipziger 的评论集中讨论的是, 我们可以从韩国的绿色增

长议程到国家政策的成功应用这个发展成名史里学到些什么经验。
以韩国的经验为基础, 发展中国家可以学到的是, 经济的基本面是

很重要的, 不仅仅是为了让捐赠者满意, 而且是为其经济在通向进

步旅程中定位。 第二, 收入分配和社会规划对于维持对改革的广泛

支持是很重要的。 第三, 如果政府和私营部门可以结盟, 私营部门

不需要担心政府的干预。 第四, 税收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偿还援助提

供了资金来源, 同时纳税在市民和政府间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 第

五, 政府引导的经济规划作为所有东亚成功案例的一个样板, 也许

能为其他国家带来相似的结果。 捐赠者和援助机构同样也能获得经

验和教训, 即如果没有首先在国内建立体系来处理和有效拨款的前

提下进行资源的大量转移是就是浪费资金。
在韩国的绿色增长议程方面, Leipziger 对短期财政刺激和长期

增长议程相结合的做法予以赞道。 绿色增长议程已经为经济如何适

应长期趋势建立了雄心壮志的目标、 具体的任务以及整个国家的远

景。 所有这些特征已经成为韩国数十年发展进程的一部分。 这个国

家成功地运用其国家政策的秘诀, 部分地源自于它的精英官僚政治。
韩国鼓励海外留学, 并在一般民众中培养高等教育人才和奖励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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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者。
最后, Leipziger 讨论了韩国作为 20 国集团的领袖在帮助发展中

国家时可以采取的额外行动。 他建议韩国将增加的官方发展援助与

培育可持续增长的绿色技术转移结合起来, 动员发展中国家支持多

哈谈判, 同时, 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经济规划经历中在基础设施支

出和公私协调以便于其他地区改善能力和实践等方面的经验。
Klaus Rohland 以所值得注意的五大问题作为其评论的重心。 第

一是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韩国政府的做法

是非常务实的: 战略是由政府来引导的, 但是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

度上依靠私营部门。 韩国另一杰出之处是将发展规划与资源分配合

并为一个机构———经济规划委员会, 从而避免了很多国家存在的由

于各部门独立规划和预算而缺乏协调进而造成的浪费。 第二, 韩国

的发展策略不仅仅在于工业, 同样在于农业。 其农业政策有利于满

足农村人口的需求, 导致支配地位的经济部门远离农业, 允许工业

部门取代其地位。 第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韩国从集中发展

轻工业转向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化工业。 这一转变是基于日本的经验,
韩国官员相信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本国。 第四, 国家引导的经济规

划通过税收鼓励以及特惠信用逐步实现从直接计划向间接计划进化,
这种转变考虑到了经济的复杂性在日益增加。 最后, 韩国民众和决

策者以其非凡的灵活性和迅速的调整去适应新的现实, 避开了中等

收入陷阱。
主持人 Yoon Je Cho 在总结时非常赞同 Lim 的陈述, 这种陈述通

过突出韩国的精英官僚系统扩充了他的演讲。 这为政策规划、 实施、
监管以及进行适当的政策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讨论同样涉及建

立相关机构的重要性以及主要通过促进高等教育, 从而允许韩国由

一个科技输入者完成向科技创新者的转变。
在一般性讨论中, 讨论的焦点不止集中在韩国令人瞩目的经济

发展上, 同样也在其快速和成功地实现从国家严格管制向开放自由

经济体的转变。 讨论确定了很多韩国成功经济发展的各个组成成分。
但是, 与会者和研究者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一个国家成功发展的经验

能否在拥有不同社会、 政体和经济环境的其他国家里复制, 以及非

经济因素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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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对于许多非 20 国集团国家来说依然是一项艰巨的

挑战

即便在危机爆发之前, 国际社会仍然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在

2015 年截止日期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 实际上, 在 2009 年 7
月,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Ban Ki - moon) 召集世界各国首脑齐聚

纽约, 就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模糊不清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全球危

机使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任务更加艰巨, 同时, 国际社会的角色发

挥也更加急迫。 第 6 章中以两种颇有些不同但却互相补充的看法为

前提, 对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关联进

行讨论。 首先, Jomo Kwame Sundaram 提供了表达联合国立场的看

法, 之后, Delfin Go 和 Hans Timmer 提出了以世界银行为立场的

观点。
Sundaram 认为, 许多在多项千年发展目标中已经取得重大成就

的国家以及最贫穷的一些国家取得的重大进步表明, 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是可能的, 条件是要遵循正确的政策, 或有足够的资金和国际

支持。 例如, 在过去二十年中,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儿童健康

和小学入学率有显著改善和提高。 但是, Sundaram 也提出了警示,
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受到多重危机的威胁, 比如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上涨; 同时, 世界还面临着长期发展的挑战, 如气候变化和冲突,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穷人和弱势群体。 总的来说, 进展是不平

衡的, 一些目标和指标有可能很难在 2015 年实现。
根据 Sundaram 的研究, 如果联合国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重新评

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可能是: 贫困和

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进展不平衡; 教育虽有进展, 但许多贫困国家

的目标仍然难以实现; 性别平等的进展不够; 保健目标虽有进展,
但产妇 死 亡 率 进 展 甚 微; 环 境 可 持 续 性 发 展 目 标 进 展 有 限。
Sundaram 指出,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的国

家, 如果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需要更多的优惠贷款和捐赠。
考虑到全球目前的状况以及来自联合国的经验教训, Sundaram

提出了应包含在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中的若干重大事项: 审慎的风险

管理, 包括资本管制; 强化财政和政策空间, 始终如一地实施反周

32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发展可交替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以创造生产

性就业和保持增长; 鼓励针对投资和技术的金融发展; 增强被现存

的信贷措施忽略或者索价过高的包容性金融的作用, 以促进和支持

生产性经营活动; 孕育更好的国际税务合作来增加收入, 以及公平

有效的债务解决机制; 加强国际经济治理改革, 以反映全球经济平

衡的变化。 Sundaram 最后指出, 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国际社

会将失去一个被称为 “布雷顿森林时刻冶 的历史契机。
由 Go 和 Timmer 联合撰写的第 6 章的第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

以世界银行最新版本的 《全球监测报告》 为基础的。 他们所提出的

主要论点是, 直到最近, 国际社会对于可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吸收危

机的后果, 并维持对人类长期发展目标的进步的政策关注不够。 Go
和 Timmer 指出, 虽然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较发达经济体紧缩程度较

小, 但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 (即根据贸易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后的

GDP) 下降非常明显, 因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 大宗商品价

格急剧下跌。 除此之外, 他们认为外部冲击的中期影响在低收入国

家往往更大, 因为没有太多的政策选择来促使经济反弹。
要解决低收入国家的问题, 从而使非 20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拥

有话语权, 决策者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危机对人类发展成果的中期和

长期影响上。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直到金融危机的爆发, 许多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 倾向于支持大多数人类发展指标的重大进步。
事实上, 当危机袭来时, 全球贫困率与 1990 年相比下降了近 40% ,
同时,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正在向着 2015 年贫困减半的目标

前进。 除贫困以外, 其他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都不平衡, 某些目标

有进步, 而某些却退步了。 例如, 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小学和中学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走上正轨时, 在高等教育方面进展却更为迟缓,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

作者们使用了历史实例和间接证据来评估当前危机的直接影响。
他们发现, 从历史上看, 经济周期对人类发展指标的影响一直是高

度不对称的: 经济不景气时的恶化程度远大于经济景气时的改善程

度。 他们指出, 弱势群体, 特别是贫困国家的弱势群体, 会受到不

成比例的影响。 例如, 经济紧缩期间, 女性在小学和中学教育入学

人数的下降比男性多, 而一旦儿童被迫辍学, 便永久降低了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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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
Go 和 Timmer 还发现, 危机期间公共支出、 家庭消费以及援助

流的下降是极具破坏性的, 而在经济繁荣时期, 增加支出只能带来

程度缓和的改善。 文章的另一主要发现是, 2008—2009 年全球经济

危机的规模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会是长期和持久的。 作者在总结其

论点时指出, 尽管全球经济共同体对经济衰退的快速反应有助于避

免更消极的结果, 但是此次危机中断了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甚至

某些负面影响要在多年后才会显现。 作者们声称果断的领导层仍然

是确保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复苏的必要条件, 同时, 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是将世界推回到快速和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主持人评论中, Shahrokh Fardoust 强调这一章节的主要信息是

非常务实的: 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在 2015 年实现所有目标, 但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是可能的。 一些国家坚持不懈地探索可推动目标

进展的社会与经济政策, 它们的政策落实到位, 并有强大的全球伙

伴关系作为后盾, 我们可以从那些已经尝试和测试过的国家中学习

到重要的经验。 但是, 距 2015 年的最后期限仅仅剩下 5 年的时间,
这迫切需要更加努力去完成这些目标, 实践已经证明, 要通过增加

政策的关注度和投资来缩短与现存的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
他还强调了 Sandaram 以及 Go 和 Timmer 所提出的一个关键问

题,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努力, 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经济

衰退, 已通过其对商品价格、 出口量、 旅游收入、 汇款及私人资本

流动的影响, 放缓了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 为了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所做的重大努力的失败, 无疑将对人类发展指标有着长期而

深远的影响, 比如教育和卫生, 从长远来看, 这两项指标可能会影

响几代人以及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 得益于危机之前所取得的进步,
许多拥有一定政策空间的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反周期的宏

观经济政策, 至少能够部分抵消危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负面影响,
可继续交付服务以及有效地利用社会安全网。 这些行动也得到了来

自国际社会积极而有效的支持。
他补充到, 展望未来, 重拾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信心并实施雄心

勃勃的举措, 特别要注意改善最弱势群体在健康、 教育和基础设施方

面的境况。 由强劲和可持续的多极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 更开放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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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度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动的恢复所驱动的充满活力和更

具弹性的全球经济, 是调动资源和创造必要就业机会和商机的前提,
从而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对比较贫穷的国家尤其如此。

发展: 20 国集团全球议程规则———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政

策行动要点

2010 年 11 月在首尔举办的最高级会议上, 20 国集团首脑很可

能重点关注中长期全球经济管理所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 这将推动

强劲的、 可持续的以及平衡的发展。 因此, 曾在 2009 年 9 月匹斯堡

会议上达成一致的话题, 即在 20 国集团框架内实现再平衡, 将在首

尔会议上再度提及。 20 国集团首脑很有可能考虑下列话题, 诸如抵

制保护主义, 再次提及多哈贸易议程, 贸易援助, 结构改革和发展

的重新平衡, 资金向发展中国家流动, 能源补贴, 农业和粮食安全,
加速私营部门引导的增长, 这包含金融、 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
产生就业机会和降低贫困, 以及重新获得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需

的动力。 允许非 20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出席会议对于促进会议的合

理性和可信性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考虑的是与发展相关的问题,
包括再次加速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

资料来源: 以 Rhee 2010 年的研究为基础整理。

图 9摇 20 国集团的发展途径

在一种经济环境下确定发展议题, 20 国集团由此可证明其提供

领导责任的能力, 既有包容性, 聆听非 20 国集团国家的声音; 同时

又具有综合性, 当各国从直接危机管理转向后危机以及更遥远的未

来发展时, 可以广泛地处理一系列经济问题。 图 9 简单描述了发展

议程, 以及 20 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最核心角色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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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展议题的标准

公众普遍认为, 不能期待由 20 国集团处理非常广泛的发展问

题。 但是, 作为其成员和多边组织以及智囊团, 20 国集团需要关注

一些与其使命相一致的具有决定性和相互关联的发展议题。 由于这

些议题将会得到广泛讨论, 这就意味着要在后危机时代推进发展议

程。 在发展地区的选择上, 会议组织者采用如下标准来制定发展优

先权及其政策, 以供 20 国集团参考:
誗 发展政策地区能否促进强劲的、 可持续的以及平衡的发展,

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
誗 在地区性发展政策领域实施国际合作、 国际融资和采取特定

的行动是否是必需的。
誗 目前所考虑的发展政策领域是否考虑到 20 国集团的国际经济

合作使命可能已存在于现有的 20 国集团协议 (在之前的高层会议中

确立) 中, 并且已构成有形的成果, 这包括将在首尔以及此后会议

通过的详细的行动计划或者措施。
基于这些标准, 接下来的各部分涉及贸易援助、 基础设施和可

持续发展、 农业和粮食安全, 以及金融扩展。

贸易援助

在第 7 章中, Bernard Hoekman 和 John Wilson 概括地定义了贸易

援助是财政和技术的援助, 通过援助积极扩大贸易, 可推进发展中

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与发展, 所有

贸易国都可分享贸易援助带来的福利。 福利受益者不仅包括最不发

达国家、 低收入国家的穷人, 也包括中等收入国家及最发达国家的

国民。 总之, 所有国家都受惠于贸易。
贸易援助的全球倡议发起于 2005 年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斯召开

的八国集团峰会, 在此次会议上, 各国领导人承诺, 到 2010 年增加

近 50% (达到 40 亿美元) 的贸易援助。 在 2007 年和 2009 年世界贸

易组织举办的全球贸易援助审查会议以及八国峰会公告中, 这一承

诺被反复重申。 此外, 在 2009 年 4 月的伦敦 20 国集团峰会上发出

的声明显示了成员国将继续履行所达成的贸易援助承诺。 作者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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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 履行这些承诺显得尤其重要。 因为

贸易援助可以使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提高企业和农民的生产力, 从

而有助于这些国家从危机中恢复, 并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两位作者回顾了近来贸易援助交付的发展趋势, 按国家和类型

划分的援助额分配, 以及对援助的影响和效力的分析。 他们引用

200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报告并指出, 贸易援助包括 25%
的官方开发援助及捐助者和政府分配给特定部门的 35% 的援助。 在

2008 年, 双边捐助者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约合 156 亿美元的贸易援

助。 作者同时指出, 为了资源 (例如投资和知识) 能够从 20 国集团

里的中等收入国家转移, 从而促进机械设备和有形物的发展以及刺

激私营部门, 可以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里促进贸易和增加就业率方

面提高贸易援助的有效性。
作者强调, 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 由于贸易是一种有力

的措施, 有助于各国克服危机的影响, 所以, 20 国集团的领导力在

贸易援助方面的重要性只会变得更强。 它可以帮助各国进入多样化

的新市场和产品领域, 同时它能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发展前景来改

善接受性强的国家的生产力。 此外, 作者通过贸易援助对于中等收

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影响的证据给出了一个相当全面的总结。
按照作者的说法, 贸易援助能帮助低收入国家确定它们的优势和生

产力议程, 以及克服政府和市场失误 “而无须针对特定行业, 也不

必采取潜在的扭曲政策来支持特定产品的投资冶。
根据 Hoekman 和 Wilson 所确定的 20 国集团首先应该考虑的四

个领域, 20 国集团的领导力有可能在提高贸易援助效果的有效性和

可见性方面产生很大差异: (a) 为能力建构、 政策及管理权知识的

转让制订战略性行动计划, 以此提高生产者服务效率和基础设施的

投资收益率; (b) 通过 20 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消除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进口限制的承诺, 来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市场准入, 从而有利于金

融贸易援助资源的转让; (c) 创建一个新的贸易援助公私伙伴关系,
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活力, 强化最需要贸易援助的国家的贸易能力;
(d) 发起一个 20 国集团的全球战略性倡议, 为跨国数据的收集提供

专项资金支持, 以此提高贸易援助监测和评价的有效性。8

Arancha Gonz佗lezr 在评论中支持了 Hoekman 和 Wilson 的主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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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并且强调经济危机突出了贸易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恢复贸易

表现中的关键作用。 考虑到预期经济复苏不平衡以及不同国家和部

门需求模式的变化, 贸易援助在未来发展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她

指出,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贸易援助领域形成全球性伙伴关系已

取得重大进展, 贸易援助已被提上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 参与者如

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合作将会在后危机时代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Alan Winters 对于 Hoekman 和 Wilson 就分析与政策方面的观点

作出了评价。 他发现, 两位作者对服务的贸易范围的陈述特别有价

值。 服务在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占有高达 75%的经济份额。 随着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 服务部门将会扩张, 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以及获取收入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来源。 但是 Winters 指出, 改革服务

市场远比改革商品市场更为艰难。 相对于大多数商品, 服务业的无

形特征使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加显著, 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市场上

一定程度的监管是至关重要的。 他强调捐助国和政府如果想收获成

果就需要将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同时也强调地区一体

化的重要性。 他认为, 只要不是以排除其他贸易关系为代价, 和邻

国的贸易往来是一件幸事。 但是, 贸易援助并没有倡导各国优先降

低其对邻国的进口关税。
关于 Hoekman 和 Wilson 政策方面的建议, Winters 非常认可有关

20 国集团应该建立一个政策和调控选项的知识转移和能力积累平台

的建议, 以此来改善服务生产者效率和网络基础结构运营。 他同样

赞同通过 20 国集团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免税和免配额的增加来提高贫

困国家的市场准入以及促进南南贸易。 但是, Winters 警告说, 这些

政策的改变对于 20 国集团来说是挑战, 特别是对其中的发展中国家

而言。 最后, 他强调应通过贸易援助促成与私营部门更密切的合作

以及提高对贸易援助项目的监管和评估。
Ernesto Zedillo 在他的概要中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够普遍接受实

现发展是比单纯开放市场和扩大贸易更为艰巨的任务。 但是可以肯

定的是, 如果给予贸易以恰当的人力和基础设施的支持, 以及适当

的监管环境, 它的确可以成为推进增长的有力工具。 他认为, 贸易

是对两种极端情况所作出的反应, 这也是多哈回合发展议程上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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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尖锐的问题。 一方面, 一些国家仍然坚持认为, 最不发达国家应

得到 “永久的、 无条件的、 特殊的和无差异的待遇冶。 另一方面, 完

全的贸易互惠的定位是即时的和完全的。 Zedillo 强调, 贸易援助是

对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回应, 同时 “提供了一个可行和有效的折中冶。
但是他警告说, 贸易援助不应该与多哈协议冲突。 他同时警告说,
促进贸易援助不能代替多哈承诺。 此外, 他认为, 促进发展中国家

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 Zedillo
预测贸易援助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将会扮演更杰出的角色。 但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20 国集团可提供更多的资金以支持较多的调研

项目, 研究贸易援助的价值定位和投资回报率。

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

在第 8 章中, Marianne Fay、 Mike Toman 和另外一位合著者证明

基础设施对于加速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是必不可少的。 基础设施投

资的类型与规模的选择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然而, 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取得的

进步还是非常有限的,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如中国和越南是明显的例外。 此外, 基础设施的扩充常常以当地环

境的恶化为代价, 应对长期气候变化的挑战将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
更多的基础设施可能不意味着促进经济发展, 因为其他因素可能同

样造成影响, 较差的基础设施能效会影响竞争力, 在健康和教育方

面较慢的改善会伤害贫困人口。
作者们说明提高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进展缓慢, 这对家庭尤其

是对穷国里的贫困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据他们估计, 25% 的发展中

国家的家庭还无法使用电力。 非洲的境况最为艰难, 那里有近 70%
的人口孤立无援。 尽管水的供应在增加, 但至少有 9 亿人口的水源

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环境卫生情形更糟, 有 26 亿人环境卫生尚未得

到改善, 连通性依然很低, 特别是农村地区, 仅有 70% 的人口可使

用全天候通路, 这一数据在非洲仅为 33% 。 作者认为, 大量基础设

施的短缺还会影响到生产力和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现存的基础设施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影响公司的利润率以及投资和扩

张力。 作者预测, 到 2013 年,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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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郾 2 万亿 ~ 1郾 5 万亿美元。
作者列举了迄今为止几个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如此令人失望的原

因。 基础设施代价高昂: 在非洲, 大约 15%的 GDP 才能保证最基本

的改善。 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效率通常较低, 并且受公共管理的影

响。 私营部门的投资同样有其局限性: 私营部门实际上是通过公私

合伙来提供贡献, 希望提高效率和准入, 但是这不能取代公众的参

与和投资。 此外, 没有有效的数据来监控资金被用于何处, 那些支

出的有效性如何, 以及基础设施的情况怎样。 反过来, 信息的缺乏

造成了对改善现状的热情不高。 但是, 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时通常与较高的效率增长有联系。 作者们评

估, 资金的流动与私人参与基础设施的数额达到发展中国家 GDP
的 1郾 2% 。

作者指出, 环境问题使这一情况复杂化。 解决这一问题就增加

了成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复杂性, 即使额外的社会效益能抵消掉这

些成本。 在基础设施的设计当中提高能源效率同样也能获得因为降

低成本而带来的更高的长期利益回报。 环境利益和成本间适当的平

衡在计划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取决于一系列的政策问题补充。 这包

括建立一个合理的环境绩效标准以及取消那些影响基础设施需求的

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特别是在能源和水源方面)。 这些挑战在基础设

施的选择对于缓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长期威胁这一大前提下仍然很

重要。
在环境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上, 作者们认为, 在过去数十年

中使用经济刺激来控制有害的环境冲击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

包括征收排放税或者可交易的排放许可。 这些政策不单为在成本有

效前提下使用现存的技术控制环境危害, 同时在避免更长远的环境

危害所需代价的改革方面创造强有力的刺激。 作者引用 2010 年世界

银行 《全球发展报告》 中的数据估算了从目前到 2030 年大幅度缓解

温室气体排放所需要的投资, 每年的数额大约为 1郯 400 亿 ~ 1郯 750 亿

美元, 在缓解 “锁定冶 高碳基础设施效应以防随后的逆反之前也需

要大量投资。 作者相信, 降低这部分投资的高成本还需要加快目前

的低碳技术开发。
Fay、 Toman 及合著者同时指出, 一些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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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在采用新的绿色技术时也同样存在。 他们认为, 私营部门的研

发先天不足, 因为并非所有的收益都可以回拨。 很多环境问题都是

超越国界的, 因此, 公众对于研发的不断支持在全球层面通常是可

以得到保证的。 对绿色研发给予大量的公共投资, 随后对私营部门

在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产品, 包括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方面予以公共部

门的支持, 这些应该成为国家投资政策的一部分, 该政策旨在提供

改进的绿色新技术供应品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主导权。 一些国家尤其

是东亚采用了这种一般性的工业发展方法, 在若干依赖于技术创新

的日用消费品占据了市场优势。 作者对主要步骤作了总结, 包括改

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理, 大力扩展对低成本

绿色改革的投资和支持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作者随后列举出一系列可以通过 20 国集团促进的措施: (a) 为

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基础设施融资制订一个行动计划, 并改善实施

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 (b) 制订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增强技术

与资金援助的行动计划, 使这些国家能够改善基础设施的有效性,
强化投资环境, 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相融合 (发展中国家促进合

作的平台可以是成就之一); (c) 推进合作, 以加强基础设施覆盖率

和质量, 以及投资和其影响等有关数据的收集和共享。
制订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增强技术与资金援助的行动计划,

使这些国家能够改善基础设施 (上述观点的第一点和第二点), 作者

建议, 世界银行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可以通过提供公共部门融资和

技术援助达到这些初始目标并扮演富有价值的多重角色: (a) 回顾

其对基础设施投资与技术援助的指导方针, 在保持有效性与透明度

的同时, 着眼于鼓励目标间的流线型运作与整合; (b) 审查地区基

础设施项目, 改善发展和投资进程; (c) 开辟新的途径, 最大限度

地有效利用私人资本, 包括更好地利用公共部门融资的杠杆作用和

官方开发援助, 改善公私合作的成本效率。 这一步骤可以包括分析

如何动员非传统投资者如国内投资者 (其作用正在增加)、 国内养老

金基金和主权基金的参与。
Haeryong Kwon 的评论关注到私人投资的高度集中。 私人参与基

础设施投资的 60% 集中于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和土耳其, 尽管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有增长, 但是其水平无法胜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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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需求。 因此, 需要研究探索性的额外政策选择, 以提高低收入国

家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水平。 例如, 可以选择免税或政府对基

础设施投资实施担保的做法。
他强调的第二点是南南合作问题。 私人参与的基础设施, 例如

大比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投资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投资者所取代, 后者已成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的主要来源。 对低

收入国家便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和机制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Helen Mountford 的评论指出,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再是各自

孤立的主题, 更不是相互矛盾的目标。 近年来的经济、 食品和燃油

危机以及正在逼近的气候危机, 使得这种联系昭然若揭。 正如 Fay、
Toman 和他们的合作者所强调的, 这种联系从基础设施投资的角度

来看尤其重要。 不断增强和定位准确的基础设施投资无论对于发展

目标的实现还是对于转向更清洁和资源更有效的低碳经济而言, 都

是非常必要的。
Mountford 列举了一系列证据, 证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的三分之二所采用的一揽子刺激投资的措施特别强调旨在增进绿色

增长, 其中有些国家例如韩国将绿色增长置于刺激计划的核心。 许

多投资立足于提高公共建筑的能源有效性, 提升或扩展公共交通

(如高速铁路和城市公交系统), 或强化再生能源的生成。 也有的投

资于水力基础设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半数左右将所

采取的绿色财政改革行动作为应对危机措施的一部分, 引入或增加

污染税和能源消费税, 对与环境有关的研究开发实施税收减免。 经

济与环境达到双赢的另一关键是取消环境伤害补贴。 对用水的补贴,
包括收费不足和税收征收不足, 也会对基础设施的选择造成扭曲。

基于 Fay、 Toman 及其合作者的建议, Mountford 提出了更多合作

的可能性, 包括提供一个论坛, 以便各国转向更困难的政策改革时

可一起合作, 这些政策将影响到基础设施的决策; 确认国家间共有

信息的主要缺口, 相关组织需要协调并一道工作以弥补这些缺口;
确认基础设施的政策优先次序, 并就如何保证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援

助的行动方案达成一致。 20 国集团可以帮助设计和引领创新性的融

资工具, 用于为水供给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以及与气候有关的基础

设施的融资。 后者对于协助实现哥本哈根会议的融资承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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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需要谨慎对待, 以便利用这些工具促成磋商, 而不是干扰

谈判。
Kiyoshi Kodera 同意作者对 20 国集团进一步行动所提出的建议。

他发现这些建议很有意义且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概念框架。 站在实

际工作者的角度, 他想对这些建议有所强调和补充。 在基础设施的

投资上, 他坚信政府应该持续设法增加税收, 捐款国应当增加捐款

额或对低收入国家实施资金优惠。 多边开发银行维持适当地连续投

资以发挥其反周期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在这一环境下, 他欢迎在 20
国集团敦促下多边开发银行近来所达成的一系列一般性增资协议。
他指出,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努力, 确保国际开发联盟和非洲开发基

金的优惠投资到位。 最后他指出, 就节约成本和对行动适当排序的

角度而言, 现在是加大对中期战略规划阶段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时

候了。

农业和食品安全

在第 9 章, Christopher Delgado 和他的合作者指出食物通常占家

庭净支出的一半, 如果无法确保粮食供应, 就会阻碍那些贫困国家

的经济增长。 尽管大米、 水稻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在 1950 年到 1997
年进行的绿色革命进程中迅速扩大, 但是世界还是面临着发展中国

家, 特别是在人口最稠密的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持续下滑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范围内超过 10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的现象, 这一数据比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多

出大约 1 亿。 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

上饥饿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 大约为 32% 。
作者提供的估算数据显示, 每年至少 350 万 5 岁以下儿童死于

母亲和孩子的营养摄入不足, 而这些死亡原本是可避免的。 而每年

幸存下来的新生儿中, 许多婴儿由于发育障碍和认知发育减缓而造

成永久的伤害。 除了那些受害者的悲剧和对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启示,
营养不良对未来发展课以重税。 食品不安全因素的增加同样危害多

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以市场发展为导向的开放。
作者们指出, 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由于快速增长的人口仍然

保持不确定性。 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商品期货市场的结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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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扭曲例如命令使用粮食作物生产生物燃料或者喂养牲畜, 食

品价格预期将会变得不稳定。 在供应方面, 土地和水源约束连同气

候变化的影响, 很可能造成对食品生产的愈发不可预测。
Delgado 及合作者认为, 更多的投资是必要的, 更明智的投资应

该关注的是农业生产力。 农业在官方开发援助的比例急剧下降, 从

1979 年的 18%到 2006—2008 年的 5% , 按美元的实际价值计算, 此

数据相当于降低了 50% 。 发展中国家每年的主要农作物增长的均值

在过去 30 年间从 3%降至 1% , 这一数字远远低于计划的增长要求。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

的 1郾 8%降至 2000 年的 1郾 1% 。 由于人口压力以及迅速的城市化过

程, 亚洲和非洲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 可耕地受到荒漠化、 盐渍化、
水土流失和森林砍伐的侵蚀。 根据作者们提供的世界银行的数据,
全球每年有最多 1郯 000 万公顷的耕地由于严重退化而无法继续耕种。
同时, 生物燃料领域的竞争压力也加剧了耕地的紧张状况。 富裕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及私人投资者都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购买

土地的力度, 以确保对本国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长期供应。 这种做

法引发了人们对当地居民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关注。
作者指出, 对于农业优先权的干涉包括与小农农民有关的调查

和扩展, 更好的土地和水源管理,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用于降低交易

成本, 努力保证穷人的财产权, 使穷人更好地进入市场, 以及为了

公共和私营部门间资源流动和分担成本而进行的制度上的改善。 改

善农村二级城市中非务农就业率, 加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是走出贫

困的必要途径。 他们需要改善农村投资气候, 扩展农村基础设施,
以及提升农村人口的技术来促进向农业外转移。

作者们还补充到, 贫穷人口越来越多地暴露于由于供求的大幅

度波动所造成的市场波动中, 降低他们的脆弱性同样是必要的。 尽

管很难做到在促进发展和降低贫困的同时又不增加市场风险, 但是,
增加市场暴露同样可带来食品价格和收入的改变。 增加对粮食、 安

全网和营养的投资对于保护最弱势群体是非常重要的, 每当需求到

来时才想到重建安全网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为时已晚。 有效实施覆盖

广大贫困人口项目的国家, 将会降低应对近期危机的人力成本。
多哈谈判关于贸易洽谈的总结对于实现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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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市场可以降低消费者需承担的基础原料的成本, 同时能提供

多种粮食种类来提高食品多样性。 能够使得国内食品市场更好地为

穷人服务的措施包括对适当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竞争和管理, 以

及加强信息流动。 在全球层面, 多哈发展议程若能达成广泛的和雄

心勃勃的协议, 将会强化国际贸易体系, 对于降低价格的不稳定性

和加强长时期粮食安全性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粮食安全问题, 以谷

物为基础的生物燃料指令、 谷类出口禁令和类似的政策干涉, 都会

降低国际市场对那些依靠进口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的稳定作用, 这些

话题也应该融入讨论议程。
Delgado 及合作者强烈呼吁, 采取多边行动和一系列的政策来指

导 20 国集团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共同行动。 首先, 需要持续关注经济

增长, 主要途径如下: ( a) 支持某一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 例如,
占贫困国家经济增长三分之一的农业领域; (b) 通过加大抗旱品种

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农作物和牲畜的组合饲养以及提高水资源的管

理水平, 提高农业领域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从而降低农业增长的

波动性; (c) 通过加强市场联系来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从而平

抑粮食价格波动, 减少因为粮食价格暴涨而导致国内动乱的风险,
降低相关的预防性储蓄水平, 并带动非粮食领域的消费和增长。

第二, 20 国集团的共同行动应该弥补现有援助的效果: (a) 支

持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 (b) 将未分配的捐助资源纳入到一个更灵

活的资金池中, 以支持和补充受援国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对捐助

国的要求; (c) 利用现有的实体和程序, 支持国家计划的设计、 评

估和执行。
第三, 20 国集团的共同行动应该有明确的结果: (a) 优先考虑

具有完善成果框架的投资方案; (b) 优先考虑那些最需要援助的

(通过千年发展目标 1 的指标进行评估)、 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获取

高额投资回报的、 具有可靠投资回报的国家; (c) 广泛征询并融合

民间社会与私营部门的意见, 以便更好地调动全国的资源以实现共

同的目标。
根据作者的意见, 20 国集团能够并应该采取的行动有四个方面:

(a) 需要向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源, 以扩大在农业和

粮食安全领域的援助规模; (b) 必须保证尽快利用额外资源建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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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粮食安全的多边捐助基金, 那么这些基金将不必受到增资周期

的限制, 可以立即提供资金支持; (c) 根据国家计划改善捐献的针

对性; (d) 通过限制平行规划和优先实施已经在国内开展的项目来

加强国家的主导作用。
Delgado 及合作者注意到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

计划, 旨在协助实施改革策略和包括对低收入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

的投资。 新的机制是在捐助国和受援国外部的联合治理下运行的。
迄今为止, 这一计划得到的捐助资金包括 9 亿美元的承诺款项和来

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 爱尔兰、 韩国、 西班牙和美国以及盖茨基金

会的 2郾 64 亿美元的捐款。
David Nabarro 的评论详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将会

面临的挑战, 其特点是走高的商品价格和剧烈的价格波动。 农业和

农村地区的转型对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大多数人而言是增长和复苏的

引擎。 粮食安全对于社会稳定和个人维持生计、 教育成果和繁荣至

关重要。 他强调, 领导能力源自各国政府的强有力的管理作用, 以

及外部支援系统, 包括研究方面的支持, 必须是以联盟为形式。 包

括政府, 非国有部门以及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的层面上, 政策的协

调性同样会越来越强。 20 国集团已经增加其国际投资并帮助其流向

粮食和营养部门, Nabarro 预测这些投资很快会有增加。 他认为, 未

来投资者们将会投资于具有综合性的战略性项目, 同时聚焦于应用

新技术来确保其投资的影响力和有效性。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紧密的

国内协作, 尽可能的汇集财政援助, 高度的问责制和对资金的有效

监管。 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政治、 经济和金融行动的组合来促进食品

和营养安全, 20 国集团成员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些行动包

括倡导和支持多边集体的行动, 鼓励问责制和管理方法的改变; 支

持多边机构的不断改革,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多极化世界; 扶

持例如像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这样的汇集式投资体系。
Cheikh Sourang 同意作者的主要论点, 并且认为他们的文章为及

时和详尽地描述问题并作出相关选择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视角。 同

时, 文章也讨论了在处理粮食安全问题的可行方案及相关的紧张局

面和权衡取舍。 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下属国际金

融机构, 特别致力于消除农村地区的饥饿和贫困。 从它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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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提供了一次了解现实世界的机会, 说明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问题, 并且强调了途径、 动力和空间的共同反

思对于提高干预成功率的重要性, 这些干预包括社会保障、 生产率

的提高以及一个有利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为了系统性强化所开展的工作, 需要系统和主动地来确定在财

政、 政策、 机构、 伙伴关系和学习方面的途径、 动力和扩展空间。
换言之, 系统性强化包括对农业发展应达成共识, 即农业是一种多

功能的活动, 能够影响经济增长、 减贫和环境管理; 在方案设计时

期的早期磋商; 资金的动员; 在国家、 地区和世界层面上开发政策

和制度空间, 来应对市场失灵和其他新问题。 Sourang 同样建议多边

行动的一系列措施、 标准设定以及提高机构效率的努力方向, 这包

括保持目前合作关系的发展势头。 他认为, 20 国集团应该更加重视

这些方面。
Joachim von Braun 的评论指出, 世界粮食危机尚未进入后危机阶

段。 2007 年至 2010 年, 在粮食和经济危机互联的背景下, 粮食和营

养的不安全问题日益加重。 不仅粮食和能源市场, 粮食和金融市场

的联系也越发紧密。 这些新的联系给贫困人口带来了额外风险和不

确定性。 在政策行动上, 由于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全球农业、
粮食和营养治理体系需要重新设计。 当前的治理体系尤其缺乏责任

性、 有效性和创造性。 他指出, 重新设计的治理体系应该是一个关

于农业和粮食的全球公共产品治理的新架构。 一个独立的战略性机

构是填补粮食安全全球治理的空白所必需的。 20 国集团应该确保这

个机构拥有能够发挥其职能的必要的权利资源。
在需要减少极端价格波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 Joachim von

Braun 的评论提到, 粮食价格波动对最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 并且损

害了更多人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因此, 需要采取国际行动来预防未

来的全球价格冲击。 粮食市场不能被排除在适当的银行和金融制度

的监管之外, 因为主食和饲料市场 (粮食和油菜籽) 与金融市场中

的投机活动密切相关。 在此, von Braun 推荐了如下措施: (a) 改善

监管以抑制粮食商品领域的过度投机; ( b) 创新粮食储备政策;
(c) 激励私营部门投资, 增进面向贫困人口的农业科技; (d) 扩大

社会保障和儿童营养计划。 他在其总结中认为, 优先性、 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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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和责任性对于农业、 粮食和营养政策的成功实施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更多、 更优质的投资, 但是, 要使这些投资取得丰硕的成

果, 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强化农业、 粮食和营养治理。 如果只是投资

于技术领域就无法解决体制失灵的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 20 国集团峰

会上, 所有议程中必须优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
Hak - Su Kim 对 Delgado 及其合作者的文章做了总结, 这一章恰

当地关注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率、 增强农民与市场

的联系以及降低风险和脆弱性来确保粮食安全的长期政策。 但是,
他强调人口动态因素和这一论点高度相关, 2010 年人口已经达到 70
亿,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 在大约 35 年时间里, 人口最高可能会达到

100 亿。 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 使得我们可以预见到在粮食供应总量

所面临的短缺以及与粮食权益有关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更大

威胁。 亚洲通过绿色革命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 Kim 的总结认为,
农业的前景可能会朝着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 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战

略性的主体能够担当起制定新议程的职责且组织实施。 根据 Sourang
的提议, 20 国集团应该促成这样一个独立于现有机构的主体的产生

和构建, 从而避免出现利益冲突。

金融扩展

在第 10 章中, Peer Stein、 Bikki Randhawa 和 Nina Bilandzic 强调

了金融扩展过程中几个关键的发展趋势、 挑战与机会, 并为 20 国集

团决策者推荐了一些建议, 以便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众多的非

20 国集团国家从中受益。 他们指出, 对于金融服务的渠道所存在的

全球性缺口仍然是一个挑战。 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即 27 亿

人口, 缺乏诸如存款账户或支票账户等这种基本的金融服务。 没有

得到银行服务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只有 12%
的人在使用银行), 以及南亚 (使用银行者占人口总额的 24% )。
Stein 及合作者认为, 融资缺口对于中小企业 (SMEs) 同样重要, 因

为在新兴市场中, 中小企业是创造工作机会的主要驱动力。 中小企

业融资的受限程度要高于大企业的 30%以上, 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增

长。 小型企业处于最不利地位: 发展中国家只有 18% 的小型企业可

以融资。 中小企业在金融扩展部门扮演重要目标, 因为它们是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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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里最大的雇主之一 (为 GDP 作贡献) 同时它们雇用的女性人数

持续增长 (世界范围内 25% ~ 40% ), 而在金融最弱势者评选中,
女性排名靠前。

作者通过所列举的经验证据说明, 改善融资途径不仅有利于增

长, 而且有利于贫困人口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贫困。 金融有两个有

利于家庭和公司的重要功能: 风险管理和平滑世界消费。 这些功能

为家庭和公司提供多种直接和间接的好处, 使它们可以更好地利用

投资机会, 平滑消费, 即时管理资源以及保证它们能抵御未来的不

确定性。
作者的评论认为, 对金融扩展的需求远高于信贷: 对安全与稳

健的储蓄和支付产品的需求几乎是全球性的, 保险和信用的需求也

很高。 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已经证明了对全世界融资服务这一目标的

承诺和急迫。 推动全球可靠的金融扩展模式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它

涉及消费者保护规则、 行业实践和金融能力培训。
根据作者的解释, 金融扩展需要所有金融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

从微观金融市场以及传统银行分支机构以外的金融服务传递方面的

最新改革中能学到很多。 缩短金融服务差距要求来自广大银行和非

银行金融机构的慎重承诺, 这包括商业银行、 信用协会、 储蓄银行、
微型金融机构、 邮政银行以及移动银行运营商。

为了加快进步和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作者建议 20 国集团召唤

所有利益相关者聚集在金融扩展的旗帜之下, 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合作

关系。 不仅要努力增加信用, 而且要努力拓展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
包括支付、 汇款、 储蓄和保险。 加大压力, 弥补现有数据收集缺

口———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数据缺口和政策相关指标缺口———以保证

年度目标进度考量中的基本因素都能到位。 计划的实施要求国际社会

中的发展机构、 金融服务业、 各国政府以及知识共享与标准设定机构

之间的协同努力。 为经济发展汇集所有的力量并创设资金机制, 为金

融扩展计划的实施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对此, 20 国集团责无旁贷。
金融服务扩展需要充足的金融服务传递, 南北和南南知识共享,

消费者金融教育, 公私协作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来实现一系列的发展

目标, 其中包括科技改革。 但是, 作者注意到, 如果要解决金融扩

展的问题, 需要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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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Hannig 的评论表明, 他和他在金融扩展联盟的同事深信,
发展中国家已经为贫困者拓宽融资渠道制定了很多政策和解决方案,
大多是成功的。 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 无论是 20 国集团成

员或非成员都能意识到金融扩展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他推荐了一个

新的 “多边发展冶 方法。 增加金融扩展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由国家

自我确定的目标以及能满足不同国家需求的新资金机制。 Hannig 同

样欢迎 20 国集团对于非成员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关注。 在总结中,
他提出了三点有助于 20 国集团实施的行动, 即建立金融扩展的全球

合作关系, 在此框架之下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基金机制, 在发展中国

家中提倡自我设定金融扩展目标, 这些目标可以作为 2020 年的全球

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Yongbeom Kim 对 Stein 和其合作者就这一主题所提供的广泛理解

表示赞赏, 同时强烈支持将金融扩展纳入 20 国集团的中心议题。 他

提供了如下证据用于支持自己的观点:
首先, 金融扩展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引领稳定的经济发展。

就此而言, 当现存资源达到有效和最佳分配时, 经济增长的潜力便达

到最大化。 为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必须为目前处于金融服务水平低

下地区的人口提供融资机会, 并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现有的资源。
第二, 金融扩展可为创新提供便利。 创新通常由企业界和中小

企业主导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创新是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器。 一个内涵丰富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提供信

用, 而且应该使消费者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适当的金融服务, 这是

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的核心条件之一。
第三, 大量文献证实金融扩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在这种情况

下, 很难充分利用现有资产为新项目融资。 欠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

长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本, 而是将不良资产转换成流动资产, 开

辟更多的融资渠道。
最后, 金融扩展为目前盛行的紧绷式金融管理提供平衡力。 为

应对最近的危机, 各国管理者和国际标准的制定者集中全副精力绷

紧金融管理这根弦。 在收紧金融管理之时坚守金融扩展的目标是至

关重要的, 由此, 整个金融体系可以在两种需要之间实现平衡, 即

金融体系更稳定的运行与更大的融资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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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Kim 建议要建立一个更能体现细微差别的专业化市场结

构, 大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收入档次,
为他们提供负担得起且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荷兰王妃 M觃xima 同意作者关于金融扩展是稳定、 公平经济增长

和减贫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点。 她认为, 金融扩展意味着每个人在

需要金融服务时, 都能够以合理的成本, 获得由健全的多样化金融

机构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她赞赏 20 国集团在金融扩展中的领导能力, 以及它们授权金融

扩展专家组关注中小企业融资, 并鉴定改进融资渠道的创新方法和

总结经验教训。 该领域的创新已经大大减少了交付成本, 并根据非

银行客户的需要提供新产品。 如肯尼亚提供的 M - Pesa 服务, 利用

移动电话办理支付和小额存款, 这说明, 对贫困者和企业的金融服

务是能够找到他们可承受和持久的方式来交付的。 她强调的是, 为

取得金融扩展的进步和建立起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20 国集团应该召

集全球的合作伙伴及相关股东会聚在一个全球共同的金融目标周围。
这一目标应该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确定, 且对于激励进

步而言, 有各自的优势。 20 国集团独特的地位, 可以集结金融扩展

的所有动力———金融服务业、 各国政府、 国际发展机构和知识共享

中心———与政府和决策者相互配合实施既定目标。 解决方案必须是

提供贫困客户和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可持续的、 可及的和可支付的金

融产品。 为跨国间的学习开发一个成功的全球性机制, 南北和南南

将会提前达成目标。 M觃xima 强调 20 国集团领导能力的重要性, 提醒

金融扩展需要所有股东的长期承诺。

前方的路: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尽管最近金融不稳定,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经济前景仍然乐观, 虽然增长速度较之以前可能更为缓和。 而先进

经济的复苏仍然脆弱。 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很

高, 金融市场仍然易受攻击。 此外,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最近的预测, 近期内全球前景显示了重大的风险。 然而, 发展

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 20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通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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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内需求以及恢复国际贸易的活跃性来维持它们的增长。 亚洲的

主要经济体 (例如, 中国、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以及一些其他经济

体, 包括巴西, 已经持续作为增长支点并且帮助维持全球复苏。 既

然经济增长对全球持续复苏、 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就业

机会, 以及对降低贫困和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特别是低收入国

家) 都是如此至关重要, 那么, “强劲的、 可持续的以及平衡的增

长冶 的框架应当作为 20 国集团未来议程的中心议题之一。
20 国集团是最主要的全球经济论坛, 它的发展途径和它对于国

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职责是一致的。 在此前提下, 新成立的 20 国集

团发展工作小组已经将其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增长经济发展方面———
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实现持续降低贫困所必

需的, 是缩小发展缺口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的信息

韩国—世界银行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冶 高层会议———以

及接下来为了 20 国集团首尔会议组建的韩国总统委员会, 20 国集团

成员国, 以及若干国际金融组织, 包括世界银行、 联合国各个机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地区开发银行已经为整合关键性发展问题以

及更广泛的人类发展问题纳入 20 国集团议程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
同时得到支持的是多极化增长这一理念, 以及结合会议达成的

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产值、 贸易、 外国直接投资, 以及人口相对于

发达经济体已经上升, 它们将会对世界复苏起重要作用, 同时对于

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是, 会议传达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

以及后续工作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低收入国家, 在世界经济中将扮

演的重要角色, 这将通过贸易和基础设施发展, 向着千年发展目标

迈进, 提高粮食安全以及加强融资来为移除增长障碍作出重大努力。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 以及通过国际金融体

系, 政府开发援助和国内资源来提供创新的融资。 知识分享 (南南、
以及北南和南北之间) 将会举足轻重。

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注与 20 国集团的框架相吻合。 20 国集

团将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帮助世界经济实现 “强劲、 可持续和平

衡的经济增长冶, 这需要更强有力和更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来整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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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的需求。 正如概述中所讨论的, 20 国集团可以通过其授权和

发展议程关注如下区域,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更强劲的增长:
誗 基础设施的供应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长期持续性

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 20 国集团可以为提高公私融资基

础设施以及改善其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 从而为增进科技和财政援

助制订行动计划, 以此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能源效率。
誗 要认识到贸易能力和市场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20 国

集团首尔会议应该考虑对此进行评估, 例如, 对最不发达的国家实

行贸易援助和 “免税, 免配额冶 的市场准入。 当世界经济从危机中

恢复时, 贸易是帮助发展中国家 (以及先进经济体系) 从外部打击

造成的不良反应中恢复的最有效机制之一。
誗 由于农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抵御营养失调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应该采取多边行动。 在 20 国集团能够以及应该承担

的责任中, 提供额外的资源, 以增强农业和粮食安全, 并援助合乎

条件的发展中国家。
誗 高度不公平和不平衡的资金使用和金融服务是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较贫困国家需要面对的最严峻挑战。 更明智的资金使用对经

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有着强大的正面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话

题成为 20 国集团议题的中心。 20 国集团可以通过在全球经济目标的

利益相关者中建立全球合作关系, 为进步和可持续增长提供基础。
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应该不仅仅是信贷, 而是一系列的金融产品:
支付、 储蓄、 汇款以及保险。

强劲和平衡的经济增长对于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同样起着重

要作用。 20 国集团必须通过宣传议程为千年发展计划提供一个强大

的平台, 以此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人类发展目标。
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各部门的发展 (例如基础设施、 健

康和教育) 以及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 20 国集团可能

介入的重要区域对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较贫困的非 20 国集团的发

展中国家将有重要的正面影响。 事实上, 世界银行最近为了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会议准备的关于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传达的主要信息

和此次会议完全一致:
誗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有活力的世界经济。 需要稳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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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改革来支持强劲的、 可持续的多极增长。
誗 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 教育、 可支付食品、 贸易、 金融和基

本的基础设施对于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誗 发展中国家需要持续加强应对全球波动的能力, 以此来确保

收益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誗 国际社会必须重申其恪守的承诺, 即触及 “底层十亿冶 , 特

别是这些处于动荡和冲突影响的国家。
誗 全面发展议程得到包括 20 国集团推动的全球性支持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
与最近的全球危机相伴随的是 2015 年的截止期限日益临近, 按

部就班地工作显然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提供

所需的资金和确保增资能够落实到位给予支持。 全球性经济危机阻

碍了很多捐助国实现它们对于低收入国家的早期援助承诺。
根据发达国家最近的经济和金融挫折的深度和广度来看, 其复

苏需要时间。 因此, 近期内发达国家不太可能通过增加总需求量来

为全球经济提供所需要的刺激。 同时, 大型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的消

费需求, 连同流向低收入国家的投资, 为全球经济指明了新的方向,
即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已成为全球额外需求的主要来源。 因

此, 低收入国家的不断成长应该被看做 20 国集团框架目标中为实现

更有弹性和更平衡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因而也成为新兴多极化

世界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反思发展政策?

增长委员会报告确定了 13 个非常成功国家的 “5 大相似点冶,
即在长达 2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年增长率高于 7% : 向全球经济开

放、 宏观经济稳定、 高存款和投资率、 依靠一个起作用的市场体制,
以及可靠的领导能力和好的管理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2009)。 虽然

这些通则仍然有效, 但最近的危机引致对宏观财政政策以及发展政

策某些方面的深刻反思。 对于后者, 关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

已经浮现。 例如, 有四项重大的问题需要处理 (世界银行, 2010b):
誗 了解国家、 市场和私营部门在促进经济和结构转变中的

角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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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 认识如何扩大经济机会来确保迅速地减少贫困和促进人类

发展。
誗 迎接新的全球挑战, 许多挑战与处理经济和人类的不确定性

有关 (例如, 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
誗 确定一个更广泛的方法来评估发展的有效性。
但是, 对危机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初步评估并不指向政策改

革。 这次危机反而有助于加速向更务实的政策框架转变, 有竞争力

的私营部门和有活力的出口部门作为增长、 就业和生产力的驱动力,
仍被置于框架的首位。

因此, 在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中, 相当大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通过现有的经验教训找到错误所在, 以及在未来

需要采取何种不同的措施, 这是不足为奇的。 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对

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的一个现实反映。
面对明显的市场和政府失灵,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在

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或者国家功能运行平稳时, 恐怕都会三思而

行。 这种克制可以推进向后 “华盛顿共识冶 关于发展的观点靠近。
沿着这样的线索推理, 仍然有很强烈的市场导向, 而且还体现了

“少一点意识形态, 多一点实际, 更多地以经验为基础冶 的思想

(Rogers, 2010)。
毫无疑问, 研究者和政策分析家需要时间———几年甚至是更长

的时间, 经过一些事件才能有所洞见。 尽管如此, 对部分领域的行

为进行反思是必要的, 有些已经付诸于行动,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识别一些特定的政策措施是有可能的, 这会增加对强劲的、 可持续

的以及平衡增长的前景的信心。

结论: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

釜山会议以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圆桌讨论 (有关这些讨论的概要参

见专栏 1) 而告终。 很显然, 持不同观点的决策者就 20 国集团在 2010
年首尔峰会聚首时有可能考虑和支持的发展议程达成了强烈的共识。

在本次大会上讨论发展的重要支柱———贸易援助、 粮食安全、 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扩展性金融等话题时, 提出了一些关键的政

策建议, 这些建议在每章的结尾都有展示, 并在附录 A 中有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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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圆桌专题讨论小组的成员都在担心, 由 20 国集团所提交并

浮出水面的这些可采取行动的主题, 是否在实施阶段会沉下去。 迄今

为止, 20 国集团所成功传递的不仅是修辞式的口号, 而且是具体的承

诺。 在此前的 2008—2009 年 20 国集团的三次峰会上, 成员国就实施

措施和交付切实可行的成果达成了一致。 作为起着金融管理改革催化

作用的 20 国集团, 已就各国同意提交的成果发布了 47 项专门议题项

目。 20 国集团就发展所展开的工作也将采取这种方式, 设定一个清晰

的多年发展议程, 以维持 20 国集团的责任心和有效性。
尽管存在最初的疑虑, 所有 20 国集团成员均充分支持 20 国集

团首尔峰会议程中关于包容性的发展问题, 围绕 20 国集团识别的主

要发展重点, 即基础设施、 私人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知识共享、
人力资源发展、 贸易、 金融扩展、 治理、 恢复增长和粮食安全等,
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 2010 年 6 月的多伦多峰会上, 20 国集团首脑赞

同创建工作组, 带头致力于进一步界定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并详细

说明达到这些特定目标的途径。
对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的进展作全面的分析, 结果良好: 作为检

测强劲的、 可持续的和平衡增长的 20 国集团框架的一部分, 在其多

边评估过程中, 已展示了 20 国集团成员协同工作的能力。 就此而

言, 初期的成功有助于巩固 20 国集团在发展中的角色, 确保发展问

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始终作为 20 国集团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得到

20 国集团其他成员的拥护。

专栏 1摇 圆桌会议政策讨论概要

会议以圆桌讨论的形式作出决议, 由 20 国集团首尔最高会议

首长委员会主席司空一主持。 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 Trevor
Manuel 以非洲的重要性为题开始讨论, 他首先提出问题, “这些讨

论对于世界最不发达的非洲大陆意味着什么?冶 并就 20 国集团有

关发展授权的工作范围提出疑问, 鼓励参与者在制订目标时要实

事求是。 他更关注的是粮食安全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与能源相关,
并且在农作物作为食物还是作为生物燃料产品之间有一种权衡关

系。 他强调, 20 国集团必须切实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这将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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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有益于发展中国家。
荷兰王妃 M觃xima 谈到, 金融扩展是稳定和增长的重要组成部

分, 特别是在创造工作和增加就业机会方面。 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对于有效的和稳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同样至关重要。 金融扩展能够

使实现并加速实现发展目标, 例如教育和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她

强调说, 金融扩展的授权必须获得领导层和资金的支持, 同样,
国际社会必须有紧迫感, 向着执行 20 国集团的发展议程靠拢。

联合国的 Jomo Kwame Sundaram 提出建议, 20 国集团应在大

型多边开发机构的帮助下, 聚焦于三个优先领域: 第一, 在税收

主动权方面培养和促进国际合作, 因为现有的安排偏重于关注发

达国家; 第二, 通过制定多边框架解决主权债务问题, 以便使债

权人与借款人之间的需求达到平衡; 第三, 确保 “绿色新政冶 是

一个全球性的新政, 以此应对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
墨西哥前任总统 Ernesto Zedillo 讨论了贸易援助的问题, 他的

评论指出, 贸易是全球增长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却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 他引用基础数字说明, 仅 2008 年一年的援助总额中就

有 400 亿美金与贸易援助挂钩。 他立场鲜明地强调, 通过世界贸

易组织而不是通过其他有交叉授权的组织机构来解决贸易问题的

重要性。 他特别强调, 多哈回合是就农业改革达成共识的一轮谈

判, 因为 “如果不解决农业补贴项目尤其是联合国和欧盟补贴所

造成的扭曲,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冶。 成功达成多哈回合

的谈判协议对于促进全球贸易和维持贸易体系的可信性是至关重

要的。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的 Reza Moghadam 谈论的是低

收入国家的强劲增长如何依赖于国家采取的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及 20 国集团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稳健的全球增长。 20 国集团

相互评估程序是改善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并实现强劲、 可持续和平

衡增长的至关重要的部分。 这一问题所面对的挑战是在政策上保

持一致, 这要比每个国家各自为政好得多。 他同样强调通过投资

来限定主要的发展瓶颈, 低收入国家需要增强其投资的有效性和

借款的安全性, 以及改善公共融资管理。 他呼吁国际组织和捐助

国提供大规模的特许融资, 以及促进 20 国集团为能力建构提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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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援助和支持。 他强调增加应对冲击的弹性的重要性, 包括通过

社会安全网来达到这一目的。
来自世界银行的林毅夫谈到多重增长极的问题, 并且讨论了

20 国集团在促进政策合作以及应对危机管理并以此来避免世界经

济出现最糟糕情况时所扮演的角色。 他指出, 在后危机时代, 20
国集团所授权进行的工作必须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 通过消除较

大的增长瓶颈和相关问题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和其他问题相

比, 他更强调基础设施、 教育和培训、 知识分享 (包括南南之

间), 以及金融扩展的重要性。
20 国集团中来自韩国的夏尔巴人 Changyong Rhee 指出, 20 国

集团授权进行的工作必须有别于八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 他提

出的问题是, 如果增长放缓和财政巩固是必需的, 我们如何能创

造全球需求? 夏尔巴人已经列出了主要发展问题的清单———包括

贸易援助、 粮食安全、 基础设施、 金融扩展等。 对于首尔最高会

议的期待是确立发展规则和完成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问题清单。 从

这个清单中, 成员国将会选择几个切实可行的项目。 Rhee 强调,
韩国政府就实现发展目标作出了承诺。

司空一在总结中指出, 在首尔议程中关于发展所包含的内容

最初并没有得到 20 国集团所有成员的支持, 但是现在已经全体成

员的全力支持。 他相信, 确定发展政策的优先次序是非常具有战

略性的。 他强调, 首尔峰会后的思考很重要, 因为发展议题极有

可能只停留在桌面上。 关于这点, 他确信 2011 年 20 国集团法国

峰会将会同韩国紧密合作, 来确保将发展作为讨论的一部分。 20
国集团已经在发展这一目标上取得很大进步, 因此, SaKong 对于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资料来源: 作者。 根据 2010 年 6 月 3 日到 4 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韩国—世界银行

高层会议会议记录整理。

有时, 只有在逆境中才能使人们明白, 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
而金融危机使世界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量

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和印度, 已经完全融合到全球金融与经济体

系之中。 数百万人已经进入市场经济, 全球的经济版图已经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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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固定的引力重心, 而是一组磁极, 吸引着投资、 贸易和移民,
在全球各地的不同地区产生着增长点。

然而, 如前所述, 全球复苏是脆弱的。 如果说发达经济体在经

历着 “双底冶 衰退或者其他大规模的经济挫折, 那么将会摧毁发展

的进程。 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冲击的弹性较小, 倘若经历另一场

极为相近的危机, 有可能导致对增长和人类福祉更深的负面影响。
因此, 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为了在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维持可持续的全球增长和减少贫困, 在贸易援助、 基础

设施投资、 粮食安全、 扩展性金融及千年发展目标等领域采取一系

列的国际政策行动, 将是非常必要的。
本卷讨论发展中的挑战时提出的一些证据表明, 具有极端重要

性的挑战不仅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和私营部

门的伙伴关系), 也在于 20 国集团提供的协调反应。 20 国集团发展

议程植根于其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授权的核心。 因此, 成员国是唯

一被置于解决约束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问题, 并带头草拟未来经济

发展前景的国家。 随着复苏的成熟, 长期的包容性增长议程将被置

于 20 国集团政策协调的中心, 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以及发

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 融资、 移民以及基础设施和其他问题上的相

互依存很可能增加。 此外, 集团的聚集力和构成在全球治理和多边

主义发展中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
本卷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相连的, 也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经

济增长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适当的基础设施、 包容性的金融

服务通道, 更开放的贸易、 改善的粮食安全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发展的缺口无以弥补。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南北国家和南南国家不断

增强合作、 学习、 互动和协调。
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议程。 在选择与发展相关的

主题时已经授予某些优先权。 也许最困难的部分在于下一步就行动

项目的实施和举荐行动建议时, 加以识别并达成共识。 因此, 对于

方法尤其是优先顺序进行战略策划十分必要。 哪种方法最好? 是可

以即刻改善生活的, 如同看得见够得着的果实, 还是处理更系统性

的问题? 当 20 国集团 2010 年 11 月举行首尔峰会时, 有些更宽泛的

问题需要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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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 20 国集团在后危机环境中能否维持其有效性?
誗 20 国集团对发展问题授权的范围有哪些? 以及由谁来界定未

来行动的议程?
誗 确定议程上问题的终结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誗 什么样的目标是切实可行和现实的, 以及由谁来实施和监管

这些过程?
誗 20 国集团对欠发达国家、 脆弱的国家和受冲突困扰的国家能

够提供什么样的援助?
这是一个对世界在中期和长期的展望充满幻想的时代。 经济的

最佳实践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去何处寻找灵感和指导?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如何就敏感问题合作? 通过何种方式联合实施全球商品

的供应? 面对资源短缺和财政约束, 优先次序和权衡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 各国政府和捐款者何以情愿减少资金额度?

阐释这样的景象和完成所有的细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到。 但

是, 本卷是在韩国—世界银行釜山高层会议的基础上撰写的, 各章

内容和所提供的讨论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当 20 国集团领导

人聚集在首尔时, 他们将继续解释和提炼 20 国集团的发展议程, 并

举荐进一步行动建议, 这些建议反过来又将为加速推进关键的全球

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郾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2郾 20 国集团包括七国集团加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

尼西亚、 韩国、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土耳其和欧盟。
3郾 关于发展问题, 公告声明: “我们同意就发展建立工作组, 授权它详细

阐述并与 20 国集团关注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弹性的措施相一致, 并在首尔峰会采

用一项发展议程和多年度行动计划 ( 《多伦多峰会宣言》, 2010)。
4郾 由 Sudaram 撰写的本书第 6 章阐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治理中的

作用。
5郾 1947 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于 1995 年转变为世界贸易组

织 (WTO)。
6郾 金融部门评估项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于 1999 年努

力引入的, 旨在增强推进成员国稳健金融体系的有效性。
7郾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其经济增长了两年后又停止增长的国家, 或者持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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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速度增长的国家, 这样的环境影响到拉美的一些列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
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无法跃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8郾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采用以下三种标准来识别欠发达国家: (a) 低收

入标准, 基于对人均国民总收入三年的平均估算 (750 美元以下含 750 美元,
900 美元以上为刻度); (b) 人力资源劣势标准, 涉及基于营养、 健康、 教育和

成人读写能力等复合的人类资产指标 ; (c) 经济易损性标准, 涉及基于农业生

产的不稳定指数、 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不稳定指数、 非贸易活动的经济重要性、
商品出口集中度、 经济贫乏的不利因素以及人口因自然灾害而搬迁的比例等易

损性指标。
9郾 从 “新结构经济学冶 的观点看, 增长委员会列举的前三个程式化的事实

是追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战略而具有的比较优势, 这使得发展中经济变得

开放、 竞争和较容易定位, 从而有利于开拓新的全球化的机会。 这样的战略也

形成了高利润率和投资高回报率。 第三个程式化的事实是, 经济跟随发展的比

较优势很有必要。 最后一点是为一个国家选择发展战略提供便利化的状态与条

件这一特征, 与其比较优势相一致。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参见 L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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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为什么 20 国集团议程
应该优先考虑发展

司空一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成员

首先我要感谢世界银行和韩国国际经济政策协会 (KIEP), 感

谢它们与韩国总统委员会紧密合作组织和支持这一恰逢其时的会议。
有机会面对在座的各位杰出的听众演讲, 我不胜荣幸。

大家都知道, 20 国集团 (G20) 领导人为应对最近的全球金融

危机于 2008 年 11 月首次在华盛顿特区会晤。 随后, 这些领导人在

2009 年分别在伦敦和匹兹堡再度聚首。
在 9 月匹兹堡的会谈中, 20 国集团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将 20 国集

团的论坛变为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席论坛。 实际上, 这是一个具

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它为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治理从七国集团 (G7)
转向一个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然, 20 国集团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 因而也更具合

理性。 作为一个为全球经济掌舵的委员会, 尽管是非正式的, 但其

运作比 G7 更有效。
20 国集团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 它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成功地实

施具体措施的组织。 实际上, 正因为 20 国集团所倡导的世界协同政

策, 才使得最近的危机幸免于演变成另一场大萧条。 为了继续沿着

成功的道路前行, 20 国集团应不遗余力地推进长久的全球复苏, 从

而确保后危机时代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 20 国集团领导人在匹兹堡会议上达成了实

施全球经济强劲的、 可持续的和平衡增长的框架协议。 为此, 20 国

集团一直在关注着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问题, 尤其关注眼下全球宏观



经济的不平衡。
除了为再平衡所做的努力外, 我们坚信, 为了取得可持续的全

球增长, 20 国集团必须将其注意力转向消除发展的差距。 这么做的

基本原理很简单———只要各国间发展的差距是永久存在的, 世界就

不可能获得持续且平衡的增长。
坚持将发展列入 20 国集团议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由。 联合国

中有 172 个成员国不在 20 国集团之列, 这一点可以理解, 因为这些

国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众所周知, 20
国集团尚未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可信赖并合理合法的首席论坛,
因此, 若能赢得这 172 个国家的支持, 它就必须考虑这些国家的政

策优先性。
另外, 关注发展也许是 20 国集团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DGs)

有所贡献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之所以应该成为将于 2010 年 11 月在韩国举办的 20 国集团

峰会的优先议程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的危机使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根据最近的世界银行报告, 由于危机的发

生, 2010 年底全世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将超过 6郯 400 万。 无论如

何, 在目前的困难时期,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不振的情况下,
若没有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强力推动, 世界经济将举步

维艰。
基于上述原因, 韩国一直在积极争取将发展的主题纳入 11 月韩

国峰会的议程。
在最近 20 国集团的通气会 (Sherpas) 上, 各成员国不仅同意将

增长导向的发展列入峰会议程, 还准备成立工作组专门研究发展

问题。
正如大家早已意识到的那样, 围绕着发展这一主题有很多的事

情要做, 且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毫无疑问, 发展并不只是意

味着援助。 韩国从一个受援国转变为一个捐款国, 并加入了经济协

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支持委员会。 这一身份的变化生动地表明, 发

展需要超越单纯援助的理念。
正如我们喜欢从各种不同角度追求进步, 我们必须在制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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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过程中注重实效, 脚踏实地。 因此, 20 国集团应该将与发展

有关的宽泛的议题按优先顺序排列, 并与各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需求

对应起来考虑。
一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包括教育、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力

资源发展、 组织框架构建、 私人投资和企业活动的推进, 当然还包

括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政策。 这些发展维度很可能会对刺激新兴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提高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20 国集团领导人将在 6 月聚首多伦多, 以便为 20 国集团所追求

的发展确定方向。 我们将紧紧跟随 20 国集团领导人的要求, 在首尔

峰会上制订出实质性的方案。
我必须说 20 国集团将发展列入议程, 尤其要在首尔举办的峰会

上提出来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相信你们和我持有同样的观点, 韩国在 20 国集团的工作进程

中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任何其他成员国都更适合充当发达国家

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 我们决心竭尽全力来扮演好这一

角色。
为了充分发挥这个角色的作用, 我们将不仅与 20 国集团内部同

事进行磋商, 也将通过正在进行中的会晤与非 20 国集团的国家进行

商讨。 这样可以使我们在 20 国集团的工作进程中更好地反映它们所

关注的政策优先性。 这个过程也有助于将 20 国集团打造成更值得信

赖并更具合法性的组织。
当然, 我们与世界银行、 联合国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多边组织的

密切合作也将丰富这一进程。
最后我必须说的是, 我衷心希望本卷文集将为 20 国集团首尔峰

会的发展议程提供具体构想和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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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为什么 20 国集团要深入探究
160 国集团的发展

Ngozi Okonjo - lweala摇 世界银行

早上好, 欢迎参加由韩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关于后危

机时代增长与发展的高层论坛。 我想对主办国表示敬意, 并感谢司

空一博士和那些所有为本次论坛勤奋工作的人们。 这次会议是适时

的。 明天, 20 国集团的财长们将在釜山会面, 随后, 韩国将于 11 月

成为 G7 以外的第一个主办 20 国集团峰会的国家。

韩国: 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

我赞赏韩国总统李明博在 20 国集团工作进程中的领导能力和远

见。 在他的帮助下, 发展议题被作为 20 国集团议程的讨论内容, 尽

管整个世界仍专注于如何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

平稳地退出。
在不足半个世纪的空间里, 韩国从一个贫困国家转型为一个建

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工业化国家———面对着贫瘠的自然资源———
转向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并投资于国民。

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 与之快速增长的经济需求变化相匹配,
世界银行通过经济分析、 政策咨询和多样化的贷款方案等方式发挥

着作用。 这是一条清晰的双赢路径。 我们从韩国发展的历程中得出

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 例如教育需要科学的规划与投资、 工业部

门的再造、 技术并购和金融发展等。
1973 年, 韩国从 IDA (即世界银行的一个分支———国际发展协

会, 目前的职责是帮助全球最贫困的 79 个国家) “毕业冶 了, 该组



织于 1961 年成为世界银行的新成员。 1977 年, 韩国由受援国一跃而

成为 IDA 的捐款国, 在最近一轮的补给中, 韩国承诺的捐赠额达

2郾 85 亿美元。 今年 1 月, 韩国成为第一个从最初的 IDA 受援国转而

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支助委员会 (DAC)。
韩国令人瞩目的历史应该作为 20 国集团会议中讨论发展重要性

的一种提示, 即使 20 国集团在今天看来依然处于应对全球金融和经

济危机后的童年时期。 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地的贫困者带来了深重的

灾难,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危机的所造成的后果是, 日均生活费

不到 1郾 25 美元的人口在 2010 年底将增加 6郯 400 万。 这部分人口不仅

限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也包括中等收入国家, 居住在这些国家

的贫困人口占世界总贫困人口的 70% 。

经受危机的考验

世界银行正在发挥其历史性的重要作用来迎接挑战, 保护贫困

者并为复苏奠基。 在 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5 月间, 世界银行金融委

员会的累积投入达到创纪录的 1郯 050 亿美元。 从历次的危机中吸取

教训后, 本次世界银行资助的目标是为最易受伤害的群体构建社会

安全网; 对农业、 基础设施和创意产业进行富有成效的投资; 资助

私营部门作为充当增长的引擎。
我们已设计出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客户———从国际开发协会

对食品危机的危机应对措施, 到国际金融公司 (为私营部门贷款的

世界银行附属机构) 针对贸易金融、 微型融资、 银行资本、 基础设

施和坏账所提供的特别工具。 这些主动融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涉及与

捐赠国 (包括韩国) 紧密的伙伴关系。
尽管来自富国巨大的援助方案击退了另一场大萧条, 然而, 世

界目前正面临财政不平衡的局面。 即使在今后几年退出与危机有关

的刺激措施, 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一般政府债务总额还是在增加,
从 2007 年底平均占 GDP 的 75%增至 2014 年底占 GDP 的 110% 。

面对这一问题, 许多政府正加紧减少其财政赤字, 但不幸的是,
这样做可能会危及本已微弱的全球复苏。

欧洲的部分地区公共债务水平较高, 以希腊为导火索引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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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蔓延, 不仅限于欧洲内部, 且超出了欧洲的范围, 正如全球资产

价格的移动方向所示。 这代表着对全球经济的新威胁。
当我们以为已经过了下跌的拐点, 新的阴云却又出现在地平线

上。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la), 一位擅长于摆脱困境的人,
曾提出警告: “翻过一座大山之后, 人们却发现还有许多山头要爬。冶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引擎

20 国集团的目标是 “强劲的、 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冶。 当发达

经济体不可避免地遭遇巨大的财政调整, 并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而再度出现不确定性时, 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弹性对

达到 20 国集团的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际发生的强劲增长应该作为一种警示,

它提醒我们, 在世界舞台上, 这些国家的潜力和实力在日益增长。
我们必须意识到, 拉丁美洲、 亚洲和非洲都有增长极———即使它们

尚未进入 20 国集团的行列。
亚洲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以购买力平价计, 该地区

占全球产量的份额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增长了 3 倍, 从 1980 年的

7%增至 2008 年的 21% 。 该地区的证券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比重

为 32% , 领先于美国的 30%和欧洲的 25% 。 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

整体,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产出从 1980 年的 34% 增至 2010 年

的 43% 。
全球增长几乎有一半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这个数据本身展示

了世界经济动力的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阐述 20 国集团应当

重视 160 国集团的原因。

160 国集团何以如此重要

以下是 20 国集团应该关注 160 国集团的四个具体原因。
首先, 维持全球的产量和工作岗位需要新增的需求, 这些需求

可以来自 20 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中, 其中的大部分需求还可以源

于低收入国家。 有关非洲的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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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 收入在增加。 人均 GDP 的增长从 1996—2001 年的平均年增

长 0郾 7% , 发展到 2002—2008 年的平均年增长 2郾 7% 。
誗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拥有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这一地区

的人口从 2000 年的 6郾 72 亿增加至 2008 年的 8郾 2 亿。 它的人口数量

随着时间推移可与中国和印度相匹敌。
同样的收入增长动力和需求增长在全球的许多低收入国家得以

复制, 这些国家作为世界需求的新来源正在发挥着作用。
其次, 低收入国家有利可图。 越来越多的公司投资于低收入国

家后, 与投资于传统市场相比, 得到了不成比例的高回报。 波士顿

咨询集团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排名非洲前 40 位的公司在世界舞台

上正成为金砖四国的新对手冶。 不难想象, 这世界不仅有东亚虎, 还

有非洲狮。
随着非洲最新的发展, 它应该引起 20 国集团决策者的关注, 决

策者们可以向本国的跨国公司传递有关这些新机遇的信息, 即不仅

像毛里求斯和南非这样的 “非洲狮冶 存在着机会, 在其他快速发展

的低收入国家如加纳和亚美尼亚, 机会同样存在。
另一个聚焦的重要领域是贸易。 发达经济体需要更多的需求来

源以支撑复苏和创造就业。 但是它们也需要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投入,
例如各种矿、 农产品和化石燃料。 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扩张和提高

生产力从而进入海外市场, 谋求更快地增长。 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

面, 然而, 只有通过我们的辛勤努力才能促使这一局面的产生。
世界贸易的轮廓正在发生着变化, 自 2000 年起, 发展中国家约

占新增世界进口总需求的一半, 许多低收入国家如今比 2000 年时更

为开放。
5 年前, 八国集团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 (Gleneagles) 召开

会议, 与会的世界领导人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贸易援助冶, 帮助

发展中国家通过扩张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经济。 实践证明, 履行这

些承诺困难重重, 因为没有一个中心实体或全球的金融合作机制来

主导实施这项倡议。 但开展贸易援助是很重要的, 它不但能提高贫

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和农民的生产力, 也有助于培育全球增长。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发挥它们的作用。 这些国家倾向于在贸易和

服务投资领域设立更多和更高的壁垒。 消除这些限制可以产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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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使这些国家中的企业和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质量。
20 国集团需要关注 160 集团的第四个原因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普

遍性和高昂的代价有关。 尽管所有的国家都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

响, 但对最贫困国家中的最贫困人群影响最大。 即使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努力能够获得成功, 但是, 一定程度上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变

化是不可避免的。 南亚和东南亚可能比以前更易发生并正在发生更

大的洪水灾害, 同时, 有暴风雪的天气活动将增多, 有可能对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飓风带造成最大的影响。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预计

将遭受最强干旱的影响从而使得农作物减产。
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与日俱增。 据最近的研究 (世界银行,

2009) 预测, 低收入国家的适应成本在未来 10 年间每年的支出大概

在 240 亿美元至 260 亿美元之间 (以 2005 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
这些成本将通过长期生产力的提高、 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技术从韩

国、 日本这样的国家转移到其他需要的国家等方式得以抵消。 如果

现在不着手行动, 未来的代价会更高。 例如, 在孟加拉国, 沿海地

区加固堤坝的成本比预期危害发生后再修建要低。 同样, 今天着手

解决玻利维亚的灌溉难题所付出的成本也要低于拖延所付出的代价。
发展中国家包括 20 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天气变化, 不仅减

缓这些国家本身的增长, 也会影响到邻国, 还有可能对发达国家造

成影响。 试想一下巴西的大豆或咖啡, 埃及和中亚地区的棉花, 泰

国、 孟加拉国或印度的稻米等发生短缺对发达国家经营的潜在影响。
因此, 对于气候变化的尽早作为, 并帮助低收入国家保持可持续的

长期增长, 符合 20 国集团的利益。
基于这样的背景, 我想在此推荐韩国所承诺的绿色增长, 无论

是绿色新政刺激方案 (Green New Deal Stimulus Package) ———该方

案被认为是所有刺激方案中最绿色的方案, 还是 6 月发起的全球绿

色增长学会, 都是值得赞赏的。

破除基础设施、 教育和技能等关键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提高 160 集团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 重要的是消除

一些发展的障碍。 这对 20 国集团而言也是双赢的, 例如, 投资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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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 投资于基础设施预计需要 9郯 000 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这是

全体发展中国家每年基础设施投资与维护需要的总费用, 占发展中

国家 GDP 的 6% ~8% 。 几乎每一份针对发展中国家做的投资环境调

查报告都会指出, 缺乏基础设施是私人投资和提高私人企业竞争力

的障碍。 但是, 只要行动就会有所得。 对于通信技术和广泛使用的

手机是如何改变从事农业、 林业或渔业生产的贫困人口生活的, 我

们都有所耳闻, 这些技术和工具使得这一群体能够掌握市场价格和

附近市场需求的信息。
但是现有的基础是个问题, 即没有现成的道路、 电力和港口。

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修好了路, 就能够按时让货物到达市场以免变

质和损失。 像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及塔吉克斯坦, 这些

国家均能提供这样的事例来验证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刺激增长所迫切

需要的, 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其增长潜力。
第二个要应对的主要障碍是教育和技能。 如果发展中国家拥有

受过教育且有技能的劳动力, 则发达国家将从中受益。 发展中国家

的政府在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并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能够发挥其作用。
教育质量是重要的, 因为它包括认知技能和学习两个方面, 这不仅

仅是指学校教育年限的积累 (Hanushek 和 Woessman, 2008)。
政府也需要确保本国的劳动力是得到充分培训的, 并且年轻人

只有中学毕业后才能被雇用。 这就需要投资于技术和职业培训教育。
如果政府希望本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话, 这

种投资就更重要了。 大量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韩国和其他东亚

国家的增长奇迹奠定了基础。 发达国家也同样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

资。 一个企业将其服务移向海外的主要动机是工人的成本更低。 另

外, 一个地区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两者是双赢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为必要的基础设施、 教育和技能投资来

进行融资?
显然, 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加国内资源的流动。 但是, 20 国集团

也能向它们提供增资援助。 这些资金提供了重要的杠杆来支撑所有

低收入国家的公共部门基础服务供给。 我号召 20 国集团各国全力支

撑即将到来的国际开发协会———16 补给回合。 这些资金来源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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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贫困的 79 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必须的。 这次补给发生在许多

捐款国本身遭遇明显财政约束的当口, 且全球经济复苏重现不确定

性。 但是, 这些困难与国际开发协会的成员国迫切需要支撑脆弱的

复苏相比, 与加倍努力追求千年发展目标———2015 年将世界贫困减

半的总目标相比, 孰轻孰重, 一目了然。
20 国集团还可以通过前端收费的新模式来对基础设施提供发展

融资, 如同捐款国通过发展市场委员会 (AMC) 这一机制所做的那

样, 另有其他的机制也可有效消除对基本发展服务融资的不确定性。
沿着类似的思路探究发行发展债券、 外侨债券 (Diaspora Bonds),
或其他形式的证券化资产, 将有助于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传送

必需的大额资金。
这种程序的一项重要的副产品是它将改变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

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进行经商的预期。
最后, 世界领导人不可忽视将那些因腐败侵吞的公款遣返低收

入国家, 这些资金目前在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中心被闲

置。 这个问题对 20 国集团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
这涉及大额的资金, 据保守估计, 因贿赂、 资金的不当安排,

以及腐败活动从发展中国家被偷走的资金每年大约有 200 亿美元至

400 亿美元。 阻止这一偷窃行为, 并把被偷的公共资产从海外遣送回

国可以成为发展融资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富国遭遇财政约束之

时。 例如, 200 亿美元的融资大约能在低收入的国家修建一条长

48郯 000公里的双车道公路。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的毒品

与犯罪办公室 (StAR) 联手合作采取行动追回偷窃资产和贿赂的

原因。
作为反贿赂议程的一个部分, 20 国集团可以支持毒品与犯罪办

公室的行动, 只要追加一条缘由, 即 “贿赂收益没有避风港冶。

同生死摇 共沉浮

总之, 20 国集团因自身利益而需要 160 国集团和更多的国家。
20 国集团各国需要新的需求来源。 发展中世界有这种潜力和人力,
这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失业; 也有助于构建希望, 而不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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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20 国集团国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将发展问题置于议程的

中心地位。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需要沿着投资和长期增长的方向去考虑运

作。 这个再定位不是一蹴而就的; 可能需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才能

取得实效。 但正如韩国古代的谚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 “千里征途,
积于跬步冶。1 本次论坛议程丰富, 从增长到韩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再

到对贸易的援助, 还包括金融扩展等一些话题, 20 年后, 当我们回

望期间所发生的事件, 这次会议正是我们迈开的第一步。

注释

1郾 一 “里冶 是古代韩国的长度单位, 约合 0郾 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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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全球经济的多极化增长

林毅夫

世界银行

在过去的 30 年间, 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减贫成就是由那些成功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所

引领实现的。1 当跨境贸易和融资的增长步伐明显快于国内生产总值

时, 这些国家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的契机为本国扩大生产和提高收入。
尽管世界刚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 但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提醒自

己, 全球化也意味着各国间的相互依存。 在 2009 年, 这种相互依存

性变成了经济崩溃的传载体。 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许多国家之间蔓

延, 全球贸易链陡然瓦解。
我们从这次全球危机中要吸取的一个主要教训是, 在一个相互

依存的世界里, 各国经济政策一定要相互协调。 我们应该提醒自己

牢记危机爆发初期的严峻态势。 当时, 资本市场处于混乱之中, 世

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出现了银行挤兑的风险, 贸易和工业产值骤然下

降。 这一切比 1929 年大萧条初期的态势来得还要快。 的确, 若国际

间缺乏快速的应对政策, 全球经济就会面临萧条的阴影。
20 国集团作为一个关键的政策协调论坛, 和 20 国集团成员国间

的协调行动, 以及与全球金融机构和许多非 20 国集团国家政府的共

同努力———挽救了全球金融体系, 使之避免彻底崩溃, 为经济走向

复苏奠定了初步基础。 20 国集团经济体的各国央行和政府制定了金

融救助和快速注入流动性的方案。 同时还以财政计划作为辅助, 一

方面加强了总需求, 另一方面扩大了经济衰退期的社会保障面。 20
国集团作出的一个整体承诺是防止贸易保护主义, 从而避免了全球

贸易流动的持续性恶性循环。
尽管金融市场复苏, 经济增长恢复, 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各



国仍需协调政策, 以确保中期经济可持续性复苏和恢复性增长。 我

们不能忽略经济复苏迟缓, 甚至 “二度衰退冶 的风险。 这次危机使

全球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失业水平创记录, 财政脆弱性已成为

危机的一个后遗症, 并且许多国家的产能利用率仍大大低于危机前

的水平。 今春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再次发生

全球经济与金融困境的风险仍然存在。
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资本流向收益率最高的投资。

这就需要一种全球视野和机制来确保金融、 贸易和知识的流动打破

国界的限制。 一般来说, 发展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国家拥有最高回报

率的投资机会。 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够通过进一步动员本地的储

蓄、 国内的金融中介和大规模的国际储备来融资。 而其他许多发展

中国家则更受约束, 可能还有额外的机构特性会阻碍国外投资。 这

些情况就需要进行国内改革。 另外, 国际组织在那些私人投资者认

为风险大于潜在投资收益的项目中, 将发挥重要作用以保障资金

流入。
除了金融外, 上文提到的国内改革还可从 20 国集团成员国的丰

富经验中获益。 经济发展改革的最佳实践与经验都是来自于成功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些经验能够且应该与其他国家分享。 20
国集团政策经验的全球代表性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的论坛来推动知识

分享。 此外, 世界银行能够成为一个知识交流的平台, 推进分享发

展经验的进程。
总之, 20 国集团可以帮助设计和实施一种互利互惠的战略, 以

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复苏: 在这一框架下, 政策得以协调, 知识得以

分享, 资金得以从高收入国家被输送到发展中国家以促进生产率提

高的投资。 各国间互补的公共投资战略 (包括科技领域, 绿色技术

领域、 贸易援助及基础设施等) 能支撑起强劲的复苏, 并将经济带

入持续增长阶段。
本章讨论如何在 20 国集团框架下创建这种互惠互利的战略, 并

讨论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该如何协助实施这一战略。 但是

首先, 本文要审视目前全球复苏的状况, 探讨未来几年内重新激发

可持续的多极模式增长所必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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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和即将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正从全球金融危机 (也被许多人称做 “大衰退 ( the
Great Recession)冶) 中恢复。 经济恢复的过程是从 2009 年中期在亚

洲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的———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已经回到

了危机前的水平。 可是, 后危机时代各国的经济表现千差万别, 解

释这一异质性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直接受到危机根源影

响的程度; 受其主要传导机制影响的程度; 危机前的经济状况; 以

及实施反周期政策减轻危机影响的相应能力 (或可行性)。

产能过剩和脆弱性

亚洲绝大多数的国家没有持有多少引发这次危机的金融衍生品,
并且它们具有一定的财政的空间和必需的外汇储备来实施强劲的经

济刺激方案。 危机开始后受到最沉重打击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着下述

情况的国家: 那些从设立在本国的跨国银行分支机构有巨额短期资

本流入的; 经常账户有巨额赤字的; 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的;
或实施反周期措施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 它们仍然在挣扎着试图恢

复经济发展的动力。 发达国家保持着缓慢的增长 (它们中的许多国

家直接与危机的金融源头有关), 财政刺激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家

庭、 金融机构和公司仍处于去杠杆化和清理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
因此, 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可能成为经济复苏背后的强大推动力。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状况, 世界经济依然脆弱。
与危机前相比, 失业率仍可能停留在高水平上。 尽管图 3郾 1 反映了

工业生产率的复苏, 但许多高收入国家继续保持着相对低水平的产

能利用率。 例如, 2010 年第一季度, 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是

73% , 而欧元区只有 72% (以综合指数计)。2

强有力的政策应对和国际金融机构、 政府间的政策协同既防止

了全球经济的崩溃, 又缓解了危机的冲击力。 各国央行通过运用各

种各样的工具提供的必要流动性使金融体系免受灭顶之灾。 美联储

和欧洲央行都放松了它们的货币政策 (见图 3郾 2)。 非常规的工具运

用也说明了情况的严峻性, 包括资本注入、 回购金融衍生品、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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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局。

图 3郾 1摇 1993—2009 年的工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局。

图 3郾 2摇 1999—2010 年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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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流动性的特殊机制等, 都向金融体系成功地注入了流动性。 但除

了提供重要的流动性支持以外, 货币政策对刺激产能过剩的经济体

增长方面效果有限。 也就是说, 在产能过剩和经济主体高杠杆的经

济大环境下, 近乎于零利率政策不太可能促进私人投资或消费需求。
那些过度负债的家庭和企业担心因购买耐用消费品或拓展业务而承

担额外的贷款。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企业变得更谨慎, 它们尽

量利用现有产能, 耐心地等待额外的需求, 而不是忙于投资新产能。

财政政策的两难困境: 是继续刺激还是退出

危机期间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如上所述, 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相辅助

的货币政策连用) 有助于减轻危机对产出和总需求的负面冲击。 就20 国

集团经济体中的发达国家来说, 在 2009 年 (相对于危机前的 2007 年),
财政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变化预计占 GDP 的 6郾 3%左右, 与危机相关的权

宜措施占到 GDP 的 1郾 9%。 就 20 国集团经济体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相

对应的数值分别是 5郾 4%和 2郾 2%。 财政刺激政策的支出占 20 国集团国

家总财政赤字增幅的三分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由于经济主体不得不清理资产负债表, 消费和投资需求相对于

危机前的水平来说仍然很弱, 因此, 额外的财政刺激可能是巩固经

济复苏所必须采取的。 可是, 出于政治经济考虑以及将来通货膨胀

的风险, 这些都将极大限制财政刺激政策的继续运用, 特别是在美

国和欧洲。 快速累积的政府债务与财政刺激因素紧密相连, 美国政

府债务不断增加的状况令人担忧, 而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葡萄

牙和西班牙的近况则更糟。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 20
国集团经济体中发达国家政府债的总额预期从 2007 年占 GDP 的

78%升至 2014 年占 GDP 的 118% 。 20 国集团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的

这一状况尚可不必过于担心, 一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预期与危

机前的水平持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增长: 财政两难困境的解决方案

如果政府能找到那些限制发展的关键领域进行投资的话, 现在

的支出就不仅只有短期的效果, 且能为未来可持续的、 强劲的经济

发展美好前景铺平道路。 在 21 世纪初期的拉丁美洲, 增加基础设施

963郾 全球经济的多极化增长



的投入预计能额外带来人均收入增长的 2 ~ 2郾 5 个百分点。3 发展中国

家已成为全球增长的引擎, 其潜在供给的进一步强化可以增加它们

对高收入国家产品的需求。 这一强化过程将同时有助于缩小高收入

与低收入国家间的差距, 显著地减少贫困, 使世界变得更平等。 另

外,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增长也对高收入国家有利。 以往历史

经验表明, 增加 1 个单位的投资可有 0郾 5 个单位的进口增量, 假设

高收入国家的可贸易部分是资本品,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每增加 1 美

元, 就能使高收入国家的资本类货物产量增加 0郾 35 美元。4

多极增长点的出现

世界经济格局

工业革命后, 世界经济是两极化的。 工业化国家获得了强有力

的加速发展。 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仅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得

以加速发展并最终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韩国的实例就说明了这一

现象; 但是,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到可持续地发展。
加强区域发展的溢出效应会对世界经济都有益。 在过去四分之

一的世纪里, 世界已经见证了经济权力从传统的 G7 高收入国家向新

兴市场国家的转移, 这仅是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所见到

的全球政策辩论从七国集团论坛向更广泛的 20 国集团论坛的过渡。
在 21 世纪初期, 七国集团仍然主导着全球经济, 如表 3郾 1 所示。

表 3郾 1摇 20 国集团成员国占全球国民总收入和全球出口的比重

类别 1970 1980 1990 2000 2008
全球国民总收入占比 (美元)
G7 67 61 66 66 53
其他 G20 国家 13 13 14 16 23
全球国民总收入占比 (购买力平价)
G7 52 51 49 42
其他 G20 国家 16 24 26 32
全球商品出口份额占比 (美元)
G7 55 47 52 46 35
其他 G20 国家 8 14 11 17 24

注: 七国集团国家包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和日本。 其他

G20 国家包括: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澳大利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墨西哥、 俄

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和土耳其。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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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机前,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高收入国家, 它们为高收

入国家提供了增加出口的主要需求来源。 2000—2008 年, 发展中国

家每年 GDP 的增长都要高于高收入国家, 同时, 它们之间的差距平

均扩大了 3郾 7 个百分点。 这一现象不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 发展中

国家的每个地区的增长速度都快于高收入国家, 发展的平均差距从

1郾 4 个百分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到 6郾 5 个百分点 (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 伴随这些增长模式的是日益增长的贸易联系———发展

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在 2008 年的进口额以美元计为 2000 年的 3 倍。 但

是尽管贸易快速增长, 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占进口总额

的份额实际上是在下降———这表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增速更快。
随着这种动态的、 地区间的贸易关系不断扩张, 贸易、 金融和人员

的流动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之间建立了跨地区的经济纽带。
例如,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源自本地区的进口份额同期从 15% 增

加到 20% , 而源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占这一地区进口商品的总

份额从 21%增加到 38% 。5

多极增长的格局能显著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和迅速增长,
特别是在政策反应恰当和剩余风险可规避的条件下。

在最近 10 年间, 这种经济增长的转移在大大加速。 很显然, 中

国和印度的崛起属于这一转移过程的一部分, 其他大的新兴市场国

家也在生气勃勃地成长, 如巴西、 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即便是非

洲地区———虽然仍占全球经济的一个小份额———也呈现出一种新的

活力。 图 3郾 3 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更高增长速度,
也显示了这种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每个地区的重要性。

过去 10 年间,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加速增长为全球经济格局带来

了再平衡。 虽然全球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比重在上一世纪的最后 10 年

间相当稳定, 但这些份额比重在 21 世纪的最初 10 年里有了更明显

的变化 (图 3郾 4)。
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经济的加速增长。 同期, 跨境的国际

经济关系惊人地成倍增长。 商品贸易占 GDP 的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的三分之一左右增长至 2008 年的超出全球 GDP 的一半, 其

中,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幅度比高收入国家更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国

外直接投资净额 (占 GDP 的比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本世纪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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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图 3郾 3摇 2000—2008 年发展中地区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距

注: PPP = 购买力平价。 七国集团的国家包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

利、 加拿大和日本。 其他 20 国集团的国家包括: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澳大利亚、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和土耳其。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图 3郾 4摇 20 国集团占全球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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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PP = 购买力平价。 七国集团的国家包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

利、 加拿大和日本。 其他 20 国集团的国家包括: 阿根廷、 巴西、 中国、 澳大利亚、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和土耳其。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图 3郾 4摇 20 国集团占全球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续)

一个 10 年间差不多增加了 5 倍 (从上世纪 80 年代平均为 GDP 的

0郾 6%发展到 2000—2008 年间平均占 GDP 的 2郾 9% ) (如图 3郾 5 所

示)。6

进口数据所揭示的情况说明, 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引

擎 (表 3郾 2)。 国际贸易复苏的主要部分源自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的强

烈需求。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已经超出了 2008 年 4 月危机前峰值的

2% 。 与之相反, 高收入国家的进口额仍低于之前峰值的 19% 。 尽管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只占高收入国家进口额的一半左右, 但其增长

率更快。 总之, 自 2000 年起, 在全球进口需求的增加值中有一半以

上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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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图 3郾 5摇 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

表 3郾 2摇 全球 GDP 增长份额比重

G20
高收入国家

G20
发展中国家

世界其他国家 总计

20 世纪 80 年代 59郾 7 20郾 7 19郾 6 100
20 世纪 90 年代 67郾 0 15郾 2 17郾 8 100
21 世纪初 47郾 9 27郾 3 24郾 8 100
2005—2009 年 46郾 6 27郾 9 25郾 5 100
2010 年第一季度 45郾 8 40郾 5 13郾 7 100

注: 对20 国集团中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指2008 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11郯 906 美元的国家。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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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需要多极增长?
许多高收入国家需要通过更大量的出口, 更高的国内储蓄和更

少的国内消费来再平衡它们的增长路径。 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可以为全球需求增加新的来源, 以及高收入国家产出的资本类商品

增加新市场。 为了这部分需求的加速增长, 需要资金和知识从高收

入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多极增长世界的出现

增长委员会报告显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5 年或更长的时

间里, 有 13 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达到年均 7%或更高。 促成这些国

家经济高增长的条件被认为有以下几点: 对外开放、 宏观经济的稳

定性、 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以及一个兢兢

业业、 诚信可靠、 因势利导型的政府。 在全球危机前, 有 29 个经济

体在 2000—2008 年间达到如此出色的增长率, 其中包括 11 个来自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
从低收入国家的角度看, 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增长极的出现对它

们有诸多裨益。 首先, 中等收入国家的强劲增长创造了对低收入国

家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 其次, 从中等收入国家流入低收入国家的

投资 (例如从中国流入非洲, 或从泰国流向柬埔寨) 是高效的, 它

能有效地将中等收入投资国中过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出去。
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普遍符合低收入国家的

比较优势。 第三, 增进南南间的生产联系能强化外包的潜在收益

(例如, 业务流程外包至肯尼亚和加纳), 进而能增加低收入国家的

经济机遇, 强化全球的生产效率。
多极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高收入国家作为新技术源头的角色。

在技术前沿, 这些国家需要发明新产品, 创立新的生产过程和创建

新的组织技术使得经济增长可持续。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可以采

纳这些从高收入国家所出口的技术。
知识的流动对传播发展成功经验的理解至关重要。 它不仅仅是

一种技术转让, 而且事关理解发展战略如何能成功地实施。
韩国的故事对成功的工业化做了特别好的演绎。 韩国政府在产业

升级上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 它调整工业战略, 进入与本国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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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 例如, 在汽车制造领域, 韩国的制造商在发

展初期更注重于对进口的零部件进行组装———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运作

与当时韩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同样, 在电子产品领域, 韩国工业起

初聚集在家用电器, 例如电视机、 洗衣机和冰箱等行业, 而后转向内

存芯片———即在信息产业中技术含量最低的部分。 由于韩国主要工业

部门的发展能与其现有的甚至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因此, 韩国

的技术提高非常快,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也是如此 (Lin 和

Monga, 2010)。 所以, 韩国在过去 40 年间 GDP 的增长率明显提高,
并在汽车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升级中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韩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 低收入国家也可以转型为充

满活力的高收入国家, 从而创造出新的增长极, 对世界稳定和全球

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尽管每个国家发展战略的设计要从自身的实

际出发, 但世界各地的其他低收入国家可以从东亚的成功中汲取养

分。 这些成功故事中有三个关键点特别值得仿效: 首先, 一国在其

发展的每一阶段, 所能发展的产业是那些能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产业;
其次, 一国在任一发展阶段都应利用市场作为基本机制来有效地配

置资源; 第三, 一国应建立一个因势利导型的政府, 对产业结构进

行升级, 从发展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Lin, 2010)。7

20 国集团与一个多极增长的世界

在目前这场危机期间, 发达国家的增长明显地依赖于政府政策。
产出仍然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且消费需求仍然很弱。 危机前的

增长主要由消费增长来支撑, 消费增长是财富效应的结果, 而财富

效应源于房地产市场的资本利得。 但是从中期来看, 发达国家需要

仰仗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来刺激出口。 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扩展

其角色成为增长极后,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将变得更为重要。
虽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欣欣向荣地发展, 但它们之间

还是有显著的差异。 发展中国家仍然只占全球经济的一小部分。 但

另一方面, 新兴市场却在强劲地复苏。 复苏的形式是投资需求的反

弹, 于是创造出对那些高收入国家所制造的投资品的需求。 低收入

国家有潜力提高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如果某些条件具备的话,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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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可能成为一个增长极。 这一地区在危机前的表

现提供了这一潜力的佐证。 改革能带来实质性的成果, 就如我们所

见证的电信改革促进了信息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显著增长。8

不同的增长极在全球需求中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互相强化

的过程。 一个给定增长极的增长很可能通过出口需求、 资本流动或移

民汇款, 对其他增长极或其他周边地区产生溢出效应。 贸易不是零和

游戏, 投资或移民的流动同样也不是。 贸易是双赢的交易, 引导供应

链的跨境创建, 从而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效率最大化。 要素流动意味

着要素流入到能够获取更高报酬的区域。 这些流动是各地增长潜力得

以实现的组成部分, 也是不同增长极之间经济活动的纽带。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局。

图 3郾 6摇 发展中国家净资本流动的演变

然而, 资本流动的预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图 3郾 6)。 从中

期来看, 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更小的经济体) 的趋势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式上可能与以前大不相同。 发展中国家在

2002—2007 年间杰出的增长水平可能部分是由于美国的低借贷成本

和过剩流动性所带来的。 在低利率和过剩流动性的情况下, 大额资

本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流出, 流入世界其他地方以寻求更高的

收益。 最近的危机已导致不确定性的上升和风险厌恶情绪的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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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使金融机构直面现实, 从发展中经济体的风险资产中收回信贷,
即使这些经济体多数宏观经济环境并无任何不稳定的迹象且金融体

系相对健康。 此外, 这些金融机构很多受到发达国家的信贷紧缩影

响, 出于流动性需求而减少了资本流动 (因而影响到私人资本流动

的可得性), 并导致资本成本的提高。 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和更高的

风险溢价可能会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关于长期增长的一些源头问题。 关键是要避

免低增长水平成为一种 “新常态冶, 但是否成功有赖于发现中期全球

需求的新源泉。 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填补这个真空并成为全球经济的

新的增长支柱。 这是一个推动全球经济动态变迁的绝好机遇。 发展

中国家已经在全球投资和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一些最强劲

的增长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并有可能保持下去。 这一崭新的增长

源格局对发展中和发达世界两者都是双赢的。 目前正是在全球经济

体系中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作用的有利时机。
财政赤字和不断增加的一般性政府债务可能会对利率产生影响,

增加债务的偿还成本, 正如最近希腊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 随着政

府支出的增加, 经济主体有可能会预见到, 现时的支出将不得不以

将来的高税收或通货膨胀的大幅上升为偿付代价。 如果经济主体的

表现符合 “李嘉图等价学说冶 (Ricardian Equivalence) 中的规律,
它们将在即期增加更多的储蓄, 以应对预期的未来税收增加, 从而

使政府刺激消费的努力变得无效。 但是, 财政刺激支出可以直接作

用于那些不仅能支撑现时的总需求, 还能增加未来生产力的投资。
如此便可以击破所谓的 “李嘉图等价学说冶 (Lin, 2009)。 因此, 重

要的是把财政刺激的支出用于那些能提供最大化社会回报率的项目。
这些投资的另一个必须具备的特点是, 一定要投资于公共产品或准

公共产品, 这些产品是私营部门不愿涉足的。
高收入国家的战略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高收入国家站在技术

的前沿, 当它们的制造业产能大大过剩时, 鲜有立竿见影的投资机

会, 且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到位, 几乎找不出 “瓶颈冶。 因此, 高

收入国家会出现 “李嘉图等价学说冶 所提出的问题 (正如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 高收入国家可以将财政刺激的

资本用于加强研发支出, 特别是投向有关气候变化、 再生能源、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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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和发展低碳技术等研发领域。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不同, 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将财政刺激资金

用于那些直接增加未来生产力的投资。 在这些国家, 主要的基础设

施瓶颈依然存在, 发电限制和能源短缺是普遍的现象。 于是有充足

的空间进行技术改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巩固新的增长极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靠

自身的力量足以保持发展动力, 但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几乎

全部有发展潜力的低收入国家必须实施内部改革, 得到外部援助才

能发挥其潜力。 其中关键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誗 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结构改革才有助于其调动国内资金并吸

引国外直接投资。 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是其自身国内金融市场

的发展, 这将抵消全球金融市场预期的紧缩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

(世界银行的 《2010 全球经济展望》 中强调的一点是, 发展中国家

金融市场的中介成本仍然有大幅下降的余地); 从而可以调动国内和

国外的储蓄资金, 将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机会中去。
誗 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外部援助。 部分国家极难得到国际金融

市场的融资, 而国内储蓄又远远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
誗 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自身的执行能力和治理水平, 从而为基

础设施项目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

合作的五个领域

对高收入国家来说,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适时且富有回报的投资

机会。 要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复苏, 主要的挑战是在高收入国家的资

本品生产领域有大量的产能未被利用。 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式是

投资于能提高生产率的项目———既能规避这种产能过剩带来的经济

向下调整的压力, 同时又能避免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和 “李嘉图等价冶
问题。 在高收入国家, “绿色冶 经济是这种投资的一个领域; 但它不

足以吸收现存的巨大过剩产能。 因此, 只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和技术援助, 消除其瓶颈问题, 才能释放出其发展潜力, 从而为高

收入国家的出口创造需求。
将来的多极增长需要一种新的多边主义国际关系。 多极增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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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上述的投资和知识流动的基础上, 需要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众多

国家的共同行动。 促进这些行动的全球合作必须建立在一种新的更

包容的领导体系框架下。 20 国集团代表着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
20 国集团各成员国还需要伸出手, 与它们的邻国和贸易伙伴国交换

各自的想法, 创建起学习型集体, 如此才能有助于创造出一个互利

双赢的经济交往环境。
那么, 将 20 国集团作为一个起点, 我想简要阐述供 20 国集团

协同努力的 5 个关键领域。

基础设施

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为资本品创造需

求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展中国家有许多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投资既

对全球复苏有益, 又为全球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提供推动力。 然

而,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和外汇储备都有限。 从外部视角来

看, 以 2008 年的 95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观察, 其中, 39 个国家

经常账户赤字超过 GDP 的 10% 。9 和高收入国家相似, 发展中国家为

应对全球危机也增加了预算赤字。 可是这同样也发生在低收入国家,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出现中等至高的债务危机风险 (图 3郾 7)。

如果基础设施和其他的限制条件可以排除的话, 发展中国家,
包括那些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可能都会成为增长极。 外部援助可以

投入发展中国家里有经济效益的项目。 公共投资能够消除因积累有

限或低质量的基础设施带来的发展瓶颈。 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在这

一点上能共同发挥关键作用。 政府应扮演好双重促进的角色, 既要

支持直接的基础设施建设, 又要为私人投资基础设施提供监管框架。
多极增长意味着什么? 实证数据强有力地表明, 基础设施的数

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并且在最近几十年里, 世界上的

许多地区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展落后。 例如, 以往预测表明, 若

拉丁美洲基础设施最好的哥斯达黎加能拥有与韩国数量和质量一样

的基础设施, 则哥斯达黎加的增长速度将提高 1郾 5 个百分点 (Cal鄄
deron 和 Serven, 2004、 2010)。 对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来说, 能达

到那样的基础设施规模, 收益将更高。 近期研究表明, 如果非洲国

家能 “赶上冶 该区域的 “领头羊冶 毛里求斯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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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债务危机被定义为有政策依靠的债务负担的违约。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2010。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图 3郾 7摇 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风险

量, 那么,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速将平均提高 2郾 3 个百分

点 (Calderon, 2009)。 这些结论显示出通过消除增长的基础设施瓶

颈后新增长极所能达到的增长潜力。 同一研究还表明, 基础设施投

资对降低国家间的不平等性也有正面影响。 不论从一国或世界的角

度来看, 基础设施投资是能促进包容性增长的。
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规模庞大, 耗资巨大, 因此需要融资。 那些

想为公共部门投资寻求资金的政府都在指望 20 国集团的金融改革议

程能取得进展, 从而确保全球金融市场从过去两年的困境中走出并

持续复苏。 发展中经济体———无论是不是 20 国集团成员国———都有

一项提高国内金融体系功能的重要改革任务。 在这一点上, 20 国集

团已累积起的知识和最佳实践将至关重要。
除资金外,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 还要整合设计基础设施公私合

营的最佳实践。 有许多这样的合伙投资项目在过去几十年间相继完

成, 政策制定者正考虑重新评价, 怎样的一种公私合营方式才是提

供基础设施服务最行之有效的模式 ( Engel、 Fischer 和 Galetovic,
2008; Guasch、 Laffont 和 Straub, 2008)。 恰当的监管结构和合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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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是建立在实物投资的性质、 监管服务质量的能力和与后续维护需

求及成本相关的风险特性等基础之上的。
最后, 国际金融机构和 20 国集团有着共同合作的空间来促进创

新的融资机制。 一个可行的方案是通过类似于国际金融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来更多地利用主权财富基金和全球长期投资基金。10这一机

制通过作为 “先行者冶, 充当重要的资讯性角色, 展示如何在新兴市

场中构建稳定且富有回报的投资组合。
另一个新方案是进一步发展指数化的主权债务工具 ( Perry,

2009; Shiller, 2003、 2004)。 无论是过去 10 多年来国际商品价格的

反复无常, 还是最近的金融危机, 都提醒我们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

很大的外部冲击风险。 减小这一风险的一个途径———至少能减少对

特定国家或国家群的异质性冲击———可能是发行政府债, 这一债券

要么与国内 GDP 的增速相挂钩而指数化, 要么与贸易条件挂钩而指

数化。 利用这样的工具, 政府在危机时期能面对较低的债务成本。
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发行这些债务工具, 投资者就能根据不同国家

不同风险将债务投资组合多样化 (例如商品出口者相对于商品进口

者其风险不同; 或者使持有债券的发行地区多样化)。 为了让这种多

样化成为可能, 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协作, 使尽量多的国家发行这些

债务工具。 这样的协作努力对投资者有利, 能使其持有组合的成本

更低和更加多样化。 20 国集团作为一个论坛能够促进一组国家向这

个方向迈进———也可能需要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 在更低的 (多样

化的) 风险条件下, 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项目有可能更容易地从国

际资本市场上找到融资渠道。

人力资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合格劳动者, 这构成了多极增长的

瓶颈之一。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有条件地通过现金转移来提高小学和

初中教育的入学率,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但是, 这样的教育成就差

强人意。 另外, 在一些更穷的国家, 基础教育的可获得性依然是一

大挑战, 甚至小学教育尚未普及。
通过 Barro 和 Lee (1993, 2001) 展开的开创性工作, 对教育程

度以及对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的衡量取得了进展。 最近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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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不仅强调入学的重要性, 且强调获得认知技能的重要性,
并通过全球可比较测试的分数来衡量 (Hanushek 和 Woessmann,
2008)。 这一调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 支持认知技能对微观

个体的收入和宏观经济的增长两者都会产生影响的观点。 这一工作

也为必须促进教育质量和受教育年限提供了支持。 对于许多国家而

言, 如果想要在中期促成多极增长的话, 必须提高国民的受教育

水平。
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 早期教育是个体发展所需要的。 世界

银行已发起一个新的基金项目来促进对健康、 营养和学前教育的多

维介入, 以确保在进入小学教育体系前的幼年期人力资本的潜力不

会出现阻碍。
当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后, 它们在国内发展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的需求会增加。 20 国集团可以在集团内建立起提升教育效

果的合作组织, 也可以建立起提升全球教育的模式。 同样, 在 20 国

集团成员国间的跨国提供教育服务的贸易机会也增加了。 为国际间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设计的证书项目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 从

而确保国际间教育服务的获取质量。 当公司生产进行跨国界的安排

后, 劳动力的供给也变得更全球化了, 尽管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限

的。 全球增长变得依赖于全球劳动力的技能。 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提

升将有助于消除产业全球化扩张的限制。
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本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为与它的比较优势

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劳动力。 政府应该在教育和社会福利

体系的改革过程中始终关注这一点。

贸易

在危机前, 贸易是多极增长的发动机。 在 2003—2008 年间, 出

口增长约为全球 GDP 的 4 倍。 展望未来, 20 国集团能促使多哈发展

回合关于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机构改革的完成。 另外, 许多国

家在危机期间增加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税的运用, 同时设定了限

制进口的保障性条款 (Brown, 2009)。 当然, 这些措施的应用只占

全球贸易的极小份额。 20 国集团将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论坛, 来讨

论这些措施, 并确保这些措施仅仅用于有限且合法的情况。 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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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那些原产地为最不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商品, 应

继续努力开放关税并取消配额。
关于贸易和经济发展间关系的实证证据是交织在一起的。 部分

困难在于开放必须和其他配套政策连用, 要使经济发展能够利用贸

易提供的机会则需要机构改革。 这些改革可能涵盖的 “传统冶 领域

有硬件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和商业环境。 实际上, 最近发表的实证

研究已发现, 这些与贸易开放互动的配套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Chang、 Kaltani 和 Loayza, 2009)。
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 若想成为新兴的增长极, 可能需要

通过额外的政策改革来促进结构转型, 从而生产新的可贸易产品。
这些国家如何发现其潜在贸易品以及如何建立所需的新政策来促进

生产, 这些并不是本章的话题, 不过, 重点是利用过去成功国家的

经验来指导低收入国家的产业升级 (Lin 和 Monga, 2010)。 越来越

多的文献涉及研究出口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Hausmann、
Hwang 和 Rodrik, 2007)。

另外, 许多国家需要贸易便利性的援助。 在这一前沿问题上已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贸易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仍有待提高。 这个问题

将在第 7 章中讨论。 对于这一点, 请允许我强调 20 国集团应合作的

一些领域。 20 国集团应在提升数据库质量上作出努力, 从而能更好

地监管和评价贸易援助; 为便利贸易流动的监管和基础设施的改进

创造知识交流的平台, 从而分享最佳实践; 为政府与私营部门在贸

易便利化方面创建一个对话论坛。

政府治理与反腐败

20 国集团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是推进强有力的政府治理和反

腐败措施。 这些关键因素影响到投资的环境, 且对资本流动的效率

和跨境投资都很重要。 对国内来说, 发展中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

治理机制来强化政府支出的绩效, 不论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

用于提升人力资本的社会支出。
如何衡量政府治理的质量是一个很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研究领域,

相对于更具体的腐败程度来说, 政府治理是个更宽泛的概念。 大量

的研究结论表明, 政府治理的质量与经济增长间具有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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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政府治理被定义为包括监管质量和其他要素时 (Loayza 和

Serven, 2010)。 更进一步的挑战是弄清楚政府治理影响增长的渠道,
从而找出改革的优先领域 (Kraay 和 Tawara, 2010)。

世界银行正积极投身于政府治理的改革, 通过机构开发贷款和

知识服务来帮助各国提升政府监管和支出的质量。 在对待单纯腐败

的问题上, 世界银行在对其融资的项目中涉及腐败行为的公司调查

核实后进行制裁。 并且世界银行在推进跨境多边开发银行签署联合

协议方面已担当起领导的角色。 基于这一经验, 世界银行期待与 20
国集团密切合作, 通过国际层面的共同努力来消除援助项目中的腐

败行为。
从广义上说, 政府治理是发展中国家确保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

关键要素。 需要通过有效监管和高效政府支出来确保政府促进而非

抑制这一市场机制的功能。

信息和知识的分享

由于 20 国集团成员国正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力量, 因此, 20 国

集团是个理想的分享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信息和知识的论坛。 亚

洲———特别是韩国———在近期一系列亚洲经济体的成功故事中扮演

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第 5 章专门讨论韩国经历的经验与教训。 世界

银行乐于成为 20 国集团的伙伴来分享世界范围内各国发展经历的经

验和教训。 实际上, 世界银行正经历一系列的改革来强化它的 “知
识银行冶 作用。 世界银行特别适宜担当这一角色, 这是因为它可以

兼顾全球的广度、 单一国家的深度及其内部对于发展课题知识的分

析能力。 这项工作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分享各国的发展路径, 同时最

优化地利用国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技巧和经历, 这两者或来自于世

界银行内部的研究, 或来自各国的国家研究机构。
将全球知识导入商业运作, 政府可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鼓励产

业升级。 专栏 3郾 1 提供了来自 “新兴冶 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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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郾 1摇 出口开发知识分享实例

在制造新产品时, 政府支持外国直接投资。 若当地公司在某

一对国家有利的特定行业没有历史经验积累时, 亚洲国家经常通

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或推动合资企业来发展。 以中国为例, 当中

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转型至市场经济后, 积极主动地引进中国

香港、 中国台湾、 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 这一促进政策帮助本

国许多的行业得以起步。 孟加拉国生机勃勃的成衣业也是通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引进大宇公司 (一家韩国企业) 的直接投资而发

展起来的。 几年后足够的知识会发生转移, 直接投资就成了一种

形式的 “孵化冶。 孟加拉国当地的成衣企业迅速成长, 它们中的绝

大多数可追溯至第一家韩国企业。 厄瓜多尔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兴

起的鲜花出口业务也是从哥伦比亚的花商建立起的 3 家公司做起

的。 政府还能通过专门建立一个工业园来孵化新产业。 中国台湾

新竹的科学工业园就是为了发展电子和信息技术业而建的, 智利

也建起了饲养大马哈鱼的基地。 这是两个政府孵化新产业的成功

案例。
政府支持本国企业获得全球知识, 发掘自身潜能。 秘鲁的芦

笋种植就是个很好的案例。 20 世纪 50 年代, 秘鲁农民发现种植芦

笋这种外国作物具有可行性。 可是直到 1985 年这个产业的出口才

腾飞, 当时美国的世界发展协会给秘鲁的农民联合会提供了一种

津贴, 让他们获取专家建议。 一条关键的信息是由加州大学的专

家戴维斯 (Davis) 提供的, 他发明的 UC -157 品种的芦笋在美国

市场适销。 另一位专家则指导了农民联合会如何建立起大规模生

产的园地和如何包装出口的产品。 政府还支持建立起芦笋的合作

研究机构从事技术转让、 市场研究、 促进出口和提升品质的研究

等。 此外, 政府还在冷冻和包装技术上进行投资, 从而能处理

80%的鲜芦笋出口业务。 正是有了这些政府的支撑措施, 秘鲁超

过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芦笋出口国。

资料来源: Lin 和 Mong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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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援助 (金融和知识), 帮助它们实现

增长潜力将对所有国家产生互惠互利的机会。 这种援助需要世界各

国的协同与合作。 因此, 20 国集团就成为一个恰如其分的论坛来设

计和实施这一全球合作的框架。 随着全球合作的到位, 发展中国家

加速其发展进程可遵循下述三条原则:
誗 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
誗 在每个发展阶段, 都利用市场作为基础机制来有效配置

资源。
誗 构建一个因势利导型的国家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推动经

济从一个发展阶段走向另一个发展阶段。

结束语

2010 年间的全球复苏的强劲势头超过预期, 但复苏仍然可能是

脆弱的。 发达国家的财政风险处在旋涡的中心。 另一个风险是流入

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足, 无法利用这些国家绝佳的投资机会。
一个多极增长的世界即将来临。 在危机前的几年已现雏形。 未

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极性可能更加稳定, 从而大幅度减少全球的贫

困人口。 它昭示着全球各国的多赢局面。
20 国集团能在支持多极增长和强化全球复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潜在的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机制、 经济发展的知识分享、 贸易

和投资的开发、 金融领域改革和政府治理改革等, 对于未来多极化

的增长和发展能否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一切都取决于 20 国集

团的领导能力, 从而使充满希望与机遇的多极增长成为现实。

注释

1郾 参见世界银行, 2002。
2郾 物价指数源自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局 (DECPG) 的数据库。
3郾 Calderon 和 Serven, 2010。 文章主要关注拉美地区, 采用整体实证模型

估算, 为讨论地区发展提供了可量化的信息。
4郾 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局的工作人员估计。
5郾 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目录 (http: / / data郾 worldbank郾 org / data - catalog)。
6郾 净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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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郾 新结构经济学和以往的 “结构学派理论冶 方法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关注与

一国比较优势相匹配的产业结构。 以往的结构学派政策的失败之处在于, 期望

推动产业化实现与本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匹配的现代产品。 因势利导型政

府在营造适当的商业环境、 提供重要的公共品以及解决协作失效和其他外部性

问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8郾 参见 Obiageli Ezekwesili 在 2010 年 4 月 17 日在哈佛的演讲和世界银行行

长 Robert Zoellick 在 东 京 TICAD IV 的 演 讲。 可 通 过 链 接 http: / /
www郾 worldbank郾 org 获取。

9郾 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
10郾 资产管理公司 (AMC) 于 2009 年建立, 是由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

司 (IFC) 全额控股的附属机构。 其理念是, 私人投资者可以利用国际金融公

司投资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经验资产管理公司有新一个新的创意, 即国际

金融公司资本化基金———来自国际金融公司 10 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和日本国际合

作银行的 20 亿美元———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系统性的重要银行提供支持。 资产管

理公司还拥有 10 亿美元的主权基金, 以启动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与国际金融公司

共同投资于国际金融公司始于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各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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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Ifzal Ali
伊斯兰开发银行

林毅夫的这篇文章向我们传递了一条关键的信息。 2009 年的大

衰退将导致一个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 国际协调在 2009 年

对世界经济的短期救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中期来看, 高收入国

家需要依赖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来刺激出口。 而在长期中, 发展

中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国际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多边

政策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20 国集团将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发挥更

加广泛的干预作用。 我评论的主旨在于对 20 国集团过于宽泛和干预

的角色提出质疑。
从 20 国集团应对特定危机的有效政策协调来推断其能否实施持

久的、 多边的和广泛的经济治理, 这是我们信念的一次巨大飞跃。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 “太过宏大而难以实现冶 议程的 20 国集

团。 然而, 这篇文章所要传达的正是政府监督在物质和人力资本领

域的国内和国际投资分配、 贸易、 知识共享以及制定良好的治理国

际规则等领域的真正的 “有形之手冶。 除了成员数量之外, 是什么使

得 20 国集团能够在处理迥异的政策问题上比七国集团、 八国集团

(成员数量过少) 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论坛 (成员数量过

多) 更加有效呢? 林毅夫提出的方案是否将使得 20 国集团成为类似

于亚太经合组织在不同时间框架中独立探寻一系列问题的常设专家

站, 或像七国集团及八国集团那样在无数问题上作出承诺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却无法兑现呢? 在任何给定的中期阶段中, 如果我们能够

确定在哪些方面为已知的, 或我们认定其外部性如此之大和如此普

遍以至于被认为 20 国集团的参与必不可少, 这样岂不更好? 我并不

认为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投资或信息和知识共享应该被归类到这一

领域。 然而, 我认为宏观经济的稳定、 金融监管、 贸易、 知识产权、
气候变化、 武器控制、 生物多样性、 防治流行病病原及其蔓延以及

海洋管理都应该位列其中。 但是, 20 国集团在任一时点只能完成有

限的工作, 并且应该参考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来作出决策。 从这个角

度来说, 我们并不需要 20 国集团参与先锋公司的孵化、 合作改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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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果或者促进对那些对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公司给予特别认可。
私营企业 (而非国家或其决策者) 是全球经济真正的 “增长

极冶。 没有任何的政府政策曾经有能力创造或维持一个 “价值链冶,
或者成为可持续的劳动或资本回报率实际增长的发动机。 而私营经

济却做到了这一点。 诚然, 全球的流动性都在寻找宏观经济稳定及

公司治理良好的国家, 但这些流动性将被投资于能够产生增长的个

别企业。 在大萧条期间, 我们曾看到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中不同行

业和不同公司 (行业内) 都表现迥异。 那些处于新技术前沿或者既

定产业中使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公司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即使是在 “前沿行业冶 中, 通常也是管理最好的公司蒸蒸日上, 而

管理不善的公司日渐衰落。 高收入国家中前沿产品的销售增长即使

不强于新兴市场, 也是旗鼓相当的。 相比之下, 中国缺乏国际知名

品牌 (即那些可以凭借其品牌知名度和消费者偏好来要求经济租金

溢价的中资公司) 导致了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
但这只是一个缺乏产品创新和专利所有权的公司或行业层面的问题。
这种经济活动和增长表现的潜在动态不足以要求 20 国集团参与其

中。 本章读起来让人觉得 20 国集团的作用不只是简单地平衡必要的

“游戏规则冶 并公正地执行 (其应有的作用), 而是以某种方式合作

来直接领导或决定未来不同 “国家极点冶 的经济表现。
无论是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 任何一个

国家都应该主要通过另一个国家的 “比较优势冶 来定义其自身的比

较优势。 即使存在技术上的限制, 任何给定的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和

人力资本存量都可以服务于多个经济目标。 我们应该把区域和国际

经济竞争及其强化以及对于适当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辨别留给企

业自身, 充分运用其相对竞争优势。 参与竞争的是公司而不是国家。
政府应该制定实施一个不存在任何特定行业歧视的经济发展计划,
同时鼓励在该国资源的使用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异质性和互补性。

对于未来, 我们应该考虑在新技术及其衍生产业方面多极增长

的来源 (而不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需求)。 世界亟

需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 目前,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持续

增长主要依赖于我们能够使得硅芯片不断接近摩尔定律的极限。 未

来全球经济增长需要的是一系列能够产生新兴产业的真正具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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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技术突破 (类似于硅芯片)。 否则, 将会导致在已有技术领域的

更多投资和与之相关的更加激烈的经济竞争, 以及更加严重的资源

消耗, 这在环境方面来说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20 国集团能够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汇集来为公共和

私人技术实体提供资金, 促进在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效率、 环境可持

续的高效的粮食生产、 能够把不安全的废物转变为安全的合成生物

(例如基因工程海藻), 以及治愈高度传染性疾病、 癌症和糖尿病方

面的科学突破和新技术, 从而发挥有益的作用。 如果在 20 国集团杰

出的公共领导及其他支持下这些都能够实现的话, 那么将会产生一

个合理的论点, 即认为这些技术应该像开发软件一样易于获得, 从

而极大地扩大这些技术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 (真正的多极) 的包

容性和不同的经济用途。
这里的基本原则是: 如果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 20 国集团议程决

策的标准, 那么 20 国集团努力的成果应该一个大众产品, 私营部门

和民间社会可以从中获得普遍的经济增长, 人类福祉也将得到改善。
这才是我们构思与 20 国集团相关的多极增长时应采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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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Jong -Wha Lee
亚洲开发银行

林毅夫的文章提出了若干要点。 首先, 特别是由于高收入国家

普遍存在产能过剩, 因此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复苏仍然非常脆弱。
其次, 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提升步履蹒跚的全球经济增长, 但其多边

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 再次, 20 国集团作用的不断扩大将为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互利的机会, 并且能够为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

合作建立创新融资机制而铺平道路。
我的评论将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并且强调亚洲在创造持续的地

区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我要简要描述一下该地区最近的

表现。
正在发展中的亚洲也在 2009 年经历了严酷的全球环境的考验。

得益于决定性的、 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 亚洲成为了第一

个摆脱金融风暴的地区。 亚洲各国, 特别是一些较大的经济体, 强

劲的国内需求及其经济周期清楚地表明亚洲经济已经触底, 并且开

始复苏。 亚洲的一些经济体在 2010 年上半年已经取得了两位数的

GDP 增长。
因此, 我们乐观地认为, 在刺激措施的持续影响下, 亚洲的经

济复苏将十分强劲。 我们预计 2010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反弹至 7郾 5% ,
虽然仍然低于 2007 年的 9郾 6% , 但已经远远超过了 2009 年的 5郾 2%
(亚洲开发银行, 2010)。 因此, 亚洲将为多极化的世界经济增长作

出重大贡献。 然而, 亚洲也面临着在政府逐步放松扩张性措施以及

外部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维持这种增长势头的挑战。
关键问题在于, 私人需求能否在公共需求疲软及外部环境萧条

的情况下担起重任。 这种平衡取决于该地区政府是否采取政策措施

组合来加强内需以及振兴国内经济。 例如, 政府在健康、 教育和住

房领域支出的增加能够降低家庭储蓄的预防性动机。 各国政府也应

该优先考虑改善投资环境, 而非扩大投资量。 促进中小企业和服务

行业供应的政策能够增加产品的相对重要性以迎合国内需求。 鼓励

金融发展和汇率调节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平衡国内供需, 有助于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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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经济复苏。
通过亚洲出口增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非石油进口之间高度同步

的变动, 我们可以发现亚洲的出口仍然严重依赖全球需求。 中国作

为亚洲生产网络中主要的组装和生产中心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

时, 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消费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
中国从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已经逐渐从最初以零部件为主转变为最

终产品,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消费越来越多的亚洲产品。
从长远来看, 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确保该地区能够增强和实现

其经济增长潜力。 就这点而言, 本书的主题———后危机时代的增长

与发展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 要提高亚洲的经济增长潜力, 以下五

点必不可少 (Brooks 等人, 即将出版)。
首先是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对于商品和服务生产、 促进贸

易和要素流动、 降低企业成本、 实现规模经济以及提高效率和生产

率至关重要。
其次是人力资本。 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技术创新,

并且提高资本回报率。
再次是外贸和长期融资,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这二者来维持稳

定的长期增长。
第四是治理和体制水准。 治理和体制通过强制执行能够促进市

场交易、 投资和创新的财产权和合同契约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五, 发达的金融部门能够通过动员和集中储蓄并有效地分配

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
同样, 加强合作对于长期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 20

国集团领导人最近重申, 要致力于改革全球金融架构, 减少宏观经

济失衡, 并缩小发展差距。 为了避免未来的危机, 这种全球合作非

常必要。 因此, 我们必须确保诺言的兑现。
更好的政策协调对于经济持续复苏以及把全球经济提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平衡经济增长, 使之

趋向于扩大内需, 特别是要扩大消费和投资, 同时还要扩大对最终

产品的地区需求。
贸易和金融的开放必须继续下去。 我们必须避免保护主义, 特

别是在危机期间。 而且,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消除收入和无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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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差距。 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前, 亚洲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但亚洲国家间的发展差异是很显著的。 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卫生和教

育成果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知识共享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吸取他人成功

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韩国作为第一个主持 20 国集团峰会的新兴经济

体, 可以更加主动地与他国分享其积累的发展经验, 从而使得低收

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能够从中受益。
总之, 我所探讨的主要信息如下。 首先, 我们看到亚洲在

2010—2011 年将继续反弹, 需要牢牢把握。 其次, 各国需要维持平

衡增长, 使其更加侧重于国内需求。 虽然这种平衡被普遍认为是可

持续增长的要求, 但要将其付诸实践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再次,
为提升该地区的长期增长潜力, 一些措施是必需的。 正如我前面提

到的, 这些措施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 基础设施投资、 外贸和金融

开放、 金融部门的发展以及治理和体制水准。 最后, 我们需要加强

合作, 努力确保地区和世界经济均衡、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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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Tunde Lemo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

世界银行和韩国政府的倡议是值得赞扬的。 多极增长可被视为

全球体系中的发展集群。
世界正在目睹一个以多极增长为基础的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时代

的开始。 很明显, 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为全球议程的主要挑战。
失败国家的公平分配和伪民主依然存在, 并且其对地区和全球经济

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要关注在当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各种灾害

(人为的或自然的), 共同面对全球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挫折。
均衡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

非洲的视角

誗 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缺失

誗 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安全

誗 环境退化

誗 疾病和死亡

誗 移民和失业

誗 人口和全球资源的不平衡分配

誗 战争、 裁军和恐怖主义

誗 药品和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

誗 腐败和其他治理问题

非洲国家需要援助

20 国集团必须在以下领域中发挥促进作用:
誗 确保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0 国集团必须领导各国在努力

解决粮食安全、 可获得性、 获取渠道及营养问题上更加协调一致。
誗 扩大和加强私营部门的发展, 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誗 在非洲增加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这些投资长期不足并且

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誗 促进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发展基础设施, 以提高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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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术突破。
誗 解决非洲的融资约束问题, 目前非洲的资金缺口仍然很大。
誗 通过经济开放促进出口的多样化, 从而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出

口增长, 加强贸易发展能力, 采取政策和监管改革以支持出口的多

样化。
誗 金融危机削弱了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 因此需要迅速从金融

危机中恢复。
誗 非洲经济过度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 这使其更易受到外部冲

击的影响。 因此, 非洲国家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贸易。
誗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非洲的比例非常低, 并且非洲的国内储蓄

同样处在低水平, 更何况非洲的机构缺乏透明度。

结论

通过达成全球性共识来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已不再是可行的方法。
我们需要号召经济集团实施协同行动从而演变为一种新的共识。 世

界贸易组织下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面临威胁。 20 国集团必须帮助非

洲, 确保更包容的贸易开放以及重启多哈回合谈判。 新兴经济体必

须做好准备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鉴于多极增长

的蓬勃发展, 国际关系中必须存在新的多边主义。 20 国集团的作用

将是创造互惠互利的全球机会, 并为促进金融议程中必要的创新性

金融机制提供必要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必须修缮基础设施, 增加透

明度, 并推动私营部门的增长。 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加强监管。 非洲

不需要怜悯, 而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可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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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 Trevor Manuel
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

摇 摇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由林毅夫提交的这篇文章是否应该简

单地囊括一下其他文章的内容, 或者我们是否应该为进一步的审查

梳理出更加具体的论点。 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推测分析表述了在危机

结束前出现的辩论。 现在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我们现在身在何处?
对于持续发展而言产能利用率意味着什么? 对当前我们的处境有什

么影响? 我们不能错过的机会有哪些? 高收入经济体得益于消费的

推动, 历来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

应该如何思考多极化的发展? 再平衡问题的产生带来了一些列问题:
由谁制定未来的行动纲领? 20 国集团的议程应该包括什么内容, 以

及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确定 20 国集团的讨论内容?
在问答阶段, 一位与会者问及和平与和解的努力是否是 20 国集

团的使命。 这种观察为下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过渡, 20 国集

团是否有能力当此类重任。 相比于联合国, 20 国集团的职权范围应

该如何限定?
我曾不断地从 20 国集团峰会总统委员会主席司空一博士、 世界

银行常务董事 Ngozi Okonjo - Iweala 和其他人那里听到如下的观点:
20 国集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 但它必须深入了解其他 172 个非

成员国的情况。 20 国集团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的平衡对于确定议程和

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局限性及影响越来越重要。 其他重要问题则是关

于公共产品和社会产品以及国家和私营部门的饶有趣味的分割。
在我看来, 20 国集团议程的发展还有五个问题需要回答:
誗 服务于加强经济发展的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建设。 未来的问

题可能包括: 如何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在何处投资? 以怎样的速度

进行投资才可以使得再平衡生效?
誗 扩大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且提

出了以下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目前对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是

否有效?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 有什么更合适的机构可以在这

些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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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 公共和私人机构的特质。
誗 治理的质量。
誗 金融部门的包容性。

001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4郾 20 国集团与全球发展

Zia Qureshi
世界银行

于 2009 年匹兹堡高峰会议启动的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与多边评

价程序 (MAP), 已经成为其成员国协调经济政策以达到共享增长与

发展目标的最关键的途径。 这些共享目标包括成员国保持 “强劲、
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冶。 共享目标还包括 “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的生活水准冶。 增长与发展被视为达到 “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

至关重要的因素冶。1 将发展作为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的一部分, 并启

动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与多边评价程序, 这就为更系统完整地将发展

问题纳入 20 国集团的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机会。
以此为背景, 考虑到发展问题是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与多边评价

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章对 20 国集团经济前景与政策以及发展中

国家的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加以评估, 并且确认, 在非常广泛的

政策领域中, 20 国集团可通过集体行动来增进全球的发展。2

四项关键的主题

本章围绕四项主题展开分析。 首先, 全球发展需要稳健的全球

增长。 因此, 20 国集团为发展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确保增长

的强劲复苏。 其次,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 “反向关联冶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发展中国家强劲的多极增长的振兴必将形成全

球共赢的局面。 且可支撑贫困国家的发展, 并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
第三, 后危机环境下的融资前景更具挑战性, 需要创意和创新方法。
第四, 必须坚持贸易开放, 才能达到持续复苏并实现增长的再平衡。
贸易与投资以及相关技术的传播是多极化增长和全球性需求多样化



的关键通道。

主题玉: 全球性增长是发展的中心

全球性增长是发展的中心。 由于贸易与金融的关联, 发达国家

的经济产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极大的效应。 当复苏达到成熟阶段时,
20 国集团政策协调议题的重点应着眼于长期的增长。 发达国家的此

类议题包括财政、 金融以及可提高长期增长潜力的结构性改革。 而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将有赖于以往在宏观财政管理、 投资环境和

治理方面的改革成果, 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在支撑增长所必需的基础

设施和人类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 当然, 各国投资的优先次序因地

而异。

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

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 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善与结构性调整使得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此次危机时表现了比处理以往某些危机时更大的

弹性。 尽管如此, 其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从危

机前 5 年中的年均增长率约 7%降至 2009 年的 1郾 6% 。 应对危机的一

个后续反应是, 很多国家都在担心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否已构成与增

长有关的重要支出的限制。
随着经济逐渐弥补了产出缺口并回归潜在的增长率, 在全球层

面上, 目前对未来 5 年的预期是温和的复苏, 同时, 各国和地区集

团的复苏强度良莠不齐。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 令人担忧的是此次危

机对其 GDP 增长的影响因为各种原因有可能持续到中期。 例如, 高

收入国家对公共部门融资需求的增加将抬高发展融资的成本, 其财

政压力也会减少优惠性资金的流动。
预计发展中国家 2010 年至 2012 年复苏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大约

在 6% , 其中, 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复苏相对强劲, 而其他的发

展中国家包括收入最低的国家则复苏缓慢 (图 4郾 1, 表 4郾 1)。 中等

收入国家由于在更大程度上介入了国际资本市场, 因而深受此次金

融危机的影响, 预计将快速恢复增长, 从 2009 年 1郾 5% 的低水平回

升到约 6% , 复苏强劲, 但仍然低于危机前的年平均增长水平。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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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主要来自贸易渠道。 由于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

与外界关联极弱, 因而最初危机的影响并不显著, 只是增长率有所

下降, 尽管其下降的幅度小于中等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的出口需求

随经济衰退而下降, 从而引起出口额与商品价格的下跌。 一些严重

依赖于商品出口的国家深受衰退之苦。 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可于 2010
年恢复到约 5% , 但也仅相当于危机前的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1摇 经济增长正在恢复, 但其可持续性仍依赖于支持政策

表 4郾 1摇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增长前景 单位:%

GDP 增长 2005—2007 2008 2009 2010f 2011f 2012f
发展中国家 7郾 5 5郾 9 1郾 6 6郾 1 6郾 0 6郾 2
中等收入国家 7郾 5 5郾 9 1郾 5 6郾 1 5郾 9 6郾 2
其中 20 国集团成员 8郾 0 6郾 3 2郾 2 7郾 2 6郾 6 6郾 7
低收入国家 6郾 4 5郾 8 4郾 6 5郾 1 6郾 3 6郾 3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0郾 2 8郾 5 7郾 1 8郾 7 8郾 0 8郾 3
欧洲和中亚 7郾 0 4郾 8 - 5郾 3 4郾 2 4郾 3 4郾 3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5郾 1 4郾 1 - 2郾 4 4郾 3 3郾 9 4郾 2
中东和北非 5郾 1 5郾 8 3郾 0 3郾 4 4郾 2 4郾 8
南亚 8郾 8 4郾 9 6郾 3 7郾 3 7郾 8 7郾 5
撒哈拉以南非洲 6郾 3 5郾 0 1郾 6 4郾 4 5郾 0 5郾 3
发展中国家

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5郾 9 4郾 6 - 1郾 8 4郾 3 4郾 4 4郾 6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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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地区, 预计复苏最稳健的当属亚洲。 欧洲和中亚地区

有望实现更温和的增长, 因为该地区的几个国家遭受到危机最沉重

的打击。 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期可在 2011 年恢复到约 5%的增长水平,
该地区有些国家的出口部门与商品市场的复苏密切相关。

发展中国家在过去 10 年中所取得的政策进步有可能加速其增长

的趋势。 有迹象表明, 一些在过去几年中与高收入国家在增长趋势

上有脱钩趋向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显著高于

高收入国家。 然而, 这未必说明二者的周期性变化也在脱钩 (图
4郾 2)。 此次危机已有印证, 高收入国家的周期性循环对发展中国家

影响颇深。 但是, 此次危机同样显示, 拥有较好的政策和经济基本

面的国家抵挡危机冲击的能力更强。
即使复苏的势头逐渐增强, 增长还是不足以弥补过去几年的产

出缺口 (图 4郾 3)。 因此, 发展中国家提高平均收入的进度低于危机

前所期待的水平, 贫困率也高于危机前的预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危机拖延了发展的步伐, 其影响已持续了很久。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2摇 非周期性的趋势与增长的脱钩

贫困与千年发展目标 (MDGs)。 据估计, 2010 年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 (即每日生活费用不足 1郾 25 美元) 的人口相对于未发生危机的

预计增加了 6郯 400 万 (每日生活费用不足 2 美元的人口数量增加了

7郯 600 万)。 此外, 由于这场危机所造成的 2015 年贫困人口的增加按

上述标准分别提高到 5郯 300 万和 6郯 900 万 (表 4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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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3摇 产出缺口预计会逐渐缩小

表 4郾 2摇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前景

1990 2005 2015f 2020f

生活在 1郾 25 美元以下人口的比例

危机后的情形 41郾 7 25郾 2 15郾 0 12郾 8

危机前的趋势 41郾 7 25郾 2 14郾 1 11郾 7

生活在 1郾 25 美元以下人口的数量 (百万人)

危机后的情形 1郯 817 1郯 371 918 826

危机前的趋势 1郯 817 1郯 371 865 755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基于 Povcal 网的测算。

劳动力市场的开发是贫困增加的一个驱动力。 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估计, 从 2007 年至 2009 年, 全球增加了 3郯 400 万的失业人

口, 其中, 发展中国家有 2郯 100 万 ( ILO 的调研包括这些数据在

内)。 此外, 青年人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这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而

言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增长不支严重损害人类发展的预期成果。 增长对于经济周期不

同阶段的反应是不对称的, 在低谷时的恶化程度远远大于高峰时的

改善。 此外, 最终所造成的影响总体严重程度存在一个时滞。 据预

计, 由于危机所造成的环境恶化, 在 2009 年至 2015 年的儿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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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将增加 120 万, 到 2015 年, 无法完成初等学业的学生也将增加

35 万 (图 4郾 4)。 同样是由于危机的影响, 2015 年将有大约 1 亿人口

仍然无法获取安全的水源。 简言之, 危机前, 对许多千年发展目标

实现的前景疑虑犹存, 危机的发生更加重了挫败感。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4摇 增长放缓对某些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危机对贫困和人类发展成果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低收入国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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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收入国家的贫困率也有很大程度的上升, 仍然高居全球贫困人口

的约三分之二。 20 国集团中有 9 个成员国依然面临着主要的发展目

标的挑战, 诸如大量基础设施和人类发展的需求和某些地区的贫困

集中化问题。 这些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

54% (以每日 2 美元的贫困线计为 58% )。 因遭受危机的影响而增

加的全球性贫困人口中, 这 9 个国家增加的贫困人口数量占到半数

以上。 据最新数据表明, 其中的几个国家并没有走上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的正规 (图 4郾 5)。

未来的风险

这里所概括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受到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制

约。 许多国家面临着国内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 同时又承受着全球

经济与金融市场动荡的外部风险。
2009 年,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平均上升为 GDP 的 3% (图

4郾 6)。 但是有些国家尚有适度顺差, 大多数国家赤字的扩大是由于

财政收入减少。 尽管一些新兴市场迅速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但是,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受限更多, 平均约半数的赤字增加依靠

国内的融资, 主要是通过银行借款。 这种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已在

许多国家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 而低收入国家则面临陷入债务困境

的风险。
各国可以设法缓和危机对核心支出———健康与教育、 社会安全

网、 基础设施———最初的冲击, 尽管支出增长放缓, 但是, 要使核

心支出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异常困难, 特别是对基础设施融资以及

一些难以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更是如此 (图 4郾 7)。 有关社会与基

础设施的核心支出对于减少贫困和促进增长关系重大, 但却受到诸

多方面的限制, 尤其是低收入国家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一些欧洲国家的债务状况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蒙上了一

层阴影。 作为一种信心危机, 违约或主要债务调整有可能对全球经

济造成严重后果, 因为受危机直接影响的国家很可能陷入衰退, 而

且对世界其他国家金融状况健康的债权银行造成冲击效应。 希腊所

面临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所产生的即时效应很可能波及欧洲其他高

负债的高收入国家。 然而, 危机的第二轮效应将造成更广泛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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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希腊信心危机通

过市场预期传播到欧洲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模拟实验,
结果表明, 影响极其显著: 世界 GDP 在 2011 年至 2012 年将减慢

3% ~4% 。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期为 2% ~3% 。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预测。

图 4郾 6摇 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大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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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预测。 右坐标代表大量的基础设施支出。

图 4郾 7摇 处在风险中的核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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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域: 多极化———全球增长与再平衡的动态力量3

分析的第二个主题是反向关联———即发展中国家所受危机冲击

的后果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如前所述, 发展

中国家平均增长速度高于高收入国家, 而且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

也在上升。 发展中国家的 GDP 在 1980 年在全球 GDP 中占 18% , 而

在 2009 年, 其份额以市场汇率计算已经上升至 28% (如果采用购买

力平价比重计算接近 45% )。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增加

得更快, 自 1995 年的 20%预计升至 2010 年的近 30% 。 发展中国家

不仅经济贸易的活跃度在提高, 而且其快速增长率意味着对全球的

增长有着整体的贡献。 过去 10 年中这一贡献率在 40% 。 预计 2010
年该贡献率的上升将逼近 50% (图 4郾 8)。 自 2000 年以来, 发展中

国家在世界进口需求的增加中占 40% 。 其进口需求的增长速度两倍

于高收入国家, 从而引领着全球贸易的复苏 (图 4郾 9)。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8摇 全球性增长几乎近半数来自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南南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南南

国家之间的贸易在世界商品贸易中跃升至三分之一。 在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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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有相当大的增加, 进一步强化了地区的增

长极。 例如, 在进口国地区, 源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份额

(2008 年) 在欧洲、 中亚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三地各为 29% 、 20%和 15% 。 近年来, 南南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

在所有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占到三分之一或更多。 南南国家之

间的移民也超过南北国家之间的移民。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9摇 发展中国家引领贸易复苏

发展中国家拥有未来增长的巨大潜力。 同时也提供了高收入与高增

长投资的大量机会 (如关键基础设施和人类资本的投入可消除增长的瓶

颈), 况且, 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中曾实施过重大改革以改善其规划和

投资的发展效力。 当然, 许多国家面临着全面利用这些增长机会的融资

限制。 通过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支持来促进这些国家的增长将形成全球

共赢的局面。 如此一来, 不仅可以支撑这些国家的发展, 而且有助于全

球范围内的强劲增长, 通过创造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从而在世界需求

的基础上发掘增长的源泉, 以重建危机后的再平衡。
再平衡需要长达的眼光, 不仅仅关注外部均衡, 而要包括结构

性平衡的宏观政策调整。 结构再平衡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支持多极化

的增长。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应该被视为 20 国集团强劲、 可持续

以及平衡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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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增长和再平衡有所贡献的潜力不仅仅限于新兴市场增长

极的迅速扩大。 许多低收入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该地

区在危机前 5 年中平均增长率约为 6% ) 由于实施较好的政策也改善

了增长绩效, 增加了增长的机会。 这些国家不只是援助的目标, 而

且也提供了投资市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所吸引的净外国直接

投资从 2001 年的 140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340 亿美元, 增长两倍有

余, 而且这些投资流入的进一步增长具有很大的潜力。
基础设施是一个关键的投资领域, 因为该领域对刺激农业、 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有着相当大的潜力。 例如, 有研究表明, 如果将非

洲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提高到韩国目前的水平, 那么其增长率可提高

2郾 6 个百分点。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维护每年大约需要 9郯 000
亿美元以上 (占 GDP 的 6% ~8%)。 而实际支出仅为该水平的约 50%
(专栏 4郾 1 显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实际支

出)。 缓和融资约束可推动地方的经济增长和全球的市场需求。 在共赢

的世界增长成果中获取高投资回报。 该项研究还表明了人类资本———
教育、 健康与营养的稳妥投资将获取的高额回报。

专栏 4郾 1摇 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非洲基础设施需求相对于 GDP 而言非常之大, 达 15% 之多。
但仅靠融资并非最好的方法。 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 (如改善治理、
管理和成本回收) 也能得到相当有效的收益。 然而, 即使可以得

到如此有效的收益, 该地区每年的资金缺口仍然很大, 相当于

GDP 的 5% , 或 310 亿美元。

公共建设投资和维修 (占 GDP 的百分比)
需求 支出 效率缺口 资金缺口

中等收入 10 6 2 2
资源丰富 12 5 3 4
低收入 22 10 3 9

不稳定国家 36 6 5 25
全非洲 15 7 3 5

10 亿美元 93 43 19 31

资料来源: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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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芋: 为发展融资: 挑战未来需要有创造性

发展融资的前景

第三个主题表明的是, 应对未来融资的挑战需要有创造性。 尽

管全球金融市场正在恢复, 但是, 此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

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即使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目前的资本流入

有强劲的反弹, 然而,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处境是资本稀缺与

代价高昂。 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债务增加, 相关的担忧如挤出效应、
对金融部门更严格的监管、 银行系统的兼并以及重新定价风险等,
都有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融资的渠道, 并提高融资成本。

对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流入在 2008 年至 2009 年由于金融

危机的爆发而骤然下降, 从 2007 年 1郾 2 万亿美元的最高点 (占发展

中国家 GDP 的 8郾 7% ) 降至 2009 年的 4郯 800 亿美元 (占 GDP 的

3% )。 危机后仅在缓慢地恢复, 预计在 2011 年 (图 4郾 10) 达到约

7郯 700 亿美元的水平 (占 GDP 的 3郾 3%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预计。

图 4郾 10摇 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流入: 缓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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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会有所下降, 但融资

需求可能更大。 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在危机期间急剧增加, 预计

危机后只能逐渐减小, 甚至据 2011 年事前预计的融资缺口 (经常项

目赤字 + 摊提资金 - 预期资本流入) 将高达 1郯 800 亿美元 (图

4郾 11)。 相对于 GDP 而言, 预计低收入国家融资缺口更大。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预计。

图 4郾 11摇 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缺口仍然较大

据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由于资本的稀缺和高昂的成本,
与危机前的发展趋势相比, 今后 5 ~ 7 年内全球金融市场的信贷紧缩

条件将使投资萎缩, 从而使经济增长每年降低 0郾 7 个百分点, 发展

中国家潜在的产出相对于危机前有可能降低 8% 。 鉴于希腊目前的局

势和日益增加的对发达国家主权债务的忧虑, 对前景预测的这一底

线面临着被突破的风险。
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即使增长率下降相对较小, 却能对贫困

产生累积的更大效应。 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 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成

本较高和投资较低而引起的增长率每下降 0郾 5 个百分点, 就意味着

在未来 10 年中生活在 2 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增加近 8郯 000 万

(图 4郾 12)。

财政整顿、 发展融资、 增长与再平衡

发达国家公共债务高企, 财政整顿尤其应放在优先地位。 而且

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预期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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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 GIDD 模型模拟结果。

图 4郾 12摇 GDP 增长率每降低 0郾 5 个百分点对贫困的影响

国家债务与 GDP 的比率在近 2 ~ 3 年内将超过 100% , 较危机前的比

率高出 35 个百分点。 仅美国、 日本及欧洲地区在 2009 年所发行的

主权债券就超过了 2郾 5 万亿美元, 为发展中国家净资本流动总额的 7
倍有余。 相关的模拟实验表明, 发达国家强劲而迅速的财政整顿将

产生共赢的效果。 有两种场景可说明发达国家财政整顿的影响。 第

一种场景设置的是, 最初的平衡是标准化的, 如果在 2011 年至 2020
年循序渐进, 一直持续到 2030 年, 那么 2030 年的债务对 GDP 的比

率可降至 60% 。 第二种场景描述的是, 最初平衡的改善标准相同,
但要在 4 年内达到目标, 而后在这一水平上一直持续到 2030 年。 将

这一结果与没有主动进行财政整顿的场景相比较。 最终结果表明,
发展中国家在两种场景下都可获得经济增长, 但在第二个场景即更

快调整的情形下增长更快。 GDP 从中期到长期内可达 6% 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因较低利率和高投资所增加的收益, 不足以弥补出口弱

势所造成的损失。
全球增长的再平衡以及发展融资可以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 发

展中国家中的四分之三是资本的净输入国。 然而, 近年来, 发展中

国家, 包括新兴市场国家, 从总体上说拥有顺差, 主要是因为少数

国家, 尤其是中国和石油及矿产品出口国的储蓄大大高于投资的缘

故, 因此, 作为整体而言, 发展中国家对高收入国家近年来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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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输出国———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资本流动上行。 金砖四国 (巴
西、 俄罗斯、 印度与中国) 的资本流入构成了美国 2008 年经常账户

75%的融资, 而在 2001 年仅占 13% 。 若能成功地达到发达国家赤字

的再平衡, 从而减少这些国家的借款要求, 就可以使全球更多地储

蓄盈余流动起来,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增长, 转而刺激更多的

进口需求 (来自多边渠道), 加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发达国家金融部门改革的启示

需要保证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和计划实行的金融部门改革对发展

中国家的资金流动或金融部门管理不会产生意外的负面效应, 这一

点十分重要。 还需要有一个机制, 来评价这些改革对金融稳定委员

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非成员国的借鉴意义。 目前, 尽管国际

间还缺乏协调, 已经有几个国家就金融保护主义风险的产生、 监管

套利及司法管辖区的不一致性等问题发起改革倡议。 其中有些需要

在分支银行层面上符合流动性要求但与集团综合要求截然相反的改

革建议, 可能会限制全球性银行为新兴市场的经营提供融资, 反之

亦然。 拟议中的证券化和衍生品的改革不应窒息有益于发展的创新,
例如, 可以运用这些创新工具对农作物风险和气候风险进行套期保

值。 关于贸易融资, 巴塞尔委员会可重新审视一年内的短期表外业

务贸易融资项下其所建议的资本充足率使用 100%的信用换算系数的

适宜性, 并将这些贸易融资产品可以大量自动清偿、 低风险和较短

的到期日等特征考虑在内。 发达国家所设计的银行管制规则不一定

适用于低收入国家, 特别是对服务于小企业的小规模银行更不适合;
有些国家需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逐渐适应。

发展的官方融资

在资本市场紧缩的情况下, 官方资金无论是直接的发展融资还

是为启动私人资本所起到的杠杆作用都格外重要。 官方融资包括确

保官方开发援助 (ODA) 的充足性以及为多边借款提供足够的资本。
然而, 官方开发援助在 2009 年按实值计算仅有稍许回升, 总体上说

并未达到所承诺的数额, 而且相对于低收入国家 GDP 的比例而言有

所下降, 而官方开发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融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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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图 4郾 13)。 随着财政整顿战略的设计与实施, 国际社会期待 20
国集团成员相互协调, 维持甚至提高援助的数额。 同时, 援款国与

受援国可同心协力, 进一步推进阿克拉行动议程的实施, 即改善援

助有效性———更适当的援助定位和协调, 完善援助的可预测性以及

注重援助效果。
多边开发银行 (MDB) 融资在危机期间有明显地增加, 补充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反周期资金。 2008 年 7 月

至 2010 年 6 月, 多边开发银行承诺的资金为 2郯 350 亿美元, 其中半

数以上来自世界银行集团。 由于多边开发银行近来所达成的增资协

议, 危机后承诺的款项年均达 650 亿美元, 而在危机前年均仅为 380
亿美元 (图 4郾 13)。 然而, 就净资本流动而言, 多边开发银行的借

款还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长期资本的需求。
多边开发银行在危机期间的增资大部分是非优惠借款。 优惠借

款的增加微乎其微。 多边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的充足供应, 尤其是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和非洲开发基金的优惠贷款, 可以满足低收入

国家应对危机所增加的融资需求, 以及应对紧随经济危机而来的食

品与燃料危机的融资需求。 由于低收入国家财政空间倍感压力, 同

时, 包括为贫困者及脆弱群体而设立的社会保障网由于更高的贫困

率和失业率而扩充在内的社会支出需求大大提高, 从而对优惠性融

资的需求上升。 国际开发协会的危机应对机制等诸如此类的创新提

高了这些国家在危机中对优惠融资的反应能力。

以金融创新的方式补充传统的融资

资本市场紧缩和捐款国社会压力增大的局面意味着需要以金融

创新的形式作为传统融资模式的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 确保充足的

发展资金就需要创新, 以发挥对私人资本的杠杆作用。 随着对市场

的预期风险增大, 也增加了对担保和保险机制 (多边与双边) 的需

求, 借以缓解长期私人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这

种金融工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财务杠杆。 例如, 世界银行集团在

2000 年至 2008 年提供了约为 77 亿美元的担保, 以支持在发展中国

家的金融与生产部门的投资。 这些担保启动了总额约为 200 亿美元

的投资, 杠杆比率大致为 2郾 6。 公私伙伴关系也提供了投资的潜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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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多边开发银行承诺包括最近增加的资本。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

图 4郾 13摇 官方开发融资: 官方开发援助与多边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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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创造了各种投资的可能性。 发展融资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是

上万亿美元的巨额主权财富基金 (SWFs)。 一个很有创意的实例是

最近由几个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于国际金融公司的股权基金, 提供了

按比例增大投资的可能性。 另一个补充性的要素是强化国际金融安

全网, 减少以自我保险的方式应对经济波动与资本流动转向的储备

需求, 这样一来, 发展中国家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自有资源用于投资。
主权财富基金、 公司和政府对南南国家的融资和投资的可能性

在增加, 如中国正在试图改善管理资本流动的标准。 例如, 中国已

转包了对几家欧洲公司的环境评估, 以获取在这一领域中全球的最

佳方法, 并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引进赤道原则并投入运作。 中国和

世界银行在基础设施、 工业区以及非洲卫生项目等的合作投资也在

进行之中。
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汇款按官方记录约为 3郯 300 亿美元, 几乎

相当于官方开发援助的 3 倍之多。 于 2008 年北海道 8 国峰会之后提

出的旨在五年内减少会费 5 个百分点的 5 伊 5 倡议, 预计每年可增加

汇款约 150 亿美元。 散居债券是另一项创新, 致力于发掘发展中国

家移民的财富。

全球公共品及项目融资

创新与公私合作关系在全球公共品和发展相关的全球项目中至

关重要。 2007 年的私人援助据估计接近于 500 亿美元 (是同期官方

开发援助的近二分之一), 在与公共部门合作投入基金抗击转染病项

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抵抗艾滋病和肺结核的全球基金、
与马来西亚及全球联盟开展疫苗与免疫接种)。 其他重要的创新包括

为贫困国家免疫接种前置融资的免疫国际金融便利 ( IFFIm), 为补

贴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的私人成本而设立的先行市场承诺 (AMC),
以及国际药品采购机制 (UNITAID) 对国际航空旅行的连带征税等

自愿合作的方式。 在其他领域的公私合作也有一些很好的例证, 比

如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项目。 碳市场正在兴起, 成为发展融资的潜

在的重要来源, 而且特别有助于满足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可负担且清

洁的能源的大规模投资需求。
据估计, 这些地区的融资需求很大。 例如, 卫生系统融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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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课题组预计, 对于 49 个最贫困的国家而言, 要达到千年发展目

标的卫生标准, 并支撑国民卫生系统能够及时处理传染病的发生,
除了目前国内外卫生融资渠道外, 每年还需要大约 360 亿美元。 另

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预计, 要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中降低饥饿的比

率, 所增加的公共农业投资每年大约需要 140 亿美元。 2010 年 《世
界银行发展报告》 估计, 目前发展中国家用于气候变化的专用资金

仅占这些国家今后几年用于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的支出需求的 5% 。
资源需求的规模, 尤其是危机后的融资环境, 都要求 20 国集团能够

重新承诺, 以支持关键的全球性项目, 并恢复活力和创造性, 从而

在发展融资和启动私人资本的公私合作关系中, 充分开拓潜在的创

新途径。

国内资源调动与金融部门发展

考察融资前景还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如何充分调动国内

资源, 包括继续推进改善公共资源管理和为私人投资提供较好的国

内外环境的改革。 外部资本的紧缩和高成本融资的增加, 要求发展

中国家改进自身的金融体系。 牢固的金融体系对于有效地介入全球

化的金融以及为发展而更好地调动和分配国内资源而言, 都是至关

重要的。 国内金融部门的无效率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借款成本比发达

国家高出 1郯 000 个基点之多。 有关的模拟实验表明, 如果发展中国

家可改善国内金融中介的运作, 每年平均可降低利差 25 个基点, 这

些中介的长期潜在产出可提高 7郾 5% , 对目前有着最高价差的国家和

地区而言, 将达到其最大化的收益。
金融部门发展的某些方面如改善对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和增强

对中小企业 (SME) 的融资, 已经引起 20 国集团的关注并纳入到包

容性金融的主题中。 这一点尤为重要: 发展中国家成年人口的近

70% , 即 27 亿人尚未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 有调查表明, 中小企业

相对于大公司的融资价格至少要高出 30% , 并成为增长的主要障碍。
然而, 发展中国家还需要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强化金融体系。 协助

发展中国家扩充技术与能力建构是 20 国集团支持发展集体行动的一

个关键领域———例如, 扩大金融部门改革与强化 (FIRST) 倡议的参

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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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郁: 开放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再平衡的推进器

最后一个主题要说明的是, 开放贸易环境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复

苏和再平衡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保持贸易的开放在财政与货币政策

刺激失灵的情况下维持复苏是至关重要的。 由投资与相关技术流动

为依托的贸易, 是多极增长和全球需求多元化的关键通道。

贸易流动: 转换中的模式、 瓦解与复苏

近期的危机清晰地显示了国际贸易模式的演变如何导致经济的

相互依赖。 在目前所有工业制成品贸易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产品

为零部件, 而在东亚, 这一比例已上升为近二分之一。 这些更加集

成的供应链意味着, 一国的贸易冲击将更加迅速有力地波及其他国

家。 一旦金融危机爆发, 对贸易的冲击首当其冲。 2009 年第一季度

的贸易额降为最低点, 而前一年同期的全球贸易额下降了 30% 。 根

据历史上贸易崩溃的来龙去脉, 图 4郾 14 将此次危机的贸易增长与

1975 年、 1982 年、 1991 年和 2001 年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比较 (在不

变美元价格下与前一年的同月度相比)。 数据是相匹配的, 因此, 零

年是每次收缩的最低点。 此次危机前的增长率较高, 且这一阶段的

下跌比前期的衰退更深。 此次的复苏也呈现了比以往更加陡峭的态

势。 图中表明, V 字形的复苏正在出现, 尽管全球贸易额依然低于

危机前的水平。
贸易的萎缩主要是较大的需求震荡的结果, 其对贸易的影响大

于对 GDP 的影响。 可贸易产品多为制成品 (占非石油贸易的 80% ),
而且库存可以削减, 消费也可推迟。 全球供应链和敏捷销售使冲击

在各国迅速传播。 各国的贸易下降是同步发生的, 复苏的过程难以

平衡。 欧洲的复苏尤其脆弱, 市场弥漫着对欧洲地区日渐增加的债

务而担忧的情绪, 从而抬高了关于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 世界其他

地区呈现了强劲而稳步的增长。 包括中国、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

的许多亚洲国家在复苏中显示了非凡的弹性, 目前进口已超过危机

前的水平。 这些大的成长中的新兴市场有可能成为未来贸易增长的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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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测算。

图 4郾 14摇 世界贸易的崩溃与复苏: 当前危机与以往危机的对比

金融危机以及所造成的贸易衰竭的后果导致了近年来以大量全球

贸易不平衡为特征的贸易模式的逆转。 这种逆转部分地来自于一种很

机械的结果, 假如进出口的下降是既定的, 那么, 其差异也会有同等

比例的收缩。 全球贸易总额在 2009 年下降了约 15%, 这说明不平衡也

出现了同等的下跌。 事实上, 全球贸易不平衡以各国贸易平衡的绝对

值来衡量下降了 30% (这一数字是根据 2009 年 58 个国家所报告的全

年数据计算得出, 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 75%)。 这一发

现意味着, 除了贸易额的下降以外, 净进出口的再平衡在贸易不平衡

的改善中占 50%。 换言之, 贸易赤字国的进口有可能相对下降得更

多, 而贸易盈余国出口下降的更多。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如

果仅仅靠贸易的下降而改善不平衡的状况, 那么贸易恢复的态势将很

快消失, 而由于调整呈现的再平衡是可以持续的。

贸易政策回应

尽管处在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困境中, 20 国集团成员国总的说

来依然在坚持危机初期的承诺, 即避免贸易保护主义。 实际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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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 国集团成员国都采取了限制性行动, 好在这些行动对贸易品覆

盖的范围并无大碍。 但是, 令人担忧的是, 在有效反击公开的贸易

保护主义时, 一些不透明的或模糊不清的保护主义措施却应运而生。
在 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贸易措施接

近 700 余种, 其中包括 500 种歧视性措施。 20 国集团成员国已采用

了近三分之二的歧视性措施 (图 4郾 15)。 最近的季度数据显示, 施

加的歧视性措施有一种下降的倾向: 2009 年第一季度所采取的全部

措施为 120 种, 2010 年同期的数量下降为 63 种。

资料来源: 全球贸易警报。

图 4郾 15摇 20 国集团于 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5 月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贸易措施

在所采取的贸易措施中, 反倾销行为、 引用保障条款、 在紧急

救助中对国内公司的优惠待遇以及歧视性采购等的发生率急剧增加。
总而言之, 20 国集团采用反倾销、 反补贴税和引用保障条款的国家

对于进口产品所施加的关税壁垒与 2007 年相比高出 25% (图

4郾 16)。 这些行为不只是针对北南国家的贸易。 实际上, 2009 年此

类贸易壁垒中约有二分之一是发生在南南国家的贸易之中。 另一需

要密切注意的风险是, 随着财政整顿的展开, 各国政府极可能会采

用新的贸易壁垒来取代紧急救助时所给予的补贴和特惠待遇。

贸易议题中的优先权

20 国集团首脑对植根于保护主义政策回应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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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编辑获得。

图 4郾 16摇 20 国集团对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综合运用

已达成共识。 通过重申其对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 20 国集

团可以提升市场信心。 甚至可以通过一个集体的许诺发出更强烈的

信号, 即解除自 2008 年 8 月以来一直在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
贸易规则事关紧要。 在一些不受多变规则约束的领域或者涵盖

范围不明或受限的领域常常会出现更多的限制性行为。 因此, 强化

多边贸易规则, 早日完成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议程并以圆满成功而

告终就显得更为重要。 据保守的估计, 成功达成多哈回合谈判协议

将使全球获得 1郯 600 亿美元的实际收入。
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优惠, 有助

于提高贸易优惠对这些国家的整体效用。 目前贸易优惠项目提供了

高水平的产品覆盖范围, 但附有重要的免责条款, 大部分与农产品

和服装有关。 20 国集团可以从最初的自由规则出发, 将对最不发达

国家的免税和免配额的范围扩展为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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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欠发达国家而言, 贸易能力的建构至少与改善市场准入条件

而提升贸易同样重要。 因此, 可实行一种补充性的优先权, 即增强

贸易便捷化措施, 以应对境内的贸易限制———改善与贸易有关的基

础设施、 管理和诸如海关服务和验证标准等物流条件。 有研究表明,
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 提高物流绩效可平均增加 15% 或更

多的贸易额。 为支持贸易便捷化, 贸易援助应充分扩展。 贸易援助

中的公私伙伴关系可利用对私人部门动态的杠杆作用增强贸易能力,
进一步开发资源。

结论

全球增长是发展的核心。 20 国集团对发展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使

命是恢复强劲的增长。 随着复苏日渐成熟, 长期增长议程应当上升

为 20 国集团政策协调的中心, 从关注需求转向供给, 以刺激财政金

融和结构改革, 提高中长期的增长潜力。 若 20 国集团遵循这样的思

路而采取成功的集体行动, 必将推进有利于各国的全球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对全球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由增长

最快的新兴市场所引领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已达

50% 。 而且这些国家引领着世界贸易的复苏。 南南国家之间的联系

日趋紧密。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具有高回报率和高增长的潜在

投资机会, 如关键的基础设施投资可消除增长的瓶颈。 然而, 许多

国家面临着融资限制的约束。 通过有效的投资支持, 消除增长的瓶

颈以提高这些国家的增长率, 将形成全球共赢的局面。 不仅可以支

持自身的发展, 而且将对全球的经济增长有所贡献, 还可以通过创

造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以及提高全球需求的增长源来达到全球增长

的再平衡。 因此, 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强劲和多极化的增长, 应当被

视为 20 国集团达到全球经济的强劲、 可持续及平衡增长框架的一个

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环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些

新兴市场显现了资本流入的强劲反弹, 但是,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

临着资本稀缺和融资成本高昂的局面。 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债务的

上升以及对挤出效应、 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以及风险的重新定价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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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忧虑, 都有可能抬高资本的成本, 从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融资,
并对其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由于资本市场的萎缩,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本, 无论是直

接提供发展资金还是作为私人资本流动的杠杆化资金, 其重要性都

在增强。 由于低收入国家的财政空间压力增大, 同时社会支出需求

在危机后大量增加, 所以, 对优惠资金的需求也在增加。 上述发展

需要一系列条件作保证, 即充足的官方开发援助、 多边开发银行优

惠贷款的补充应该达到满意的程度, 以及坚持多边开发银行的增资。
此外, 还需要确保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达到发展的目标。

私人资本流动的缩减与捐款国所面临的财政压力, 意味着需要

以金融创新的方式作为传统融资的补充。 例如, 这些创新包括: 为

降低风险而提供的担保;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 在卫生领域可支撑全

球公共品投资的免疫国际金融便利 ( IFFIm) 和先行市场承诺

(AMC) 的创新; 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项目如粮食安全的公私伙伴关

系; 碳资金以及南南国家之间的投资。 资源需求的规模既需要 20 国

集团的对关键性的全球项目的重新承诺, 也需要重建活力和创造性,
以充分开发杠杆化私人资本的创新潜能。

对发展中国家融资前景的展望也意味着需要动员更多的国内资金,
包括继续努力改善公共资源管理和私人投资的环境。 对发展中国家金融

部门的改革扩大技术和能力建构的援助是 20 国集团可采取集体行动的一

个关键领域。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 要确保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监管

的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不会产生意外的负面影响。
20 国集团可以在主张开放贸易和投资体制方面展示其领导力。

目前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莫过于促使多哈发展回合的谈判早日达到圆

满的结局。 对于最不发达的国家而言, 应该考虑将免税与免配额的

贸易范围扩大至 100% 。 对贫困国家改善市场准入的条件, 还需要以

增强贸易便利和贸易援助项目作为补充, 提高这些国家的贸易能力。
20 国集团首脑在匹斯堡峰会上认定 20 国集团作为 “国际经济合作

的最高论坛冶。 如果 20 国集团要在全球经济中担当起这样一种领导者的

角色, 那么全球发展议程必然成为其使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1郾 20 国集团, 2009。 “领导人声明: 匹兹堡峰会,冶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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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本章基于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工作报告整理而成, 同时也是 20 国集团工

作框架和共同评价程序的一部分, 在此对这些工作人员的贡献表示感谢。
3郾 第三章更详细地讨论了多极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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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Danny Leipziger
乔治华盛顿大学

就 20 国集团在解决国际发展问题中所担当的角色而论, 需要解

答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1郾 为什么说发展是 20 国集团议程项目中的关键部分?
2郾 当人们着眼于世界的发展前景与政策时, 危机前后有何区别?
3郾 关于发展的理念和发展政策的建议有些什么变化?
4郾 20 国集团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增长能做些什么?

为什么说发展是 20 国集团议程项目中的关键部分?

发展之所以作为 20 国集团必须处理的紧要问题, 至少有五个

方面的原因。 首先要考虑到这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与无辜的旁观者

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因全球衰退的影响而遭受粮食价格的上

涨和出口需求下降的双重打击, 但是, 它们与长期积淀而酿成危

机的各种事件毫无瓜葛。 事实上, 对于这样一种超出自身控制能

力的事件, 它们不过是无辜的旁观者。 其次, 发展中经济是未来

增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 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 未来的人

口流动性更大, 无论政府介入管理这一过程与否。 第四, 全球平

民百姓的问题 (如 20 国集团所覆盖的) 涉及所有国家, 而不只是

20 国集团的成员国。 发展中国家是一些受新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协

议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地区。 最后, 穷国的话语权没有得到足够的

认可, 或者在讨论中得不到充分的考虑, 如此一来, 20 国集团的

合法性与地位便岌岌可危。

危机后的世界有何不同以及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有哪些?

如果说国际体系从危机中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那就是拥有稳

健财政政策的国家呈现出强劲的复苏。 具有财政空间的政府比财政

受限的政府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财政部长们必须意

识到, 未来的借款成本将由于发达国家更严格的监管、 风险规避和

债务水平而上升。 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即缓慢的全球增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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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许多国家而言成为新的常态, 过度储蓄实际上阻碍了必要的再

平衡发展。 我们还了解到, 增长的源头在危机前、 危机期间和危机

后不断地移动, 而且不会很快恢复原状。 最后一点, 对于发展中国

家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 即有效的制度, 其紧要性无处不在。

新的发展理念与建议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并不能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面对经济复苏, 它们

所展示的是谦卑。 正如金融危机所见证的, 实际上, 高收入国家是

国际经济不稳定和衰退的源头。 在极大程度上,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皆以其稳定经济和刺激增长反弹的快速反应

而备受称颂, 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博得公众的喝彩。 仅就发展中国家

而言, 更迫切的需要是动员国内的财力和地方增长的资源。 依赖于

发达国家不再是单一的战略。 然而, 恰如增长委员会所指出的, 开

发全球的出口市场除下列措施外并无其他可替代的选择。 例如, 南

南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产生更大的收益, 并建立起更多样化的贸易

产品组合。 另一个可普遍接受的途径是, 选择具有较大差异的各种

资本流动方式是明智的政策, 远胜于以阻碍资本的跨国流动来保护

竞争性汇率的行为, 例如, 各国最好避免可逆的和波动较大的短期

资本流动。 最后, 保持一国的财政地位也许比国际储备的累积更为

重要, 因为一旦储备耗尽, 就会动摇公众的信心, 如同原子能的威

慑力, 一旦爆炸, 后患无穷。 与此相反, 财政地位可提供更强大的

国际清偿力。

20 国集团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增长能做些什么?

20 国集团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有着巨大的潜力。 部分 20
国集团的成员国可以从自身做起, 以降低巨大的潜在产出缺口。 这意

味着, 如果过早地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退出是短视的, 特别是因为

增长可以产生税收, 有助于减少财政赤字。 同时, 其他 20 国集团的成

员国可以转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 允许出口市场容纳新的竞争对手。
所有 20 国集团的成员都应抵制任何怂恿滑向经济民族主义从而隔绝潜

在的新贸易伙伴的行为, 创造更好的金融风险管理方法来控制投机,
而不是因噎废食, 阻止所有的资本流动。 20 国集团的成员国有责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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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技术的发展铺平道路, 从而促进可持续的增长, 同时, 推动多哈

贸易协定圆满结束。 借多哈贸易协定的东风, 20 国集团成员国可发起

世界贸易的动量, 帮助最贫穷的国家进入国际市场。 20 国集团的成员

国还可以展示它们在全球公共品管理工作中日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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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Mahmoud Mohieldin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摇 摇 见证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是一种特权, 在这个新世界中, 如果将

八国集团作为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代表显然不妥。 20 国集团越来

越明显地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移位, 也可称之为全球政治的移位。 当

然, 这些变化并不是最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 危机不过是证

实了其正确性。 全球金融危机也澄清了我们在过去 25 年来一直在见

证的一个事实, 即 20 国集团领导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 即使授权在身, 20 国集团仍然还在建

构过程之中, 且最终的模式尚未确定。
财政部长们几乎被大量的有关应对危机的短期措施的方案和建

议所淹没, 在这样的时刻, Qureshi 先生的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可持续

的长期增长的话题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诚然, 某些政策仅仅是权宜

之计, 不足以支撑后危机世界的稳健增长。 我的评论与 Qureshi 先生

所强调的四个重要主题及其评论相对应。
在金融危机之前, 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大量的非金融性挑战,

其中之一是要在 2015 年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而危机却增加了实现该

目标的难度。 此外,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客们利用此次危机作为逃

避国内问题和推迟改革的借口。 这些政策制定者宣称, 危机前改革

进展顺利, 而随后改革的脱轨主要归因于危机所造成的外部冲击。
正如 Qureshi 先生所尖锐指出的那样, 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的不仅仅

是那些应负起负责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负担,
金融危机的余波对这些国家的公民福利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据估计,
数百万人将落入贫困的陷阱, 而更多地人成为失业者。 这种结果与

我们在危机之初所风闻的观点截然相反, 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 发

展中国家将不会受到影响。
当发达国家遭受巨大的经济灾难之时, 最初的报道认为, 发展

中国家可独善其身, 其经济至多经历最小程度的动荡。 几乎没有任

何迹象暴露出金融部门的问题, 许多观点合乎逻辑地假定, 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尚未拥有充分发达的金融市场, 因而对这类重量级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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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也不敏感。 这样的反应类似于一个人庆幸自己免于一场车祸, 仅

仅是因为他或她并不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况且, 危机对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并非即刻都能观察到, 因为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已经

过改革或重组; 此外, 这些国家大多没有完全与全球经济接轨, 因

而得以幸免。
作为全球领导者, 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确定从所观测到的

效应中能提炼出何种经验教训; 为缓解消极的后果, 今后应实施何

种措施和采取何种行动。 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个主题无疑是这场讨论

的中心, 但是必须考虑到某些关注点。 最初可能需要推出一些措施

来增加公共债务以求稳定。 如今, 公众质疑此类债务能否维持未来

的稳定, 同时对保护主义愈加关切。 Qureshi 先生重点分析了许多国

家包括 20 国集团的部分成员国所采用的传统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 从多方面看, 这些措施与 20 国集团的议程是背道而驰的, 尤其

是考虑到本章的第四个主题, 即扩大贸易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那么, 这些措施将会产生反作用。

第二个主题集中分析增长的多极化和全球增长多源的重要性,
本卷第 3 章首先讨论了这一问题。 多极化增长战略的关键构成部分

是基础设施的发展, 推进这一战略将出现共赢的局面, 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而言, 还有许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 基础设施对达到经济

目标和社会需求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是极

不发达的, 需要更多的投资, 尤其是对公路网、 港口、 能源生产和

天然气管道的投资。 为此提出了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PPP)。 我记得

增长委员会的相关讨论以及最终的成果即 《增长报告》 曾重点警示

的所谓 “坏主意冶, 委员会在艰难时期力主各国不应损害或牺牲对基

础设施的支出来达到控制预算赤字的目的, 尽管警告在先, 所担心

的事情眼下正在发生。
决策者和财政部长们正在考虑接受下列建议, 即公私伙伴关系

可以通过搭桥资金弥补投资缺口并补偿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公共开

支削减的部分, 从而解决其财政支出问题。 很不幸, 这些合作伙伴

实际上未曾接受这样的挑战。 有些国家例如南非, 采用公私伙伴关

系的框架颇有进展, 而另一些国家包括我的国家埃及, 采用公私伙

伴关系这一方法才刚刚起步。 对于新入门者, 需要花费多年才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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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契约关系, 要与潜在的开发商持续地进行讨论, 刨根问底, 直

到消除所有的疑惑。 令人担忧的是, 这些国家通常依赖于公私伙伴

关系的合作框架, 将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抛给合作伙伴, 期待后者

在一夜之间补足差额。 这不过是一相情愿, 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我

的想法恰恰相反, 不要强行推进公私伙伴关系, 而是采用一种兼顾

的方法, 即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共资金应当保持一种持续的水平, 并

且与未来实施公私伙伴关系的可能性相结合。 目前, 各国正面临着

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财政预算赤字的挑战, 上述建议是在对这些挑

战的充分认可和鉴别的基础上提出的。 无论如何, 从政策的角度来

看, 这一建议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有关金融与金融发展的第三个主题, 今天所讨论的许多措施使

我们回忆起过去已经退化的干预行为及其对金融部门结构的影响。
当然,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 这些措施听上去很有吸引力, 部分措施

在实践中被曲解。 即使经历着增长的时期, 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

金融部门, 因为有很多问题与资产的介入与集中度相关。 Qureshi 先
生对全球金融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描述, 不仅仅是从国家的层次上

加以描述, 而且也观察了跨国界的资金流动。 尽管处于快速的金融

增长时期, 投资资金并未增加。 事实上, 世界固定投资率几乎为常

数, 甚至在 1995 年至 2005 年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 联合国 2010 年

《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 却表明, 跨国资金此间有所提高。 因此, 问

题就在于资金与高资本产出的比例。 对于一个旨在获得年平均增长

率 6% ~7%的国家而言 (例如非洲或中东的国家), 就要求投资与

GDP 的比率至少在 24% 。 鉴于发展中国家极低的储蓄率, 这些国家

的政府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大约占 GDP 的 8% ~ 12% 。 所以, 我们目

前所面临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挤出效应问题, 以及包括希

腊在内的一些主权债券的债务危机问题, 都是令人担忧的。
有关金融扩展, 我们应该考虑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金融部门评估规划 (FSAP) 作为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及其有效性

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该规划旨在鉴别一国金融体系的优势与劣势,
确定如何从关键的风险源入手实施管理, 判明金融部门对发展和技

术援助的需求, 帮助各国政府安排政策反应的优先次序。 以我之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部门评估规划过分强调稳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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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而不是注重促进发展融资。 这个观点与联合国的报告是一致的,
该报告认为, 金融部门中介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作为一个稳定的实体,
而且应该在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起媒介作用。 当然, 我并不否认,
在金融危机时期, 金融稳定是首要的问题。

最后, 关于贸易问题, 我赞同 Qureshi 先生所表达的观点。 在第

3 章的讨论中, 我提到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主张通过贸易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增长。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扩大贸易并不只是危机后才出现

的挑战, 早在危机前就一直被列入议程项目之中。 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促进与基础设施开发紧密相关, 因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主要约束

条件之一就是与产品运往市场有关的高交易成本。 我同样期待着早

日达成多哈回合的贸易协定。
总之, 我非常高兴看到目前工作的进展。 我相信, 20 国集团的

发展议程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前途有望, 目前所规定的政策措施极

有价值, 需要决策者认真对待并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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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Robert Vos
联合国

首先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本次会议, 能在这组杰出的

讨论环节中做些事我深感荣幸。 我非常喜欢 Zia Qureshi 的陈述, 在

许多问题上深有同感。 为简短起见, 我不再重复已有共鸣的观点,
而是集中于我认为这四个主题中需要引起格外关注的几个问题。

多极化增长与脱钩

首先, 我想先说明世界增长中多极化模型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增长脱钩这样一些概念。 我一向对脱钩的概念不以为然。 全

球性金融危机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首次使用脱钩的概

念时, 多少带有下列含义, 即发展中国家能够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已

经开始的增长减速绝缘。 危机明白无误地显示, 这不过是一种误导。
我不喜欢这一概念的第二个理由是, 脱钩的概念容易产生错觉, 即

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在减弱。 目前, 周期性与结构性脱钩的区

别不见得能消除这种印象。 当然, 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的相关性正

在发生着变化。 从这一角度来看, 采用多极化增长的概念接近于问

题的核心, 也许大有可为。
的确, 在世界当代史上从未经历过目前这样一种处境, 工业化

国家处于劣势, 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变成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这些经济体的持续扩张因而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 就需

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即以发展中国家目前和将来的能量, 如何将这

些国家增长的动力传输给世界其他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中,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有最大的份额, 从而使

其成为某种形式的判例案件。 中国引领世界其他地区增长的能力必

定依赖于其将巨额贸易顺差转为平衡甚至贸易逆差的能力。 其他大

国如巴西和印度并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后者的经常账户都存在着逆

差。 在中国的情况下, 从出口导向到国内导向增长模式的转变引起

了大量的问题, 包括扩大内需的动力要从投资转向消费, 从而相当

大地提高了工资的比例, 也大大地降低了因创历史纪录的高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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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的产能过剩。 此外, 考虑到中国贸易商品的大部分与出口部

门所需要的投入有关, 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内导向的增长实际上可能

会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
然而, 在任何情况下, 其本质的问题是, 在中国重新调整其增

长模式时, 我们切不可将婴儿和浴缸里的水一同泼出去。 特别要说

明的是, 尽管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实际升值应该作为调整过程的一部

分, 但是, 过于强劲与无秩序的升值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回顾历史, 以强烈的货币升值减少出口盈余的一个实例令人信服地

解释了日本的动态增长何以停顿, 以及何以酿成了代价高昂的金融

危机。 无论如何, 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当局似乎对此刻骨铭心, 试

图避免历史再现。 更合意的场景是, 中国经济转变为通过增加进口

刺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 而进口的增加更多地通过收入效应 (快
速经济增长和实际工资的提高) 而非替代效应 (强劲的汇率升值)
来实现。 为中国的国外投资打开更多的空间也是该战略的主要部分。

接下来的问题是, 多极化增长是否将引致发展中国家之中的收

入分散化。 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目前的趋势是在预料之中, 东亚和

印度 (并非将南亚作为一个整体) 很可能是新的世界经济中最具活

力的极点。 但是, 这也许将许多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 不仅是一些

和这些有活力的极点疏离的国家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而

且包括一些只是为增长极点提供初级产品的国家, 不难预料, 世界

市场商品价格的不稳定性将引起增长的波动。 因此, 目前的主要问

题是确保世界在发展过程中免于濒临另一场重大背驰的边缘, 如今

已不仅仅涉及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而且将波及发展中国家集

团之间的背驰。 实际上, 这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全球发展模式的一

部分, 其特征之一是 “二元收入背驰冶。 这意味着特别需要认真考虑

某种特定的机制, 通过这样一种机制, 发展中国家最具活力的增长

极点将其增长信号传播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失衡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目前有关全球失衡趋势的含义。 当前的全

球经济危机的主要悖论之一是, 在经济景气年份, 发展中国家累积

的外汇储备形成了全球失衡的源头。 久而久之, 便抑制了全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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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而需求本身越来越依赖于美国作为 “消费者最后的手段冶。 由此

助长了全球失衡, 并以这种方式构成了多因子模型的一部分, 导致

其后引发当前危机的金融泡沫。 然而, 当泡沫破裂时, 拥有坚实的

外部资产负债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随后提供了反弹的缓冲器, 从而

成为目前支撑复苏的重要因素。 回到使全球失衡加剧的旧模式中显

然不合时宜, 因为旧模式已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 作为相对应的趋势, 出现了一种持续的模式, 即发展中

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移的金融资本净额呈现很大的逆差。 这类转移

在 2008 年达到了 1 万亿美元。 最主要的盈余国来自东亚, 当然, 中

东国家份额最大, 但是非洲地区竟然也出现了金融资本流出大于流

入的迹象 (图 4郾 17)。 由于危机的关系, 联合国预计的净资金流出

在 2009 年下降为约 6郯 000 亿美元 (联合国, 2010b)。 鉴于目前的复

苏模式和大量的回流, 大部分短期资本流向新兴市场, 联合国期待

来年的资本流出将再度回升。 国际资金流动按危机前模式的回流,
以及所追随的众所周知的模式, 隐含着引发萧条的风险。

资金来源: 联合国 2010b, 表芋郾 1。

图 4郾 17摇 2000—2009 年按地区划分的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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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情形看, 最糟糕的全球性场景可能是, 所有的或大多

数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 通过财政整顿来达到改善各国的经常项目

的目的或者相反, 如同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所指出的, 这只

不过是一种弱化全球需求甚至走向再一次衰退的情境。
更合意的全球场景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不仅是中国) 都出现

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场景与保持发展中国家强劲地增长和应对全球

贫困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想法是一致的。 为此, 不仅需要 Qureshi 先
生在其陈述中所谈及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而且, 为达到千年

发展目标需要大量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大规模投资于再生性能源和可

持续的农业, 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气候变化, 并确保以低碳排

放为基础促进高增长。 同样, 对额外发展融资的所有要求都需要朝

着相同的目标来增强国际间的合作。 换言之, 迈向多极化增长的新

世界是与各国收入的收敛性相一致的, 若要拥有减贫的深厚基础和

全球性的绿色增长, 不仅仅要求增长达到平衡, 而实际上需要的是

在中期内有一个全球失衡模式的逆转。
要在有秩序的方式下达到这样一个逆转绝非易事。 逆转需要一

种全球经济治理的高标准机制 (联合国, 2010a)。
首先, 逆转需要国际政策基于共同原则基础和目标而进行的强

力协调, 而且可以长期维持。 但是, 鉴于我所提及的困难, 这样的

协调不可能仅仅是管理从扩张性刺激措施中退出的战略或者管理总

需求。 甚至更重要的是处理与工业与能源政策、 减贫战略、 国际发

展融资战略和合作以及贸易政策有关的问题。 因此, 20 国集团有关

“可持续和平衡的强劲增长冶 框架应当囊括上述所有的领域。
逆转之所以艰巨第二个原因在于它需要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改

革, 否则无法做到。 全球失衡模式的倒转如果不触及全球的储备体

系将会困难重重。 如果继续依赖美元, 一些国家凭其对美元认知度

的需求而坚持积累储备头寸, 作为世界市场不稳定的自保手段, 必

然会维持全球失衡的当前模型而无法实现逆转。 一种较少依赖于单

一国家货币而更多依赖于共同储备资产池的体系, 并伴有真实的国

际流动性, 如特别提款权 (SDRs), 可能更有助于目前不可持续模

式的逆转。 如此的改革也将构成创新型发展资金的基础, 例如, 为

气候变化和发展融资而发行特别提款权就属于此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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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逆转还要求在金融管理和监管的改革政策的协调方面尽

快有所突破。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对投机性资本回流有所反应,
为此引入了资本控制, 这是为了防止其宏观经济政策空间被大起大

落的资本流动所蹂躏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 否则, 正如 Qureshi 先
生指出的, 将对增长与减贫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但是, 对于世界范

围内资本项目管理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在当前有关全球金融改革的

前沿讨论中依旧出人意料地被忽略了。

贸易与发展

第三个问题与目前复苏中最薄弱的环节有关: 国际贸易。 有两

种可能的场景。 第一种场景将是 2009 年中期发端的贸易迅速恢复的

一种延续, 并将恢复到近几十年所盛行的状态; 也就是说, 世界贸

易相对于世界 GDP 的增长而言更有活力。 另一种场景是, 如果上述

情形并未出现, 在最近的将来, 贸易并不具有特别的活力———或者

未必有活力, 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事实上, 后一种场景可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不合时宜, 我

无意谈及, 因为我对贸易开放的利益有所质疑。 理由如下: 正如我已

经提到的, 拥有巨额顺差的国家如中国试图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 此

前我也曾说过, 这也许会减少进口需求。 而且, 很多其他更贫穷的国

家需要重新调整经济, 避免对初级品出口的高度依赖, 或创造制成品

出口生产的宽松环境, 转向强化其出口工业的前后向的链接。 韩国是

从内向型经济成功转向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一个突出的范例。 正如许多

研究所表明的, 拥有更多样化的贸易产品并且与本国或地区性经济紧

密相关的国家, 较少遭受贸易的冲击 (图 4郾 18), 由于其从贸易中获

益较多, 长期增长也更快 (图 4郾 19)。 同时伴随着对非贸易品支出的

提高 (基础设施与能源投资、 为千年发展目标相关的服务支出), 要

创造这样的链接也许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放慢出口增长。 在这种

情形下, 世界贸易的减速只是暂时的却是有益的现象。
为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 低收入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不仅

需要从更大的市场准入中受益并获得贸易援助的主动权, 而且需要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地区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中用于临时性的

支持措施 (如出口补贴) 中获取更大的喘息空间, 以便这些国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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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出口专业化以标明的商品组在全部产品出口中占 40%及以上来界定。
资料来源: UN - DESA, 2010。

图 4郾 18摇 2007—2010 年以产品为基础的出口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击

够使本国的贸易结构攀上新的台阶。 放宽技术转移的限制, 尤其是

要放宽一些影响进入绿色技术市场的限制, 必须作为一揽子措施的

一部分 (有关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 参见联合国 2010a, 第 2 章和第

4 章)。

多极化增长与 20 国集团

最后,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的世界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

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 也从未出现过像 2002 年那样的

盛况———共邀各国参会并达成为发展中国家融资的 “蒙特雷共识冶,
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决策中的参与度和突出的地位。

因此, 管理这个世界需要对现存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重大

的改革, 而现存的机制是在 60 多年以前发明的, 迄今没有进行过根

本的改革。 就这一点而言, 20 国集团的组成是一个开端, 但是其代

表性尚不充分, 特别是许多中小国家未被纳入其中, 目前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贫困国家在 20 国集团中的代表性极不充分。 上述问题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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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联合国, 2006。

图 4郾 19摇 1960—2000 年发展中国家具有技术含量

比较优势的出口专业化所带来的人均 GDP 增长

界的未来至关重要, 要就这些问题达成全球的共识, 并达到责任共

担和合法的效果, 重要的是 20 国集团将这些问题的审议纳入到更广

泛的多边框架之中。 这个过程并不一定需要一国一票的方式, 但是

可以考虑以国家集团集体会议如目前已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
正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反映着世界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话语

权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有影响力。 无论如何, 面对政策

协调的挑战, 我们将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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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 Graeme Wheele
世界银行

很高兴主持 “20 国集团与全球发展冶 这个单元, 该主题也是

Zia Qureshi 文章的中心思想。
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后五年中, 发展中国家以 40 多年来最

快的速度迅速崛起。 其间, 主要的政策争议是有关技能强化技术的

全球性转移, 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 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之间是否存在脱钩的问题。
在过去四年中, 我们曾见证了三次重大的危机: 粮食危机、 燃

油危机与金融危机。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 这个世界比我们先前想象

的更加脆弱和相互依赖。 这是一个多极化日渐增强的世界, 呈现出

多源的增长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链接

关系的强力逆转。 我们也目击了国际建筑中的巨大变化———包括 20
国集团的再现,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形成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量的

新融资项目。 我们还看到了在世界银行集团的对话和决策中 20 国集

团话语权和参与度的提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和配额也经

历着同样的过程。
20 国集团在 2009 年伦敦首脑会议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协助

管理全球金融危机动员了 1郾 1 万亿美元的资金。 20 国集团的匹兹堡

会议认定 20 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协调的关键主体。 它们决心强化多

边监管以达到全世界强劲、 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为此, 优先考虑

的工作是完成在 20 国集团增长框架和相互评价程序下由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进行的分析工作。 几乎所有的预测和场景模拟

(基本的、 较低和较高的情境) 都已完成。 毋庸置疑, 接下来的步骤

将是最困难的。 决策者需要识别支持性的政策, 并以集体行动适当

地实施这些政策, 支持和保持 20 国集团内部强劲与平衡的增长, 推

进全球的发展和减贫目标。 这对 20 国集团而言是巨大的考验。 关键

问题在于相互评价程序的成熟, 以及 20 国集团能否在 “和平年代冶
有效地发挥作用。

20 国集团能否在后危机环境下有效地发挥作用? 众目睽睽,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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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着财政政策, 但是, 一种政策工具何以承担如此重负? 随着

全球经济的复苏, 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实施退出政策, 特别是从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退出。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刺激能

够将世界拉出全球衰退的泥沼。 然而, 发达国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已负荷过重, 处在危险的边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七国集团

的公共债务对 GDP 的比率在 2010 年底预计平均已超过 100% 。 我们

已经见证了南欧的主权债务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下正要求发

展中国家进行财政整顿, 希望能在 2011 年启动。 世界银行的分析表

明, 财政整顿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中期的增长。 关键问题是如何使

财政刺激过渡到财政整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注意到 20 国集团

成员国的异质性, 需要区别对待, 因地制宜 (例如, 有赤字的发达

国家对应有盈余的发达国家), 但是, 同样也要强调确保调整退出战

略的重要性。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实行整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配合下突出分析了强化增长政策的潜能,
比如, 从征收劳动和收入税转向征收消费税, 而另一些研究指出,
这种转变可能会恶化不平等的状况。 如何权衡财政政策的利弊? 如

何避开众多的可能性陷阱?
多极化的世界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过去 10 年的全球增长

中, 发展中国家的贡献率为 40% , 在世界进口的增加额中所占比例

更超过 40% 。 对 20 国集团的决策者而言,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支持

多极化增长, 而是如何能最有效地支持多极化的增长。 世界银行的

分析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 (参见第 8 章),
但是更多的道路和桥梁的建设需要人类资本的追加投资来完成。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确定将教育 (学校教育的年限和国际比赛得

分) 作为该组织的结构改革和单一最高增长的评价标准。 发展中国

家怎样才能实现软件与硬件投资的最佳结合?
资金流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至关重要, 然而金融扩展能够

转化这种影响。 过去 20 多年中, 金融市场获得了惊人的膨胀, 但

是,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个人参与劳动市场和消费依然受限。 根

据世界银行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成年人口中有三分之二 (27 亿

人) 缺乏获取正式金融服务的渠道。 有迹象表明, 开拓融资渠道不

仅有利于增长, 而且有助于脱贫。 20 国集团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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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动扩张和金融部门发展的同时, 如何支持金融扩展议程?
最后, 开放贸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有史以来, 金融危机

期间贸易的急剧下降证明了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2009 年全球

贸易额下降了 15% , 这是前所未有的。 贸易的崩溃是向低收入国家

传递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通道。 为增强全球服务对最贫困国家的影

响, 20 国集团在目前的复苏阶段能够为推进贸易做些什么? 可采取

行动的关键领域包括完成多哈发展回合的议程, 加强贸易的便捷化

和贸易援助项目, 以提高贫困国家的贸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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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郾 比较优势的共同探索与升级:
韩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Wonhyuk Lim
韩国发展研究院

注: 韩国贸易额 (右坐标) 与人均 GDP (左坐标) 均以当前美元价值计价。
资料来源: 作者。

图 5郾 1摇 韩国从贫困到繁荣的征程

韩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经验可触发发展中国家的灵感。 从

图 5郾 1 中不难看出, 随着韩国贸易额和人均 GDP 的快速增长, “对
于所有那些梦想仅仅靠一代人彻底改变国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国家

而言冶 1, 韩国成为一种希望的象征。 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最贫困

的国家之一, 韩国在 1996 年成为经合组织 (OECD) 的一员。 即使

在以持续高速增长而著称的国家中, 韩国令人赞叹的产业升级以及

从冲击中快速复苏的能力都是世人瞩目的。2



事实上, 与一些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冶 的国家不同, 韩国努力

通过转变经济结构和系统地增加国内附加值或出口产品的当地含量,
以达到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目标, 而不仅仅注重出口额的增长。 如

图 5郾 2 所示, 韩国致力于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因而得以重

新分配, 从第一产业转向其他产业, 使得 GDP (工业制成品的份额

增加两倍有余。 更值得关注的是, 韩国的进出口与投资同步增长

(图 5郾 3), 这说明韩国以相同的方式使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得以

强化。

资料来源: 韩国银行。

图 5郾 2摇 韩国 GDP 的部门构成

韩国的发展经验独具魅力, 也成为经济学学界的热门话题。 新

古典主义学派和中央集权论者都以韩国的案例作为论据。 新古典学

派将韩国经济的成功归结为 1964 - 1965 年转向以市场导向为主而进

行的宏观经济改革 (Krueger, 1979), 而中央集权论者认为韩国的

成功在于政府的干预形成了普遍的微观激励机制 ( “价格扭曲冶),
推进了经济迅速增长 (Amsden, 1989; Rodrik, 1995)。 这些相互对

立的解释说明, 韩国的实例在有关发展的辩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观测

点。 而在讨论发展经济学中 “创意冶 概念的演进时, Lindauer 和

Pritchett (2002) 指出, “由于韩国经济快速而持续的增长, 任何创

意要获得世俗的认知都不可忽略韩国的经验冶。3 因而, 从韩国发展经

验中提取 “精华冶 不仅仅是对智慧的挑战, 而且是一步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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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韩国银行。

图 5郾 3摇 韩国出口、 进口和投资占 GDP 的比例

本章内容将发展定义为一种协同效应的结果, 即来自强化人力

资本和补充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涉及的新知识的协同效应。 对于

发展而言, 富有挑战性的三个要素是创新、 协调和以绩效为基础的

奖励制度。 发展的路径多种多样, 取决于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体以

及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中如何对待创新和协调的外部性。 在面对这些

挑战时, 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以及市场所行使的角色可以随时间而

转换, 反映了各自的地位以及历史和政治经济因素所发生的变化。
本章将韩国发展经验置于这样一种概念的框架之中: 韩国确定

的国际基准, 政府对企业提供的咨询和点对点的学习过程, 对韩国

比较优势的探索和升级而言是决定性的。 事实上, 韩国的发展轨迹

突出了绩效导向的领导阶层所扮演的角色, 也说明出口导向的工业

化和人力资源发展蕴涵在 “所有工业出口化冶 和 “全体国民科学

化冶 的口号之中, 刻画了韩国之路的实质。4

本章分析了韩国在遏制政府负外部性的同时, 如何处理创新与

协调的外部性以推进发展。 首先引入概念性的框架, 阐明韩国如何

以创新与协调外部性为中心, 提高发展所带来的收益。 随后, 考察

韩国发展的初始条件, 追溯韩国发展的来龙去脉。 第三部分集中论

述韩国对比较优势的探索, 分析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5 转向出

941
5郾 比较优势的共同探索与升级:

韩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口导向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状况, 研究韩国如何致力于比较优势尤其

是重化工业比较优势的升级。 第四部分讨论韩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

起如何从一个独裁者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民主的市场经济。 最

后, 从韩国发展经历中归纳出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结论。

发展的概念性框架

发展可以定义为一种协同效应的结果, 即来自强化人力资本和

补充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涉及的新知识的协同效应。6 劳动生产率

和生活水准的不断改善揭示了韩国 “现代增长冶 的两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 韩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消化并吸收新知识, 改善人力

资本, 这个群体转而运用改进的人力资本来驾驭知识, 提高劳动生

产率;7 通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为市场和分层次的扩展, 也为专

业化以及协调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8 简言之, 创新和协调外部性以

及提升收益是现代增长的核心, 从而避免落入马尔萨斯陷阱。
知识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涉及如何生产、 分配和使用等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9 而且

在于它类似于一种进化有机体, 通过积聚、 合成和创新而生长。 鼓

励自治、 多样性和创新的制度对于维持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是至关

重要的。10知识的公共产品特性是对政策的挑战: 与公共部门支撑的

行业不同, 私营部门对知识供应品投资不足, 但过度的政府干预会

抑制知识增长的根基, 即自治、 多样性和创新。 那么, 公共部门如

何与私营部门合作克服这种二元悖论?
此外, 互补投资的重要性说明协调可能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在

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1标准的 “大推动冶 理论呼吁政府

在上游和下游产业相互依存可行的情况下实施可以推进这些行业同

步发展的政策。 然而, 正如 Stiglitz (1996) 与其他经济学家所指出的

那样, 协调失灵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一个国家

只是通过进口而不是发展钢铁制造业或政府协调性投资的 “大推动冶
来建立以钢铁制品为基础的工业, 而且交易成本有可能关系到能否

确保可靠和适时地供给投入品, 作为一种协调机制, 这会限制国际

贸易的有效性。 此外, 单个公司比如大的企业集团, 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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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集团内部协调其外部性。 但是, 只要基本的中间产品无法顺

畅交易或内部化, 政府就可以扮演协调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 教

育、 研发 (R&D)、 物质上和制度上的基础实施可以作为非贸易和非

内部化的中间产品。12尤其是在强化的人力资本和新知识协同效应成

为发展的核心而人力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如果说一项便利

于经济转型的协整规划旨在持续增长且要避免高知识人才失业或流

失, 那么上述基础设施的建设便是这一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

发展的早期阶段, 由于欠发达市场带来的约束, 一个国家和企业会

严重依赖于非市场途径来减少交易成本和协调生产活动 (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5)。

谈到创新与协调机制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经济学界旷日持久

的 “政府与市场冶 的争议理应更多地关注实际而少些理想化。13知识

供给品的外部性和生产活动的协调可以矫正政府干预的失灵。 对政

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以及市场的角色而言, 最主要的政策性挑战是,
在创新与协调外部性方面进行合作的同时, 使政府负外部性最小化。
当然, 一些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产生的问题可能胜于它们所能解决

的问题, 但是 “摆脱政府冶 无助于解决创新和协调外部性问题。 比

政府下课更富有建设性的方法是找到必要的对策, 提升协调能力,
减少政府在处理创新和协调外部性时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国家最起码要建立专业机构和有效的监管体系, 以防无能和腐

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例如, 通过精英领导层而不是个人的裙带

关系招募政府官员, 这对改善政府的管理能力大有裨益。 界定法律

实施和政策履行的基本原则也很重要, 可以在实现这些原则的同时,
权衡规则与裁量权之间的利弊。

对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其对策应包含一种激励机制, 这一机

制可运用市场和相应的制度, 基于各公司在既定的竞争环境中对社

会的贡献来提供奖励, 处理信息与激励问题, 形成社会凝聚力。 在

保护财产权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下, 以绩效为基础的奖酬体系是这一

制度框架不可分割的部分。 而便利于资源流动的体系在发展的赶超

阶段是十分有效的, 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可培育自治、 多样性和创新,
这对于转向劳动生产率引导的持续性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市场的发展 (及相关的制度) 从动态上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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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地减弱了创新和协调的外部性, 持续增长中的自治、 多样性

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约束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模式。 这些约束可归

结为: 市场发展对生产活动的协调, 政府处理外部性的水平 (即能

力与廉政) 以及非政府行为主体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程度 (如企

业集团)。 显然, 政府、 非政府行为主体和市场都会随时发生变化,
对于政府干预的程度与模式的隐性限制也将随之改变; 然而, 路径

依赖会影响到这种动态的变化, 从而产生转换问题 (David, 1985;
Arthur, 1994)。 发展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 (Rodrik, 2007), 取决于

政府、 非政府行为主体和市场在处理创新和协调外部性时如何相互

作用。

韩国发展的初始条件

自然禀赋与历史背景

韩国位于东北亚朝鲜半岛南端, 国土面积中等, 人口众多, 资

源贫乏。 如果国家统一, 这个地区的国土面积大约为 22 万平方公

里, 将成为世界第 84 位大国———仅次于英国, 而人口可达到 7郯 000
万, 将成为世界第 17 位人口大国———略高于法国。 韩国目前国土面

积 10 万平方公里, 人口 5郯 000 万, 在世界分别排名第 108 位和第 25
位———前者与葡萄牙相仿, 后者接近西班牙。 尽管从全球的角度看,
韩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袖珍国, 但它被夹在中国、 俄罗斯和

日本中间, 看上去不过是 “鲸鱼中的一只小虾米冶。 韩国资源的贫乏

和有限的可耕地面积使这种传统认识变得根深蒂固, 尽管资源充裕

本身对发展而言并不是多么重要, 因为一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 可

以从国际市场进口投入品。
朝鲜在公元 10 世纪即达成统一,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 无论

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其历史之久远都非比寻常。 朝鲜颇有中央集权

制的倾向, 素有 “政治旋涡冶 之称。 Henderson (1968) 曾这样描绘

韩国: “ 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可以影响这样一个在地理边界之内种族、
文化和语言如此统一而政治结构又如此稳定和持久的国家。 几乎没

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将地方权力消除得如此快速和彻底并在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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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下维持中央集权如此长久。冶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朝鲜的传统政

治和社会结构与欧洲或日本大相径庭, 后者属于封建式结构。 朝鲜

的社会结构特征为金字塔式, 中央政府高居塔尖, 这一结构持续千

年之久。 但是, 在传统的朝鲜保持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 最高统治

者往往与名门望族或士大夫分享统治权。 因此, 古代韩国的政治结

构特征与其冠之以专制统治, 倒不如称之为 “中央集权的寡头政治冶
更为贴切 (Henderson, 1968; Palais, 1975)。

在经济范畴之内, 朝鲜政府传统上几乎不允许商人或其他社会

集团自行投资。 实际上, 在李锡 (亦称朝鲜或高丽) 王朝时期

(1392—1910), 统治集团由儒家文人、 农夫、 工匠和商人自上而下

组成。 通向社会阶层顶端的唯一合法途径是参与国家科举并进入士

大夫行列。 国家科举竞争激烈, 精英云集; 但是, 从实际情形看,
精英的后辈们很难挤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应试。 其结果, 古时的

朝鲜可获取的权利来源极少, 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皆出自国家

导向 (Cha 和 Lim, 2000)。 当然, 通过科举筛选出 “尖子冶 是最为

理想的做法, 这样可以利用朝鲜种族的同质性和集权化调动发展的

资源。 作为一种选择, 士大夫中的精英被置于社会的中心, 他们很

容易利用大众社会而介入派系之间的寻租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大

众几乎别无选择, 或在顺从中沉默, 或在反抗中群起, 继续为寻求

更美好的生活而战。
有一名旅行作家 Isabella Bird Bishop (1897) 在 19 世纪 90 年代

考察了朝鲜半岛和朝鲜毗邻的俄国地区的波罗乃斯科, 她发现生活

在这两个地区的朝鲜人有着强烈的反差, 并评鉴这种差异来自于统

治的方式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文化。 她的描写中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

偏见:
在当地 (俄国) 生活的朝鲜人, 其血统中多疑和惰性的自负以

及对尊长者的奴性特征被大不列颠人而非亚洲人的独立与坚毅所取

代, 行动的敏捷性也在变化, 取代了农夫式自负的摇摆和没心没肺

的懒散。 赚钱的机会比比皆是, 再也没有满清官吏和洋帮的巧取豪

夺, 舒适与摆阔不再吸引官员们贪婪的目光, 关注人的信用比没有

保障的生活来源更重要……
在朝鲜, 我觉得朝鲜人是种族的人渣, 就其生存条件来看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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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药, 但在波罗乃斯科所看到的让我有充分的理由修正我的观点。
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点, 这些人之所以变成富裕的农场主, 并具有勤

勉的优秀品格, 行为举止颇似俄国政治官员, 或俄国移居者以及军

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勤勉节俭的品格是一种例外的情况。 他们大

多是饥肠辘辘的逃荒者, 他们的成功和优雅的举止给予我希望, 只

要有可靠的管理并保障他们的收入, 生活在朝鲜的同胞也可以慢慢

地成长为真正的人。
为了实现民族的现代化, 日本殖民占领时期的朝鲜 (1910—

1945) 曾极尽对农民的盘剥, 结果资源调配无效。 最初, 日本试图

将朝鲜发展成日本的稻米供应国和日本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地。 其后,
由于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瞄准了中国, 逐将朝鲜的北部地区发展

成支撑其侵略的工业基地。 根据 Suh (1978) 的分析, 朝鲜的农林渔

业从 1990 年到 1994 年的年增长率为 2郾 1% , 而矿业和制造业同期增

长率为 9郾 5% 。 两个行业加总 (建筑业、 公用事业、 贸易和服务业

除外) 增长率为 3郾 2% 。 总之, 从 1910 年到 1940 年, 朝鲜人均商品

生产年增长率达到 1郾 6% 。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朝鲜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 殖民时期

贸易的绝大部分是与日本的贸易。 20 世纪 30 年代, 朝鲜贸易总额的

84郾 5%是与日本的贸易, 其余 10郾 5% 是与日本占领下的满洲里进行

的 (国家统计局, 1995)。 基本贸易方式是韩国出口食品和原材料,
进口制成品, 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工业化大多集中在满足本国消费

的轻工业。 朝鲜出口中食品和原材料的份额从 1910 年的 86郾 3%略降

至为 1940 年的 80郾 8% 。 而进口中的制成品也从 1910 年的 56郾 3% 略

提高为 1940 年的 62郾 4% (Song 等人, 2004)。

1945 年后期的混乱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裙带资本主义

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于 1945 年终结, 随之而来的是美苏划定三八

线造成朝鲜半岛事实上的分割。 自 1950 年至 1953 年, 朝鲜成为国

际化内战的战场, 韩国与美国联手, 与北朝鲜及苏联支持下的中国

对峙。
韩国第一届总统李承晚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登台执政。 普林斯顿

大学博士学位和长期背井离乡的经历, 使得李承晚具有独立和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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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的倾向, 但他缺乏的是国内的权力基础。 最初, 李承晚与朝

鲜民主党结成同盟, 该党在富有的农场主和商人中产生。 然而, 在

组建了自己的自由党之后, 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削弱潜在竞争对手的

实力, 并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 例如, 为颠覆此前朝鲜民主党的成

就, 李承晚作出的举动是发起 1949 年的土地改革, 意在削减土地所

有者的政治势力 (J郾 Kim, 1975)。 事实上, 李承晚为获得政治支持

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在其总统任期内 (1948—1960) 的一系列经济决

策中占有主导地位。
日本殖民统治的终结意味着 “敌方资产冶 不再, 与之合作的企

业要么被收归国有, 要么廉价出售, 而支配着双方贸易和外汇的规

则也不得不修订, 以便填补在切断与日本的关系之后出现的真空。
此外, 鉴于国内资本和技术的匮乏, 政府必须出台旨在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的政策。 就此而言, 韩国在自由后的经济状况与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崩塌后的中东欧国家极为相似。 然而, 面对政策的挑战,
李承晚却采取了急功近利的做法。 他没有系统地制定一个基础坚实

的发展规划, 而是采用由政府控制资源的任意配置方法来保护和供

养其权利的拥护者。
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重新评估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并施以

慷慨援助。 实际上, 从 1953 年至 1962 年, 韩国进口总额中大约

70%是依靠国外援助来融资。 援助总额相当于韩国 GDP 的近 8% 。
同期, 以经常项目赤字度量的净国外存款平均为 GDP 的 8% (Mason
等人, 1980)。

李承晚采用任意分配外汇、 援助货物、 进口许可证和政府合同

的方法来巩固其权力基础。 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韩国提供的援

助品为 “三白冶 工业的原材料: 糖、 棉纱和面粉。 李承晚的 “工业

政策冶 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 并创造了大量的获利机会。 一袋面粉

的生产成本估算为 350 韩元14, 但是国内制造业的特定群体有可能将

每袋面粉售价提高到 1郯 200 韩元, 在粮食短缺时甚至将价格抬至

5郯 000 韩元 (S郾 Kim, 1965)。 只要美国对韩国的政策由地缘政治所

左右, 那么李承晚就可以依靠美国源源不断地援助来维持其体制

(Haggard, 1990)。
既定资产 ( “敌方资产冶) 的出售是又一明证。 政府制定了有利

551
5郾 比较优势的共同探索与升级:

韩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于政治利益攸关者的私有化条款, 作为报答, 政府官员可大发横财,
商界领袖对李承晚的自由党贡献卓著。 李承晚政府则有意将既定工

业资产的估价定为仅相当于为市场价值的 25% ~30% 。
李承晚政府还大力干预对外贸易, 尤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

上半叶。 作为外汇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李承晚政府设置了广泛的进

口限制, 指定生产集团生产所谓合意的出口产品, 并授权这些出口

商进口受限产品。 这样一来, 特定出口集团与特定进口集团形成了

紧密联系 (Cha, 2002)。 很不幸, 这种体系阻碍了企业开发有利可

图的出口产品, 因为合意出口产品的清单是由政府指定的, 主要集

中在诸如钨和紫菜 (海藻) 类这样的初级产品。 政府对外贸的干预

在 1955 年 8 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后有所减少, 并使官方汇率与市场汇

率保持一致。 然而, 汇率的调整不足以促使企业研制有前途的出口

商品; 相反, 由于进出口联系制度逐渐被淘汰, 企业趋向进口工业

制成品, 其利润远远高于出口 (Cha, 2002)。
其结果, 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的经济体系不过是李承晚用于维护

其权力基础的一种工具。 既定资产的出售使受到恩宠的商界头目大

发横财, 成就了一批财阀。 而真正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技术专家却无

人问津 (H郾 Kim, 1999)。
1960 年 4 月发生的学生抗议结束了李承晚政府的统治, 韩国形

势一片凄凉。 这是一个依靠援助生存的国家, 是世界上人均国民收

入最低的国家之一。 如图 5郾 1 所示, 韩国 1960 年的人均 GDP 低于撒

哈拉沙漠中的塞内加尔这样的非洲国家, 更无法与亚洲和拉美地区

的大多数国家相提并论。 储蓄率不足 GDP 的 10% , 即使以发展中国

家的标准来看也是很低的。 制造业仅占 GDP 的 10%多一点。 失业率

大约在 8% 。

表 5郾 1摇 1960—2004 年增长经验的比较

国家
1960 年的人均 GDP

(2郯 000 美元)
2004 年的人均 GDP

(2郯 000 美元)
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加纳 412 1郯 440 2郾 84
莫桑比克 838 1郯 452 1郾 25
塞内加尔 1郯 776 1郯 407 - 0郾 53

韩国 1郯 458 18郯 424 5郾 76

马来西亚 1郯 801 12郯 133 4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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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1960 年的人均 GDP

(2郯 000 美元)
2004 年的人均 GDP

(2郯 000 美元)
平均年增长率

(百分比)

菲律宾 2郯 039 3郯 939 1郾 50

斯里兰卡 866 4郯 272 3郾 63

中国台湾 1郯 444 20郯 868 6郾 07

泰国 1郯 059 7郯 274 4郾 38

阿根廷 7郯 838 10郯 939 0郾 76

巴西 2郯 644 7郯 205 2郾 28

墨西哥 3郯 719 8郯 165 1郾 79

美国 12郯 892 36郯 098 2郾 34

注: 巴西、 马来西亚、 莫桑比克、 塞内加尔、 泰国为 2003 年的数据而非 2004 年的

数据。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表 6郾 2: 变量: 实际人均 GDP (Chain)。

Perkins (1997) 在一项经济发展跨期研究中提到, 实际上, 韩

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结构非比寻常。 韩国 GDP 中农业与矿业

占比近 50% , 以经济规模与人均收入来看, 高出有可比性国家的平

均水平近 15%之多。 工业制成品占比很低, 差不多低于平均水平的

20% 。 更值得注意的极端情形是出口, 仅占 GDP 的 3% , 而同类国

家的平均水平约为 15% 。 这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的情形

相比是一种大幅度的倒退, 当时的出口曾达到 GDP 30% 的高水平。
这要归咎于李承晚政府的短视政策, 将一个贸易型的国家推向依赖

援助闭关自守的境地。 总之, 此时的韩国在世人的眼中是前途无望。
但是, 以事后诸葛的眼光深入研究韩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情,

可以识别出一些对随后发展至关重要的优势。 首先, 无论裙带资本

主义与否, 韩国有一批充满生气的私营企业, 这些企业家一直在寻

求有利可图的商机来扩大经营。 事实上, 很多韩国的家族企业集团

即被称为财阀的大企业就是在那时创建的。16其次, 韩国是一个具有

相当凝聚力的平等主义社会, 以高度社会流动性和文化及种族同质

性为特征。 尽管弥漫着腐败之风, 这个国家有一种基本的官僚系统

可维持社会的稳定。 此外,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一分为

二, 但并没有遭受种族分裂或种族对抗的痛苦, 而这是困扰很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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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独立国家的一个问题。 另外, 传统等级制度的瓦解, 加上土地改

革和竞争的杠杆效应, 基本上将所有的韩国人置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向国民灌输并使他们坚信教育和勤奋能够改进社会的理念。 这对人

力资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但是, 韩国最重要的发展应该是 20 世纪 50 年代对教育的重大

改善 (图 5郾 4)。 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在刚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的

1945 年大约仅为 45% 。 随着 50 年代初等教育的普及, 韩国小学入

学率从 1953 年的 56郾 6%提高到 1960 年的 86郾 2% 。 中学入学率同期

从 12郾 4%升至 19郾 9% 。 文盲率从 1945 年的 78% 下降为 1960 年的

28% (McGinn 等人, 1980)。 尽管人力投资在基础工业和贸易尚未

发展的情况下还不足以推进增长, 却为韩国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

基础。

资料来源: 教育部。

图 5郾 4摇 韩国的入学率

探索韩国的比较优势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政治经济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韩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两起戏

剧性的事件: 1960 年 4 月的学生运动和 1961 年的军事政变。 这两大

事件凸显了以往统治的失败, 激起了国民对发展与现代化的大辩论。
在新的政治氛围中, 无论谁来执政都必须能够提出全新的有关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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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远景和实施战略的市政纲领。 尽管这一新的市政纲领是否能投

入实际运行尚待他日见分晓, 但至少崛起的期待可以淹没 20 世纪 50
年代弥漫着的绝望感。

1960 年 4 月, 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抗议李承晚政府在选举

中的不法行为和腐败。 李承晚政府动用军警镇压抗议者的行为激怒

了国民并加入了学生的行列, 历时整整一周, 最后, 李承晚为阻止

流血事件的升级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场学生运动源自于青年学生和

学者们抗议政府的历史传统, 表明韩国国民对裙带资本主义是何等

深恶痛绝。
通过新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张相勉政府 (1960 年 8 月至 1961 年 5

月) 试图顺应学生运动中提出的各种政治诉求, 并制定了相关的经

济发展大纲。 该政府准备了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 并由一个资深

人士组成的管理部门负责经济发展规划的落实。 该部门还兼有协调

计划与政策以及相关的预算功能 (H郾 Kim, 1999)。 后来的朴正熙政

府曾在 1961 年 1 月至 2 月大幅调低韩元, 使官方汇率接近市场汇率

(Frank、 Kim 和 Westphal, 1975)。 张相勉政府还恢复并通过科举考

试制度招聘公务员。 而前任李承晚执政时是通过政治和私人关系选

拔公务员的 (Lee, 1999)。 以业绩为基础的政府管理者坚守职业道

德, 成为韩国此后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Hasan, 2008)。
然而, 张相勉政府建立促进增长体系的所有努力只是昙花一现。

1961 年 6 月 16 日, 朴正熙上将通过非流血政变夺取了政权。 以雄心

勃勃和性格复杂的面目示人的朴正熙曾在日本军队任职, 朝鲜独立

后, 他在军队中组织共产主义支持者同盟, 后来又转而反共产主义。
在 6 月 16 日的 《革命宣誓》 中, 朴正熙及其追随者宣告, 立志 “不
遗余力地增强抗击共产主义者的实力, 以便实现人民争取国家统一

的夙愿冶。 朴正熙对北朝鲜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关注胜过一切, 后者在

朝鲜战争后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建与扩张。 朴正熙意识到韩国正

面临着一个试图赢得经济战争的强大敌手, 而在朴正熙看来, 赢得

经济战争比政治与军事上的胜利重要得多 (C郾 Park, 1963)。 事实

上,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北朝鲜的人均国民收入据估计是南朝

鲜人均国民收入的两倍, 朴正熙担心南北朝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
他深信, 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是抑制共产主义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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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毒剂, 并决意尽全力推进经济现代化。 至于政治自由化与民族

统一可暂时搁置。
虽然朴正熙和他的追随者们经济学基础知识有限, 但他们信奉

政府在发展中应处于领先地位。 朴正熙在总统官邸设立了经济秘书

处管理日常经济事务。 并于 1961 年将几个具有决策功能的不同管理

部门合并为经济计划局 (EPB), 以便将一些想法随时付诸实施。 经

济计划局接管了财政部的预算职能和内政部采集与评估国家统计数

据的职能。 还承担了制定与执行五年经济发展规划的职责, 并于

1963 年成为由副总理牵头的特级管理部门 (H郾 Kim, 1999)。
除了经济决策集中化的制度改革之外, 军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

以增强国家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 1960 年 4 月的学生运动之后, 民

众指控富商们通过与李承晚的政治关系致富。 军政府借机处理这些

“非法敛财者冶, 对他们提出逃税和其他不法商业行为的指控, 清查

并接手他们在商业银行的股份以代惩罚。 这些极端措施为政府行使

对商业银行的直接管制铺平了道路。
朴正熙政府还建立了一批 “半政府机构冶, 借以便利劳资沟通。

各种商业协会作为政府与商界的交流渠道, 也获得了一些特别的优

惠如有权在会员公司间分派进口配额。 而协会会员是指令性的。 就

劳方而言, 工会已于 1961 年政变后解散, 重组后的韩国贸易工会联

合会被迫中立。
大约一年后, 军政府开始采用各种管制手段。 尽管政府的规模

以其在 GDP 中政府支出的份额来衡量相对较小, 却有绝对的权力。
朴正熙及其同人坚信政府应主导经济体系, 问题只在于政府主导体

制应该以何种形式出现。

由内向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转变

军政府最初试图以 “宏观调控下的资本主义冶 原则为基础探求

内向型工业化道路。 根据最高理事会于 1961 年 6 月发布的第一个五

年计划 (1962—1966), 由政府来负责制造业的投资。 依照这一计

划, 韩国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赚取硬通货从而保证如钢铁与机械这样

的基础工业所需要的巨额投资。17该计划强调, 以 “工业深化冶 理念

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达到经济自给自足的唯一途径 ( Kim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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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这些经济政策在有意或无意间与拉美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有惊人

的相似之处 (Bruton, 1998)。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韩国实行的是事

实上的进口替代体制, 其特征是任人唯亲而不是发展主义。 此刻,
韩国似乎打算采用一种发展为导向的进口替代体制。 然而, 一系列

的 “历史事件冶 阻止了这种结果的出现, 致使军政府转向出口导向

体制。 美国施加的强大经济压力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韩国政

府所作出的回应, 是韩国这场戏剧性转变的关键。
美国在承认韩国新建军政府伊始, 美国当局就表态支持朴正熙

政府以发展为导向的规划, 但是, 当军政府展开其雄心勃勃的 “工
业深化冶 计划时, 美国便开始变得焦虑不安。 美国专家们曾劝导过

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投资, 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以及已有的工厂设施,
而不是大举开发重工业。 然而, 军政府义无反顾地推进工业深化的

计划, 试图通过钢铁企业的组合获取这些项目所需要的资本。
1962 年 6 月, 韩国军政府甚至在没有事先征询美国意见的情况

下实施货币改革计划。 通过强制的存款—股权互换措施, 公众已有

存款的一部分被转换为工业发展公司的股份, 随后用这些强制俘获

的国内储蓄投资重工业。 军政府向公众保证, 这些股份年股息率将

为 15% 。 美国人难以释怀, 谴责这种措施的反市场性质, 何况, 这

种事先未经咨询而自行其是的行为伤害了美国人的感情。 美国政府

以推迟经济援助相要挟, 迫使朴正熙政府解冻存款 ( C郾 Kim,
1990)。

1962 年韩国歉收, 下半年又发生外汇危机, 使其雪上加霜, 美

国援助的杠杆效应增强。 美国官方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势要求韩国进

行经济改革, 敦促军界要人坚守承诺, 于 1963 年恢复民选制度。 为

保证接下来的几个月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应, 韩国政府别无选择, 只

能勉强同意这些要求 (Mason 等人, 1980)。 1962 年底, 韩国政府根

据主要经济政策的变化修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8这对韩国决策者而

言是难以忘却的历史教训。 朴正熙重新评估了最初青睐的进口替代

工业化战略, 开始探索完全不同的政策, 以免重蹈覆辙。
朴正熙清楚地意识到, 要摆脱对援助的依赖需要付出异常艰巨

的努力。 有感于 1961 年韩国追加预算的 52%来自美国的援助, 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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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1963) 曾哀叹道: “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 从统计学意义上说,
大韩民国实际价值只不过是 48% 而已。 换言之, 美国在韩国拥有

52%的多数选举权, 我们对美国仰赖到这种程度……看上去实在是

富有戏剧性, 如果美国停止或撤销援助, 我们的政府瞬间就会垮

台。冶 随后, 他又进一步描写道: “从 1956 年至 1962 年, 我们平均

每年接受了大约 2郾 8 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 2郾 2 亿美元是军事援助。
另外, 我们还有 5郯 000 万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 换言之, 除了军事

工业以外, 我们要有 3郾 3 亿美元的年收入才能保持韩国经济自给自

足。 更何况还要考虑供养年增长率为 2郾 88%或 72 万人的新增人口!冶
1962 年, 韩国出口总额只有 5郯 480 万美元。 因此, 要维持韩元的适

度坚挺, 韩国不得不另寻途径, 使出口能够增加 6 倍以上。 总之,
如果朴正熙政府要保障经济与政治独立性的话, 就需要依照美国人

制定的非传统政策行事, 选择超乎寻常的措施增加出口。
朴正熙政府实施了三项相关的经济政策, 被后人冠以韩国发展

模式。 首先, 韩国政府迎合美国的要求, 开始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经

济的宏观经济改革。 第二, 韩国政府采取一些重大措施, 与私营企

业共担投资风险, 特别是对私人企业的国外贷款提供明确的还款担

保。 第三, 朴正熙身先力行鼓励出口, 根据企业绩效提供奖励。 并

以私营企业的出口绩效作为标准, 挑选可以成为政企共担风险的合

伙企业, 此举被后人称之为 “韩国模式冶 的核心。
宏观经济的改革有效地保证了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可以市

场为基础来实施。 在 1963—1964 年制定稳定化政策的同时, 韩国政

府于 1964 年 5 月将韩元从 1 美元兑 130 韩元贬值为 1 美元兑换 256
韩元。 此外, 原来根据不同产品及其用途而使用不同汇率的多重汇

率制度转变为统一的浮动汇率制度, 如此能够反映韩元的实际价值。
政府还推行了部分进口的自由化和退税, 旨在允许韩国企业以世界

市场价格购进中间产品, 以鼓励企业增加出口。 为使存款者免受通

货膨胀的影响, 鼓励国内储蓄, 韩国政府于 1965 年 9 月将年定期存

款率的上限从 15%提高到 30% (C郾 Kim, 1990)。19

与这些正统宏观经济学政策相并行的是非正统措施, 后者造成

了微观激励机制的扭曲。 20 世纪早期的关键问题是融资。 如表 5郾 2
所示, 国内储蓄率低于 10% , 韩国投资需求的 50%以上不得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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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国外资本来弥补资金的短缺。 所以, 韩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

法为企业的国外融资提供便利, 通过出口赚取硬通货。

表 5郾 2摇 1962—1981 年韩国的投资与储蓄

项目 1962—19661967—19711972—19761977—1981 1962—1981

年度 GDP 增长 7郾 9 9郾 7 10郾 2 5郾 7 8郾 4

投资 / GNP 16郾 3 25郾 4 29郾 0 31郾 0 25郾 4

国内储蓄 / GNP 8郾 0 15郾 1 20郾 4 25郾 5 17郾 3

外国储蓄 / GNP 8郾 6 10郾 0 6郾 7 5郾 6 7郾 7

外国储蓄 / 投资 52郾 8 39郾 4 23郾 1 18郾 1 30郾 4

资料来源: 经济计划委员会。

朴正熙政府充分意识到, 韩国的国内资源不足以实行其雄心勃

勃的经济发展规划, 与同期的拉美国家 (或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东南

亚国家) 不同的是, 韩国不情愿过多地依赖外国直接投资。20为了充

分利用外资同时又限制跨国公司的影响, 朴正熙政府决定依靠外国

贷款, 只要能保证按期还款, 便可以利用国内外利差索取利润。21

由于当时的韩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筹资缺乏信用, 政府决定对

私营企业的国外借款提供担保。22也就是说, 政府自行接手解决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 很明显, 当时的国际金融机构并无意浪费时间和精

力来评估韩国公司的偿还能力。 韩国通过出口来增加硬通货的收入

并按期还款, 树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 此后, 由韩国国家担保的贷

款项目所向披靡, 显然, 如果没有良好的信誉评级记录, 国家即使

提供担保也无济于事。 后来, 政府提供担保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宽

到为韩国企业提供贷款的外国金融机构。 这项措施有其卓越之处,
只不过在那些韩国企业受惠者的记忆中和随之而来的 70 年代的经济

发展中渐渐隐去 (Lim, 2000)。
朴正熙政府实施该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向公众传递一种信号,

即政府情愿与私人企业结成风险共同体。 与早期政府鄙视商界的态

度相比, 这无疑是一种重大的转变, 韩国政府很清楚地意识到, 政

府监管与私人企业家的结合是实现经济发展规划的最有效方法。 通

过直接管理加之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政府就可以控制国家担

保的债务型融资。 当时, 所有的外债都要经政府授权, 按投资项目

的政策性优先次序分配。 韩国公司要获得国外贷款, 必须向经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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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局申请并得到批准。 商工部就贷款项目的技术优势向经济计划理

事会提出意见。 财务部负责审核借款公司的财务状况。 再通过外国

资本流动审议委员会审查后, 经济计划局最终才会按政策性优先次

序来决定每项贷款的占用额度。
从保障经济与政治独立性的角度考虑, 韩国还采取了一些出口

鼓励措施。 为拓展国外市场和技术输入, 政府在 1962 年成立了韩国

贸易振兴公司 (KOTRA), 精心设计了出口商协会联络网, 为特定

工业提供服务 (D郾 Kim, 2008)。 流线型短期出口信用体系早在

1961 年就已形成。 新体系的实质是自动批准企业以出口信用证方式

在商业银行贷款, 这样一来, 商家无须抵押品便可以获得贸易融资。
政府给予出口商的鼓励措施包括税收减免、 损货折让、 关税豁

免以及信用优惠。 例如, 出口商有权自动进口, 简化结关程序。 出

口商进口的投入品可以适当多于实际需求量以作为 “损货折让冶。 考

虑到进口品的价格依然很高, 这项措施可以增加出口的可能性。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期, 出口贷款利率享有补贴 (Cho
和 Kim, 1997)。 但是, 出口补贴在韩国出口中的作用不应过分夸

大。 根据 Frank、 Kim 和 Westphal (1975) 的分析, 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后半期, 对全部出口补贴的平均有效率基本上被韩元的高估所抵

消。 更重要的是, 这项补贴已包括了国内税和关税的豁免以及利率

的优惠, 只不过是采取了以绩效为基础的竞赛奖励的方式来发放,
而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分发。 例如, 接受出口信贷支持的

合格企业必须是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出口超出贷款合同特定计划指标

的出口商。
出口绩效最优者甚至在出口日接受勋章, 获得国家级荣誉, 出

口日是韩国在 1964 年为纪念韩国年出口总额首次超过 1 亿美元而设

定的 (C郾 Kim, 1990)。 一向处在传统社会等级最底层的爱国企业家

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有功之臣, 此刻出现在年度出口日的领奖台上。
在韩国出口总额首次超过 1 亿美元之后, 商工部请求朴正熙主

持月度出口振兴会, 有过 1965 年的几次经历之后, 从 1966 年的 1 月

起, 总统便定期主持此类会议。 出席出口振兴会的都是政府高级官

员和商界代表, 这为改进管理、 制度创新和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提

供了一个平台。 在每月的出口振兴会上, 商工部提交按地区和按产

461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品分类的出口进度报告, 将出口绩效与年度整体规划中的指标进行

比较, 以激励出口。 外交部提供有关海外市场条件的分析简报。 然

后, 官方与商界代表一起讨论, 鉴定出现问题的瓶颈和阻碍出口业

绩提高的因素, 进而磋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23随后还要召开会议

以监控进度。 出口保险作为许多制度创新中的成果之一, 正是在月

度出口振兴会上参会者举荐建议的结果 (Shin, 1994)。 简言之, 这

些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双边会议提供了许多机会, 不断吸引着高层领

导人的注意力, 使他们具有了进行长期管理的视角, 当约束瓶颈出

现时, 他们可以及时察觉并消除障碍。 政府官员必须随时准备好回

应总统和商界代表的询问。 这些会议相当于搭建了一个实时论坛,
官员们各显其能, 证明自己能否胜任其职责。

除此之外, 韩国于 1969 年在原韩国国际贸易商会职责范围内设

立了振兴专用账户基金, 作为公私首创的为保障振兴出口的非政府

基金。 这项基金为诸如派出考察团这类与国际贸易事务有关的团体

活动、 改善包装设计以及设立质量认证设施等提供资金支持。 对基

金赞助的进口品有少量征税 (C郾 Kim, 1990)。
在韩国贸易振兴公司 (KOTRA) 大楼顶端的巨幅电子广告牌

上, 展示着每日以及自年初至今的出口图表。 政府开设了出口信息

中心, 经营着一家点子银行以招揽新点子, 并承担一些研究项目,
专门探讨有出口前途的产品和市场。 通过这些方法, 政府、 产业和

相关的支持机构聚集在一起, 为振兴出口而精诚合作 ( Shin,
1994)。 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 韩国坚持不懈地振兴出口, 最终, 韩

国的出口规模以不变价格计算, 从 1963 年到 1969 年的年平均增长

率为 35% 。

开发潜在的比较优势

尽管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被说成是历史的

偶然, 而不是深谋远虑或事先设计的战略, 但在当时韩国的历史条

件下却是天赐良机。 1965 年, 韩国中小学入学率相当于同期人均国

民收入三倍于韩国的国家 (世界银行, 1993)。 韩国自 50 年代便致

力于改善教育条件, 但工业与贸易发展滞后, 教育与收入之间有着

巨大的差距。 如果韩国能够利用国外的资本和技术来弥补国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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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缺, 开发潜在的比较优势, 那么, 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

企业随时随地都可以雇用到廉价的熟练劳动力, 并获得可观的回

报率。
实际上, 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做的事情就是矫正以往政府

与市场的失灵, 这种失灵对于企业开发比较优势所造成的阻力已经

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1960 年的学生运动和 1961 年的军事政变大大

减少了韩国的腐败和寻租行为。 政府对贷款给韩国公司的外国金融

机构提供还款担保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此外,
政府鼓励出口商从国际市场进口投入品, 并提供诸如电力等必要的

基础设施, 这些都有助于解决协调发展中的问题。 换言之, 国际贸

易缓解了上游与下游工业同时发展的矛盾。 相对于协调外部性而言,
创新外部性在发展的前期并未出现太多的问题, 因为韩国可以毫无

困难地进口含有成熟技术的机器设备。 由政府来关心协调的困难与

治理问题, 韩国企业则可以充分利用新的商机投资和出口。
尽管政府当时已经充分意识到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大有前

途, 但总体而言, 20 世纪 60 年代的出口鼓励政策中的奖励措施并没

有锚定特定的行业或企业。 为了克服最初的出口悲观主义情绪 ( “谁
会买我们的产品?!冶), 韩国在比较优势上打主意, 并集中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24韩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资本品, 并利用自身拥有的廉

价熟练劳动力生产纺织品和鞋类出口, 而不是像朴正熙政府在 60 年

代早期所希望的那样, 与潜在的比较优势对着干, 强攻基础产业。
采用以出口导向现代化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几乎畅通无阻。 李

承晚腐败型体制下决策者所造成的影响随着 1960 年学生的抗议和

1961 年的军事政变已大大减弱。 与李承晚政权有染的政客被轰出了

政府办公室, 交由法庭审判。 虽然军政府官员并非完全免于腐败,
当然也不可能主张重返裙带资本主义的老路, 于是, 军政府不得不

起草有关的经济发展规划来支撑其政权的合法性。 最初, 军政府的

部分成员赞成 “产业深化冶 战略, 但是, 这些人在其主张遭到美国

的强烈反对之后就变成了墙头草。 最终, 技术专家和商界首领所拥

护的以出口引导增长的战略, 几乎毫无争议地得到了朴正熙政府决

策圈的认同。 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机制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中有

其内在的合理性, 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和劳务, 其竞争过程可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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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优胜劣汰的效果。 韩国的新经济体制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选择。 就此点而言,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一个

国家如果具有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优势, 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的韩国,
就可以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改善工人的福利。 美国重压下的意外之作

和韩国的民族主义回应, 造就了这样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经济体系。

韩国比较体系的升级

如果说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是基于

教育与收入的极大差距并重在发现其潜在的比较优势, 那么, 韩国

随后的发展则转向比较优势的升级, 意在增加出口的国内附加价值

或当地成分。 尽管国际贸易有助于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 但

是, 韩国清醒地认识到, 外向型战略本身并不足以维持增长。 韩国

在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领域追加投资, 有意识

地并齐心协力地沿着价值链转向高附加值产业。

农业发展与产业升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的基础上, 韩国起草了第二个五年经济

发展计划 (1967—1971), 并就出现的新问题寻求对策, 以保障持续

的经济增长。 60 年代中期, 韩国尚未解决基本的食物保障问题。 同

时, 作为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 韩国有两个难题摆在面前: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出口产品中本地含量太低。25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期, 韩国发起新社区运动或新村运动

解决农业收入差距问题。 此前的农业发展项目仅仅关注农民的心态

或提供物质奖励, 这种片面性的做法毫无成效。 韩国政府于 1970 年

改用综合协整法 (Goh, 2005)。 新村运动的核心要素包括 “勤勉、
自助与协作冶 原则下的社区营造, 互帮互学与激发灵感, 和以绩效

为基础的政府扶持措施。 新村运动发起的当年, 韩国政府为总计

33郯 000 个村庄的每个村庄提供 335 袋水泥, 每袋重达 40 公斤。 每个

村庄可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建设新社区。 各地以志愿者的方

式调配地方劳动力, 一些村子架桥, 而另一些村子筑堤; 还有一些

村庄一事无成。 1971 年, 政府只为那些往日有突出成就的村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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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 500 袋水泥和 1 吨钢筋。 随后, 政府又给予那些心甘情愿奉献

于社区改善的村民提供像电气化这样的奖励。 此外, 政府安排了学

习考察和培训课程, 以便使后进的村庄有一些参照的标准。 这种互

帮互学机制与自主激励和以绩效为基础的体系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

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要素。 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放大机制。 另外, 政

府将新村运动与其他项目嫁接, 更多地改善农民收入。 绿色革命引

入了新的经改良的各色稻米和其他农作物; 而 “白色革命冶 带来的

是塑料大棚 (温室), 蔬菜四季常青成为可能。 政府设置了二元价格

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 政府高价采购稻米, 低价售出, 进一步提高

农民收入, 尽管这样做会增加财政负担。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
韩国才有可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消除城乡收入差别, 维持了社

会凝聚力 (J郾 Park, 1998; K郾 Chung, 2009)。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半期, 韩国也曾制定外向型 “产业升级冶

计划。 相对于 1962 年流产的内向型 “产业深化冶 而言, 新计划考虑

到了产业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并且明确地将科技引入议程。 为推动

产业升级, 韩国对如何填补国内价值链中缺失的环节并提高产品质

量做了系统地研究, 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协力瞄准提升国际竞争力

这一目标。 就这一点而言, 韩国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 在不

具备必要的技术积累和经济规模时, 并没有热衷于推进上游产业。
只有在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下游产业之后, 通

过进口外国上游产品来获取技术, 再来力争中间产品的本地化, 同

时发掘人力资本, 针对世界市场使产量达到最佳规模。 例如, 在化

纤工业价值链中, 韩国系统地建造了链接纺织品出口、 合成纤维和

基础石油化工产品等一系列后向生产的链条。
韩国并不满足于包含出口飞地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二元经济结构,

始终如一地尝试增强含有高度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的

联系, 以达到正溢出效应的最大化。 通过退税机制, 进口中间产品

的关税豁免适用于韩国所有的企业。 即使在韩国设立出口加工区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时, 韩国依然鼓励本国企业外包加工, 加强外商与

本地企业的联系。 正是由于这些措施, 才出现像马山市出口加工区

这样的实例, 其生产过程中的本地化含量从 1971 年的 28% 提高到

1979 年的 52% (Esquivel、 Jenkins 和 Larra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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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化工业的突飞猛进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宣布削减其在亚洲的

前沿军队部署。 韩国更加体会到工业升级的紧迫性。 启动了一场雄

心勃勃的军备竞赛。26 决策者认为, 如果韩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武器,
就必须发展重化工业 (O, 2009; C郾 Kim, 1990)。

韩国正式启动重化工业 (HCI) 增长计划是在 1973 年的 1 月,
旨在构筑 “一种自力更生的经济冶, 计划在 1981 年达到出口 100 亿

美元和人均国民收入 1郯 000 美元的目标。 重化工业的整体规划是按

年度和部门规定指标 (表 5郾 3)。 其设想是, 重化工业在制造业的附

加价值总额中要达到 50% 以上, 出口额达到 56郾 3 亿美元, 到 1981
年, 轻工业和第一产业产值分别增加到 36郾 7 亿美元和 7 亿美元。

表 5郾 3摇 重化工业增长目标

年份目标 1972 1976 1981

人均 GNP (美元) 302 488 983

重化工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百分比 35郾 2 41郾 8 51郾 0

重化工业占制造业出口百分比 27郾 0 44郾 0 60郾 5

资料来源: HCI 激励计划委员会, 引自 K郾 Kim (1988)。

在重化工业中, 选择 6 个部门作为牵头产业: 钢铁、 有色金属、
造船、 机械、 电子设备和化学。 机械工业被视为关键产业, 不仅仅

是因为这项产业的高附加价值和与其他产业的紧密联系, 更在于机

械对于国防工业的重要性。 韩国政府参照的是日本的经验, 日本在

1967 年出口总额达到 100 亿美元时, 其机械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

43% (K郾 Kim, 1988)。
实施 1973 年到 1981 年重化工业增长的目标所需要的资本预计

在 96 亿美元左右 (表 5郾 4)。 韩国政府于 1973 年 12 月设立了国家投

资基金 (NIF), 为重化工业做长期融资。 1974 年, 国家投资基金的

利率设定为 9% , 而普通银行贷款三年期利率是 15郾 5% 。 很明显,
按实值计算, 国家投资基金所提供的贷款是负利率。 银行为支持重

化工业的发展计划也提供政策性的优惠贷款。 这些措施与 60 年代后

半期相比, 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 利率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不再

是有效地价格信号 (Li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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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郾 4摇 重化工业增长的投资需求估算

单位: 百万美元

国外资本 国内资本 总资本 占比

钢铁 1郯 502 674 2郯 176 22郾 7

有色金属 222 123 345 3郾 6

机械 1郯 049 1郯 137 2郯 186 22郾 8

化工 416 352 768 8郾 0

造船 593 599 1郯 192 12郾 4

电子 1郯 523 662 2郯 158 22郾 8

化工 5郯 305 3郯 547 8郯 852 92郾 3

以上总计 (占比) (59郾 9) (40郾 1) (100郾 0)

其他 468 273 741 7郾 7

总计 5郯 773 3郯 820 9郯 593 100郾 0

(占比) (60郾 2) (39郾 8) (100郾 0)

资料来源: 重化工业激励计划委员会, 引自 K郾 Kim (1988)。

即使从计划伊始, 韩国提出 “所有工业出口化冶 的口号并以提

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情况下, 韩国主要还是通过整合和前瞻性的

计划, 来解决协调和创新的外部性问题, 而不是依赖于市场机制。
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 政府不得不考虑规模经济效应, 进行巨额

追加投资, 提升人力资源的技术含量, 使其掌握必要的技能。 表 5郾 5
整理了与重化工业增长相关的一些概念。

为达到规模经济, 韩国必须作出战略上的选择。 保守的选择是,
重化工业的发展只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即可, 代价是次优规模和根

深蒂固的保护主义。 另一种选择是将重化工业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但可能会有产能过剩的风险, 出现金融困境。 韩国选择的是后者,
原因在于, 这一战略可使韩国进入一种动态地有效地增长轨道, 只

要韩国设法在金融困境出现之前掌控超凡的技术能量, 纵然有风险

也值得一试。 韩国政府决定依靠精选的国有企业和大财阀作为中坚

力量, 比如以往保持优良业绩的浦项制铁 (POSCO) 和现代, 来发

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效益。 政府为这

些企业或集团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设定对目标行业的进入限制,
采取直接管理而不是竞争的方法提高这些企业的绩效。 这似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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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SOC = 社会间接资本。
资料来源: Y郾 Kim, 2003。

图 5郾 5摇 重化工业增长的概念性图解

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需要的是管制性的垄断或寡占, 直至市场需求

达到足以支撑有效的竞争 (O, 2009)。
1973 年 12 月, 韩国政府颁布了 《工业综合体发展振兴法》, 旨

在保证前向与后向产业之间的连接, 并提供如水力、 电力和交通运

输等基础设施, 在昌原市、 丽川市和龟尾市分别建立了机械、 石油

化工和电子设备综合体。 为建筑区的工人提供住房设施。 国立大学

也在这些工业综合体附近选址, 以便利相关领域的专家工程师来访。
“集群法冶 正是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流行语, 现在已是家喻

户晓了。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 韩国大力扩展技术与职业培训, 强

化科学与工程教育, 设立国家实验室主导研发。 政府为支持重化工

业发展设计了人力开发计划。 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预计从 1969 年的

41 万增加到 1975 年的 109 万, 而后增至 1981 年的 170 万。 从工程

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弥补了技术劳动力需求的不足。 表 5郾 5 刻画了从

1977 年到 1981 年技工的供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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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郾 5摇 规划项目对技术人员预计的供给与需求

项目 1977—1981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需求 1郯 179 1郯 280 1郯 412 1郯 548 1郯 700

供给需求 总量 843 158 147 161 179 198

高科技人才 280 49 48 54 61 68

科技人才 280 49 48 54 61 68

基础技术人才 283 60 51 53 67 62

供给方法 高科技人才

技术高中 259 46 52 52 53 53

职业培训 77 14 15 15 16 17

以上总计 336 63 67 67 69 70

技术人才

职业培训
365 59 54 72 79 81

基础技术人才

网络培训
283

摇 摇 资料来源: 重化工业激励计划委员会, 引自 K郾 Kim (1988)。

政府设立了大量的技工高中, 以保证熟练技工的供给, 并且以

就业担保作为激励。 课程的安排重在实习训练, 学生毕业时可获得

专业技术证书。 1973 年的 《国家技术证书法》 所引入的体系是以德

国模式为蓝本的。
从表 5郾 6 可以看到, 有四类技工高中: 机械、 铸造、 专用技术

及普通技术。 韩国政府在各省设立了机械技工高中作为 “优秀人才

中心冶, 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其中, 最著名的是 Kum -
Oh 技工高中, 甚至可以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亚洲同类中学中的佼佼

者。 该技工高中自 1971 年 12 月至 1974 年 9 月获得日本政府的官方

开发援助 (ODA), 用于实习培训的机械设备价额总计达 12 亿日元。
与此同时, 派遣韩国教师到日本接受培训, 并在前三年邀请 8 位日

本教师讲解铸造、 焊接、 机械加工、 锻造和热处理等技术。 该校在

全国初中学生中招聘尖子生, 选拔标准包括学业成绩、 校长推荐、
测试分数和面试, 并为他们提供全额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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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郾 6摇 技工高中管理体系

类型 管理目标 学校数 学生数

类型 培训高质量熟练工以改善机械精密度和维护工业 19 13郯 920

形式
为海外建筑工程培训技工为一般技工高中教育提供

模式
11 9郯 360

专业性培训
培训高质量技工使其适应于特定工业 (如电子、 化

学、 建筑、 钢铁和铁路)
10 5郯 750

一般性培训 为不同工业领域培训技工使其适应于一般工业 55 56郯 300
总计 95 65290

注: 1979 年, 有 4 所国立技工高中, 50 所为公立和 41 所私立技工高中。

资料来源: 重化工业促进委员会, 引自 K郾 Kim (1988)。

韩国还在中东设立了模范技工高中, 培训海外建筑工程所需要

的技工。 韩国在 1973 年底的石油危机中并没有采用石油消费补贴的

办法, 而是提高石油价格, 采取各种措施节约能源, 果断地将能源

消耗从石油转向煤炭和原子能。 与此同时, 韩国继续按计划向重化

工业投入大量资金, 在中东则抓住建筑行业的新机遇, 设法抵消由

于价格上升导致的石油进口支出 (Hasan, 2008)。 模范技工高中的

学生在中东就业享有担保且待遇丰厚, 免服兵役。 其他一些专业性

和一般性技工高中则作为技工的补充资源。
尽管最初在决策者中有人质疑韩国的国民性格是否有资格涉足

精密工业, 因为这类工业需要精确与细致, Kum - Oh 技工高中以及

其他韩国技工高中的年轻学生们很快就展露了他们掌握必要技能的

才华。 正是他们, 使得韩国在 1977 年至 1991 年国际职业学校奥林

匹克大赛中高居榜首。 朴正熙曾频繁访问技工高中, 亲自鼓励和感

召着这些年轻人, 恰如其分地称他们为 “国家现代化的护旗手冶。
韩国通过专业化来改善大学教育, 向企业输送工程师。 大学的

各类专家经常得到企业的邀请, 只要有可能, 大学通常建在相关的

工业综合体毗邻, 并对相关的专业进行集中投资, 以培养既有理论

基础又有实践知识的工程师。 例如, 釜山大学靠近昌源机械综合体,
专门培养机械工程师; 庆北道立大学毗邻龟尾电子综合体, 在电子

工程专业投入了大量资金; 全罗南道大学靠近丽水化学综合体, 则

主要输送化学工程师。
在研发领域, 政府早在 1966 年和 1971 年就分别建立了韩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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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研究院和韩国科技高级研究院。 另于 1972 年通过了 《技术开发振

兴法》, 规定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 鼓励私人部门投资研发。 根据

1973 年 12 月的 《专项研究机构振兴法》, 设立了五个政府特别工业

研究所, 即造船、 电子、 机械、 金属和化学。 随后建立了科学园,
到 1979 年底, 专业性工业研究所数量不断扩大, 其中有四个在首

尔, 一个在丽水, 两个在昌源, 而在大德则有九个之多。 至于国防

工业的投资, 政府在国内外广招人才, 大举扩张防卫发展署。 美国

无意与韩国分享防卫技术, 韩国不得不借助于大量的逆向工程来获

取军事技术。27韩国政府正是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 协调创新的外部

性, 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显然, 工业目标市场的选择与升级要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 对

选择和升级麻木不仁同样是一种风险。 如图 5郾 6 所示, 多米尼加共

和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具有很强的糖业生产比较优势, 而且处

于上升时期, 人均 GDP 与韩国不相上下。 但是, 对糖业的过度依

赖, 使该国饱受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 也没有及时改善劳

动生产率。 尽管多米尼加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致使服装业出口在 80
年代开始起飞, 但是, 这些出口产品的本地化含量有限。 70 年代的

泰国在稻米和其他原材料生产中有着很强的比较优势。 后来又发展

了服装和电子工业, 在亚洲的区域劳动力分工中独占一隅。 但是,
该国的工业升级和人力资源发展的步伐相当缓慢。

韩国 1973 年确定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时, 轻工业也具有强劲和上

升的比较优势。 但是, 韩国以自然资源禀赋与其相似, 但技术上先

进的工业化国家比如日本作为衡量标准进行比较后, 认清了自身在

机械设备工业所具有的潜在比较优势, 逐开始着手清除达到这一目

标的障碍, 即技工和工程师的短缺以及精制工业所必需的技能等。
1979 年 4 月, 由于发生了严重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和政治问题,

韩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重化工业增长计划, 而被迫采用综合稳定计划

(Stern 等人, 1995)。 尽管离 1981 年最终目标的实现仅仅相隔两年,
政府此时在重化工业的投资已达 83 亿美元, 占计划投入的 86% 。 国

外融资亦占 39% 。 在 1973 年到 1979 年整个时期, 重化工业在制造

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占 36郾 5% 。 钢铁工业和石化工业在重化工业中的

投资比重为三分之二 (K郾 Kim,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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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公布的相对比较优势是根据 Freenstra 等人 (2005) 建立的世界贸易流数据

库计算得出, 大于 1 代表该国该行业的出口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高, 因此该国具有

该行业的相对比较优势。 SITC 0, 1 = 餐饮; SITC 2, 4 = 原材料; SITC 3 = 矿产和燃

料; SITC 5 = 化工; SITC 6, 8 = 制造业; SITC 7 = 装备。
资料来源: J, Kim, 2009。

图 5郾 6摇 已显示出比较优势的国际指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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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 重化工业增长

计划为韩国许多龙头产业如钢铁、 造船、 机械、 电子和石化工业等

奠定了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前向与后向产业之间的联系, 也

使一些相关产业如纺织业增加了出口的本地含量。 韩国还有了自己

的国防工业。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在实行重化工业增长计划的过

程中, 技术与工程教育的推广以及核能研发等实验室的建立, 为韩

国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搭建了一个舞台。

技术吸收、 消化与创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韩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开发潜在的比较

优势, 进口含有成熟技术的机械设备轻而易举。 后来, 韩国开始寻

找国内价值链中缺失的环节, 转而注重质量管理, 但是, 要增加出

口产品中的本地含量, 就必须采用前瞻性的技术获取战略。 外国直

接投资在韩国工业化中影响甚微, 说明韩国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技

术的。28韩国将国内外技术因素相结合, 逐渐增强了当地的生产能力。
(Dahlman、 Ross - Larson 和 Westphal, 1985)。

韩国各行业获取技术的战略并不相同, 尽管如此, 成功的韩国公司

都是通过吸收和消化, 而后加以改进, 形成系统性生产能力。29例如, 韩

国轻工业公司如服装和鞋类最初通过原装设备生产线获取技术, 因为外

国供应商提供从原材料到设计再到生产技术乃至质量监控的全部信息。
许多韩国企业通过控制工艺过程和生产设计的细节与技巧, 而后逐渐有

了自己设计与生产的独创性。 最终, 一些公司通过自己的研发和商标设

计以及经销网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制造业品牌。 韩国的化学工业是通过

进口成套项目 (交钥匙方式) 所进行的技术培训计划来获取技术的。 项

目结束后, 韩国工程师和技工在接手操作这些项目的过程中, 消化其中

的技术并加以改进。 韩国的机械和电子企业主要是依靠技术许可证协议

和逆向工程获取技术 (S郾 Chung, 2009)。 在这类工业中, 掌握发电设备

和标准化生产与增加出口产品的本地含量等几种因素对改善韩国的技术

能力都是同等重要的。
韩国的公共部门特别是新建立的国家实验室, 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和 70 年代的科技研发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 韩国公司

逐渐意识到, 如果要成功打入世界市场就必须突破某些局限,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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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并有自己的创新, 于是, 企业纷纷提高研发经费, 政府也提

供了部分的资金支持。 例如, 造船公司如现代和三星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都建起自己的内部实验室, 各拥有研究人员 300 名以上。

注: 图中自左至右 Romania = 罗马尼亚; Mexico = 墨西哥; Argentina = 阿根廷; Po鄄
land = 波兰; Hungary = 匈牙利; Russian Federation = 俄罗斯; Czech Republic = 捷克;
Korea, Rep郾 of = 韩国; Taiwan, China = 中国台湾; Singapore = 新加坡; United States =
美国; Japan = 日本。

图 5郾 7摇 韩国研发支出总额

如图 5郾 7 所示, 韩国研发支出总额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占

GDP 的比例不足 0郾 5% 增加到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期的 3% 。 同

期, 私人部门在研发总额中的份额从 20%增至 75% 。 研究人员总数

从 6郯 000 人增加到 22 万。 2010 年, 韩国已经拥有 2 万个工业试验

室。 以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计算, 韩国的研发支出高于其他国家,
韩国政府和企业深信, 较高的研发支出对于奠定初始投资基础与保

障经济的持续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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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 5郾 7 分解为两张图。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2007 年, 科技部, 韩国银行。

图 5郾 7摇 韩国研发支出总额 (续)

此外, 从图 5郾 8 可以看出, 韩国公司不仅增加了研发投入作为

销售成本的一部分, 而且也提高了自身的研发能力, 而不仅仅是依

赖于技术许可证交易。 其结果, 商用支出研发 (BERD) 中的特许使

用金逐渐下降。 以美、 欧、 日 2006 年专利注册数量来衡量, 韩国工

业知识产权的生产量仅次于美国、 日本和德国, 排名第四位, 研发

投入的增加功不可没 (S郾 Chung郯 2009)。
韩国的外向型工业化升级使其比较优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如表 5郾 7 所示, 韩国出口额最高的产品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初级产

品转变为 70 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渐转向资

本和知识密集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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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J郾 Suh, 2007。

图 5郾 8摇 韩国的商业研发支出: 从吸收到创新

韩国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变

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成功地利用了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

具有的潜在比较优势, 并自 60 年代后期开始系统地开发其在机械设

备工业的潜在比较优势。 在韩国的专制式发展战略中, 国家与商界

结成了 “大推动伙伴关系冶, 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和人力资源发

展, 促进了 “快速、 共享的增长冶。 市场、 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主体都

面临着创新与协调方面的挑战, 从而各自的地位与功能都发生了变

化。 在转变过程中, 有些变化是一目了然的, 比如研发。 而市场、
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主体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则很不确定。 例如, 韩国

企业与政府权力的平衡逐渐向企业倾斜, 控制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

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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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郾 7摇 韩国十大出口产品种类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1 铁矿石 纺织品 纺织品 电子产品 半导体

2 钨矿 胶合板 电子产品 纺织品 电脑

3 生丝 假发 钢铁 制鞋 汽车

4 无烟煤 铁矿石 制鞋 钢铁 石化产品

5 乌贼鱼 电子 船运 船运 船运

6 鲜鱼 水果蔬菜 人造纤维 汽车 无线通信设备

7 天然黑铅 制鞋 金融制品 化工 钢铁

8 胶合板 烟草 胶合板 机械 纺织品

9 大米 钢铁 渔业 塑料制品 纺织布料

10 动物毛 金属制品 电子产品 集装箱 家用电器

资料来源: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

注: 利息保障比率根据营业收入与利息支出之比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 韩国银行。

图 5郾 9摇 韩国制造业部门的债务一股权比率与利息保障比率

如图 5郾 9 所示, 韩国的大推动伙伴关系在 1972 年、 1980 年和

1997 年曾面临三次严重的危机。 1972 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韩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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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依赖国内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短期 “路边冶 贷款。 被称为 “勤勉

的企业家冶 们债务缠身, 商界大亨频繁游说政府以求减税和扩大资

金供应, 由国有银行接管 “高利贷者冶 的路边贷款。 韩国政府最终

于 1972 年 8 月颁布紧急法令, 救援处在债务困扰中的工业部门, 根

据该法令规定, 路边贷款可延期三年偿还, 并将高利率短期贷款转

换为优惠的长期贷款。 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以牺牲路边贷款者的财

产权为代价, 减轻企业家的负担, 政府就如同一家信托代理商, 用

这样的方法实施其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规划 (Lim, 2000)。
1980 年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 20 世纪 70 年代重化工业增

长的一个结果。 就其本身而言, 危机源于由国有银行提供的政策导

向贷款, 如果政府采取渐进的方式本可以负担得起。 事实上, 政府

在 1979 年放弃重化工业增长计划以后, 采取了一系列工业合理化措

施———辅以韩国银行给予商业银行的 “特别贷款冶 ———以待经济

复苏。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浪潮削弱了韩国政府的

控制权, 同时, 公众急切地期待政府采取措施以防大批企业破产倒

闭。 尽管韩国已经逐渐放松对一些行业的进入限制与投资控制, 但

是, 尚未引入制度改革, 旨在以市场纪律替代已经被削弱了的政府

控制的可靠市场信号 (如大公司的倒闭) 有待确立。 韩国财阀此时

在非银行金融部门扩充自己的实力, 利用政府的隐性担保大举投资,
并有组织地贴现跌价风险。 20 世纪 90 年代的资本市场自由化使问题

进一步恶化, 韩国对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表现得极度脆弱。 此外,
尽管 1987 年的民主化开创了自由差额选举的新时代, 但是, 韩国民

间团体要强大到足以影响竞选融资规则, 并引入旨在提高透明度和

责任心的反腐廉政措施, 尚需时日。
与政企关系相似, 劳资关系也处在转变时期, 原因是一样的,

韩国要从专制主义发展型国家转变为民主市场经济。 在韩国独裁主

义的体系下, 社会契约中强有力的职业保障只能与不牢固的劳动权

利相交换。 在韩国走向民主化以后, 这种契约安排遭到了来自工人

和管理层双方的攻击。 工人们组织集体行动, 既要求提高工资, 同

时要求享有充分的权利。 企业经理人员也抱怨, 终身雇用制阻碍了

企业根据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场的变化做灵活的调整。 工人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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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之间极重要的谈判内容就在于强化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与劳动

市场灵活性之间的平衡。 然而, 经过反复谈判终无法达成协议, 在

很长时间内双方陷入僵局。
1997 年的经济危机为韩国引入市场纪律提供了一个契机, 也达

成了劳资间的妥协。 韩国在危机后清除巨额不良贷款, 采取制度改

革措施降低道德风险, 改善公司治理, 促进竞争, 强化社会安全网。
在此次危机中, 共有 16 家大企业集团破产倒闭, 危机后, 企业在投

资决策时对违约风险重新估价, 提高了利息覆盖率。 韩国实际上是

利用这次危机所提供的契机, 重新界定市场、 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主

体各自的角色, 从而向民主市场经济转变 (Lim 和 Hahm, 2006)。

概要与结论

韩国的发展是探索与提高比较优势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为了促

进发展, 韩国政府与私人部门合力解决创新与协调外部性问题。 政

府与商界结成了 “大推动伙伴关系冶, 借由这种关系, 政府与私人部

门分担投资风险, 基于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业绩予以大力扶持。
并通过绩效奖励的反馈机制将成功的范例推广与强化, 从而给韩国

带来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韩国为保护大型企业免于破产而提供隐性

担保, 并设置了不同的行业进入限制和投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含

有道德风险。
韩国政府制定了长期发展规划, 但更多地依靠企业集团来实施,

政府反过来设法在集团层面协调生产活动, 包括介入市场交易。 为

了能够管理实施过程, 及时发现问题, 并提出解决办法, 韩国政府

主持定期的企业咨询会, 如月度出口振兴会, 由经济计划局报告经

济动态, 这些咨询活动有助于保证计划的落实, 并随着客观条件的

变化积极果断地修正计划。
韩国将国际贸易作为其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外贸

易促使韩国发掘自身的比较优势, 缓和国内生产协调中可能出现的

失灵, 克服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局限性, 开发规模经济, 借鉴世界

各国的先进经验, 提升经济实力, 以世界市场作为检验政府政策和

公司战略的标准, 并设计了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机制。 实际上, 韩

国是将振兴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因为该国必须转变理念,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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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基准作为自身的标准, 这种状态下的产业组织原则有利于追求

产业升级、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的目标。 为适应国际市场

的需求, 韩国有意识地加大人力资源与基础设施的投资, 协力转向

高附加价值领域。 因此, 韩国与一些陷入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冶 的

国家不同, 设法走由出口引导的增长之路, 不仅仅是关注出口额的

提高, 而是有组织地提高出口品的当地含量。
无论是用顺比较优势还是逆比较优势这种二分特征来描述韩国

的工业政策, 都不足以评价韩国在提升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所付出的

努力。30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振兴重化工业战略, 并没有显

示顺比较优势的特征, 因为当时韩国的轻工业有很明显的比较优势。
然而又不能简单地归类于逆比较优势, 因为重化工业振兴计划是参

照发达工业国如日本的结构转变而设计的。 由于自然禀赋相似, 韩

国可以效法日本, 从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角度, 综合考虑并合理设

计推进工业升级、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的一整套步骤 (因
而有 “所有工业出口化冶 和 “所有国民科学化冶 这样的口号)。 简

言之, 韩国敢于冒险实施重化工业振兴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韩

国在其工业政策中采用的是外向型的自下而上的系统工程方法, 选

择了动态有效增长轨道, 通过超凡的技术性运作, 设法在规模经济

扩张和加大投资可能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之前踏入轨道。 相反, 许

多发展中国家工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它们过分热衷于发展上游工业,
而没有首先获得必要的规模经济和技能积累。31

尽管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频繁干预市场, 但也曾设

法牵制腐败与寻租行为。 1960 年推翻腐败政府的学生运动以及 1961
年的军事政变, 将韩国推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风口浪尖, 大大地改变

了韩国的政治与经济。 精英统治制度的建立和管理方式以及政府官

员福利的改善, 对控制政府干预的负效应大有裨益。 最重要的是,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取决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业绩, 可以有效

地抑制潜在的腐败行为。
市场、 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主体经常会面临创新和协调方面的挑

战, 随着各方应对能力的改善, 各自的角色在转换。 政府和私人部

门之间的劳动分工也在变化, 比较优势的探索和升级依然是韩国发

展的根本原则。 市场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制度改革, 包括实施更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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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汇率政策, 使得韩国企业更方便地依赖于价格信号开拓新的商

机, 当然, 他们还在继续利用政府的咨询渠道, 以确定新技术的前

途和解决技术瓶颈问题。 韩国政府大量投资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并慷慨解囊扶持研发。 企业在危机后改变了投资行为, 更加专注于

增强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民主为今日的韩国提供了培育自治和多样

性的制度平台, 也是韩国走向以劳动生产率引导的持续经济增长所

不可缺少的因素。

注释

1郾 转引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经济部部长 Juan Temistocles Montas 《多米尼加共

和国经济与发展》 序言, 2008。
2郾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2008) 认定了包括从博茨瓦纳到泰国的 13 个维持

高速增长成功案例, 有 “五点相似之处冶 ———开放: 输入知识, 开发全球需求

市场; 宏观经济稳定; 适度通货膨胀和可持续的财政; 未来定向: 高投资和储

蓄; 市场分配: 价格引导资源与资源跟随价格; 领导能力与管理: 对增长的可

靠承诺、 包容与卓越的管理。 很明显, 上述清单中遗漏的要素是利用非市场手

段协调生产性活动, 为工业升级与创新提供便利和应对外来冲击。
3郾 Lindauer 和 Pritchett (2002) 曾对有关韩国模式 “长期但未必固有成果

的辩论冶 做过总结: “韩国是外向型还是保护主义的? 出口振兴政策意味着外

向型发展, 而进口保护则是保护主义的措施。 韩国是政府导向还是市场导向?
考察政府对经济的指导机制, 政府对信用的分配和振兴特定工业等措施都说明,
韩国是政府引导增长; 韩国政府利用私营部门 (而不是半国营公司或政府机

构) 作为扩大投资的手段以及商会所扮演的角色, 都具有市场倾向。 韩国的增

长是 ‘大推动爷 式还是私人部门主导和生产率引导式? 这个问题引发了同代人

关于韩国全员要素生产力 (TFP) 的大辩论———是否相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 成员国较低而用跨期标准衡量较快……这些讨论通常并不关注韩

国的实际经验而是如何为韩国模式冠名然后推销给那些急于复制韩国成功模式

的国家冶 (斜体为本文作者加注)。
4郾 企业家与工人在韩国经济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设计韩国发

展模式而言, 有三位决策者功不可没: 朴正熙, 1961—1979 年韩国总统; 金宗

盛, 为朴正熙总统任职期间的内阁成员, 任商工部部长; 伍元喆, 为朴正熙总

统任职期间推行 70 年代重化工业发展战略的资深经济秘书。 三人均著有英文版

回忆录。 《朴正熙回忆录》 (1963) 以 1961 年出版的韩文同名回忆录发表了英

译本; 《金宗盛回忆录》 (1994) 以 1990 年出版的韩文同名缩写本发表了英译

本, 其后于 2006 年修订再版; 《伍元喆回忆录》 (2009) 以其韩文 7 卷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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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英译本。
5郾 韩国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展的史料记载主要引自 Lim (2000)。
6郾 “新知识冶 这一概念是指既定 (当地) 条件下是新的知识。 例如, 老式

而简易的蚊帐对于还在设法对付疟疾的地区而言就是一项重要的新发明 (世界

银行, 2010)。
7郾 Lucas (2009) 曾对经济增长与知识的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与以往的社

会相比,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 促使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的可持续增

长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教育阶层的出现

(或急剧扩大), 成千上万———如今是上百万———的人在他们的全职生涯中相互

交流思想, 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从而产生新的知识。冶
8郾 Adam Smith (1776)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考察市场有限条件下劳动生产率

的改善效应, 探索一国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Alfred Chandler (1977) 强调, “现代

商业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与分配资源方面取代了市场机制冶, 并注意到 “在经

济的许多部门管理中, 看得见的手取代了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力

量冶。
9郾 1813 年 8 月 13 日, 一位巴尔的摩的发明家 Thomas Jefferson 在给 Isaac

McPherson 的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大自然赋予人类比任何其他独有财产更难以

剥夺的财富的话, 那就是被称为主意的思维活动能量, 人人拥有这种自我强化

的力量, 而不可能自我剥夺。 其最独特之处在于人类智商相同, 且拥用整体的

思维力量。 大家相互点燃各自思想的火花, 照亮自己也照亮对方。
10郾 指西方发展中知识振兴的综合作用机制。 参见 Rosenberg 和 Birdzell

(1986)。
11郾 关于发展中协调失灵问题的主要争议, 参见 Rosentein - Rodan (1943)

和 Murphy、 Shleifer 和 Vishny (1989)。
12郾 事实上,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环境下, 一国经济表现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增强生产要素相对流动的能力, 从而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
13郾 哈耶克和科斯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哈耶克在批评凯恩斯和

马克思时指出, 国家干预是对人类自由的威胁。 即使国家干预是出于维护自由

民主政治过程的需要也是如此。 哈耶克还提到, 由于信息和动机因素, 在协调

经济生产活动中, 市场机制优于计划。 反之, 科斯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基础的分

类更注重市场利弊的平衡 (Lim, 2009a)。
14郾 1962 年, 韩元在以 10颐1 的比例以旧元兑换新韩元。
15郾 自由党财务主管韩永助就是私有化过程中的受益者之一, 他接管了大

邱市的纺织工厂。 商人 Kang Jik - Sun 收购了三陟市水泥公司, 在自由党公司中

的股权为 30% (K郾 Kim, 1990)。
16郾 在 2000 年韩国最大的 22 家财团中, 仅有 7 家建于 1945 年以前。 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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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如现代、 三星和 LG 原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加速企业,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

才声名鹊起。 有 11 家集团是在美国占领时期 (1945—1948) 和李承晚总统任职

期间 (1948—1960) 创建的。 还有 4 家如乐天和大宇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建起

集团迅速扩张, 在 2000 年跻身于韩国最大财团的行列。 而在 60 年代末, 在这

22 家财团中, 仅有三星和 LG 在韩国十大财团中榜上有名 (Lim, 2003)。
17郾 20 世纪 50 年代, 一支由美国经济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作为联合国朝鲜

重建代理机构制订了一个相似的战略计划。 这个小组主张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
认为进口替代可使韩国在 5 年内达到 “自给自足冶, 通过经济援助大量输入资

本, 扩大初级产品的出口 (Haggard、 Kim 和 Moon, 1991)。 以后见之明的眼光

来看, 无论是军政府还是美国专家都主张扩大初级产品的出口, 有异曲同工

之妙。
18郾 修改后的计划提倡自由市场经济, 摒弃将 “指导型资本主义冶 作为经

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主张。 该计划还强调稳定政策的重要性, 缩小经济增长目

标, 取消如钢厂组合这样的投资项目。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是, 改进的计划中

将出口的优先次序从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19郾 这种 “市场导向冶 的政策措施加深了政府在资金来源分配中的影响,

因为银行是国有的。 在 1965 年 7 月至 9 月的三个月中, 定期存款增加了 20 亿

韩元; 而在 10 月至 12 月的三个月中, 存款飙升至 125 亿韩元。 为了在政府控

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笔资金, 实际利率的提高实际上比强制储蓄更有效。
20郾 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后的 10 年中, 即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外国跨国

公司对韩国增长的前景漠然以对, 也不认为韩国是理想的投资区位。 然而, 即

使在韩国增长前景明朗化以后, 特别是日本跨国公司在 1965 年与韩国外交关系

正常化以后对在韩国投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时, 韩国依然对外国直接投资依然

有着相当多的限制。 韩国的这种政策倾向与它所经历的日本殖民统治有关, 在

殖民统治时期, 日本拥有韩国工业产权的 90%以上。
21郾 在发展的早期, 韩国急于赚取硬通货, 其措施也包括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派遣矿工和护工到联邦德国以增加外币收入, 参与越南战争以得到更多的军事

援助, 以及与日本关系正常化以获得战争赔款等。
22郾 在伍 (1995) 的回忆录中记载了韩国政府在引进这一安排的那一刻起

就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产生的潜在道德风险。 伍将其比喻为 “一匹脱缰的野马冶。
23郾 在商工部, 副部级的政府官员的职责是负责管理主要工业的出口业绩。

商工部内部职能的系统整合强化了政策的实施。
24郾 1962 年,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韩国全部出口总额 5郯 480 万美元中占

15% 。 1963 年, 出口总额增至增加到 8郯 680 万美元时,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

已达到 3郯 200 万美元, 占比提高到 58郾 4% , 其中, 纺织品和鞋类在全部劳动密

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增长中占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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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郾 事实上,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政策优先次序如下: 达到食品的自给自足,
植树造林和发展海运; 通过化学、 钢铁和机械工业的发展以打造工业化基础,
工业生产要增加两倍; 达到出口 7 亿美元的目标, 通过进口替代改善国际收支

平衡; 增加就业, 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抑制人口增长; 实现人民收入的大幅度

增长, 尤其是要通过农业生产多样化来提高农民收入; 通过培育人力资源, 振

兴科学技术与管理, 增强技术与生产能力。
26郾 韩国的国防支出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占 GDP 的 4% 增加到 70 年代的

6% 。 增加的 5%的国防从价税用于支持军事现代化项目。
27郾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韩国工程师还不具备设计武器的能力。 为了填

补这项空白, 韩国根据武器系统组成了附属委员, 指定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工

程师作为成员。 作为国防发展机构 (ADD) 的咨询人员, 他们与从事军事设施

逆向工程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 在 ADD 成功设计了样机即将投入生产时, 美国

开始与韩国谈判技术许可证协议。 逆向工程加大了韩国谈判的筹码, 美国很明

显地感觉到, 要维持部分的控制权, 最好是签订正式技术许可证协议 (K郾
Kim, 1988)。 民用技术的转让也照此办理。

28郾 Westphal、 Rhee 和 Pusell (1981) 指出, “韩国的工业化是前所未有的,
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来引导和控制的。 投资来源多半采取借款的形式。 技术的

引进主要是通过外来直接投资以外的渠道……实际上, 韩国的大多数工业在获

取技术和出口市场方面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就像通常所说的那样, 世界市

场是竞争性而不是限制性的冶。
29郾 时任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世界银行韩国部首席经济学家的 Parvez Hasan

(2008) 回忆道, “韩国并没有立即强调反向联合, 而是注重依赖进口技术设

备冶。 1973 年, 他第一次参观现代的造船厂, 那里的熟练工人 “实际上是用钉

子钉住钢板和设备冶。 总经理来自荷兰, 油罐车的模板都是进口的。 10 年后,
当 Hasan 第二次参观现代时, 他询问总经理是否有设计部门, 他得到的回答是

“当然有设计部门, 而且雇用的工程师有百人以上冶, 仅仅 10 年时间, 现代的

产品一举成名。
30郾 有关比较优势与工业政策关系的细节, 详见 F郾 Lin 和 Chang (2009);

Lin (2010); 以及 Lin 和 Monga (2010)。
31郾 理解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有必要分析一国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和前瞻

性的公私合作过程提升资源禀赋结构。 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如何将提升比较优

势的观念变为现实。 已显示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它只是一种滞后

指标。 相反, 要充分利用标杆管理, 考虑好基准点, 比如 “锚定一些工业国家

其资源禀赋相似并在不断转换中发展了 20 余年, 且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

高出本国 100% 以上的国家冶 作基准, 反而是是更可取的 ( Lin 和 Monga,
2010)。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 像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可审视一下通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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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尔兰和新加坡这些聪明的岛国, 它们在供应链游戏中游刃有余 ( Lim,
2009b); 而哈萨克斯坦可以向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大国看齐

(J郾 Kim, 2010); 加纳则可以考虑以马来西亚为标杆, 作为一个人种多样中等

规模的国家, 马来西亚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多元的和不断提升的经济结构 (Breis鄄
inger 等人,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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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Danny Leipziger
乔治华盛顿大学

韩国成功的后见之明

回顾历史, 政治和经济要素特定的结合是韩国发展成功最关键

的推动力,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通常, 人们会关注一些有助于国

家增长的显著要素, 如超常的储蓄, 以出口为中心, 人力资本与基

础设施的投资, 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对长期发展的驾驭能

力。 除了这些传统的因素以外, 所识别一些新的要素同样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这些新的要素包括有效地经济计划, 政企之间牢固的纽

带, 研发投资, 财团品牌的全球化, 实时的经济政策和强调高等教

育。 然后, 所有这些战略并非都是无可争议的。 比如, 争议较多的

有直接贷款、 工业政策和财阀政策。 被广泛接受的并有复制可能的

战略包括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 强烈的民族意识, 定向适当的经

济政策, 有效地政策实施和对效果的检测。

韩国的诸多成就

韩国目前所享有人均收入和国民生活的高质量是前所未有的。
韩国培育的世界级水平的工业, 是一些动态发展的制造业和技术部

门。 1996 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一员, 此后, 又

发起冲刺, 要在 10 年之后进入 OECD 属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 从而

由原来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 目前, 在掌控全局的 20 国集团中,
韩国直逼新的国际领袖的宝座。

从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到 OECD 角色的楷模

韩国最初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当时,
韩国遵循的是传统的增长路径, 即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经济, 有坚

实的宏观经济基础, 只是因 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被迫暂

时中断。 韩国成为贸易开放的典型, 在世界银行的商业经营指标中

一直名列前茅。 韩国设立了新制度, 包括股票市场、 竞争机构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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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监管机构。 培育了中小企业, 并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同时,
韩国还重点实施教育政策, 开发人力资源, 从事于高附加价值的经

济活动。 韩国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始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着

手基础结构重组, 强化管理和监管的作用。 从 1997—1998 年的流动

性危机中复苏之后的十年多时间内, 当面对 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

时, 韩国展露了其典型的管理危机的技巧, 迅速动员财政刺激经济

需求, 减低利率增加流动性。 政府利用共有银行获取信用, 采取主

动的储备管理措施, 包括中央银行的互换安排, 巩固储备地位, 同

时启用其他安全网。 韩国新的绿色增长议程早已穿越危机, 果断地

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 凭借新的技术、 专家队伍和提供就业机会,
为这个国家寻求新的机遇。 其间所凝结的首创精神与长远目标, 如

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双倍至 4 万美元, 是完全一致的。

韩国 2009 年的政策行动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如果恰逢其时, 世界将会见证一种具有韩国决策者印记的快速

而协调的政策反应。 韩国的决策者最初仰仗其强有力的财政基础,
敏捷地实施反周期的刺激措施。 以多余的储备付清债务, 同时实施

出口多元化战略。 这有助于中央银行提供增加的流动性。 尽管海外

发生动荡, 国内消费者的信心自始至终是稳定的。 2010 年韩国经历

了一个典型的 V 字形复苏。 对金融部门的风险, 政府控制有方, 维

持了稳定的就业水平。 中央银行有足够的能力与量化宽松政策反其

道而行之, 确保一旦恢复经济增长和信用发生翻转时有足够的空间

调整利率。

从绿色增长计划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韩国的绿色增长计划包含着短期的财政激励和长期的议程, 韩

国总统李明博公开做了明确的表述。 该计划确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和实实在在的标的, 勾画了一副民族经济长期增长的蓝图。 大公司

对绿色增长计划所提供的绿色技术投资机会虎视眈眈, 这也给了韩

国在这些领域特别是汽车蓄电池、 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等行业

引领潮流的一个机会, 绿色增长一揽子计划由国内定向结构政策构

成, 需要公共与私人投资的共同支持。 政府将有效地管理该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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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后危机环境下的公共政策特征

鉴于劳动力市场的错位, 未来的公共政策需要更多地注重提供

就业机会。 决策者必须检测财政政策的影响范围, 因为收入分配在

很多地方有恶化的迹象。 紧缩财政可以使大多数按优先次序的支出

更有效, 因此, 政府支出应该聚集在私营投资部门。 搭建短期与中

期目标之间的桥梁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需要一个可行的计划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 绿色增长规划以五年计划行动为中心, 不由使人联

想起早年由经济规划董事会指导的经济发展项目。

韩国如何在公共空间施展身手?

韩国成功运用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精英官僚政治。 韩

国鼓励海外留学, 海外学子的归来强化了知识基础。 即使在一般民

众中, 也培育高等教育人才和鼓励优秀者。 在韩国, 对良好管理的

需求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意识, 因为恰好韩国的北方就是世界上最封

闭的社会之一。 只有享有国家信誉的政策才能得到实施, 而劣质的

政策观点只能被摒弃。

韩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在经济利益、 福利和幸福之间当然需要权衡。 当韩国在经济危

机期间迅速行动稳定经济时, 解决拖延已久的性别差异问题就不得

不暂缓。 此外, 人口特征最终将带来负面影响, 除非提高退休年龄

以便妥善对待长寿人口。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达到制造业的劳

动生产率水平。 韩国的全球领袖地位并不会止步于 20 国集团。

韩国经验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韩国的成功中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第一, 与经济基本面有关,
韩国并不满足于成为国际机构的捐款国, 而是实际的经济地位, 为

了发展而改进管理。 第二, 收入分配与社会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当

然也不会满足于捐款国的地位, 而是为了改革能够获得广泛的公众

支持。 第三, 私营部门无须担忧政府的干预, 特别是当政府行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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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一致时更没有必要担心。 第四, 以纳税来为社会基础设施

融资而取代援助, 同时有助于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 这一点

并不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因素。 关键在于政府取税于民, 而公民要求

高质量的政府服务作为回报。 第五, 政府引导经济规划一度成为所

有东亚国家成功的模板, 如果其他国家效法有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捐款国和其他国际援助机构如何学习韩国经验?

从捐款国和援助机构可带走时的是大量的资源转移, 如果没有

国内的机构性建设以便提高有效、 公平和有力的管理与支出资金的

能力, 那么援助只是浪费金钱而已。 这是和改善国家发展战略的所

属权齐头并进的, 而且所有部门都从中受益。 外国援助总是大批量

的资金, 应当与国内储蓄和税收相匹配。 无论如何, 范式本质上是

个性化的。

韩国作为 20 国集团的领袖还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

韩国可以代表中低收入国家对 20 国集团的发展议程施加影响,
在推动当前国际议程的具体项目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一个样板。 韩国

也可以将增加的官方发展援助与培育可持续增长的绿色技术转移结

合起来。 还可以动员发展中国家支持多哈谈判。 最后, 韩国可以与

其他国家分享经济计划经历中如何安排基础设施支出, 公私协调共

同管理和改进实践的经验。 作为 1997 年危机的一个幸存者和目前

2008—2010 年危机管理的典范, 韩国以其稳健的国内经济管理, 在

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中赢得了强有力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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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Klaus Rohland
世界银行

谢谢乔教授邀请我参与本组的讨论。 非常感谢和欣赏 Lim 博士

如此简洁和全面的陈述, 对韩国经历有着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 对

于其他点评人已有的观点我没有太多要说的, 我认为还有五个方面

的问题值得再强调一下。 为此, 感谢在座的韩国前副总理陈稔 (Jin
Nyum), 他于 2004 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政策

协调冶 高层会议上的发言, 使我对韩国 1960 年以后的发展轨迹有了

一个清晰的轮廓, 从中提炼出可供其他立志从低收入国家变为 OECD
成员国的国家借鉴的经验。

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许多低收入国家都在苦苦寻求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政策

协调方法。 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 在一种经济发展战

略中, 政府和企业该如何恰当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第二, 如何有条

不紊地安排政府的政策规划与预算功能。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韩国政

府的做法是非常务实的。 发展战略是由政府来引导的, 但是战略的

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团这样的私人企业。 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社会党政府企图支配经济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近独立的加

纳人均 GDP 水平与韩国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水平相同, 但是后来

境况的恶化就是政府统治经济的明证。 韩国另一杰出之处是机构合

并, 经济规划局集发展规划与资源分配功能于一身, 隶属于总理办

公室, 并被授权在全国范围内协调每项经济政策。 很多国家由于计

划与预算的分离而浪费了大量时间加以协调, 而韩国则没有陷入这

种困境。 韩国的 “整体政府冶 处理法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刻意

安排。

以社会权益作为工业政策的补充

韩国的发展战略不仅仅在于工业化。 其农业政策有利于满足农

村人口的需求, 设法使工业部门的发展替代农业作为 GDP 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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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农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占 GDP 的比重为 60% )。 稻米

的双重价格补助体系说明管理型的发展最终见证了工业部门的崛

起, 从而成为增长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此外, 以提高农村生活水

平为主旨的新社区运动保证了农业价值和社区成为韩国未来发展

的一部分。

与时俱进保持发展战略的有效性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韩国从集中发展轻工业转向重点发展重化

工业。 这种转变不是源自于韩国自身的经验, 而是效法日本的模式,
而且对韩国行之有效。 尽管有风险, 但这是一种经计算和研究的可

控风险, 由此驱动着韩国的发展。

随时改变政府、 私营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力量均势

通过税收激励与特惠信用政策, 政府的角色与计划逐渐从直接

计划转变为间接计划。 这种转变考虑到了经济的复杂性日益增加。
当经济获得成功后, 韩国政府对企业尤其是财团的监管也留有空间。
1987 年的一些事件说明社团的参与更广泛, 有更多的发言权。 民间

团体的监督作用增强, 加之出台的反垄断政策, 为韩国的新阶段的

发展达成各方力量均势。

发展的非线性特征: 随时准备调整以适应现实的变化

很多国家长久以来都在尝试从低收入国家提升至中等收入国家

的地位, 但能够跻身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极少。 韩国国民

与决策者以其非凡的灵活与敏捷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实的变化, 从而

避开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难以逃脱的 “中等收入陷阱冶。 韩国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期集中发展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一项很

有远见的政策, 将增长与公平政策置于现代化框架之中。 展望未来,
韩国在教育上的锐意进取和卓越成就是众所周知的, 它在国际教育

的评估结果令很多国家为之惊羡。 当下一个十年全球性调整到来时,
韩国在技术与服务业的倾心投入将成功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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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 Yoon Je Cho
韩国西江大学

韩国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的确非比寻常。 在短短 50 年的跨

度中, 韩国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跨入最先进国家的行列。 韩

国的发展演绎着战后发展的最精彩的一幕; 但是, 观察家们对这个

成功的故事有不同的诠释。 从修正主义到新古典主义者, 见解各异:
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 以强大的政府与政府干预调动资源和分

配是关键因素, 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强调, 出口导向、 稳定的

经济环境、 高储蓄和公开市场竞争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最新出现

了一种新的观点, 关注的是韩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层

面。 除了其他因素之外, 更深入地考察了国家计划、 政企协作、 长

远的民族眼光、 制度、 社会权益和凝聚力。
Wonhyuk Lim 综合研究了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并提出了很新

颖的见解, 包括良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出口导向增长政策,
战略型工业和技术升级, 高储蓄和投资, 他阐明和强调了一些重要

因素如政府倡导的广泛的公私咨询, 共享经济与市场信息; 大推动

工业发展中的一体化工程法; 以及通过公私咨询使得比较优势探索

与升级连接起来等。
点评人基本赞同 Lim 的陈述, 评论中所指出的韩国的精英官僚

政治擅长政策规划、 实施和管理以及所制定的适应性政策改革, 进

一步丰富了作者对韩国发展经验的诠释。 点评人还提到制度建设和

改善初等乃至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正由于此, 韩国才有可能从技术

输入国转变为技术创新国。 点评人以其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以及投

身各地区众多国家发展的丰富阅历中, 对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作出

了富有洞见的解释。
在这个单元的议程中, 讨论的主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一个经

济体成功地完成从国家严格控制到自由开放经济的转型也成为重要

的议题。 同时也讨论了转型过程中的挑战, 以及如何在相互联系日

益紧密的全球市场上成长为一种新兴经济。 关于经济政策改革变化

的讨论与一个国家从独裁主义统治向更民主的制度演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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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短期内跨越了上述所有的挑战。 它的发展过程最引人注目的

并不仅仅是其高度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工业赶超, 更在于它所经受的

挫折和危机。 它曾拥有人们津津乐道的良好国际环境, 也曾遭遇过

国际经济动荡的冲击。 这一切表明, 韩国的发展经验对那些尝试刺

激经济增长同时又面临社会、 政治和国际环境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是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 我们不得不屈从于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仍然不能对成

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充分的理解; 比如, 一国成功的发展经历是否

可以在面临不同社会、 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其他国家复制; 在发展过

程中一些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保障、 文化、 区位和领导能力是

何种状态。 迄今为止, 我们已经确认了很多关乎成功发展的重要成

分。 然而, 综合这些要素撰写一本指导经济成功发展的参考手册尚

待他日。
无论如何, 在目前情况下, 韩国的经济发展经历值得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分享。 我们必须寻求适合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佳方法, 结

合韩国发展的经验和各个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 和当地民众一

道工作, 而不是直接照搬韩国经验。 韩国发展经验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从而能与发展中国家共享。 我相信大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也是本单元讨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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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郾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中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6郾 1摇 信守承诺
Jomo Kwame Sundaram摇 联合国

摇 摇 许多国家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例如,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提高入学率和改善儿童健康状况, 扩

大获得清洁饮用水的渠道, 控制疟疾、 结核病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以及艾滋病的治疗。1 令人鼓舞的是, 一些最贫困国家也已经取得了

类似的进步, 这表明, 只要有正确的政策, 提供适当的资金并得到

国际社会的支持, 千年发展目标无疑是可以实现的。 考虑到一些贫

困国家甚至整个贫困的历史, 它们的进步还是很显著的。 例如, 在

过去 20 年中,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极大地改善了儿童健康, 提高了

小学入学率。 1999 年到 2004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麻疹死亡人

数减低的幅度达到了全世界有史以来的最低幅度。2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发展并不平衡。 按目前的发展趋势来

看, 某些千年目标可能无法在 2015 年逾期实现。 此外, 由于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等多重危机的干扰, 有可能使一

些地区再度陷入贫困和饥饿之中。 同时, 气候变化和资源冲突也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本文以此次金融危机为背景来重新评估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的

进步, 对现状的主要分析概括如下。

千年发展目标 1: 贫困和饥饿减半的目标进展不平衡

由于经济危机的干扰, 减贫进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但还是有



可能实现的。 根据世界银行界定的 “人均收入每天 1 美元冶 的国际

贫困线 (2005 年已修订为每天 1郾 25 美元), 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口

从 1990 年的 18 亿人下降至 2005 年的 14 亿人。 然而, 这些减贫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如果不计

中国, 同期贫困人口实际上增加了大约 3郯 600 万, 其中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增加了 9郯 200 万。 到 2015 年, 世界贫困率

(以每天 1郾 25 美元衡量) 仍然有望下降 15% 。 届时, 生活在国际贫

困线以下的人口将下降为 9郾 2 亿人, 为 1990 年的一半。 然而, 如果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挥之不去, 2015 年的贫困率很可能会居高不

下, 超出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稳步增长情况下的增长幅度。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美国农业部的统计,

饥饿正在加剧。 全世界的饥饿人口从 1990 年至 1992 年的 8郾 42 亿人

增加到 2009 年的 10郾 2 亿人,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还有 20 多亿人微

量营养素不足, 体重不足的儿童有 1郾 29 亿, 发育不良的 5 岁以下儿

童达 1郾 95 亿。 近年来经济萧条的大量迹象表明, 就业复苏滞后于经

济复苏。 尽管危机之前曾有过 “无就业经济增长冶, 但是, 自危机爆

发以来, 失业与弱势就业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上升。 在未来 5 年

间, 如果要恢复到危机前的就业水平, 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至少要达

到 3 亿个。

千年发展目标 2: 普及教育取得进展, 但目标仍未实现

尽管结果并不明晰, 但教育的普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许

多国家的小学入学率已经超过了 90% , 其中增加最快的是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 然而, 全世界约有 1郾 26 亿名贫困儿童仍在从事有害的工

作, 而世界各地超过 7郯 200 万名小学适龄儿童依然失学。 入学率迅

速上升也给学校和老师提供优质教育产生了压力。 此外, 许多国家

的辍学率仍然很高, 这意味着要实现百分之百的小学毕业率仍然是

一个挑战。 千年发展目标以初级教育为重心, 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

而不仅仅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定指标来看待教育的发展同样重要。
例如, 如果不考虑高等教育的需求就无法理解如何发展教育。

千年发展目标 3: 两性平等进展不大

为两性平等所付出的努力效果有限。 过去十年来, 小学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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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差距在逐步缩小, 但中学性别差距的缩小却进展缓慢。 此外,
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虽有所增加, 但是, 相对于男性而言, 大

多数女性仍承担着无偿劳动并缺乏各种福利和就业保障。 就政治领

导层而言, 女性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增加缓慢, 截至 2009 年 1 月,
这一份额为 18% 。 尽管两性平等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
但是, 针对女性的暴力却是一个顽症。

千年发展目标 4、 5、 6: 某些健康目标取得重大进展, 降低产妇死亡

率进步最小

就健康目标而言, 尽管许多国家可能难以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中的健康指标, 但部分地区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 例如, 5 岁

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已从 1990 年的每年 1郾 25 亿名下降到 2008 年的

每年 8郯 800 万名。 此外, 安全出生的婴儿死亡率从 1990 年的 99译减

少到 2008 年的 72译, 尽管远远低于减少三分之二的目标 (即

33译)。 在发展中地区, 由熟练的助产士接生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53%提高到 2007 年的 61% , 但是, 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与 2015 年要

求达到的万分之十二的目标相距甚远。 目前, 女性福利特别是母亲

健康方面的信息难以获取或者信息不可靠, 例如, 在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 40%以上的国家在过去 35 年中不曾进行过人口普查。
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如减少麻疹死亡以及

治疗肺结核和疟疾等。 2003 年至 2008 年, 接受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的人数增加了十倍。 然而, 这些进展还不足以扭转这一流行病

的趋势, 因为必要的防治干预措施覆盖面不足———平均每两个人开

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就有五个人新感染上艾滋病毒。 同时, 预防

措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千年发展目标 7: 环境可持续性进展有限

环境的可持续性, 特别是环境卫生依然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关于不能获得清洁饮水的人口减半的目标,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 环境卫生得到改善的人口从 1990 年至 2006 年仅提高了 8% ,
远远低于 50%的目标。 至于其他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所有受控的

破坏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已被成功淘汰 98% 以上。 但是,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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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04 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 1970 年至 1994
年的增长速度。 此外, 于 2010 年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的目标并

没有实现———世界每年丧失的森林面积达 1郯 300 万公顷, 其中包括

600 万公顷的原始森林。
千年发展目标 7 也包括改善至少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 然而,

这一目标极大的低估了实际需求, 远远不足以扭转贫民窟居民人数

不断增加的趋势。

千年发展目标 8: 扩大和加强国际合作

千年发展目标 8 着眼于加强国际伙伴关系来应对多边合作带来

的挑战。 《千年发展目标 8: 缺口分析报告》 (联合国, 2009) 显示,
尽管从 2002 年的 “蒙特雷共识冶 之后援助金额有所增长, 然而,
2008 年官方开发援助 ( ODA) 仅仅增至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

0郾 3% , 远远低于 40 年前确立的 0郾 7% 这一目标。 自 2008 年以来,
随着商品价格和出口的下降, 许多贫困国家的负债占 GDP 的比率以

及外债占出口的比率都在上升, 迫切需要引起关注。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的国家面临着全球性的信贷紧缩, 需

要更多的优惠融资和赠款。 在目前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加

快各种援助以及债务减免承诺的履行尤为迫切。 到 2015 年, 国际社

会需要逐步把官方开发援助 (ODA) 增加到至少每年 2郯 700 亿美元,
以满足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实现其人口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资金

支持。
目前亟需实施 2005 年的 《巴黎宣言》 和 2008 年的 《阿克拉行

动议程》 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可预测性, 并减少援助的波动性。
发展中国家及其合作伙伴必须减少援助分散的情况, 并确保官方发

展援助支持国家发展战略, 这需要捐赠国和受援国的良好合作。
未能圆满结束多哈回合的谈判造成了重大的执行差距, 发达国

家应该在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市场准入的同时取消扭曲贸易的

各种补贴。
2010 年 3 月,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承认农业

的贸易自由化破坏了食品安全。 在 19 世纪 80 年代, 作为粮食净出

口地区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如今已经成为粮食的净进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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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集团和 20 国集团分别在意大利拉的奎拉会议和美国匹兹堡会议

上对粮食保障作出承诺, 即 3 年内提供 200 亿美元, 目前小农户急

需这笔资金, 应加快发放。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显性和隐性的贸易、
投资以及移民保护主义, 迫切需要有效的监督和公允的实施过程。
贸易援助对于弥补关税收入和生产能力方面的损失以及培育新的生

产和出口能力尤其重要。
发达国家基于粮食安全和社会福利原因给予其农业生产者一定

的农业补贴, 除非发展中国家也实行同样的农业补贴政策, 否则,
发达国家需要履行 2005 年所作出的承诺, 即在 2013 年以前取消所

有的农业补贴。
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价格同样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药品实际

价格平均是国际参考价格的三倍, 有的甚至达到了六倍。
增加发展中国家获取新技术的渠道也非常关键, 特别是对于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更是迫在眉睫。

经验教训

自 2001 年千年发展目标制定以来, 对于如何消除全球贫困以及

在全球范围内从实质上提高生活质量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以下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国家对发展战略拥有自主权极其重要, “一刀切冶 的政策和方案

注定失败。 成功的国家奉行了务实和非正统政策相结合的办法, 增

强了本国的能力。
要使减贫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必须以动态的经济结构变革

为基础, 实现持续和公平的增长。 经济增长对于减贫进展而言是必

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经济增长必须以结构变革为基础并具有包

容性。
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仅仅以通货膨胀、 预算和经常账户

赤字为重点, 而应该侧重于支持实际产出与就业。 而公共投资、 管

理有序的资本流动以及对于农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通常是非常关

键的。
即使是最贫困的国家也有能力建立起普遍的基本社会保障。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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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来说, 社会保障最薄弱的国家, 经济危机的社会后果最为严重。
因此, 各国应建立普遍的基本社会保障, 以支持维持和恢复生计,
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而言更要如此。 对于实现具有普适性的

可持续发展而言, 基本的社会保障不仅是可取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
解决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性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些问

题限制了增长对减贫等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 因此, 必须大幅减少

在获得服务、 社会保障和财产、 机遇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在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上均需要提供充分、 持续和可预测的财

政支持, 以及协调和可预测的政策环境, 都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 缺少充足和可预测的国际资金是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
因此, 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为贸易、 税收、 技术以及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等提供保证的国际框架, 以维持人类的长期发展。 为发展提供

充足、 可预测和协调良好的融资及预算支持应该包括官方开发援助、
慈善、 债务减免以及新的筹资来源。

应对经济危机

发展中国家

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危机通过各种渠道最终席卷

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传染渠道包括商品价格和出口

额的下跌所导致的出口收益的减少, 侨汇和旅游收入的下降以及借

款成本的升高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和政策空间来

实施持续的大规模经济复苏计划, 只有少数新兴的经济体能够承担

超过 GDP 的 10%的一揽子财政和金融刺激计划。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

经济危机时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下:
誗 几十年的自由化进程和放松管制政策使这些经济体更容易受

到系统性冲击和外部冲击。
誗 几十年来一直采取经济稳定政策, 仅仅把注意力局限于抑制

通货膨胀以及平衡预算和经常账户, 从而使其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顺

周期性。
誗 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的国家, 其货币政策具有更强的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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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
誗 资本账户的开放不仅使其经济更加依赖全球资本市场, 而且

进一步限制了其政策空间。
誗 由于 20 国集团的努力,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面对

无数次接踵而至的责难, 领导人的更迭以及不断强化的大量融资需

求, 但是, 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条件性有所降低, 允许大多数依然

有财政空间但需要削减财政赤字的国家实施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多边机构

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20 国集团已经取代了七国集团, 完

成了世界经济领导权的大转移。 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一向谨慎从

事, 其影响力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20 国集团更具包容性, 因

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有其合理性。 直至匹兹堡峰会召开之前, 20 国

集团对金融危机的管理已经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但是, 20 国集团在

2009 年中期脆弱的经济复苏之后所采取的缺乏紧迫感的临时安排可

能会使之前的成功大为逊色。 因此, 韩国将发展纳入 20 国集团峰会

议程的动议是不无道理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危机之后, 布雷顿森林机构和联合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

更大程度的共识。 因而有可能推进三个领域的合作: 更大范围的国

家税收合作; 更加公平有效的解决债务问题以及国际经济治理。 在

2009 年联合国大会上由秘书长召集一组专家组成的斯蒂格利茨委员

会旨在处理全球性金融危机。 并推荐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 以减

少未来发生危机的风险和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 这些新的机

构包括:
誗 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 是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家国

际主权债务重组法庭 (不同于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提议), 并将取代

世界银行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誗 外债委员会

誗 政府间税务合作委员会

誗 国际储备货币开发部

全球绿色新政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 (GGND) 的建议, 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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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 同时, 应对来自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的挑战。
除了可产生再生能源的投资, 该提议还涉及全球交叉补贴和运用公

共投资来吸引私人投资等问题。
全球绿色新政应该成为更加广泛和持续地运用全球反周期措施

来应对经济危机的核心支柱。 国际社会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再生能

源和小型粮食农业进行大量的前置公共投资, 引导与之互补的私营

部门投资于这些先前并不感兴趣的领域。 通过这些投资, 在加速经

济复苏的同时应对来自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挑战。 这

样的投资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复苏, 而且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
同时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以及确保可承受价格下的粮食安全。
20 国集团的协调和支持不仅能够确保经济更持久和公平的复苏, 同

时还能够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来自全球变暖、 粮食安全和经济发

展的挑战。
我们如何确保这项绿色新政能够真正做到国际化呢? 在经历了

危机之前数年的信贷宽松和过度投资之后, 如今的世界大多数有利

可图的经济部门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此, 私人投资的不情

愿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通过充分协调的跨境公共投

资来满足绿色公共事业所需要的资金, 才能通过公私合作来引导与

之互补的私人投资,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20 国集团峰会及其他

2009 年 4 月在伦敦举行的 20 国集团峰会曾讨论了危机对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 此次峰会所宣布的资金承诺总额为 1郾 1 万亿美元, 这

笔资金的分配和运用的对象如下:

种类 数额 (亿美元) 备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 5郯 000 无新的承诺

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 (通过多边开发银行) 1郯 000 无匹配承诺

SDR (特别提款权) 分配 2郯 500
七国集团 44% ; 发展中

国家仅有 800 亿美元

贸易融资 2郯 500 无匹配承诺

总额 11郯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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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的匹兹堡峰会确认了加快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管理改

革和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必要性。
会议讨论了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问题, 但并没有就具体的限制形成

协议。 遗憾的是, 除了在资本要求和监督方面达成了几项共识之外,
此次峰会并没有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加拿大已将巩固财政地位作为 2010 年 6 月多伦多峰会的主要议

题。 但是, 由于目前的经济复苏仍然非常脆弱和不平衡, 国际社会

担心多边合作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二次衰退。 财政赤字的削减也推翻

了官方开发援助 (ODA) 已经作出的承诺。 此前被寄予厚望的金融

监管的国际协调和金融机构的税收问题看来很难在多伦多峰会上取

得进展。
对于在 2010 年 11 月举行的首尔峰会, 东道国已确认将全球金

融安全网和发展作为首要议题。 尽管 20 国集团相对于七国集团有所

扩充并更具包容性, 但依然缺乏像联合国系统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

那样的合法性和包容性。 迄今为止, 20 国集团在经济危机的处理上

没有涉及发展问题并缺乏公正的导向。 在多伦多峰会之后, 2010 年

11 月的首尔峰会也许能够为 20 国集团开明的领导人提供一个机会,
使其在全球宏观金融事务上达成多边共识。

发展议程

考虑到全球环境以及联合国的经验教训, 下列建议对 20 国集团

的发展议程至关重要:
誗 采取审慎的风险管理原则, 包括资本管制 (目前得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的支持, 这实际上是在国际货币基金协

议条款之下涉及主权的一项权利)。
誗 扩大财政和政策空间, 以便能够实施可持续的反周期宏观经

济政策。 不仅在经济衰退且在繁荣时期都需要将来自经济泡沫和经

济过热的风险最小化。
誗 发展可替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以创造生产性就业和维持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誗 发展金融行业, 为投资和技术发展提供支持, 加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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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誗 致力于金融扩展, 以促进和支持小型农业和中小企业等在现

有信贷条件下被忽视或索价过高的生产性经济活动。
誗 参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税务合作, 以扩大所有国家的收入和财

政空间。
誗 实施更加有效率的、 公平的和有效的债务解决机制, 以扩大

财政和政策空间。
誗 实行国际经济治理改革, 以反映变化后的全球经济平衡, 确

保更公正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从而增强包容性和合法性。
誗 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 那么我们将会错过一次被称为

“布雷顿森林瞬间冶 的历史性机遇。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1944 年充满

野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就在 1929 年股市大崩盘的 15 年后, 正值

大萧条伊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44 国 (28 个发展中国家, 包括

19 个拉美国家) 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

林聚首, 参加了为期三周的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及开发银行作为将要成立的联合国系

统的一部分, 为战后重建、 后殖民发展以及被称为战后黄金时代的

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和就业奠定基础。 换言之, 布雷顿森林会议所

明确强调的不仅仅是货币及金融稳定, 而且是经济持续增长、 就业

创造、 战后重建和后殖民时期的发展。3

注释

1郾 “信守承诺冶 是联合国秘书长在 2010 年 9 月举行的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

高级全体会议上报告 (A / 64 / 665) 的题目。 本节根据该报告整理。
2郾 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有时难以精确衡量, 原因在于有时难以得到准确的

数据, 或者这些数据具有很长的时滞。 此外, 全球水平上的进展可能会掩盖地

区、 国家和地方水平上的不平衡。 因此, 我们在解释综合数据以及对整体进度

进行判断时需要十分谨慎。 按国家来评估这些目标和指标时可能低估最贫困国

家的进展。 例如, 把贫困率从 60% 减少到 30% 要比从 6% 减少到 3% 难得多,
特别是年人均收入在 1郯 000 美元的基础上, 再上涨 20%仅仅是在 10郯 000 美元基

础上的上升的十分之一。
3郾 获取更多信息, 请访问下面的网址: 秘书长报告 http: / / www郾 un郾 org /

ga / search / view doc郾 asp? symbol = A / 64 / 66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鄄
DESA) www郾 un郾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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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郾 2摇 危机后的千年发展目标
Delln Go 和 Hans Timmer摇 世界银行

自 2008 年秋季以来, 在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成为高收入国家应
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重心。1 宏观经济需求刺激的力度要有多大? 什

么才是最优的需求刺激退出机制? 高收入国家的新金融市场监管策

略如何防止金融泡沫的再度产生? 几乎没有任何政策涉及如何帮助

低收入国家消化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从而继续推进长期的人类发展

目标。 集中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符合逻辑, 但实际是不合意的。
集中研究中高等收入国家的问题似乎符合逻辑是因为危机起源

于高收入国家, 并主要打击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 此

外, 面对全球总需求的空前快速地大幅度下降, 只有最大经济体的

政府才有能力扭转这种局势。
同时, 不合意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问题被搁置一旁, 这并不夸

张。 尽管低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生产缩减较少, 但其实际收

入却因为危机发生后的前几个月商品价格下降了 50% 而巨幅减少。
此外, 低收入国家因快速反弹的机会较小, 外部冲击对其发展的中

期影响较大。 最重要的, 此次危机通过影响低收入国家而对人类发

展成果造成的退步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韩国把发展置入 20 国集团的议程备受欢

迎。 不仅提供了解决低收入国家问题的机会, 也把决策者的注意力

转移到危机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中长期影响上面。 政策讨论的重心

从短期刺激到长期发展战略的转移, 不仅超越了低收入国家的利益,
也体现了把中高收入国家推回到可持续发展轨道的迫切性。 本章致

力于再次将发展推向中心舞台, 重点关注危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

响。 本章第一部分阐述危机缘何在中期内对低收入经济体形成挑战,
第二部分讨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 第三部分提出必要的政策

行动。

危机与低收入国家

当 2008 年底危机到来时, 许多低收入国家正享用着始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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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曾引起通货膨胀的政府宏

观经济政策的改善, 政府债务的控制, 与全球市场的逐渐整合, 更

好的地方体制, 以及 GDP 的加速增长。 例如,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开始,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南非除外) GDP 年均增长率已达

到 4郾 9% 。 这种强劲的增长结束了此前经济发展灾难性的 2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足 2% , 这

意味着近 20 年中, 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平均下降 1% 。
危机对低收入国家 GDP 的增长产生了直接影响, 但是, 相对于

更发达的国家而言程度较小。 2009 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不包括南非, 其增长率虽仅为 3郾 4% , 小于其在 2007 年的增长率。
但高收入国家 2009 年的 GDP 增长率减少了 5郾 9% , 中高收入国家降

幅更大, 减少了 9郾 3% 。 可见, 危机对低收入国家 GDP 增长的影响

相对温和, 当然, 也没有理由为此而自鸣得意。 这主要反映了外部

冲击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低收入国家产生影响, 并不意味着危机对低

收入国家的整体影响要小。 相对于更发达的国家, 危机有可能在未

来的几年内对低收入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且对低收入国家的人类

发展的影响极具破坏性。
危机引起的外部冲击的直接影响并没有引起低收入国家生产的

即时下降, 但却造成了商品价格下降, 进而引起其出口收入的减少。
2009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收入与 2008 年的出口收入水平

相比下降了 31郾 7% , 超过了高收入国家 (22郾 8% ) 和中高收入国家

(23郾 1% ) 的下降幅度。
对专门从事农业和采矿业的低收入国家而言, 出口收入下降会

对 GDP 水平产生中期影响, 而非短期影响。 这与中高收入国家情况

恰好相反。 差异的原因在于: 农业和采掘业生产往往由生产潜力而

不是由短期需求来决定的, 需求下降会引起价格的下降, 导致出口

收入减少。 出口收入的减少迫使进口下降, 并引发了投资 (进口投

资品) 的下跌, 从而降低了随后几年的生产潜力。 加之低收入国家

进入 (国际) 资本市场的机会有限, 难以筹措到相应资金来投资快

速恢复生产所需的进口品。 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表现为对 GDP 水平产

生中期影响。 但中高收入国家拥有规模相对较大的制造业, 行业需

求的下降会快速降低产出, 但价格相对不变, 所以短期内 GD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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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下降。 而中期过程中, 中高收入国家通过使用剩余资本, 或通

过资本市场借贷来筹措必要投资所需的资金, 便可快速恢复生产。
图 6郾 1 清晰地表明低收入国家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的典型表现。

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在外部冲击后生产的亏损在逐渐增加, 并具有持

久性。 这也是为什么危机对低收入国家影响令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即使这些国家与其他地区相比, 生产没有即时的大幅下降, 但是,
有更充分的理由使我们无法忽略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注: 虚线表示产出损失的一种标准离均差。
资料来源: IMF 工作人员统计; 世界银行 (2010 年第 3 章)。

图 6郾 1摇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贸易冲击导致的生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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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除津巴布韦采用中央政府财政平衡数据外, 其他国家选择一般政府财政平衡

数据。
资料来源: IMF, 2010; 世界银行, 2010, 第 3 章。

图 6郾 2摇 政府的财政平衡

与高收入国家一样,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最贫穷的国家,
危机后财政余额急剧恶化 (图 6郾 2)。 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税收收入的

下降。 对低收入国家而言, 贸易收入和矿产收入是税基的关键部分,
税收收入被用于缓解危机对投资和消费所造成的影响。 尽管收入降

低,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避免削减开支, 甚至启动了反周期支

出。 在此情形下, 至今为止, 社会安全网的支出相对而言得到保障;
大多数有较低初始财政赤字并对社会支出使用优先权的国家, 也可

以基本维持其对教育和卫生的支出。 迄今为止, 这方面的信息尚不

完全, 但有一些零散的信息可提供一些例证。 例如, 2008 年 9 月,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和监管, 并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 19 个项

目中, 16 个项目已安排的预算都高于 2009 年的社会支出 ( IMF,
2009)。 其中, 9 个国家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布隆迪、 刚果、
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共和国、 马拉维、 马里、 尼日尔、 多哥和赞比

亚; 实施减贫战略的几个非洲国家也保证了对社会部门的资金支出;
一些有财政余力的国家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保证了主要用于基础

设施的资金支出。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被迫缩减社会支出。 如埃塞俄

比亚和加纳, 因为危机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 不得不紧缩财政。 艾

滋病毒 /艾滋病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的资

金支出基本可以得到保证, 但对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又引起了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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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世界银行, 附件 2郾 2, 2010; 刘易斯, 2009 年)。
财政平衡状况的恶化意味着另一种中期风险。 作为改善后的宏

观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用于缓解危机的影响, 但随后几

年的财政状况将逐渐成为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在最贫穷的国家可能更严重, 因为它们无法进

入债券市场; 既不能依赖依然脆弱的国际银行业贷款, 也不能依靠

面临很大压力的国际援助。
低收入国家更为严重的另一个中期隐患在于, 多年来成功进行

的经济改革可能发生逆转。 从历史发展来看, 经济衰退时的恶性循

环和体制的恶化, 如法治, 政治稳定, 政府有效性等, 总是胜于繁

荣时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体制的改善, 此外, 源于高收入国家

的此次危机, 可能使低收入国家重新考虑其与全球市场的整合, 从

而较少受到全球性事件的冲击, 但是, 也使它们退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即损失的 20 年。

到目前为止, 在中期发展中与低收入国家有关的最大问题便是

危机对人类发展成果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可能立即显现, 部分原因

是数据收集的滞后, 部分是因为影响本身的滞后。 然而, 历史表明,
危机期间人类发展成果的退化远远大于繁荣时期的改善, 且这种退

化是持久的。 因此, 下节便讨论危机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危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得益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经济的加速增

长, 危机前, 人类发展指标显示出了重大进步。 危机袭来时, 全球

贫困人口相对于 1990 年下降了 40% ; 2015 年贫穷减半的目标在发

展中国家进展顺利。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极端

贫困人口已减半。 尽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不太可能达到这个目

标, 但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贫困率一直保持快速地下降。
对于贫困减半的目标, 非洲比其他地区更加有潜力, 一是因为 1990
年非洲大部分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贫困线; 二是非洲实施的经济改

革晚于其他地区, 因而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来得晚些。
除减贫的目标以外, 其他千年发展目标进展并不平衡。 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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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正努力实现安全用水和初中等教育的性别平等, 尽管这些国家

在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及女性授权也很落后。 尽管全球水平可能

低于预期目标 (图 6郾 3), 但是, 小学教育完成率、 营养和产妇死亡

率以及环境卫生等取得较好的成效。 卫生目标的实现最具挑战性,
大部分地区偏离了轨道, 东亚、 拉美、 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国家要优

于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出。

图 6郾 3摇 千年发展目标道路上的进展

卫生指标的进展明显不足。 可能是因为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也

可能是因为卫生指标的实现需以其他指标的进步为基础, 因为卫生

条件的改善需要有更好的整体环境中才能实现。 例如, 饮用水安全

和卫生设施有助于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 良好的教育 (尤其是对年

轻母亲) 有助于降低儿童和产妇死亡率; 饥饿的减少显然可以达到

更好的健康效果; 更普遍的是现象是, 极端贫困的减少可以使更多

的人进入卫生保健系统。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限, 对卫生指标的

相关性分析会受到影响, 但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善。 2011 年全球监

测报告旨在深入分析卫生指标滞后的原因。
尽管人类发展的成果参差不齐, 但许多例证说明某些特定领域

有了重大改善。 图 6郾 4 表明, 在选定的低收入国家中, 从 2000 年到

2006 年仅六年的时间, 小学净入学率平均增长了 17 个百分点。 同时

也表明, 许多低收入国家日益改善的经济推进了人类发展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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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7。

图 6郾 4摇 部分国家小学教育的净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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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毋庸置疑, 危机以猝不及防的方式打断了这种进步, 当然, 危

机的一些影响在短期内还不会显现。 评估人类发展指标的恶化程度

所需要的数据可能无法在近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获取, 但某些影响

如死亡率和学业完成率等只能在数年后才能具体化。 因此, 2010 年

《全球监测报告》 采用的历史的例证和间接的证据, 以评估危机对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经济周期对人类发展指标的影响是高度不

对称的。 经济衰退时的恶化远大于繁荣时期的改善 (图 6郾 5)。 危机

中, 弱势群体———婴儿和儿童, 尤其是女童, 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贫困国家———均受到不同比例的影响。 例如, 经济紧缩期间,
小学和中学教育女性入学率的下降快于男性。 而且这种不成比例的

影响的后果是持续的。 因为一旦这些孩子被带出学校, 未来人力资

本的降低便是永久性的。
很明显, 虽然经济繁荣时期社会支出的增加可以逐步改善经济,

但是, 危机中的公共支出、 家庭支出甚至是援助流量的下降也是非

常具有破坏性的。
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以往有所不同, 危机发生在低收入国家

政策和体制改革之时, 但 2010 年 《全球监测报告》 推断, 即便在没

有经济改革的情况下, 不考虑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 危机对人类发

展的影响也将是持久的。 报告估计, 在全球范围内, 危机将使得

2015 年摆脱极端贫困的人数减少 5郯 300 万, 其中 20 万分布在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地区。 据估计, 35 万以上的学生可能在 2015 年无法完成

小学教育。 2郯 500 万人不能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有一个极端的例证说

明危机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代价: 2009 年至 2015 年, 另有 265郯 000
名婴儿和 120 万名五岁以下的儿童将死于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恶劣

条件。
鉴于这些严重的后果以及未来几年内低收入国家所要承受的压

力, 迫切需要制定最好并最具可能性的政策。 这便是下一节要讨论

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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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经检验, 在 1%显著性水平下, 所有国家所有年份的观测值都显示了这些

变量与增长加速和减速率均值之间具有显著性区别。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计算。 Arbache、 Go 和 Korman , 即将发表。

图 6郾 5摇 增长加速与减速对所有国家主要人类发展和性别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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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国内改革和坚定的外国支持

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相似的,
即从短期的反周期措施转向结构性战略, 以保证全球经济复苏的可

持续性, 并推进近期内的人类发展目标。 这些战略涉及各方的利益

权衡, 有时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 因而转变过程并不容易。 正重要

的是未来 5 年内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结构战略并尽可能地接近

千年发展目标。 只有在达到前所未有的协同效应的情况下, 并且发

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得到来自高收入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支持, 这种综

合性结构战略方可成功。
从根本上说, 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家庭和公司的行动。 它们需要一种环境, 使得过去 15 年政策改善

的成功可以延续下去。 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重新回到稳定的轨道;
需要逐步提高机构和服务的质量; 更多的国家必须引入定向安全

网, 使其不仅保障危机时居民的家庭收入, 而且能够保证儿童的

入学率等。
在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 需不断地在权衡利弊中作出艰难的选

择。 一方面,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由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要求

增加国内税收和转变政府支出模式。 而高税收会减少家庭收入和消

费, 进而阻碍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 (目标) 的实现, 且会减缓私营

部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务, 私营部门

的生产率增长也无助于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如果政府本身没

有相应提高其生产率, 私营部门的强劲增长就会抬高政府工资和服

务的成本。
此外, 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安全网适当而均衡的发展。 低收入

国家的安全网项目通常比较小而且分散, 只能覆盖一小部分的贫困

者或弱势人群。 安全网项目有可能诱发某些消极的激励机制, 有鉴

于此, 应特别关注可支付性和管理的可行性。 发展中国家应明悉怎

样的安全网对于服务社会是最好的, 实施过程会有哪些挑战, 以及

为使开发这类项目达到最佳效果应进行何种政策改革。
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国外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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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市场, 必须不断改进国内政策。 反之也同样, 如果国际社会

如实兑现其承诺, 增加援助并开放其市场, 也可以帮助低收入国

家国内政策改革的顺利进行。 尽管危机后国际社会迅即提供的资

金支持非常可观, 但未来几年内能否保证提供持续的支持尚存

疑问。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弥漫着恐慌的情绪, 但其市场进入

并没有大幅降低。 截至 2009 年底, 世界各地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

有 350 项之多, 其中 20% 为一些非关税措施, 如数量限制, 进口

许可证, 规格要求和补贴。2 贸易补救措施也呈上升趋势。 但总体

来说, 保护主义已经得到遏制。 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 出台的贸

易限制或扭曲措施所引起贸易额的下降仅占世界商品贸易总额的

大约 0郾 5% 。 各国政府和多边开发机构通过加强贸易融资来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 在 2009 年 4 月伦敦峰会上, 20 国集团领导人承

诺提供 2郯 500 亿美元用于贸易的发展; 世界银行集团通过国际金

融公司的全球贸易融资计划和全球贸易流动性计划为贸易融资提

供担保及流动性。 出口信贷机构也介入了贸易融资活动, 以防贸

易融资的完全枯竭。
虽然危机后出现了一些正的迹象, 但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结构

调整并没有得到保证。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结束有助于各国政府抵

制保护主义的压力, 并在实施扩张性政策的同时保持市场开放。 在

多哈谈判以外, 有必要在多哈发展议程尚未包括的领域扩大跨国政

策事务方面的合作 (气候变化、 粮食和能源安全)。
发展中国家需进一步发展贸易物流, 通过更好的贸易管理、 贸

易物流和基础设施降低贸易成本, 从而促进发展。 此外, 应继续将

努力兑现 2005 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有关扩大贸易援助的承诺

置于优先地位。 而且, 更多的贸易援助应首先引入低收入国家, 目

前仅占总额的 50% 。
危机后即时援助的迅速增长令人鼓舞, 但是, 对中期前景的展

望却令人担忧。 多边开发银行力求维护核心发展项目, 加强私营部

门的发展, 以及帮助贫困家庭 (世界银行, 2010 年第 5 章)。 自危

机伊始, 多边开发银行承担的贷款已达 1郯 500 亿美元有余 (三分之

二来自世界银行集团)。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 在 2009 财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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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几乎增长了三倍, 2010 财年的上半年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
2009 财年同期的 124 亿美元上升为 192 亿美元)。 区域性多边开发银

行的承诺贷款也大幅上升, 从 2007 年至 2009 年其增长超过 50% 。
低收入国家在 2009 年过多地占用了多边优惠资源, 部分出现了跨年

分配前期吃重的现象, 显然, 这会限制未来几年持续获取贷款的

余地。
2009 年捐助国按实值计算援助总额有所增加。 在 2008 年增长

11郾 7% 的基础上, 2009 年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

会的净官方实际开发援助总额微升 0郾 7% 。 但是, 按目前的美元汇

率计算, 反而从 2008 年的 1郯 223 亿美元下降到 2009 年的 1郯 196
亿美元, 占成员国国民总收入的 0郾 31% 。 2008 年, 低收入国家接

受的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非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上升 63% (以
实值计算), 达到 95 亿美元。 私人援助数额也很可观且增长迅速。
通过重债穷国 (HIPC) 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来减少贫困国家

债务负担的项目也在进展之中。 对于 35 个重债穷国的重点国家,
债务负担将会减少 80% (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年)。

但是, 目前的援助远远落后于先前的承诺。 考虑到危机对低收

入国家中期发展的预期影响, 扩大援助的需求更显迫切。 捐助支出

计划表明, 距 2010 年将援助增加到 500 亿美元 (按 2004 年美元计

算) 的承诺尚有 140 亿美元的差额。 八国集团曾承诺, 到 2010 年对

非洲的援助增加一倍, 目前只用于该地区的核心开发项目。 自 2000
年以来, 捐款国对非洲的援助每年增加 5% , 但大部分用于债务减

免, 突发事件及人道主义援助, 而不是新的融资。 要实现 2010 年的

目标, 还需要增加 200 亿美元。 但开支计划表明, 仅有一个 20 亿美

元的项目可付诸实施, 还会留下 180 亿美元的缺口。 为此, 需在相

当大的范围内提高援助的有效性, 包括提高援助的可预测性, 在不

同捐助者之间进行合理分工, 解除以货物和服务交换援助的条款,
更多地依靠需求和道德来引导援助分配, 帮助获得援助过少的国家

解决实际问题。
全球经济体对衰退的快速反应避免了一场新的经济大萧条的

产生, 但是, 仍然需要领导层果断的决策, 以确保经济迅速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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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地复苏。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将政策重心从短期应急转移到支

持长期的发展。 尽管对此尚有争议, 甚至凯恩斯也不主张采用先

留下缺口然后再弥补的愚蠢做法来增加市场需求, 而是主张进行

更多的生产性投资。 尤其在当前, 重点必须再次转向那些能够提

高生产力和使发展可以自我维持的干预措施。 例如, 在低收入国

家应该先挖井, 使每个人能够得到干净的水源。 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实际上是让世界重新回到快速和可持续发展轨道这一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注释

1郾 本节关于千年发展目标主要依据于 2010 年 《全球监测报告》 (世界银

行, 2010) 整理。
2郾 例如, 世界贸易组织的季度监测报告和 2010 年 2 月全球贸易警报

(www郾 globaltradealert郾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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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摇 Shahrokh Fardoust
世界银行

在全球经济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 据 2015 年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DGs) 的最后期限仅有几年的时间, 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 (Ban Ki - moon) 召集世界各国首脑在美国纽约集聚一

堂, 讨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过程中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1 全球

危机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 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发挥作

用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在本章中两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非常务实的。 到 2015 年, 尽管

并非所有国家将达到全部目标, 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还是有可能的。
一些国家坚持不懈地探索可推动目标进展的社会与经济政策, 它们

的政策落实到位, 并有强大的全球伙伴关系作为后盾, 这种可能性

是存在的, 这是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作学到的经验。 但是, 距

2015 年的最后期间仅仅剩下 5 年的时间, 因此, 迫切需要更加努力。
实践证明, 通过增加政策的关注度, 增加投资来缩短与现存的千年

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 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与女性的一些目标的实

现需要强有力的推动, 因为有关性别平等及产妇死亡率的目标进展

十分缓慢; 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其人口下降速度比其他地

区慢得多, 预计在 2015 年, 仍有接近 40% 的人口 (约 3郾 66 亿人)
每天生活费用少于 1郾 25 美元, 1990 年的同一比例大约是 58% 。

这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个关键点是,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

努力, 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 已通过其对商品价格、
出口量、 旅游收入、 汇款及私人资本流动的影响, 放缓了其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进程。 这无疑将对人类发展指标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

响, 比如教育和卫生, 从长远来看, 这两项指标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以及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 得益于危机之前所取得的进步, 许多拥

有一定政策空间的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反周期的宏观经济

政策, 至少能够部分抵消危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负面影响, 可继续

交付服务以及有效地利用社会安全网。 这些行动也得到了来自国际

社会积极而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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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重拾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信心并实施雄心勃勃的举

措, 特别要注意改善最弱势群体在健康、 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境况。
由强劲的可持续的多极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 更开放的贸易制度以

及对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动的恢复所驱动的充满活力和更具弹性

的全球经济, 是调动资源和创造必要就业机会和商机的前提, 从而

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为了维护千年发展目标并不断取得进展,
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日益增加的波动性及潜在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
还需要加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弹性。 可以通过实施适当

的政策框架, 重建政策空间和其他缓冲措施, 确保对健康、 教育和

基础设施这些核心项目的公共开支, 以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 脆弱

性和相互冲突的影响, 与其相伴的资源和能力的约束、 薄弱的机构

与治理不善以及安全问题等, 对实现千年目标而言是双重的挑战。
对于发展中国家, 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于各国政府为其国民提供基本

的服务以及建立起信任和信心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章通过两篇观点角度不同但又互相补充的优秀论文, 专门

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含义。

对千年发展目标与全球危机的两点看法

来自联合国 (UN) 的 Jomo Kwame Sundaram 广泛而深入地讨论

了很多问题。 他认为, 许多在多个千年发展目标中已经取得重大成

就的国家与最贫困的一些国家取得的重大进步表明, 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是可能的, 条件是要遵循正确的政策, 或有足够的资金和国际

支持。 例如, 在过去二十年中,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儿童健康和

小学入学率有显著改善。 但是, Sundaram 也提出了警示, 这些已经

取得的成就受到多重危机的威胁, 如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 也面

临长期发展的挑战, 如气候变化和冲突,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

穷人和弱势群体。 总的来说, 进展是不平衡的, 到 2015 年, 一些目

标和指标有可能难以实现。 根据 Sundaram 的研究, 如果联合国在全

球危机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

的结果可能是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进展不平衡; 教育虽有进

展, 但在许多贫困国家目标仍然难以满足; 性别平等的进展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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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目标虽有进展, 但产妇死亡率目标进展甚微; 环境可持续性发

展目标进展有限; 国际伙伴关系可得到扩大和加强。
面对全球信贷紧缩, Sundaram 指出,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

国家, 如果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需要更多的优惠贷款和捐赠。 他

还提到, 当金融危机的冲击波袭击许多发展中国家时, 只有少数新

兴经济体有能力承担财政和金融一揽子措施的救援成本 (有些超过

GDP 的 10% )。 因此, 国际社会应逐步增加官方开发援助 (ODA)、
预算支持和新的融资来源, 以满足最贫困和最脆弱国家的融资需要,
以此实现人类发展目标, 这是必不可少的。 Sundaram 总结了一些关

于已经减少全球贫困、 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国家拥有

发展战略的所有权是一个关键因素; 持续和公平的增长必须以动态

结构变化为基础; 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支持真正的产出和就业,
而不是狭隘地仅关注通货膨胀和宏观平衡; 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
也应负担得起提供社会服务; 解决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是至关重要的;
充分、 持续和可预测的财政支持以及一致和可预见的政策环境, 在

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是必不可少的。 迫切需要一个支持型国际框架

来确保贸易、 税收、 技术, 特别是气候变化的缓解以及适应, 来维

持人类长期的发展。
Sundaram 认为,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面临的制约因

素, 一方面, 源自于早期的自由化及放松管制, 使得这些国家的经

济更容易受到系统性的外部冲击; 另一方面, 是由于宏观经济稳定

政策往往过于狭隘地关注抑制通货膨胀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 摇
考虑到全球目前的状况及来自联合国的经验教训, Sundaram 提

出了应包含在 20 国集团发展议程中的若干重大事项: 审慎的风险管

理, 如资本管制; 强化财政和政策空间, 始终如一地实施反周期的

宏观经济政策; 发展可交替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以创造生产性就

业和保持增长; 鼓励针对投资和技术发展的发展性金融, 加快结构

调整; 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被现存的信贷措施忽略或者索价过高

的包容性金融的作用, 以促进和支持生产性经济活动; 孕育更好的

国际税务合作机制, 提升所有国家的税收和财政空间; 支持更公平

以及更有效的债务解决机制, 提升财政和政策空间; 加强国际经济

治理改革, 以反映全球经济平衡的变化, 同时确保更公平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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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权, 提高包容性和合法性。
Sundaram 最后指出, 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国际社会将失

去一个被称为 “布雷顿森林时刻冶 的历史契机, 即明确强调可持续

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而不仅仅关注货币和金融稳定。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千年发展目

标的影响作出了评估, Delfin Go 和 Hans Timmer 的文章强调了这一

点, 其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最新版本的全球监测报告而作出的。
他们所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直到最近, 国际社会都很少关注政策,
而这些政策可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吸收危机的后果, 并维持对人类长

期发展目标的进步。 Go 和 Timmer 在文中认为, 虽然低收入国家的

生产较发达经济体紧缩程度较小, 但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 (即根

据贸易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后的 GDP) 下降非常明显, 因为在全球经

济危机的重创下, 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 他们还认为, 外部冲击

的中期影响在低收入国家往往更大, 因为没有太多的政策选择来促

使经济反弹。 最重要的是, 危机对人类发展成果的损害极易变为永

久性的。
要解决低收入国家的问题, 决策者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危机对人

类发展成果的中期和长期后果上。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直到金融危

机的爆发,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 倾向于支持大多数人类

发展指标的重大进步。 事实上, 当危机袭来时, 全球贫困率与 1990
年相比下降了近 40% ,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正在向着 2015 年

贫困减半的目标进发。 尽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大可能实现预

定目标, 但得益于该地区许多国家实施的改革及收入增长加速, 其

贫穷率一直在下降。
Go 和 Timmer 认为, 除贫穷以外, 其他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都

不平衡, 某些目标有进步, 而某些却退步了。 例如, 当许多发展中

国家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走上正轨时, 在高等教育方面

进展却更为迟缓,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 尽管小学

教育完成率目标及营养目标进展良好, 但产妇死亡率和卫生设施进

展相对较差。 作者的分析表明, 许多迹象证明, 实现健康的目标对

许多国家而言是一种挑战, 这也许是因为这些目标过于雄心勃勃,
因而比实现其他千年发展目标难度更大。 不过, 即使进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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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和 Timmer 也展示了许多特定领域显著改善的例证, 表明了许多

贫困国家经济表现的改善更好地反映了人类的发展成果。
然而, 由于缺乏所需要的数据, 并且在近两年内甚至之后获取

这些数据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 很难充分评估危机对发展指标的影

响, 例如, 死亡率只能在多年后才能具体化。 出于这个原因, 作者

使用了历史实例和间接证据来评估当前危机的直接影响。 结果发现,
从历史上看, 经济周期对人类发展指标的影响一直是高度不对称的:
经济不景气时的恶化程度远大于经济景气时的改善程度。 而且弱势

群体, 特别是贫困国家的弱势群体, 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 例如,
经济紧缩期间, 女性在小学和中学教育入学人数的下降比男性多,
而一旦儿童被迫辍学, 便永久降低了未来的人力资本。 Go 和 Timmer
还发现, 危机期间公共支出、 家庭消费以及援助流的下降是极具破

坏性的, 而在经济繁荣时期, 增加支出只能带来程度平缓的改善。
文章的另一主要发现是, 2008—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规模

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和持久的。 他们的计算表明, 由于危

机的影响, 到 2015 年全球范围内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将减少 5郯 300
万, 其中, 近一半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他们还对小学教

育完成率、 改良水供应以及一些干扰 ( “不可逆转冶) 成本进行了推

测。 例如, 从现在到 2005 年之间, 因为危机所造成的生活条件恶

化, 婴儿及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Go 和 Timmer 还认为, 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 决策者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从短期的反周期措施向结构性战略的过渡, 因为

结构性战略可促使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也可以提升未来几年的人类

发展。 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任务。 这些战略难以取舍, 有时会触

犯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更最重要的是, 这些战略需要从一个综合

性的高度来理解尚待探索的协同效应。
作者在总结其论点时指出: “毫无疑问, 危机粗暴地打断了人类

的进展, 甚至某些负面影响要在多年后才会显现。冶 尽管全球经济共

同体对经济衰退的快速反应有助于避免新一轮的大萧条, 果断的领

导层仍然是确保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复苏的必要条件。 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是将世界推回到快速和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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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如果通向 2015 年目标的进程没有被 2008—2009 年的金融经济

危机所打断, 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根据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监测报告和最近的其他分析,
危机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的发展。 到 2015 年, 尽管极端贫困人

口减半的关键目标似乎仍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 (东亚、 南亚和拉美

地区范围) 内实现, 但危机明显降低了减贫速度。 此外, 东亚地区

的强劲增长和贫困的减少, 特别是中国, 极大地推动了迄今人类发

展目标的成功, 但是, 以这些地区贫困减少速度的加快来弥补其他

地区的放缓, 此种方法未必可行。 然而, 尽管全球经济衰退严重,
但衰退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却由于一些国家复苏弹性的强化因素

而有所缓和, 这些因素表现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良好的政策

及机构质量的提高, 社会安全网的改善, 贸易信贷的恢复, 保护主

义的废止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相当迅速的反应。
尽管这两篇文章就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负面

影响以及对关键的危机补救方法 (强劲的增长, 更多的基础设施投

资, 贸易改革, 更好的食品安全和营养, 更具包容性的金融, 更多

的援助, 对低收入国家更大的关注) 达成了一致意见, 但他们的一

些政策处方有所不同。 Sundaram 清楚地认识到进行政策制定及协调

全球管理的根本改革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 Go 和 Sundaram 更关注的

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 (和一些潜在的挑战及政策权衡)、 国

际贸易的强力反弹以及刺激和维持发展中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资本

流动,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贬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根本的改革

的必要性。 所有上述行动都需要各国政府将注意力从短期应急转移

到支持长期发展上来。
尽管这两篇文章含蓄地说明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但他们

并没有明确地交待条件恶化可能导致的整体结果。 例如, 二次衰退

将显著危害各国重振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能力, 因为这会再次剥夺

未来增长的机会。 此外, 由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可以自我强化,
经济增长的衰退会对人类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反之, 从长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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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福利的减少也会对人力资本开发和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后果。 尽

管这两篇文章都认为实现性别指标有一些改善, 但是, 考虑到对妇

女应赋予的权利, 进展并不乐观。 当然,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对于性

别和健康指标的解释有些差异, 特别是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产妇

死亡率。2 对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这个指标, Sundaram 的研究比 Go
和 Timmer 更为乐观, 而产妇死亡率指标则没有积极的进展。 对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正在按计划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不到 40
个, 但其人口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一半。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 进

展有所加快, 虽然它远远落后于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 关于产妇死

亡率, 修正后的估计结果表明: 总体水平虽低于先前的估计, 但改

善仍然缓慢, 且与目标相去甚远。 摇
人类发展所遭遇的挫折不应该出现在危机期间而是在之后的几

年, 这一点已有共识, 从中期向长期过渡期间, 由于二次效应有可

能显现出更多的负面影响。 鉴于各国服务于社会项目的重要公共开

支以及为关键基础设施筹资已消耗掉其财政空间, 更加重了危机的

不利影响。 公共债务的增加和财政能力的降低正在并已经影响到一

些捐助国, 有可能会使它们越来越难以履行其援助承诺。 这些都构

成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的重大下行风险。
无论是 Sundaram 还是 Go 和 Timmer 都没有明确指明, 现有的对

千年发展目标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重大缺陷, 即国别目标和千年发展

目标能否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实现, 就这一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 国际社会所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是, 如果仅仅因为少数大国出

色的表现使全球目标得以实现, 而许多较小的国家却远远被甩在后

面, 这是否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最后, 与会者一致认为, 尽管危机后国际捐助界当时所表现的

即时反应令人鼓舞, 但中期前景更令人担忧。 正如 Go 和 Timmer 所
指出的, 低收入国家在 2009 年更多地使用了多边减让性资源, 部分

是由于多年拨款的前期吃重。 这显然限制了其在随后几年可获得支

持的范围。 因此, 展望未来, 考虑到许多低收入国家近几年所取得

的成果, 诸如人类发展目标的进展以及经济增长业绩的改善, 将国

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下列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包括对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穷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援助方案, 以确保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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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及时地支持其政策改革以及为实现结构变革并加速经济增长与发

展进程所做的尝试。

注释

1郾 在 2008 年 9 月 25 日的联合国高层千年发展目标会议上首次发出倡议召

开 2010 年的会议。
2郾 Sundaram 将关于性别的所有指标划归为千年发展目标 3, 其中包括小学、

中学和高等教育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 妇女的就业工资比例; 妇女在国民议会

议员中所占比例。 将健康列为千年发展目标 4、 5 和 6, 其中包括婴儿及 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 产妇死亡率, 由熟练的医务人员所照料的婴儿出生数, 艾滋病

流行情况, 感染新一代艾滋病病毒人数所获病毒药物治疗的比例, 疟疾和结核

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除了 Sundaram 的这些指标, Go 和 Timmer 在做性别分析

时还加入了女性小学学业完成率, 在分析健康指标时, 加入了饥饿、 水以及环

境卫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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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郾 贸易援助: 为未来奠基

Bernard Hoekman, John S郾 Wilson摇 世界银行

贸易援助作为一种财政、 技术援助, 通过援助积极扩大贸易,
可推进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与发展, 所有贸易国都可分享贸易援助带来的福利。 福利受益者不

仅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低收入国家的穷人, 也包括中等收入国家及

最发达国家的国民。 总之, 所有国家都受惠于贸易。
贸易援助包括运输及物流基础设施融资 (基础设施是官方开发

援助投资在贸易援助上的最大部分)、 企业开发国际产品标准援助,
边境管理能力建设及实行将农村生产者推向市场的项目等。 贸易援

助也涉及帮助工人、 生产者及贸易团体来适应贸易政策及贸易条款

的变化 (例如, 对贸易优惠的侵蚀)。
贸易援助的全球倡议发起于 2005 年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斯召开

的八国集团峰会, 在此次会议上, 各国领导人承诺, 到 2010 年增加

近 50% (达到 40 亿美元) 的贸易援助1。 自 2005 年以来, 捐助者和

多边开发银行提高了贸易援助总额, 落实了多个引导援助流向的计

划, 以确保援助能够反映和符合国家层面上的优先次序。 在 2007 年

和 2009 年世界贸易组织举办的全球贸易援助审查会议以及八国峰会

公告中, 主要捐助人反复重申了这一承诺。 并在 2009 年 4 月的伦敦

20 国集团峰会上发出声明, 继续履行成员国所达成的贸易援助承

诺。2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 履行这些承诺显得尤其重要。 因为

贸易援助可以使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提高企业和农民的生产力, 从

而有助于这些国家从危机中恢复, 并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本章回顾了近来贸易援助交付的发展趋势, 按国家和类型划分

的援助额分配, 以及对援助的影响和效力的分析。 自 2005 年以来,
双边捐助者在履行贸易援助的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确定贸易援助



的优先次序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是, 如何在更广的范围内

构筑怎样的平台以及如何运作, 才能适合履行贸易援助承诺的需要,
这一点仍然得到充分的理解, 也未达成共识。 此外, 目前所能获得

的关于贸易援助影响的数据及分析能力都有限。 20 国集团因其独特

的地位可以清晰地定位贸易援助的发展方向及其结构。
设计无中心实体的机制或全球金融协调机制, 是实施贸易援助

的重点。3 贸易援助是由双边捐赠者和国际开发机构通过现有的以国

家为基础的分配机制而提供的。 最初, 提高捐助者援助意识以及监

测捐助者贸易援助实施的方法是增强综合性的框架 (EIF), 该框架

主要为最不发达国家以及由世界贸易组织举办的地区或全球的贸易

援助审查提供贸易相关技术协助的。4 综合框架的主要目的是在确定

援助分配优先权的整个过程中, 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确定已达到

国家层次的贸易项目。 该框架的主要优势是采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

方法, 确保援助被分配到各国政府确定的优先部门。 但是, 受援国

在启动项目时将国家与捐助者相挂钩或以捐助社区为中心的做法,
也降低了企业的潜在影响。 因此, 发展一种机制, 能够增加 20 国集

团成员国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资源转移 (投资、 知识) 以及动员私人

部门资金转移, 可以改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前景, 提高其就

业和增长率。
除了继续履行以往的融资承诺, 本章还确认了 20 国集团首脑在

提高贸易援助实施的效力和可见度方面大有可为的四个特别领域:
誗 为能力建构、 政策及管理权知识的转让制订战略性行动计

划, 以此提高生产者服务效率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率;
誗 通过 20 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消除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

的承诺, 来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市场准入, 从而有利于金融贸易援助

资源的转让;
誗 创建一个新的贸易援助公私伙伴关系, 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

活力, 强化最需要贸易援助的国家的贸易能力;
誗 发起一个 20 国集团的全球战略性倡议, 为跨国数据的收集提

供专项资金支持, 以此提高贸易援助监测和评价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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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援助缘何重要

发起贸易援助倡议的恰当理由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

现有的和未来的市场准入机会中受益, 这种机会是指交易系统或特

定国家和地区所提供的潜在市场准入机会, 诸如优惠 (免关税, 免

配额)。5 在国际和双边机构进行的市场准入谈判中, 低质量的基础设

施、 贸易成本高昂以及某些特定的操作和交易成本, 使谈判方无法

分享因降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优势。 大多数贸易援助方案的主要特

点是以帮助受援国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 通过扩大

基础设施投资和提供配套措施, 为更好地获得高质量和低成本的公

共和私人服务创造先决条件, 同时, 贸易援助还可以帮助各国获得

更多现存市场准入机会所带来的利益。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 之所以强调提升 20 国集团在贸易援助方

面的领导力, 至少有三个原因:
誗 贸易是帮助各国度过危机冲击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 鉴于世

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缺乏实质性进展, 20 国集团的领导力可以

提供一种强有力的信号, 以使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能够认识到采

取贸易措施以扩大贸易的重要性。
誗 贸易援助可以帮助各国通过多元化进入新市场和开发新产

品, 帮助贫困国家从新兴的多极增长的世界经济中获利。
誗 有效配置贸易援助资源, 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力,

来提高受援国的生产力, 从而增强其增长前景。

贸易援助是穷国从衰退中复苏的途径

随着经济活动和经济需求从危机中复苏, 可以预期, 进口国的

消费者和企业对他们所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会比以前更加敏感。
因此, 为贸易能力较低的国家提供贸易援助以支持其实施可增强竞

争力的措施, 显得更为重要。 此外, 由于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逐步

收紧, 贸易援助有助于维持商品和服务需求, 并可吸引在可贸易领

域的投资。 因此, 在迫切需要贸易援助的发展中国家, 可以提供贸

易的驱动力。6 贸易援助还可以帮助减少保护主义, 增强对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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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贸易改革的支持, 并通过维持其市场全球性开放, 进一步扩大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

贸易援助有助于提高多元化

贸易开放在提高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近

期的危机有其特殊, 因为所有国家都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冲击。 这也

再次说明, 多样化的经济体与仅仅依赖少数产品或单一市场获取外

汇来源的经济体相比, 应对冲击的能力更强。 多样化也有助于减少

产出的波动 (Haddad、 Lim 和 Saborowski, 2010)。 许多低收入国家

都没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部分原因是由于贸易成本高昂以及

其他成本, 而贸易援助有助于降低这类成本。

贸易援助可以提高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

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吸收增加的援助流, 一直存在长期争

论。 官方开发援助流的增长可降低贸易和其他交易成本, 提高整体

经济的生产力, 但同时可能带来宏观经济问题, 而援助分配在加强

贸易能力的同时, 有助于避免出现宏观经济问题。 也可以抵消援助

流入所带来的负面竞争力的外溢, 如荷兰病和实际升值压力。
正如 Reis 和 Farole (2010) 所指出的, 危机后的 “竞争力政策框

架冶 应优先处理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调整 (如贸易壁垒, 实际汇率,
劳动力市场政策), 降低边界和边界背后的贸易成本, 并解决政府和市

场失灵问题 (如贸易融资短缺, 技术推广缓慢, 产品标准不足)。 贸

易援助有助于低收入国家推进上述进程, 而无须针对特定行业, 也不

必采取潜在的扭曲政策来支持特定产品的投资。 贸易援助可以通过改

善贸易政策的协调度, 促进贸易和增强技能的形成, 以及建设与贸易

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行政程序来实现 (Cali 和 te Velde, 2008)。

贸易援助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贸易援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汇总了关于官

方开发援助支持贸易发展的统计数据。 这些数据可划分为四个类别:
贸易政策和管理、 生产能力构筑 (包括贸易发展)、 与贸易有关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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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以及与贸易相关调整等领域的技术援助。 支持贸易政策和管

理的援助包括国家层面的项目与国际惯例的统一; 体现能力建设与

贸易发展的项目包括协助出口多样化; 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道路、 港口和电信网络的投资; 贸易调整援助主要是帮助受援

国减少贸易自由化的相关费用, 包括关税减让、 优惠侵蚀等。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报告, 2008 年贸易援助包括

25%的官方开发援助及捐助者和政府分配给特定部门的 35% 的援

助。72008 年双边捐助者为低收入国家,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约

合 156 亿美元的贸易援助。 占 2008 年 390 亿美元的优惠贸易援助承

诺额度的 40%左右。 最不发达国家得到约四分之一的贸易援助承诺。
捐助者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约有 50%的贸易援助, 其中大部分是

双边性的。
贸易援助的供应量从 2002 年 5 月至 2008 年实质上增长了 21% 。

低收入国家接受贸易援助的份额从 44%增长到 54% , 其中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地区占有 59% (约为 47 亿美元) 的额外资金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200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世界贸

易组织对贸易援助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 即与贸易有关的援助, 因

而夸大了贸易援助的总体规模。 它包括了除水和卫生项目以外所有

的对基础设施的融资。 由于基础设施占官方开发援助支出的份额很

大, 将其计算在内, 夸大了贸易援助的数额总值。 之所以使用宽泛

的定义, 是因为在支持贸易发展的具体形式上, 难以定义区别基础

设施与非贸易活动之间的尺度。8

贸易援助的绝对值在 2002 年有下降的趋势, 此后, 援助水平开

始回升, 这反映了捐助者对增长发展有了新的兴趣, 例如, 多哈回

合谈判启动后援助额就有了很大增长 (图 7郾 1)。 即便如此, 贸易援

助不仅落后于开发援助总额, 而且与分配给特定领域的援助额并没

有保持同步。 在通过援助的多边提供者———国际开发协会 ( IDA)
和区域开发银行———分配援助额度时, 相比双边捐赠者而言, 低收

入国家通常收到更高的优惠贸易援助比例。 在某次分配中, 低收入

国家得到了 93%的援助分配额 (在总额 71 亿美元的多边捐助者的援

助中, 低收入国家接受援助额为 66 亿美元)。 而双边捐助者仅为低

收入国家提供了其援助总额的 46% (图 7郾 2)。 这种差异突出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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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优惠贷款的重要性, 仅从贸易援助角度看, 成功达成国际开发

协会的优惠基金对低收入国家的增资, 是非常紧迫的 (国际开发协

会 - 16)。9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信用报告系统 (CRS) 数据库。

图 7郾 1摇 1995—2008 年官方开发援助机构承诺的贸易援助

注: 2008 年对低收入国家的承诺 (符合国际开发协会信贷条件的国家), EC 为欧

盟委员会。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RS 数据库。

图 7郾 2摇 受援国接受的贸易援助, 双边与多边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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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综合报告, 亚洲是贸易援助的

最大受援国。 非洲目前屈居第二位, 但增长势头直逼亚洲。 2007 年,
亚洲获得 107 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超过一半援助流向了中亚和南亚。
2002 年至 2007 年, 尽管亚洲获得的贸易援助总额变化不大, 但获得

的援助份额却从 2002 年的 50% 下降到 2007 年的 40% , 这在某种程

度上是因为非洲所获份额在不断增加。 非洲地区 2007 年获得 95 亿

美元的援助, 占援助总额的 38% , 而在基期, 其份额只有 30% 。 其

他地区所获援助占比很少。 同期, 拉丁美洲获得援助 20 亿美元, 大

洋洲为 16 亿美元。 欧洲获得了至少 12 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是唯一

的一个记录贸易援助资金 (与 2007 年的基期相比) 减少的地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2009)。

贸易相关活动及世界银行集团投资的扩张同样也反映出发展中

国家对贸易议程的日益关注。 最近的世界银行国家援助战略报告发

现, 若使用世界银行比较狭窄的贸易定义, 即排除最基本的基础设

施援助, 在世界银行援助议程表上, 贸易援助 (65% 为国家援助战

略) 正逐渐成为其中最大的援助项目。
国家援助战略 (CASs) 项目确认, 贸易援助是重要的优先项目,

所提出的贸易援助方案很明确地关注以下领域: 区域一体化、 出口多

样化、 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准入。 对贸易的关注已转化成对运营的支持,
通过世界银行的经济和部门贷款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技术援助, 帮助各

国实现其中期目标。 世界银行借出的与贸易有关的贷款在 2002 年到

2008 年翻了一番, 上升到约 14 亿美元 (图 7郾 3)。 对公共部门的优惠

贷款增加了一半以上 (世界银行, 2009)。 若以项目数量及参与贸易运

作的国家数目为指标, 近年来贸易一直存在下降趋势。 这同时也表明,
扩大贸易援助需要高层决策者不断的予以关注。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 但在降低进口关税

和消除某些传统贸易壁垒的成功背景下, 贸易援助的增长还在继续。 由

于占全球贸易壁垒比重较大的正式贸易障碍已经消除, 各国所关注的焦

点转向了其他贸易障碍, 并通过国内或集体行动努力消除这些障碍。 全

球贸易改革和能力建构已经构成一个坚固的主题, 即达到贸易交易成本

的最低化, 进一步发挥比较竞争的优势。 与全球贸易议程的转变相伴而

生的是双边捐助者和多边机构对贸易援助的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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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贸易构成根据世界银行项目设计的主题代码定义。 2009 年大幅增加的贷款来

自于西欧与中国的国际运输通道的 21郾 25 亿美元。
资料来源: SAP / 企业库存。

图 7郾 3摇 2001—2009 年世界银行贸易贷款的趋势

如数据所示, 贸易援助供给规模庞大, 其中大部分是由多边机

构和 20 国集团捐助国提供。 20 国集团成员已遥遥领先。 2007 年,
15 个对贸易进行官方援助的非机构捐助者中, 有 8 个是 G20 成员,
其中包括欧洲共同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2009)。 因此, 20 国集团在与多边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中,
这对 20 国集团显示其强有力和卓越的全球性领导力是一个机会, 由

此可推进贸易援助议程。 为推动和维持贸易援助发展承诺的实施,
近年来高峰会议不断。10但是, 伴随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 需要有一

种更直接和明显的方式来保证贸易援助的具体行动计划, 并推进发

展议程的实施。

贸易援助供给是否与需求匹配?

贸易援助的分配与贸易援助的规模同等重要。 在援助的供给量

是否满足需求与需要这个问题上, 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一种方法

是通过分析减贫战略文件 (PRSP), 评价各国是否将国家的贸易政

策、 机构体制改革与发展计划加以整合以及如何整合。 联合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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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开发计划署) 通过研究 72 个减贫战略文件发现, 85%的减贫

计划中, 总会有一个或多个部门受到贸易的影响 (Kosack, 2008)。
这一发现与以前的分析相比, 其数量有了大幅增长———2000 年的研

究发现, 在完成减贫战略文件的国家中, 仅有 25%的国家有些部门

与贸易相关。 此外, 2008 年开发计划署研究的 72 个减贫战略计划

中, 有 52 个认为贸易政策与减贫相关。 与所有其他的研究相比, 这

一进展在减贫战略文件不同的迭代中更具差异, 这表明, 各国正越

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贸易与减贫之间的相关性。 这些研究结果与包括

世界银行对援助战略的非正式调查的其他研究结果具有相似之处

(Strachan, 2009)。
在最初对援助供需平衡的评价方法中, 有一种方法是以经验证

据和数据为基础的, 由 Gamberoni 和 Newfarmer (2009) 承担这一项

目。 作者发现, 一般情况下, 贸易援助的供需是平衡的, 但也有一

些例外: 在更需要贸易援助的国家 (由贸易能力和贸易表现判断),
应该获得相对较多的援助。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对项目进行了后续研

究, 以 Gamberoni 和 Newfarmer 的方法为基础并进行了扩展, 重点关

注软、 硬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影响, 旨在更好地确认使用何种贸易

援助形式才能最好地推进能力建构目标的实现。11

葡萄牙的 P佴rez 和 Wilson (2010a), 以一系列可以衡量贸易相关

基础设施以及管理的实用性和质量的初始变量为基础 (如固定电话

网络, 港口、 机场、 铁路、 道路的质量和容量, 政府管理和腐败,
完成货物托运的成本和时间以及衡量商业和投资环境的各项指标),
建立了衡量贸易能力的四项指标。 作者采用了因素分析法, 将这些

初始变量浓缩成四个特定指标, 来反映贸易环境的鲜明特色。 其中

两个指标关注贸易能力的 “硬件冶, 如信息和通信技术、 物理基础设

施; 另两个指标衡量贸易能力的 “软件冶, 如贸易指标运作的经营环

境、 边境管理以及海关效率指标。
基于这四项指标, Martinez 和 Wilson (2010) 创建了贸易援助需

求 (需要) 指数。 作者将实际贸易援助额与反映援助需求的指标回

归, 结果发现, 大多数的国家获取援助的需求越强烈, 其实际援助

数量越接近或超过预测线, 这说明, 贸易援助的供给和需求是大致

平衡的 (图 7郾 4)。 此外, 拥有最低贸易能力指标 (即指标数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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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国家, 其受援水平较高, 这一结果与前述的结论是一致的。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由于预测趋势存在许多偏差, 导致许多国家接

受的援助支持比这些指标预测的适当数额更低。

贸易援助的影响和效力

大量文献分析了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但其所使用的研究方

法及其结果备受争议。 文献对援助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提供了一个模糊的结论。12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结果的差异。 这种差

异可能起源于援助类型 (例如, 纯粹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政策变化引

起的援助的效力是截然相反的), 也可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吸收能力的

不同所引起的 (Radelet、 Clemens 和 Bhavnani, 2006;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2006)。 另一个因素即援助会引起实际汇率升值, 如援助流

入引起了荷兰病的发生, 可以解释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并不显著。13对这方面文献的全面讨论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但

对其进行的简短概述, 有利于分析和理解援助、 贸易以及增长之间

的复杂关系。 总体而言, 关于这三者关系的争论, 尤其是援助和贸

易因果关系的争论, 仍在继续。14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 官方开发援助的很大份额与贸易捆绑

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即用于货物和服务采购的援助资金只能

在捐助国消费。 因此, 任何积极的贸易与援助的关系, 都可能是捐

助国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许多研究结果确实显示了外国援助与捐

赠者的出口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15贸易与援助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

反向的, 即贸易是援助的原因,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捐助者将援助

资金分配给与他们有强贸易关系的国家 (Morrissey、 1993; Osei、
Morrissey 和 Lloyd, 2004)。 研究贸易与援助因果假设的文献大多认

为, 其结果与捐助国和受援国双方都有关系 ( Lloyd 等人, 2000;
Arvin、 Cater 和 Choudry, 2000)。 无论所采用哪一种精确的方法, 研

究结果的确证明了援助与贸易之间所存在的正向关系。
在贸易援助资金增加的承诺和行动下, 贸易援助怎样才能具体

地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以及如何有效帮助纳税人的资金能

够实现其贸易援助目标, 这些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地关注。 尤其是

442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在危机之后, 所有捐助国都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紧缩财政政策。 双边

捐助国和国际开发机构都在积极行动, 分析、 评价贸易援助的影响,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监测和分配。

在寻找提高发展援助效力的方法时, 评价非常关键, 贸易援助也

不例外。 评价可分几个层次: 需要援助的国家是否得到援助 (前文谈

及)? 整个项目是否可以有效扩大产量、 减少贫困 (项目评价)? 工程

是否实现其既定目标, 如电功率是否提高 (工程评价)? 与没有项目

或没有项目干预时相比较, 结果是否相似或不同 (影响评价)?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 衡量贸易援助的影响力颇具挑战性。 许多

项目无法为设定的基准线提供信息, 而评价援助的影响却需要这些

信息。 与贸易相关的开发项目其世纪影响往往滞后于最佳方法所设

计的影响, 因为后者是一种严格的事后评价。 通常标准的评价影响

的方法不适用于贸易援助, 因为援助一般采取预算支持的形式。
迄今为止, 大部分这类评价使用整体数据, 重点关注国家的贸

易表现和贸易能力指标是否得到改善。 实际上需要的是更多的详细

分析, 来研究具体贸易援助的即时影响, 反过来这需要在微观贸易

成本和结果数据方面寻找新的办法, 来支持长期的投资。
最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对贸易相关的发展援助项目进行

项目评价时发现, 项目的可衡量目标往往不够明确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2006)。 且允许事后来评价具体措施对贸易表现或贸易能力

改善度的基线或基准往往不包括在内。 这一重要发现意味着, 捐助

者和受益者在确定目标时必须做得更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

告认为, 在半数的评价中, 贸易相关援助有助于认识到贸易和贸易

问题知识的重要性, 同时有助于增进关于贸易政策的国家间对话。
而项目所存在的主要弱点包括: 需求评价不足, 项目管理和治理不

充分, 整体贸易战略或发展计划缺乏整合, 减贫环节薄弱, 捐助者

尤其在专业领域内协调与沟通不足。
2006 年, 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小组对贸易项目评价时发现, 一般

而言, 贸易相关的调整贷款比其他调整贷款表现的更好 (分别是

86%的满意度与 78% 的满意度), 而贸易相关投资贷款表现略差

(其为 69%的满意度, 而非贸易相关投资为 72%的满意度) (独立评

价小组, 2006)。 后续调查发现, 2007 年, 超过 85% 的贸易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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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结果为中度满意、 满意或非常满意, 总体表现优于非贸易

援助项目 (世界银行, 2009)。
更合理的评价形式是使用跨国数据来评价贸易援助的增加对具

体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贸易援助是针对特定类型的活动或干

预, 需采用更精确的研究策略来评价影响的幅度和因果关系的方向。
Helble、 Mann 和 Wilson (2009) 通过引力模型评价各类援助对

双边贸易流的影响, 如贸易发展援助 (生产能力建设)、 贸易政策援

助、 基础设施援助。 结果显示, 贸易政策和监管改革援助具有非常

高的边际收益。 本文通过使用扩展的新方法来研究援助与贸易表现

以及与私人部门对优先次序认知之间的关系, 据研究结果预计, 1 美

元的贸易政策和监管改革援助可能导致约 700 美元的贸易发生额。
尽管分配在这些领域的援助额会出现收益递减现象, 但是这种分析

方法预示, 贸易援助的回报率可能会非常高。
Cali 和 te Velde (2008, 2009) 进行了类似分析, 发现贸易援助

的便利化可减少交易成本。 每增加 100 万美元贸易便利化援助, 将

减少商品包装、 装箱、 运送货物到港出发, 装载到船只或卡车的成

本的 6% 。 他们还证明, 分配给基础设施的贸易援助, 可以扩大出

口, 特别是在采矿业和制造业, 其中对非洲影响最大, 因其基础设

施薄弱。 统计数据还发现, 分配于生产能力 (而不是基础设施或便

利) 的贸易援助对出口没有显著效果。
如前所述, 对援助效用的评价依然处于早期阶段, 且相比医疗

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援助, 该领域的援助受到更多地限制。 Brenton 和

von Uexkull (2009) 针对具体出口产品的出口发展项目进行有关影响

的评价, 结果发现, 这些具体产品项目的业绩或与总体出口表现一

致, 或提前, 或表现更强, 且初期拥有较高出口水平的产品, 与低

出口水平产品相比, 其出口增长所受影响较大 (虽然这可能是因为

技术援助分配给了已发展较好的行业)。 他们还发现, 如果该国在捐

助活动中可以解决具体的市场失灵或政策缺陷, 且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长远能力 (如在卢旺达的捐助支持战略, 以帮助其进入高品质和

专业的咖啡市场), 出口发展项目成功的机会更大。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只要做得好, 出口发展项目就会成功。 在

乌干达, 始于 2003 年的出口发展项目, 使其切花行业仅仅经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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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已发展成一个出口增长行业。 此项目实施后, 一年内出口值

增长近两倍。 虽然此时乌干达的其他出口也强劲上升, 但切花行业

显著扩大了其出口所占份额。 蒙古是传统的羊毛制品出口国, 20 世

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 羊毛制品出口不断下降, 出口份额不断

减少。 但在 2003 年某项出口发展计划实施后, 羊毛产品的出口进入

了平稳增长时期, 并超越 2005 年的整体出口增长额。
总之, 现有的文献往往在验证巴黎中心规则, 即贸易援助的有

效性, 并建立在各国都拥有项目且可以把贸易合作目标完全融入到

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上。 几乎所有的双边和多边组织都在努力提高援

助效力, 但并非所有的组织都可以对项目作出即时和全面的评价。16

鉴于 40 多个双边和多边机构都参与了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 互相学

习的层面和机会还是很多的。17

挑战及优先次序安排的前景

为确保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继续及时地兑现, 首先要考虑的是

保证现有的贸易援助项目的不间断实施, 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

一些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更全面地从贸易恢复过程中获取利益。
我们认为, 下面所讨论的 20 国集团在某些领域实施的行动, 作为促

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工具, 可以提高贸易援助效力。 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被视为 20 国集团具体的行动措施。

利用基础设施投资: “软件冶 服务议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2009) 完成的自我评价

问卷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区域基础设施为优先项目。 如

上所述, 基础设施是贸易援助中最大的类别: 基础设施项目约占全

球贸易援助投资组合的 54% 。 最近的研究发现, 硬基础设施投资可

获得潜在收益, 包括出口业绩改善 ( Francois 和 Manchin, 2007)。
另有证据显示, 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降低贸易交易费用, 增加消

费者福利的潜力, 如新港口的建设 (Abe 和 Wilson, 2009)。 投资基

础设施可能对人均资本收入较低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为对其

出口产生的边际影响更大 (Perez 和 Wilson,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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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础设施的同时,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降低贸易成本 (Hoek鄄
man 和 Nicita, 2010), 并实施相应的管理。 例如, 采用可促进运输

服务的竞争, 改善边境管理质量的政策。18公共和私营服务质量是决

定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影响收益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一般地意

义上说, 效率、 多样化以及投入服务的成本对企业、 农民竞争力的

影响非常关键, 因为它们是生产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市

场立足, 越来越取决于高品质的生产以及低成本的服务, 如电信业、
运输物流业, 以及融资性服务业。 增加运营成本或妨碍创新的政策,
会严重阻碍国民经济发展。 围绕提高服务市场竞争力, 促进市场进

入, 供给更多新服务产品的政策改革, 并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因

此它们往往不需要大量硬件投资。
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服务贸易和投资时往往有更多更大的障碍,

Borchert、 De Martino 和 Mattoo 的研究证明, 人均 GDP 与服务贸易限

制、 投资政策限制存在负相关关系 (图 7郾 5)。 取消这种限制, 可以

使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农民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生产者服务质量, 从

而带来收益增长。 且全球外包业务发展及融入国际价值链越来越依

赖于服务多样性。 除此之外,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服务部门改革

对外国和当地有服务投入的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都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参见 Francois 和 Hoekman, 2010 年最近的文献调查)。
服务贸易类型和投资政策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 即内陆国家的

政策比沿海国家更严格, 特别表现在航空运输业和电信业, 这些行业中

内陆国家没有先天的劣势 (Borchert 等人, 2010)。 虽然有许多原因可能

导致内陆国家服务的可用性较差而价格却较高, 但限制性政策对服务行

业的影响远大于地理方面的障碍。 这表明, 支持政策改革, 以增强内陆

国家作为 “脊梁冶 的服务行业的竞争性, 是贸易援助的优先领域。
然而, 迄今为止的大部分贸易援助都强调支持硬件基础设施,

提高生产能力。 很少有援助立足于改善服务业相关政策和管理, 而

往往这两者有助于确定基础设施网络的使用 (使用成本) 效率。 这

是一个 20 国集团支持与导向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有两个方面:
第一, 确保贸易援助对有利于竞争的政策法规及其他可影响到生产

者服务市场的政策予以充分的关注 (Hoekman 和 Mattoo, 2007); 第

二, 在服务方面, 更多地为 20 国集团的新兴市场成员国、 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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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提供学习知识与体验上述经历的机会。
用发展的眼光看, 明确地关注改善服务部门的经营和效率是非

常重要的, 即便从全球的角度而言也不容忽视。 正如 Claessens、
Evenett 和 Hoekman (2010), Hoekman 和 Messerlin———世界经济再平

衡 (即将发表) 他们所提到的, 要减少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
需要提高生产力 (竞争性), 增强赤字和盈余国家的国内吸收能力。
在实践中, 这些改善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本

身来实现。 所以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要求经济结构的变化, 更具体地

说, 是指增加服务业和工业的可用性、 多样性及效率。

通过贸易改革和市场准入扩大南南一体化

另一个 20 国集团可以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领域, 是通过扩大市

场准入,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改革引导下, 在南

南合作中扩大贸易机会。 此种关系的扩展将为低收入经济体提供一

个增加贸易的机会, 同时可以帮助它们进入多样化市场。
得益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增长率, 近年来南南贸易迅速

增长。 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2008 年占世界进口

总额的 12% , 而 1996 年同类数字只有 6% 。 同时, 高收入国家的进

口需求比重从 1992 年的 81% 下降至 2008 年的 72% (Haddad 和

Hoekman, 2010)。
许多新兴的动态市场仍然存在明显的贸易障碍。 政策论坛 (如

世界贸易组织) 一直关注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条件, 如对最不发达

国家免税或免配额准入; 并消除某些关键制约因素, 如取消导致优

惠准入减少的原产地原则。 这些问题很重要, 说明了低收入国家在

面对拥有高壁垒的中等收入国家市场时错过了进入的机会。
Fugazza 和 Vanzetti (2008) 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

析模型来比较南南贸易障碍的消除, 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 以及非

洲、 亚洲和拉美的区域内自由贸易的潜在效用。 所得出的相似结果

表明, 北方市场的开放将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220 亿美元的福利

收益。 然而, 南南障碍的消除将有潜力使收益再增 60% 。 这一研究

结果意味着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贸易障碍的消除, 可显著促进低

收入国家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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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研究表明, 通常大部分南北贸易的流动很少集中在较复杂

的行业, 特别在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体贸易中, 可供学习的案例不

多, 故不是今天所要研究的重点。 Klinger (2009) 分析了近年来南

南合作的贸易构成, 用以研究南方市场是否比北方市场更有可能为

发展中国家改变其生产结构从而为转向更复杂的出口部门提供机会。
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包括非洲和中亚各国,
出口南方的贸易产品相比北方而言, 产品更先进, 发展空间更好;
但对快速增长的亚洲和东欧 (不包括经济联合体独立国家), 此点并

不成立。 Klinger 还发现, 造成出口复杂性和联络性差异的最根本原

因是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出口商品篮。
危机后的一些预测认为, 中等收入国家市场增长将快于高收入

国家。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不同的偏好和需求, 南方市场多极

增长的出现, 为低收入国家市场及产品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的机会。
此外, 因欧洲、 日本和美国经济回暖的时段有可能延长, 南南贸易

的增加减少了低收入国家的风险暴露。 同时, 如前所述, 也减轻了

由于市场开放和增加产品多样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相关风险。
南南贸易在广度和深度上同时在增强。 低中收入国家对金砖四

国的出口从 2000 年的仅占出口总额的 7 个百分点上升到 2008 年的

20% (图 7郾 6)。 这些交易的平均价值从 1996 年到 2008 年增加了

4郾 44 倍, 而低中收入国家对高收入国家仅增长了 1郾 8 倍。 然而, 发

展中国家出口的多样性仍然显著低于高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国家, 这

说明多样化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图 7郾 7)。
中等收入新兴市场也是知识和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一种来

源, 而知识和外国直接投资又可以驱动更多的贸易扎根在低收入经

济体。 要抓住这些机会, 一方面需要采取适当的地方政策, 包括消

除市场准入壁垒。 如果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都取消关税

和配额, 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可能会增加高达 20 亿美元以上, 超过

他们在 2005 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申诉总额的近 97% 的份额

(Bou觕t 等人, 2010)。 且如果主要的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向最不发达国

家提供免税和免配额是市场准入, 出口收入更会高达 50 亿美元, 这

一发现同时反映出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高关税。 要使改善的市场准入

变得更为有效, 需要自由化的原产地原则和相关的行政要求作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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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条件。

注: LICs = 低收入国家; LMICs = 收入较低的中等收入国家; UMICs = 收入较高的

中等收入国家; HICs = 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 Haddad 和 Hoekman (2010), 引自 UN - COMTRADE 数据库。

图 7郾 6摇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占的比重逐渐升高

注: LICs = 低收入国家; LMICs = 收入较低的中等收入国家; UMICs = 收入较高的

中等收入国家; HICs = 高收入国家。
HS = 与代码系统描述相一致的商品。
资料来源: Haddad 和 Hoekman (2010), 引自 UN - COMTRADE 数据库。

图 7郾 7摇 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相比较所表现的出口结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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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区域合作与市场一体化: 能力建构

尽管大部分贸易援助议程的讨论面局限在国内, 但是, 近年来

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援助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推动这一增长的一个因

素是国际社会所达成的一种共识, 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可

能在它的边界之外。 内陆国家尤其如此。 区域一体化面临的许多共

同优先事项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 主干要道、 能源、 水及贸易便利

化领域。 为商品、 服务及生产要素 (工人、 投资) 的开发, 努力整

合周边市场, 从而降低贸易成本, 扩大经济体的贸易规模, 可以促

进南南贸易的发展。 本文讨论的大部分议程围绕着邻国两方所提出

的降低交易和企业运营成本的倡议。 以合作 (合资) 的方式降低这

些成本并不会导致引起福利减少的贸易转移类型的增多, 而优惠关

税会却导致贸易转移, 从而造成福利减少。 因此以合作方式降低贸

易成本, 有利于所有贸易伙伴, 并可便利其与世界各地以及相邻国

家的贸易发展。19

加强区域合作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贸易议程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Abe 和 Wilson (2008) 发现, 若提高该地区改革透明度的平均水平,
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贸易将增加 11 个百分点, 且全球福

利将提高 4郯 060 亿美元。
研究结果表明, 大多数的福利增加发生在进行改革的成员经济

体中。 同时还指出, 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一些改革可能会带来可观

的效益。 例如, 埃塞俄比亚将其成本缩减为该地区最佳贸易伙伴成

本的两倍, 其增益大约相当于将出口商承担的关税平均削减 7郾 6 个

百分点 (Perez 和 Wilson, 2009)。
区域合作在项目成本和收益方面所具有的挑战是不对称的。 大

多数必需的投资 (从而也构成成本) 被配置到一个国家, 而该国通

过投资却只能获得相对较少的收益。 由于这种不对称性, 可能会大

大降低对区域项目的支持度, 而合作项目对于内陆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贸易援助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利益分配不均衡

的地方, 激励地区间采取联合行动。
例如, 在非洲内陆发展中国家中, 其拥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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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口, 却面临贸易成本高的巨大竞争劣势 (Djankov、 Freund 和

Pham Cong, 2006; Raballand 和 Teravaninthorn, 2009; Arvis 和

Raballand, 2010; Arvis 等人, 2010)。 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

也往往较低。
葡萄牙的 Perez 和 Wilson (2010b) 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包括内陆

国家的贸易成本与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初步估计结果

显示, 南北贸易中贸易成本与外国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事实

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跨国货运业、 采掘业,
或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因此, Perez 和 Wilson 认为, 国内贸易

成本可看做对业务运营的某种税收, 从而影响外国直接投资。
内陆发展中国家受危机的破坏比较严重, 因为它们往往比其沿

海的邻国有较高的出口成本。 对这些国家而言, 国内的问题由于在

途商品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进一步扩大化了。 但是, 沿海国家同样

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因此, 忽略周边市场, 仅以国内市场为

导向的战略, 往往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发展贸易和促进贸易的增长。
政策改革和行动可以显著改善经营环境, 吸引投资, 这些都具有公

共品的性质: 一是相关产出的非排他性 (即使某些国家没有对生产

作出贡献, 也不能阻止其享用公共利益); 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 (即
邻国的使用不影响产品的质量及供应)。

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了解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但可用的支持区域

项目及合作发展的工具是有限的, 从而导致多国贸易相关项目的援

助资金供应不足 (Hoekman 和 Njinkeu, 2010)。 囿于现今区域秘书

处能力有限, 支持改革的民间社会团体的微弱领导力及私营部门对

现有一体化机制的不思进取, 区域合作发展表现不佳。 推动区域一

体化议程, 需要通过增加实施激励措施, 解决前述内容所提到的区

域协调与合作的政治经济问题。 且必须同时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针对

所有相关行为者———各国政府、 地方实体及非国家行为体———采用

激励机制。
支持区域合作的专项基金涵盖了软件 (监管机构、 政策变化)

和硬件 (支持跨国货物运输、 服务输送和劳动力输送的基础设施)
两个层次, 可以填补目前存在的缺口。 确定一个共同关注的区域融

资项目, 将有助于实施国家优先项目, 也有助于克服区域市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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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在的阻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有利于达到竞争力目标)。 有一种

很实用的办法, 就是将贸易援助的捐助资金比例分配给区域项目。20

多数区域和多边机构已通过信托基金对这些资金加以引导。
由 20 国中等收入成员领导的 20 国集团, 可以通过知识交流和

能力建构直接支持区域一体化。 从 APEC 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到非洲

区域机构, 20 国集团再度强调知识转移的重要性, 通过联合项目促

进邻国市场一体化, 这是迈向合作的一个创举。

利用来自私营部门的知识、 资本和信息

鉴于贸易援助议程的宽泛性———涵盖边境地区的管理、 监管改

革及基础设施投资, 故相当数量的公共、 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者都

参与其中。 因此, 在很大的范围内, 可以有效利用公私伙伴关系

(PPPs), 利用私人机构的专业知识在优先领域进行改革, 制订潜在

的解决方案。 2001 年 10 月,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提出

了具体的针对此种公私关系的宗旨、 创作方法及经营结构 (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 2001)。
在国家层面上已有很多的范例。 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贸易便利化

协会的工作, 将公私利益相关者召集在一起工作。 或者就专门领域

如边境管理改革 (包括新加坡的贸易网, 中国香港的贸易通) 广泛

开展合作。 这些网络为发展中国家战略和改革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

的平台, 而且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各行业、 各部门的政策措施的协

调机制。 无论是为了获取研究贸易和政策限制条件的资料来源, 还

是作为研究贸易的额外交易成本, 抑或是为特定的问题提供潜在的

解决方案, 都应该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知识和信息, 在这方面, 还

有更多需要而且应该做的工作。
世界银行正在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公私伙伴关系, 以便使贸易

便利化援助成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为各方在贸易便利化领域互相

学习提供一些机会。 该计划将设计和实施切实可行和可实现的贸易

便利化项目, 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贸易能力不足问题, 促使商品和服

务迅速跨越国界。 工作的重点是将注意力从贸易物流和边境管理等

“软件冶 转移到补充和促进 “硬件冶 基础设施的投资。 此外, 合作

伙伴可充分利用私营机构的专业知识, 生成实时交易表现数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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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可以用来鼓励以政策为导向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本章的结论

部分将考虑 20 国集团就这一问题可实施进一步行动的框架。

鼓励对贸易援助的有效性的监测与评价

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 只有采取行动, 才能强化利益相关者

提供贸易援助的义务, 并加强对援助影响的评价。 有效监测贸易援

助的交付, 及有效监测援助对受援国政府确定的国家优先项目的响

应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有效的监测也有利于对结果进行准确的评价。
大多数捐助者按照通用的评价准则或贸易援助按主题和部门的具体

指导方针来监控和评价贸易援助方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

贸易组织, 2009)。 要保证贸易援助的有效性就必须进一步扩大监测

框架, 具体措施包括直接会同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一起评价贸易援

助流, 以确保资金流向合理和可持续的项目。
实践出真知, 这种影响评价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已广泛用于评价

贫困、 健康和教育项目。 这些方法的本质就是采用参照组作为标准,
来观察特定项目对个人的福利改进。 显然, 并非所有贸易相关项目

都适用于这种方法。 最简单例子的就是针对单个企业的出口促进计

划, 其评价就像针对个别患者的医疗方案一样 (见 Volpe 和 Carballo
2008 年对秘鲁的出口促进项目评价)。

即使这种方法的实施相对简单, 但是, 在某些地区, 这种 “临
床冶 效用评价方法迄今在贸易相关项目上的应用还是有限的: 尽管

溢出效应是进行公共干预的关键理由, 但这种方法还不能用于溢出

效应的评价, 与所有的临床影响评价一样, 存在不确定的 “外部有

效性冶, 即情形的改变可能引起评价方法的不适应。 尽管这些问题已

在很多文献中有过广泛地讨论, 但它们还是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工

具, 用于理解和分辨各种方法的可行性。 特别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这一工具有助于确定哪些成分可以最好地实现援助方案。 除了可增

强说明性之外, 还可以汇集有价值的知识库来更新基础事实, 作为

政策建议和捐赠者实践的基础。
为数据和分析所制定的全新投资战略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 (Wilson, 2010)。 其议程也必须以下列条件为中心: 以严格的贸

易援助项目评价为框架, 通过实证来评价援助的影响, 利用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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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的宏观经济数据集以及实施项目的开发机构的

微观数据。 各国和区域组织对贸易援助效力的分析, 可通过研究不

同援助的收益, 作为其援助分配的依据, 其中, 援助分类以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债权报告系统为标准, 收益的增加通过测量贸易流量

的增加、 贸易成本支出的减少等来确定。 贸易成本的数据收集有各

种来源, 包括贸易支持机构, 海关当局和国际运输公司。 详细的数

据是评价具体的贸易援助政策所必不可少的, 如对产业升级、 企业

的质量认证, 或贸易物流技术援助的支持等。 总之, 对干预措施影

响的最新评价应包括跨国证据和深入的个案研究。

推进议程的发展

推进具体行动计划的实施, 进而扩大全球贸易, 20 国集团在这

一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 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以及为支持经济和就

业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而加强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 将贸易援助

倡议推到了政策重要性的前端。 除了履行在苏格兰鹰谷和中国香港

作出的扩大贸易援助流的承诺外, 20 国集团贸易和发展援助行动议

程要支持的四个战略主题如下:
誗 建立一个 20 国集团平台, 服务于能力建构和政策及管理的知

识转移, 以提高生产者服务和网络基础设施运营的效率。 20 国集团

中中等收入国家在参与援助及知识交流的协调项目中非常活跃, 可

以通过这一平台做更多的工作来提高贸易援助投资在硬件基础设施

上的回报率, 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加强对相关的配套 “软件冶 投入,
如政策、 促进竞争的法规等, 这些工作对实现社会 (股权) 目标和

改善网络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这项议程不仅仅关注基础设施投资, 也涵盖了生产者和商业服

务领域。 贸易自由化和服务性投资在谈判中之所以没有起到明显的

进展,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考虑到市场准入承诺可能带来的后果及不

确定性。 平台的建立旨在对自由化的影响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和分析;
通过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政策改革, 可以在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惠地

区形成共识 (Feketekuty, 2010; Hoekman 和 Messerlin, 即将发表)。
如何设计这样一个平台, 需要 20 国集团成员的讨论和协商。 现

7527郾 贸易援助: 为未来奠基



阶段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来发挥这样的作用。 有

一种选择即联营法, 即利用许多区域智囊团、 政策研究机构和世界

各地的监管机构网络 (如国际竞争网络), 共同合作创建一个中心或

中央实体, 以提供所需的知识资源和建议。 这样一种机制需要一个

治理机构, 由捐助国政府和其他出资者的代表组成。 有一种模式可

以借鉴, 那就是曾经用以建立全球发展网络的模式。
誗 20 国集团中的高收入国家应当补足贸易援助资金, 中等收入

国家可实行市场准入改革, 对贫穷国家的出口降低贸易壁垒, 以此

来扩大南南贸易。 如果 20 国集团成员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和

免配额政策, 且将例外最低化, 就会构成一个具体的倡议, 可直接

促进贸易发展以及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发展前景。 这一倡议完

全由 20 国集团成员来处理, 因而操作非常简单。 对 20 国集团来说,
增加进口的成本非常低。 因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结构与 20
国集团国家几乎没有重叠, 贫穷国家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小型供应商。
任何免税、 免配额的倡议都应该与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和累积规则相

配套, 且都记录在案; 限制性原产地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将减少援助

项目的有效性。 一些进口国已经开发了解决原产地规则限制的具体

办法, 其他 20 国集团成员可以效仿 (Elliott 等人, 2010)。
誗 创建一个新的贸易援助公私伙伴关系, 以充分利用私营部门

的活力, 加强各受助国的贸易能力。 鉴于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善可

以带来高回报, 围绕着从边境管理到监管改革以及采用现代信息和

通信技术这些领域, 这种公司伙伴关系最初可能集中于利用私营部

门的专业知识来进行优先领域的改革, 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 与此

同时, 也充分利用各国政府和多边捐助机构的协调能力。 世界银行

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有利于贸易便利化的公私援助伙伴关系, 或许可

以作为这些行动的模板。
誗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上, 私营部门已经提出了许多倡议来解决

具体的问题, 并利用持续的投资来促进发展。 其由加纳、 马拉维、
坦桑尼亚的亚拉国际公司和非洲商业行动联盟所支持的增长通道便

是这方面的实例, 非洲商业行动联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目标倡议,
如在非洲建立海关总署联盟。 更多地分享有关这些倡议的信息并研

究其可行性, 会提高这些行动的可见度, 进一步发挥私营部门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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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贸易援助计划中的作用。
誗 拟订一个 20 国集团 “战略行动计划冶, 以期为协定的立足于

数据的贸易援助项目的监测和评价提供专业的金融支持。 所有捐助

者和受援者都要认识到监测、 评价及分析贸易成果和表现的重要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在协调努力, 以率先分享由捐助者和机构获

得的监测和评价结果, 并从中获取经验。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专项

资金来保证研究者获取始终如一的跨国贸易数据的, 决定贸易援助

效力的因素并没有一个可比的基础。 但是, 这并不是说单个项目或

工程没有得到评价, 或效力评价在可能的条件下没有应用于相关的

项目中。 很多知识都是通过对项目的事后评价而获得的, 但是, 这

种评价产生的针对项目或国家的特定信息, 不能汇入数据集作为国

家的基准, 也不能作为追踪项目业绩的依据。
誗 要确保收集的数据反映出政策改革尝试的影响, 并且能够比

较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的干预政策的影响, 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是必

要条件。 这需要各国政府和机构在具体指标的数据收集和编制过程

中达成一致意见。 候选指标包括贸易成本, 如清空及等待的次数;
运输卡车停在走廊的次数; 货物在边界被拒绝或检查率; 贸易多样

性; 贸易和投资政策 (如服务的限制性和普遍性及非关税贸易壁垒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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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s / 16郾 html。

2郾 “全球复苏和改革计划。冶 http: / / www郾 londonsummit郾 gov郾 uk / resources /
en / PDF / final - communique。

3郾 2009 年设立的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 拥有 10 亿美元到 15 亿美元指

定款项, 旨在扩大对农业的援助, 提高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 相反, 相比于

其他最近被确定为全球发展援助重点的领域, 捐助者则认为没必要在贸易领域

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4郾 迄今为止, 有两向全球性的审查, 分别在 2007 年和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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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郾 见 Prowse (2006) 和 Hoekman (2007) 关于成因的讨论及对多边贸易援

助倡议的理论阐述。
6郾 据世界银行估计, 即便在过去的几年考虑增加援助资金及承诺额, 2009

年发展中国家也会面临 2郯 700 亿美元到 7郯 00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因为危机的

辐射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需求可能增加。
7郾 这种 “部门分配援助冶 不包括债务减免、 行政管理成本、 预算支持, 以

及分配用于支持贸易融资的援助。 20 国集团调动了达 2郯 500 亿美元来支持金融

危机期间的贸易融资。 能否获得这种融资是决定贸易成本和出口商经营能力的

一个重要因素。
8郾 还应该指出的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援助的数目

不包括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框架之外的国家提供的援助, 因此不包括如中

国提供的援助。
9郾 使用的征信系统的数据, 是以 2008 年为常数项的美元计价数据;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2009) 的统计数据以 2006 年为常数项。
10郾 请参阅 “全球复苏和改革计划冶, 发表于 20 国集团伦敦峰会的闭会公

报上, 2009 年 4 月 2 日。 http: / / www郾 londonsummit郾 gov郾 uk / resources / en / PDF /
fnal - communique。

11郾 硬件基础设施大部分与道路、 桥梁, 或电信投资相关。 软件基础设施

与政策及监管改革措施相关的。
12郾 参见 Rajan 和 Subramanian (2005) 的调查和新评估, 及 Cali 和 te Velde

(2009) 对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
13郾 其效果是众所周知的: 援助资金可能被用于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导致其价格相对于贸易商品上涨, 因此, 实际汇率升值。 升值降低了出口部门

的竞争力, 因为资源从可贸易部门转移到了非贸易部门, 并导致工资和其他投

入成本上涨。 关于援助能否诱导荷兰病现象的研究, 彼此之间相差很大。 大多

以下列因素的边际生产力假设为基础: 额外援助和公共开支, 公共和私人资本

之间的互补性, 劳动力成本的灵活程度和其他重要资源。 参见 Radelet、 Clemens
和 Bhavnani (2006)。

14郾 Suwa - Eisenmann 和 Verdier (2007) 提供了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面审查。
15郾 例如, 尼尔森 (1997) 发现, 1975 年至 1992 年, 欧洲联盟贸易国每 1

美元的援助可产生 2郾 60 美元的从捐助国到受援国的出口。 其他研究人员已经在

探索可能存在于供体和受体之间的其他关系, 如政治或经济因素, 这些应诉可

能引致更多的贸易 (Lloyd 等人, 2000)。 Nelson 和 Silva (2008) 最近使用固定

效应引力模型进行估计, 得出了显著性更小的结果。
16郾 四个重要的双边捐助者最近已进行了相对的评价: 美国国际开发署、

英国国际发展部、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权威机构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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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郾 提供与贸易有关的分析和项目的援助者, 包括国际贸易中心 (日内

瓦)、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世界银行、 增强综合框架、
粮食和农业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海关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以及区域开发银行和许多双边捐助者。 参见 Suwa - Eisenmann 和 Verdier
(2007)。

18郾 Raballand 和 Teravaninthorn (2009) 发现, 西非和中非的卡车运输业缺

乏竞争, 因此, 与非洲其他市场相比, 运输价格较高且服务质量较低。
19郾 正如大量研究区域主义的文献所讨论的, 政策重点不应落在扩大地区

内本身贸易的目标上, 而应减少普遍存在的贸易壁垒。 地区协议有助于达到这

种效果, 尤其是对于内陆国家。
20郾 关于专项资金的建议是有争议的, 因为专款专用与援助的有效性并不

一致 (可使用专项资金的项目可能并不是个别国家的优先项目), 创建一个专

门拨款于贸易的机制, 并不意味着该国必须确定其贸易发展为优先项目, 它只

是为确定贸易为优先发展项目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时维护了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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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Arancha Gonz佗lez
世界贸易组织

我要称赞组织这次峰会的韩国和世界银行, 因为这是一次关于

贸易援助的会议。 韩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这个日益重要的议题, 可

在多边及地区层面上提高贸易援助的影响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讨论是在韩国———将要在 2010 年 11 月主办 20 国集团首脑会议

的地方, 会议自始至终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层面。

贸易援助的重要性

贸易援助是包容性全球化的中心, 而包容性全球化支撑着韩国

拉动经济增长并贯穿于韩国自身的发展经历中。 20 国集团以其全球

经济治理的核心授权, 是一个一流的贸易援助论坛, 这次会议的结

果也将非常有效地融入 20 国集团的发展进程中。
2005 年 12 月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 贸

易援助被提到多边贸易议程上。 议程中提到, 除了对市场的进一步

开放和多边贸易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回应外, 还需要在发展

中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生产力的能力建构。 会议赋权发展中国

家, 允许它们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系所提供的机会。 这一事实也解

释了贸易援助为什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议程锚定的一个目标。
2005 年以来, 世界贸易组织一直是贸易援助的聚焦点, 作为双

边捐助者 (包括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 伙伴国家、 开发银行、 联

合国家族以及许多其他开发机构网络的协调员。
贸易援助是全球致力于消除贫穷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 (MDGs) 的一部分。 2005 年以来, 贸易援助有着强劲

的发展势头, 但并没有以牺牲其他千年发展目标为代价。

加强贸易援助

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 Bernard Hoekman 和 John Wilson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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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贸易援助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文中阐明了贸易援助的

作用机理, 贸易援助的重要性及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 并对贸易

援助的供给是否满足需求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结论是令人鼓舞的,
即 “贸易能力指标得分最低的国家得到的援助金额最高冶。

文中对贸易援助的影响及其效力的讨论也是大有裨益的。 文章

指出了分析援助、 贸易和增长三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衡量贸易援助

的影响所面临的挑战。 文章对前期的研究成果做了有益的概括, 尤

其是 Hoekman 和 Wilson 自身所做的工作是值得注意的, 即政策和管

理改革的贸易援助可带来高额贸易回报 (每提供 1 美元的援助支持,
可带来 700 美元的贸易收入)。

无论如何, 我想就本章推荐的方法如何进一步强化提几点建议。
文中第一个建议提到的提高生产者服务的效率及基础设施的回

报率, 还可以再推进一步。 世界银行一直在做着一些令人非常关注

的课题, 即基础设施的服务及运输服务市场自由化对运输成本的

影响。
其中所隐含的意义是, 只修路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竞争创造

经营环境, 为运输公司降低成本。 这样的反思也凸显出文章的弱点,
即需要集中回归主流和关注供需等式的需求方面, 关于这一点我将

在后文谈及。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免税、 免配额的建议是极好的, 我认为,

如果所有发达国家和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越早对进入这些国家的

所有产品充分免税, 我们就可以同心协力, 更快地促进最不发达国

家的成长和帮助它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

合谈判的一部分, 也是 2011 年在土耳其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最不发

达国家会议上各国密切关注的议题。 这一领域是 20 国集团的领导授

权最受欢迎的领域。
文中的第三项建议, 即在世界银行的贸易便利化倡议的基础上,

创建新的贸易援助公私伙伴关系, 创造了一个被称之为伙伴关系的

全球快递协会。
最后, 关于监测和评价工作的建议, 最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开发的贸易援助监测框架内考虑, 这样一来,
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便可以面对一个开放的监测或评价过程。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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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说是因为我个人认为该贸易援助计划的监测和评价议程将来是重

中之重。 虽然这一议程不可避免地带有复杂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
最好不要对所有模式使用同一尺度。

资源分配和贸易援助主流化

在下结论前, 我想再指出另外两点: 即关于资源的调动及将贸

易主流化的需要纳入具体运作阶段, 我认为, 以后无论文章做何种

修改, 这些元素都应该纳入其中。
贸易援助方案中的一项最无可争辩的成就, 是所提供资源的大

量增长。 以 2002 年为基期开始直到 2005 年以及 2007 年, 贸易援助

承诺平均每年增加 10 个百分点。 2007 年至 2008 年按实值计算增加

了 35% 。 这是一些令人乐观的数字。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

告, 贸易援助从 2007 年的 270 亿美元增加至 2008 年的 417 亿美元。
亚洲在贸易援助流中依然占主导地位。 是最大的贸易援助受援

地区, 其中阿富汗、 印度、 伊拉克、 越南是其中主要的单一受援国。
2008 年亚洲获得的贸易援助为 185 亿美元, 比 2007 年增加了 53 亿

美元。 其中大部分被分配到经济的基础设施部门, 总额为 45 亿美

元, 其次是生产建构以及贸易政策和管理, 分别为 4郾 65 亿美元和

2郾 21 亿美元。
资源调动仍然是世界贸易组织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贸易援助流有了大幅增长, 但是, 经济恢复期延长而造成的财

源紧缩, 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以确保贸易援助流的水平维持

不变。 因此, 期望 20 国集团领导层加强监测和评价, 这是非常重

要的。
但援助流并不是万能的。 尽管贸易援助的部分倡议是提供更多

的资源, 但重点应该是提高援助质量, 并与伙伴国家的计划和优先

次序相对应, 倡导和建立支持贸易作为发展工具的经验证据, 其中

包括将贸易援助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
主流化是资源调动的另一个方面。 为了提高贸易援助承诺的有

效性, 必须更进一步将贸易纳入受援国和捐助国的战略中。 毋庸置

疑的是, 贸易必须由需求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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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很高兴地说, 贸易援助倡议除了显著增加了有关贸易

援助的资源之外, 也使捐助者和受助人更加认识到, 必须有效地将

贸易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部门战略中。
2009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向伙伴国家发出

了一份联合问卷, 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简单评价表明, 发展中国家越

来越意识到回归主流的重要性, 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捐助者

也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以确保其战略与伙伴国的需要和优先项目

(由巴黎原则和阿克拉行动推荐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建议) 相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员国达成

一致意见, 通过整合设立一个专门的贸易援助部门, 来审查发展成

员国的贸易政策。 我们相信这将提供一个展示主流行动和矫正差距

的机会。
我想本章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伙伴关系和

进入援助行列的新成员, 因为新兴经济体正逐渐成为贸易援助的提

供者。 20 国集团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各国可以彼

此分享知识和经验, 并彰显新兴经济体在这一领域的闪光点。 鉴于

韩国的独特经历, 可以引领亚洲和亚太经贸合作组织成员国一展

身手。
我的结论是, 经济危机突出了贸易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恢复贸易业绩中的关键作用。 考虑到预期经济复苏

不平衡以及不同国家和部门需求模式的变化, 贸易援助在未来发展

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贸易援助领域形成全球性伙伴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 在相对

较短的时间内, 贸易援助已被提上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 其影响非

同小可———直接结果是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参与及与国际组织如世界

银行的合作。 类似的支持与合作对于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更是

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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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Alan Winters
国际发展部

本章翔实而信息丰富的内容是对相关问题讨论的强有力的补充。
概述了 10 年来有关贸易援助的观点及其证据, 在文章结尾的行动要

点部分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我的评论重点关注的是行动方案,
我想从两个议题开始分析。

基于 Hoekman 和 Wilson 对服务及监管部分富有价值的讨论, 我

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服务在世界每一个经济体 GDP 中占有很大的

份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些国家例如英国更多达 75% 。 随着

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 服务部门将会扩张, 并逐渐成为

济发展的核心。 服务部门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服务业是获取收

入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来源, 更因为其具有普遍性。 正如 Hoekman 和

Wilson 的研究所显示的, 商业服务竞争力和效率的提高, 几乎可以

提高所有的经济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服务是关键的, 但同样也是棘手的。 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显

示, 改革服务市场远比改革商品市场更为艰难。 相对于大多数商品,
服务业的无形性特征使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加显著, 这意味着在

大多数市场上一定程度的监管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 许多服务业是

高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 需要由类似于中世纪行会性机构来监管。
因此, 政府若想改革某个服务部门, 本质上需要和一系列强大的和

拥有熟练劳动力的利益集团密切合作。 而事实上, 如果这些利益集

团不同于中世纪的行会, 却往往是政府本身的一部分, 则管理服务

业是谋取地位甚至是获取是收入的极具诱惑力的源泉。
服务行业改革的难度预示者从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富有竞争力

和效率的结构, 而不是随后再翻新, 这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 服务

行业并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留待以后解决的问题, 而是应该现

在便迫切需要最有效地解决的问题。 此外, 在目前情况下进行服务

部门改革的另一优势在于它的财政成本不高。 纳税人以非常小的税

收支出换取有效的收益。 这些观察让我相信, 关注服务部门改革的

贸易援助可能带来的回报是很可观的。 当然, 改革的第一需要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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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政治层面的, 即政府要抓住这一既刺激又棘手的机遇。 此后

的要求便是充分的技术援助, 很明显, 这是属于贸易援助的范畴。
服务部门的改革既复杂又不能急于求成, 所以, 捐助者和各国政府

若要收取回报, 需要履行承诺的时间会更长。
我想评论的第二点是区域一体化。 如果能与邻国结成强有力的

贸易纽带, 区域一体化不失为一件幸事; 但是, 如果一体化是以排

除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贸易为代价, 结局便截然相反。 大多数低收

入国家及其邻国只占全球需求的一小部分, 很明显, 尽管全球到处

充斥着可以为本地所利用的潜在市场, 但其中的大部分市场距离遥

远。 所幸贸易援助并没有倡导各国优先降低其对邻国的进口关税,
因而并没有因为贸易多元化的成本而削弱区域内的商品贸易安排。
但是, 如果对基础设施或监管改革的援助投资偏向邻国, 仍然可以

诱发内向型扭曲。 当然, 也有些领域的区域合作是成功的, 例如,
区域电力库、 区域标准机构以及区域竞争管理机构的设立等。 所有

我要在这里表达的是, 政策不应该一味引导贸易援助偏重于促进区

域贸易, 而应该公平地鼓励国际贸易的发展。
下面是关于行动方案的 4 点建议。
首先, 应建立一个 20 国集团的知识共享平台: 就我的背景而

言, 毫不奇怪, 我认为多数情况下知识决定着我们的行为, 不仅

要查明问题并制订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且要使政策决策者和公众

了解相关的信息, 从而就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20 国集团的目标是

均衡增长, 涵盖着低收入国家以及任何 20 国集团可以予以支持低

收入国家成长的行为, 这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 知识未必能

在实践中得到特别好的应用, 因此, 需要大致依据各国当地的情

形进行大量的投入, 从而有助于政府制订和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

解决方案。
Hoekman 和 Wilson 特别提到监管向知识转移层面的延伸, 基于

上述对服务监管重要性的评论, 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另一方面, 我

情不自禁地注意到, 拥有知识的潜在捐助者就服务管理而言并不能

兼备德行与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 知识共享并不是要推进国家模式,
而是使得深度分析的结果以及上述两个方面的管理要求和一般经验

与当地的条件相适合。 在这种情况下, 受援国应乐意接受忠告,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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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 “照我说的做, 而不是照我的样子做冶。
第二点是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对低收入国家很重要, 虽然它不

是贸易政策中最紧要的问题, 也不是贸易政策的终结。 最不发达国

家可免税、 免配额 (DFQF) 地进入 20 国集团的全部市场的建议确

实具有挑战性, 诚然, 发达国家应该不至于如此。 先进的经济体生

产的商品几乎没有一项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重合, 因此, 当可免

税、 免配额准入市场的政策实施时, 当地生产商 (可能促成政治游

说) 的成本并没有增加, 但却增加了来自贫穷国家的供应商的成本。
因其不完全符合优惠条件, 例如, 虽然是属于低收入国家但不属于

最贫穷的类别, 或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对于 20 国集团的新兴市场

成员而言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有可能会威胁到当地的生产商。 然

而, 鉴于近年来经济高增长率的良好记录, 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一

旦可免税、 免配额准入市场的政策实施, 挑战便随之而来, 因此,
需设计适当的原产地规则并解决其他的摩擦, 以便使优惠政策的使

用率可以增至近百分之百。 此外, 我认为最不发达国家不仅需要获

得市场准入, 更应该加速自身的市场自由化, 从而使生产商可获得

更大范围的和更高质量的投入, 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更大的效应也

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
第三点是进一步便利私营部门与贸易援助的衔接。 这点我完全

赞同。 贸易援助的目的是促进私营部门的贸易, 因此很明显, 我们

应从私人企业的角度出发, 看它们有什么需要, 它们认为的最好的

交付方式是什么, 等等。 当然, 应当小心谨慎, 以确保这个过程不

被特定企业或利益集团所利用, 同时也避免陷入以下的逻辑推演,
即任何私人的增益必是公共的损失。 英国政府将私营部门介入发展

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 世界银行如何试行的

为便利贸易援助工作所搭建的公私伙伴关系, 也很高兴在推行这些

想法时可以与世界银行进一步交流。
最后一点是加强监测和评估。 目前, 检测和评估已被认定为发

展的中心事宜。 对援助和贸易便利化活动进行严格评估的需求是

很迫切的。 尽管我们已见证了一些较好的实例, 但事实证明, 要

使发展领域的其他部分 (如保健) 达到同样的标准还是有难度的。
这项工作需要保持高度优先, 值得商界的顶尖人物来关注。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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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去五年来世界银行对主流化影响的评价, 有点令人惊讶甚至

令人沮丧的是, 评价的需要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评论的形式明

确而清晰地表达出来, 以呼唤来自各方的支持。 重要的是, 世界

银行要 “履行自己的诺言冶 从而产生动力与资源来作出影响的完整

评价, 对其大部分贷款项目予以充分地支持。 金钱价值已成为英

国政府的一个中心议题, 我们已耗费相当大的精力来关注英国政

府有关金钱价值的中心议题, 我们希望世界银行也能同样严肃地

对待同一议题。
英国国际发展部正寻求一个对影响进行评价的程序, 这不仅是

英国国际发展部的需要, 而且, 世界银行贸易援助项目及其他捐助

者也需要类似的程序。 事实上,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致力于以自

己的资源投身此类活动, 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努力同样有评

估的价值。 关于评价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 如果评价可以尝试关注

政策对边缘化群体的影响, 如女性生产者, 孤立的社区, 或少数民

族, 将是更有益的。
总之, Hoekman 和 Wilson 提供了一份卓越而翔实的报告。 我们

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开始将其付诸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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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 Ernesto Zedillo
耶鲁大学

摇 摇 很荣幸担任本单元会议的主持人及会议主席。 幸运的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非常流行的 “贸易, 而非援助冶 的咒语在 21 世

纪初期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如今, 人们普遍认为实现发展的任务

远比简单地开放市场、 扩大贸易来得更艰巨,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给予贸易以恰当地的人力和物质基础设施的支持, 以及适当地

的监管环境, 它的确可以成为推进增长的有力工具。 这恰恰是近来

贸易援助的地位备受关注的原因, 首先是引起了学术界的主义, 而

后扩大至在政策圈。 此外, 人们还普遍认识到, 要从贸易自由化获

益, 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基础设施、 体制发展及私营部门进行公共投

资的资源配置。 贸易援助不仅要满足能力建构的需要, 而且要适应

调节的需求。
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财政损失, 特别是经济历来拥

有较高关税保护的国家, 关税构成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自由化

也意味着优惠的侵蚀, 对最不发达的国家不得不给予补偿。 巨大的

实施成本与贸易自由化的议程有关, 但重要的是应把援助作为一种

激励或作为一种支持工具来克服生产活动中发生的边境背后的成本。
我认为, 贸易是对两种极端情况所作出的反应, 这也是多哈回合发

展议程上争议最尖锐的问题。 一方面, 一些国家仍然坚持认为, 最

不发达国家应得到永久的、 无条件的、 特殊的和无差异的待遇。 另

一方面, 完全的贸易互惠的定位是一种即时效应。 贸易援助提供了

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可行和有效的折中。 我还记得欧盟宣布免税倡

议时, 我最初的反应并不是异常兴奋。 这一举措在当时听上去似乎

是要将注意力从中心任务即有效的、 多边的和普遍的贸易自由化转

移开来的一种策略。 如果 20 国集团中的新兴国家加以效仿, 也就是

说已经承诺可以免税准入本国市场 (这当然很好), 但只有这一行为

没有完全取代本国主要就业岗位时方能生效。 此外, 我有一种很强

烈的感觉, 如果在 11 月的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上提出免税倡议作为

替代多哈承诺的一个重大公告, 将是非常令人扫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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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全球经济面临一个相当复杂和困难的时期。 可以避

免出现最坏的情况,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 相反,
有些重大问题刚刚开始显现在国际议程上。 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增长

新的驱动力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 贸易一直是动力之一, 并将在今

后的几年继续担当这一角色。 因此, 支持世界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贸易的发展, 当然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发展是

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 贸易援助将发挥比以往更加突出的作用。
事实上, 自 2005 年以来, 贸易援助一直是各种国际议程的特色, 并

已承接了来自捐助国的许多承诺。 在很短的时间内, 贸易援助已经

不仅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确立其相当突出的地位。
然后, 还有一些有待讨论的作出重大决策的问题。 因此, 这次

会议的组织者具有一种良好的判断力, 将贸易援助作为一个单元来

讨论, 从而有助于建立和扩大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 在 Hoekman
和 Wilson 的文章中, 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结果是, 针对贸易

政策和监管改革的 1 美元援助可能引起 700 美元的额外交易。 这一

结果说明他们文章论点的重要性, 即在处理严重缺乏贸易援助政策

有效性的实证信息以及投资于严格地监测和评价的问题上, 需要做

的工作还很多。 这一估计对支持贸易援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然而, 作者指出, 除他们这篇论文之外, 仅有另一篇文章从宏观层

面检验了这个问题。 为此, 20 国集团可提供更多地资金以支持更多

的调研项目, 研究贸易援助的价值定位和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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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郾 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

Marianne Fay, Michael Toman, Daniel Benitez,
Stefan Csordas摇 世界银行

基础设施对于推动经济进步与减少贫困是至关重要的。 基础设

施投资的类型与规模的选择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样蕴函着深刻的意

义。 然而, 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取

得的进步还是非常有限的,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和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如中国和越南是明显的例外。 此外, 基础设施的扩充常常以当地

环境的恶化为代价, 应对长期气候变化的挑战将变得更加复杂。 这

些研究结果强调的是, 基础设施的计划、 建设和维护对于社会经济

的进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两者而言, 都是很棘手的任务。
基础设施架构设定对经济与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 处理这些棘

手的问题进展迟缓, 有几种因素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 从经济的角

度看, 基础设施成本很高, 在其收益显现之前需要投入大量的前置

资本, 成本回收的过程备受困扰。 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对穷国而言,
基础设施的投资额无异于天文数字。 此外, 如同很多由公共部门主

导的其他服务业一样, 基础设施常常管理不善。 而且, 对投资不足

的后果的感知有一个滞后期, 在政府的财政预算调整中, 基础设施

通常是首当其冲的。 由于缺少基础设施的支出及其有效性的数据,
解决这些问题很受局限。 人们对无法测度的事物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在许多情况下, 环境的可持续性并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综合发

展战略中。 将环境建设并入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支出计划中会引起对

投资成本的担忧并迅即产生资金需求的压力。 对私营部门的基础设

施投资缺乏必要的价格信号与可实施的管理标准, 因此, 无法充分

消除私人介入基础设施的疑虑。
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目前, 私人



参与基础设施 (PPI) 的数额甚至达到发展中国家 GDP 的 1郾 2% 。1 私

人参与基础设施通常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 然而, 从历史观点来看,
私人参与的公共设施大多与电信和能源有关, 尽管对能源部门参与

的程度较小, 对水利、 环境卫生和交通也有一定的投入。 当然, 私

人参与基础设施很重要, 而且参与度在提高, 但是, 私人投资毕竟

不是一颗魔弹。
在关注各国当地环境问题的同时, 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 而更具威胁的是环境对未来气候的影响。 自然气候

系统与建筑环境都有其本质的惯性, 这意味着当今的基础设施投资

决策深深地影响着未来的气候条件, 加大了削减温室效应的总成本。
所有这些因素中, 首当其冲的是要有一个国际体系, 建立起减轻废

气排放的目标, 目前, 先行发达的国家已将该目标置于其职责范围

之内。 但还有些问题悬而未决, 比如, 气候变化是否或如何威胁到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决策, 先行发达的国家能够或应该利用低碳经济

增长的机会提供何种支持性的投资, 其中也包括低碳能源形式的投

资。 气候变化也带来了新的需求, 即改变基础设施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气候条件所引起的不确定性, 这为发展规划增加了更多的难题。
基础设施投资的类型和规模以及持续性的管理构成了实现 “绿

色增长冶 的关键部分, 即减少贫困和维护环境的可持续性。 其他因

素对绿色增长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尤其是管理标准的性质以及为

减少环境退化的经济激励; 降低环境冲击的有效性和负担能力; 补

充知识和技能的可获得性; 以及与制度性能力和治理有关的一些问

题。 这些因素又会反过来影响基础设施的决策, 因此, 对绿色增长

的各种影响因素是相互依存的。
本章以概述基础设施对增长、 减贫和环境可持续的重要性作为

开端。 考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不太乐观的

现状; 分析业绩不佳的原因, 包括金融资源短缺和管理不善; 随后

讨论私人部门的作用; 关于在基础设施规划与投资中如何应对环境

可持续性所具有的挑战也是本章要回顾的内容; 本章的结论部分是

对 20 国集团后续行动所提出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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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基础设施的选择对经济增长、 减少贫困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

重要。 然而,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更多的基

础设施并不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增长, 较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见得需要

较多的基础设施投入。

基础设施与增长

常识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基础设施, 现代经济是无法运行的,
基础设施提供的各种服务使任何经济的生产与消费成为可能。2 然而,
尽管基础设施对现代经济的功能如此重要, 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会

带来经济增长。 这种紧约束不仅仅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总量, 例如,
管理激励机制不善或缺乏市场化而形成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影响, 而

且, 经济的变化对企业利用基础设施能力的影响也在变化。 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 智利于 1973 年经济自由化以后, 基础设施对生产力的

影响尤为显著 (Albala - Bertrand 和 Mamatzakis, 2004)。
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增长产生影响 (参见 Agenor 和

Moreno - Dodson 在 2006 年的综述)。 除了通常所提及的基础设施对生

产率的影响, 基础设施还会影响到投资调整成本、 私人固定资本以及

健康与教育的供需。 这些影响渠道大多已为实证研究所证实, 关于基

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以及基础设施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有关这些主题极其详尽地综述 (Bricen~o -
Garmendia、 Estache 和 Shafik, 2004; Gramlich, 1994; Romp 和 de
Haan, 2005; Straub 和 Vellutini, 2006) 表明, 部分学者得出的结果为

负值或零, 而另一些学者的结论是, 基础设施对增长有重大影响。
对这些文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一般而言, 基础设施与增长和

生产率都有直接关系, 这一点得到基本的认同, 有部分学者认为,
基础设施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影响更为显著 (Romp 和 de Haan,
2005; Calderen 和 Serven; Brice n~ o - Garmendia、 Estache 和 Shafik,
2004)。 不过, 见解各异, 尤其是对影响程度的分析, 研究结果大不

相同, 表现了极强的弹性。 换言之, 学者们认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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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就许多特定的情形而言,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影响的程度是

模棱两可的。
实际上, 研究结果的差异不足为奇。 无论从时间或区间的角度

看, 并没有理由期待基础设施的影响是一个常量 (或系列正数)。 此

外, 对基础设施影响增长的估计是一件棘手的事, 研究者在驾驭实

证检验和计量经济学过程中的精细程度也有差别, 而这一过程布满

网络效应、 异质性和内生性的陷阱。
跳跃式的网络效应。 基础设施服务大多通过网络的形式提供, 这

意味着基础设施与产出的非线性关系。 电信与输电表现了极强的网络

效应, 对用户的回报随用户数量的增加而递增。 道路、 铁轨、 水力和

环境卫生也是网络式服务, 因此, 投资的增加对增长、 产出和公司成

本的影响取决于网络的投资现状及其程度 (Romp 和 de Haan, 2005)。3

随着收益的增加, 投资的边际生产率随着网络的规模和 “传播冶 而提

高, 从而超过投资的平均生产率, 直到市场达到饱和。
部分作者已经通过建立模型很明确地表达了基础设施影响产出、

增长和生产成本的非线性关系。 Roller 和 Waverman (2001) 的研究

发现, 电信基础设施对产出的影响在使用万能覆盖网的国家显著高

于其他国家。 Fernald (1999) 的研究表明, 在基础的州际网络完成

后, 投资的收益将达到一个极高点。 他认为, 网络的实现一次性地

提升了美国的生产率。 这一发现与 Hurlin (2006) 的结论是一致的,
Hurlin 提出, 基础设施的回报有一个门槛效应, 投资的最高生产率

出现在网络已充分建立起来但尚未全部完成之前。
无可比性: 基础设施投资质量的异质性。 测度基础设施存量有

一个异质性的问题: 例如, 用公里为单位测度公路的总长度, 这意

味着 1 公里的单向车行道相当于高速公路的五向车行道。 在关于基

础设施增长的文献中, 更难以解释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质量与用途

的异质性问题。 基础设施投资通常不会直接面对市场的实际检验,
因此, 不同项目所具有的回报率也会有所不同, 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处于政治或社会动机发起的项目其回报率有可能更低, 因为, 此类

项目是为了拉选票或迎合部分社会阶层而不是最大化的增长。4

一般而言, 由于公共部门支出的效率低, 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

以及相应的投资回报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其结果, 尽管投资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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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应该是私人实物资本的一个较好的指示器, 可以通过永续盘存

法作为建设存量的基数, 但是, 这种估计还是不太适合于基础设施。
内生性与基础设施孰先孰后? 收入与基础设施互为因果。 的确,

基础设施服务既是消费品也是中间品, 许多研究证实, 电力消费和

电话、 汽车等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变动而变化 (Chen、 Kuo 和

Chen, 2007; Ingram 和 Liu, 1999; Roller 和 Waverman, 2001)。5

注: 柱状图反映了自 1991—1995 年到 2001—2005 年两个时间段的基础设施的数量

与质量人均增长的平均变化率。
资料来源: Calder佼n 和 Serv佴n, 即将发表, 图 2。

图 8郾 1摇 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对增长的影响

在这类研究中, Calderon 和 Serven (即将发表) 不厌其烦地通过

筛选经济计量学技术来处理内生性与逆向因果效应问题, 并观察基

础设施 (非变化) 的国别差异对随后增长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结果

发现, 不同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对增长皆有显著影响 (图 8郾 1)。6 在

不同的样本国家中, 通过 1991—1995 年和 2001—2005 年这两个时间

段的比较来看, 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增长率平均提高 1郾 6% 。 其中,
1郾 1%来自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 0郾 5% 源自于基础设施质量的改

善。 在南亚, 基础设施对增长的年均总贡献率为 2郾 7% 。 其中, 存量

的增加与质量的改善各自的贡献率分别为 1郾 6%和 1郾 1% 。 相反, 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基础设施存量年增加 1郾 2% , 但是基础设施

服务质量的恶化却使年增长率下降 0郾 5% , 即基础设施每年对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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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贡献率仅有 0郾 7% 。

基础设施与减贫

低质与有限的基础实施服务对贫困人口有重大的影响 (Fay 等

人, 2005)。 由于不健康、 不安全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等原因而造成

的死亡人口在 2003 年达到 160 万, 其中, 90% 是 5 岁以下的儿童,
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Hutton 和 Haller, 2004)。 富裕群体也会

受到影响, 但是, 受影响最深的是那些营养不良和很少得到医疗救

助的群体。 同样, 因遭受室内空气污染和缺少现代能源而过度消耗

生物量的早逝人口每年达 200 万。7 有限的基础实施还会影响到贫困

人口的生产率。 电力的获取可以改善教育条件, 而可靠的交通为求

职和商品交易提供了便利。
基于这样一些事实, Calderon 和 Serven 关于基础设施存量和质

量的提高可以减少不平等的结论毫不足奇 (图 8郾 2)。 但是, 在南亚

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之间, 基础设施质量改善所能起到的作用

同样有着强烈的反差。

注: 柱状图反映了自 1991—1995 年到 2001—2005 年两个时间段的基础设施的数量

与质量人均增长的平均变化率。
资料来源: Calder佼n 和 Serv佴n, 即将发表, 图 2。

图 8郾 2摇 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对收入不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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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可持续性

由于污染控制措施不足, 大功率发电厂和小型柴油发电机的废

气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无疑会有副作用, 导致对人类健康的不良影

响, 破坏自然环境, 这一点在前述内容中已提及。 图 8郾 3 至 8郾 5 是

对这些影响的有关信息所做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从中可以看出, 影

响的集中程度是非常严重的。 PM10 的聚集点是指细小的微粒物质

(直径在 10 微米以下), 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矿物燃料燃烧的程

度大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标准 (图 8郾 3)。 PM10 的聚集点

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有关钠二氧化物 ( SO2, 酸雨的前

导, 也是微粒物质的一个来源) 和每单位电力所产生的碳二氧化物

(CO2) 这些数据, 大致可描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废气排放上的差

异, 以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先进国家之

间相比较的水平差距 (图 8郾 4 和 8郾 5)。

资料来源: 2009 年世界发展指数。

图 8郾 3摇 2006 年各地区可吸入颗粒 (PM10) 的浓度

基础设施的改善, 无论大小, 都会显著有益于经济发展。 甚至

是提供照明设备这样有限的电力对国计民生也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

响, 尤其是对世界尚缺乏能源的 15 亿人口而言, 意义更加重大。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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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Stern (2006) 提供 SO2数据; 电力数据来自 2009 年世界发展指标。

图 8郾 4摇 2000 年各地区与电力生产有关的二氧化硫 (SO2) 平均排量

资料来源: 2009 年世界发展指标。

图 8郾 5摇 2006 年各地区与电力生产有关的二氧化碳 (CO2) 平均排量

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进入市场的条件; 改善地表

水管理的基础设施有助于缓解地表水的短缺。 而这些改善的直接效

应是经济效应, 同时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便利 (如减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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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水资源的消耗)。
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持不仅会影响到服务的质量, 也会影响到

对其使用的环境影响。 输电网的扩展可以提供较大系统能源的有

效性, 从而潜在地改善再生资源条件, 但是, 如果对电网维护不

善, 或者由于成本效益引起的管理限制和较低的发电量, 上述利

益就很难体现。 同样, 为改善水力管理和减少道路交通拥挤而进

行的大量投资, 如果不予以恰当地维护, 也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或

环境收益。
气候变化增加了基础设施规划和实施的复杂性。 2008 年, 全球

主要用于发电的煤炭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大约为全部能源消费排

放量的 42% 。 发电和交通所耗费的石油所产生的排放量在总量中占

37% 。8 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有着很长的经济寿命, 因而很难从其使

用中减少排放或降低成本。 它们对其他形式的排放也会产生长期的

强劲的间接 (诱发) 影响, 如能源设备使用后的解决方式、 投资以

及消费习惯。 基础设施的选择所产生的诱发效应是全部碳排放量的

重要构成部分 (Shalizi 和 Lecocq, 2009)。 如果仅考虑投资和营业费

用, 这类投资目前的成本效益比 “绿化型冶 基础设施更高, “锁定冶
效应意味着此后转向低碳生产和消费时其成本可能会很高。 在评估

基础设施投资的选择时, 对未来承受上述成本的期望值也应计算在

内, 随后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基础设施不足的现状

提高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进展缓慢, 这对个人尤其是对穷国的

贫困人口有很大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四分之一的家庭还无法使用电

力 (表 8郾 1)。 非洲的境况最为悲惨, 那里有近 70% 的人口孤立无

援。 尽管水的供应在增加 (世界正踏上千年发展目标的轨道, 或称

MDG, 其中包括要使无水地区人口的半数能够改善用水条件), 但至

少有 8郾 84 亿人口其水源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环境卫生情形更糟, 有

26 亿人环境卫生尚未得到改善, 发展中国家很可能达不到改善卫生

条件的千年发展目标。9 连通性依然很低, 特别是农村地区, 仅有

70%的人口可使用全天候通路 (非洲为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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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郾 1摇 发展中国家家庭获取基础设施服务的途径

全部发展中国家 非洲国家 非非洲低收入国家

通电家庭比例 63 29 56

水源改进 84 60 79

公共卫生改进 52 31 48

农村通公路人口比例 70 33 49

通信: 每百人电话数量 64 36 42

注: 电力和公路选取 2006 年或可获得的最近年限的数据; 通信、 水源和公共卫生选

取 2008 年数据, 图表通过国家人口加权, 公路指标根据农村拥有两公里以上全季节使用

公路人口比例统计。

资料来源: 电力数据由 Cieslekowski (2008) 提供; 水源与公共卫生由 WHO - UNICEF

(2010) 提供; 公路数据由 Roberts、 Shyam 和 Rastogi (2006) 提供; 电信数据来自世界发

展指标 (2009)。

注: 该图基于各国不同时期到 2008 年的数据得出。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2009b。

图 8郾 6摇 发展中国家服务连接严重延迟

基础设施的短缺还会影响到生产率和企业的竞争能力。 企业调

研显示, 在发展中国家, 电力、 电话和供水系统的连接按常规要推

迟 30 天。 供应系统的不可靠甚至突破底线, 由于动力故障而损失的

存货价值达 4% (图 8郾 6)。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发电量也很低 (图
8郾 7), 严重制约着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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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 http: / / www郾 eia郾 doe郾 gov / ) 2009 年世界发展

指标。

图 8郾 7摇 2007 年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发电能力

基础设施供应进展迟缓的因素

基础设施发展迟缓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包括资本支出和运

行及维护的总支出不足和缺乏效率。 许多国家的政府面临着相互

冲突的优先次序或财政困境, 它们无法或不可能将所需资源的分

配达到一个合意的水平以及保证质量。 此外, 基础设施服务通常

是公共品或自然垄断产品, 或者兼而有之。 正由于此, 这些产品

或者由公共部门经营或者由国家管理, 从而有着公共服务业的某

些通病, 即无效率。 但是, 由于缺乏支出、 存量和服务等方面的

数据, 要对问题的源头及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是很困难的。 私人部

门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了额外的资本, 在许多情况下改善了

生产率。 但是, 私人部门参与程度要取决于资本回收的可能性和

监管架构是否完善。

基础设施代价高昂

基础设施费用昂贵, 需要密集的前置资本。 那么, 国家究竟需

要在基础设施上付出多大代价? 答案取决于目标 (专栏 8郾 1)。10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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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如电话的普遍接入) 并不需要大量支出。 新增投资根据 GDP
的需求调整, 一般占 GDP 的 3% 。 但是, 要达到像韩国或其他新兴

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水平, 或者追随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路径, 则需要

更多的支出, 在数十年中, 大约每年的支出占 GDP 的 6% ~10% 。

专栏 8郾 1摇 基础设施支出估算

Fay 和 Yepes (2003) 提出了一种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评估方

法, 用于估算企业和消费者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实现预期的 GDP 增

长。 这种方法并未衡量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增长或福利水平所必

须的基础设施水平。 收入水平和基础设施服务需求的关系建立在

对各个国家样本的过去所观测到的行为以及利用收入增长预测外

推到未来的基础上1。 尽管这种方法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但却是目

前许多多边国家投资需求估算的基础。 需要重点注意的是, 这种

方法依赖于标准化的单位成本, 忽略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

况, 并且假定一些国家过去发生的事情能够很好的预测一些其他

国家未来的情况。
由更新的原始模型产生的估计数字显示, 为了应对与预期收

入增加有关的需求, 所需的投资和维护开支将会非常巨大, 特别

是在低收入国家 (专栏图表)。

基础设施支出需求 (占 GDP 的百分比)

国家收入 投资 维护 总额

低收入 7郾 0 5郾 5 12郾 5

中等以下收入 4郾 9 3郾 3 8郾 2

中等以上收入 1郾 3 1郾 1 2郾 3

所有发展中国家 2郾 7 4郾 1 6郾 6

注: 图表反映了为应对增加的基础设施服务需求的支出以及相关项目收入增加的

估算。 基础设施包括水、 环境卫生、 交通和通信。 支出比例是 2008—2015 年基础设施

支出需求年平均支出比率。
资料来源: Yep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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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护基础设施的开支是必须的。 国家一般倾向于减少维护

开支 (Rioja, 2003; Kalaitzidakis 和 Kalyvitis, 2004), 但事实上这

会极大的缩短基础设施资产的使用寿命, 并且因此降低了其回报

率。 维护开支的标准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将其平均在整个使用周

期中, 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可预测的年度支出2。 然而, 当建设或

收购一项新的资产时, 没有任何国家 (如作者所了解到的) 会自

动拨款来增加目前的支出。 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都会由于维护不

佳而导致额外的费用。
还有许多其他方法来估算基础设施需求 ( Fay 和 Morrison,

2007)。 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目标并为其定价。 非洲的基础性国家医

疗都遵循这一方法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目前的

状况显示, 所制定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 通过每年额外新增 7郯 000
兆瓦的发电能力来稳定电力供应并通过铺设跨国输电线路来实现

区域电力贸易; 完成区域内光纤骨干网络和大陆海底电缆环路的

建设; 通过优质的道路网络连接首都、 港口、 边境口岸和二级城

市; 提供通往非洲高价值农业产地的全天候道路; 使非洲的灌溉

面积增加一倍以上; 完成关于水和卫生设施的千年发展目标; 使

家庭的电气化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 (从 29% 的低水平); 为所有人

提供全球移动语音信号系统和公共宽带接口。 实施这项计划每年

将耗资 930 亿美元 (大约占本地区 GDP 的 15% )。 其中三分之二

与资本开支有关, 另外的三分之一与运行和维护有关。

注释:
1郾 该模型只是在给定增长预期的情况下确定潜在的增长, 并不能达到最大化增长

或其他社会目标的基础设施水平。
2郾 适当的, 但绝不是慷慨的, 维护开支标准大约是电力, 公路和铁路的资本重置

成本的 2% , 是水和卫生设施的 3% , 是移动和固定通信线路的 8% 。

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同样缺乏数据, 要对估算和实际支出加以

比较是不可能的。 非洲是个例外, 非洲基础设施国家诊断 (AICD)
机构实施详尽的国家专项研究 (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这项研究开创性地分析了该国的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基础设施

服务和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其研究认为, 基础设施的支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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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要高于 Yepes (2008) 的估计, 也远远高于目前对基础设施的资金

分配 (表 8郾 2)。 其他地区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形尚不可知。

表 8郾 2摇 非洲的基础设施支出需求与资金缺口

非洲国家集团 需求 支出 效率缺口 资金缺口

中等收入国 (10) 6 2 (2)

资源丰富国 (12) 5 3 (4)

低收入国家 (22) 10 3 (9)

政局不稳定国家 (36) 6 5 (25)

全非洲 (15) 7 3 (5)

资料来源: Foster 和 Brice軌no - Garmendia, 2010 年。

投资需求的恰当分析要分为四步。11首先, 了解正在支出的部分

与当前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是怎样的关系 (第一步, 图 8郾 8)。 第

二步应设定目标 (如同上述所讨论的那样, 通过各种方式来确定)
并定价。 目标与目前已有的支出之间的差异即 “基础设施缺口冶, 可

参见图 8郾 8。 接下来很有必要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这一缺口可以通过改

善效率来弥补 (第三步)。 余下的缺口部分就是所需要的追加支出

(第四步)。

资料来源: 由 Luis Alberto Andres 提供。

图 8郾 8摇 合理基础设施评估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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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并非总是有效的

估算基础设施的设计、 建设与运作需要大量的分析, 远比确认

基础设施的支出困难得多。 非洲基础设施国家诊断 (AICD) 机构对

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结论是, 非洲的大额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可

通过改善效率减少三分之一 (表 8郾 2)。
融资缺口的存在有很多的原因。 一国在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上

的投入可能超过实际需要; 尤其在一些存在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行

业其支出就是这种情况 (例如电信业)。 减少资本支出的制度性瓶

颈, 提高维护的质量和减少基础设施复原过程中的挤压, 都能以较

低成本改善基础设施服务。
其他涉及政治经济领域效率的改进更具挑战性。 根据非洲基础

设施国家诊断 (AICD) 机构的项目分析, 非洲的水电等费用损失很

大, 回收效益很低。 此外, 非洲基础设施尽管按国际标准来看收费

很高, 但其建设成本也很高, 从而基础设施服务的低定价是很明

显的。
大量研究确证, 很多国家都存在长期的支出有效性问题。 国际

能源署 (IEA, 2010) 近来对能源消费补贴的研究指出, 2008 年全

球此类补贴增加到 5郯 500 亿美元之多, 其中大部分并没有很好地定

向, 贫困者受益有限。 另外, 如果从现在到 2020 年可以逐渐淘汰这

些补贴措施, 全球 CO2的排放量可减少 7% 。 对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同

类研究表明, 2003 年这些地区由于技术和经营的无效率而导致支出

成本的增加相当于 GDP 的 6% ~ 7% (Ebinger, 2006)。 拉丁美洲基

础设施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支出效率有改进冶 ( Fay 和 Morrison,
2007)。

但是, 这里有一句忠告: 提高效率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也没

有免费午餐。 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政府也要有改革的政治意愿。
并需要大量的前置投资, 即使最终它们自己要为此付出代价。

无以测度便无法行动

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缓慢主要是缺乏效率和无效支出两方面的原

因, 而貌似真实的可获信息只是以部分证据为基础, 因为对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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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支出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监控方法。 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收集和发

布基础设施投资的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在政府金融统计数据库中也

未包括此类数据 (专栏 8郾 2)。 关于私人参与基础设施的数据统计稍

好些, 随后加以讨论。 测度不仅仅关系到对问题的研究和分析, 而

且也关系到为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者提供信息。 有一句格言说得

好: “对无法测度的事便无能为力冶。

专栏 8郾 2摇 需要更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数据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编制的政府金融统计 (GFS) 数

据库是公共财政跨国数据的主要来源。 然而, 其在基础设施方面

的资料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非洲的资料。 第一, GFS 重点追踪

一般政府开支, 然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由非

金融国营公司的 (半国营公司)。 第二, 即使在一般政府开支中,
GFS 实际上也局限于中央财政支出, 很少涉及国家级别以下的资

金和专项资金, 而这也是基础设施开支的两个重要途径。 最后,
GFS 并没有按照部门或支出类别划分基础设施开支。 因此, 无论

是从总体还是分部门, GFS 都无法提供基础设施支出的数额。
GFS 的结构正在逐步修订, 因此可能把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各

个类别纳入其中。 然而却没有把数据收集扩大到超出中央政府账

户范围的计划, 这意味着经由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机构 (如直辖

市或省份) 的大量基础设施开支不会包括在内 (GFS 实际上报告

了拉丁美洲的综合公共开支)。

资料来源: Bricen~o - Garmendia 等人, 2010 年。

私人部门与基础设施投资

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说明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的实际支付。 但

是, 世界银行负责建立和维护的国际数据库编制了投资承诺以及相

关的管理、 特许权、 绿地和剥离合同等方面的数据, 披露了融资信

息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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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低收入国家稳步增长

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中的投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稳步增

长———每年平均增长率为 13% (图 8郾 9)。 90 年代末期的亚洲危机

导致 5 年计划间断, 此间私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有大幅度减缓。 最

终该项资本流动得以复苏, 到 2007 年达到 1郯 600 亿美元的最高点。

资料来源: PPIAF 及世界银行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 )。

图 8郾 9摇 1990—2008 年发展中国家对私人

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承诺接近终止

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的总额在危机冲击下保持相对稳定, 尽

管其质量的弱化对穷国影响较大。 从 2007 年至 2008 年, 此项资金

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据最新资料确认, 2009 年, 对新项目的投

资承诺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增长率达 15% (Izaguirre, 2010)。 但

是, 在投资数额有选择性增加的同时, 项目的数量在收缩, 主要表

现为巴西、 印度、 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对部分大项目的削减 (Izagu鄄
irre, 2010)。

如果将这些项目排除在外, 发展中国家在 2009 年的投资相对于

2008 年而言下降了 39% 。 在基础设施各部门中, 只有能源投资在

2009 年有所增长。 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在 2007—2008 年仅下

降了 2% , 其中, 中低收入国家下降的比率接近 10% , 而中等收入以

上的国家却增加了 7%的投资。
一般性新项目将面临更困难的市场条件。 履约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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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也更苛刻。 融资通常包含较低的债务权益比率, 较高的成本和

较短的偿债期。 很难期待回复到危机之前所盛行的有利的信用条件。
融资难度更大, 较高的借款成本成为常态, 这都是由于市场风险厌

恶程度的增加, 高收入国家的政府竞相借款, 以及挤压、 拖延和未

获得融资的项目挤占等原因所致 (Izaguirre, 2010)。
从部门分布来看, 私人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集中在电信业,

大约占过去 20 年中全部投资承诺的 50% (图 8郾 10)。 其次是能源,
遥居第二位 (在总额中占 30% ), 第三位是交通 (17% ), 而水力和

环境卫生所占的比例一直是无足轻重的。

注: 数据显示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承诺几近终止。
资料来源: PPIAF 及世界银行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 )。

图 8郾 10摇 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PPI) 的部门分布

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地理分布而言也很集中, 排名前六

位的国家在过去几年中占总额的 50% 以上 (2008 年提高到总额的

60% , 图 8郾 11)。 从历史发展来看, 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在所有

地区的 GDP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只有中东和北非以及东亚例外。
但近年也在变化, 欧洲和中亚、 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

基础设施投资中, 私营部门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 约占 GDP 的 2% 。
在东亚和拉美的变化趋势则相反, 其重要性有所降低 (图 8郾 12)。

低收入国家近年来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的比重有显

著增加———比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平均约占 GDP 的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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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数据显示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承诺几近终止。
资料来源: PPIAF 及世界银行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 )。

图 8郾 11摇 发展中国家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地理集中度

资料来源: PPIAF 与世界银行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 )。

图 8郾 12摇 各地区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重要性的变化

13% (图 8郾 13a)。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 低收入国家并没有

受益于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 但这些数字却有力地驳回了这一

说法。 在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中, 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流入近

年来有所下降 (自 1990 年以来占 55% ), 与此同时, 低收入国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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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提高了双倍, 从 7% 提高到 12% 。 一般而言, 私人部门基础设施

投资的集中程度大约与全球 GDP 的集中度是一致的 (图 8郾 13b)。 不

过, 低收入国家私人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集中于电信业, 与中等收

入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后者同比略低于 50% 。

资料来源: PPIAF 与世界银行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 )。

图 8郾 13摇 不同收入水平下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PPI) 的分配

由于数据的缺乏, 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额中占有

多大比重还不清楚, 一些研究所做的估算为 20% ~ 25% (Estache 和

Fay, 2010)。 非洲基础设施国家诊断 (AICD) 机构的分析认为, 私

人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近年来的贡献度大约在 10% ~ 15% , 但大

多集中在南非, 其次是在肯尼亚。
所有这些测度揭示了高收入国家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操作者已为

5928郾 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所取代, 后者异军突起, 成为基础设施项目投

资的主要来源, 包括私人部门的参与。 Schur 等人 (2008) 指出, 从

1998 年至 2006 年,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中, 私人投资占半数以

上 (55% ), 剥离投资的比重较小 (29% )。 资金主要来源于投资本

国项目的当地公司 ( “发展地方化冶 投资者); 其余几乎全部来自邻

国的投资者。

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可改善效率也可能提高成本

在所有基础设施部门中, 除了水力之外, 公共与私营部门经营

者的效率都有所不同。12一般来说, 私人经营者效率高, 这意味着用

户和纳税人可受惠于这些由私人经营所提供的服务。 然而, 效率的

高低和有效服务的利益分配受制于经济质量和管理环境, 而后者通

常是难尽人意的。
汇率风险, 商业或需求风险, 管理风险和政治的不稳定, 所有

这一切都是构成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利因素, 也增加了

公私合作的成本 (PPPs)。 这些风险作为典型因素体现在私人经营者

的投资估算中, 即以最低回收率作为在既定国家投资交易的一个筹

码。 最终, 这些风险所反映的管理问题远远超出基础设施本身。 在

这些风险消除之前, 换言之, 除非消除这些风险, 否则, 私人投资

的最低收益率将会定价很高。 专栏 8郾 3 提供了一些有关如何削减私

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成本的方法。

专栏 8郾 3摇 降低公私合作关系成本的几点建议

把各种风险适当的分配给最适合承担的各方 (公众、 私人或

第三方, 如担保机构) 能够带来成本的净削减。 因此, 采用广泛

的工具手段来灵活的分配风险能够提高效率, 这反过来会降低以

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的成本。
一个特定投资计划中的第一批少数几个伙伴关系包括实验过

程和私营部门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因此, 它们不可避免的倾向于

使用政府稀缺的规划和监督资源, 带来高昂的成本, 并且通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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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高的补偿风险回报。 然而, 如果这些初期投资进展顺利, 随

后的伙伴关系可能更容易合作, 并且受益于私人投资者对结构和

部门熟悉程度的提高。 由于该计划随着同一部门其他项目的实施

而扩大, 成本应该有所下降。 印度的国道项目具有这方面的经验。
印度将其国道发展项目作为试点首先引入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PPI) 的伙伴关系, 来考察他们在扩大现有公路方面可能发挥的

作用。 该试点项目不仅在国家方案中被复制, 而且为国家政府扩

大自己的公路网络提供了范例。 政府还可能受益于把 PPI 结构调

整到非常适合当地私营部门能力的规模, 也就是意味着降低投资

规模。
该模型只是在给定增长预期的情况下确定潜在的增长, 而非

能够最大化增长或其他社会目标的基础设施水平。

资料来源: 由 Clive Harris 供稿。

与交易有关的资本成本估计可以作为最低回收额的一个近似值。
对基础设施的不同部门进行资本成本的估计表明, 在低收入国家启

动一个项目所要求的回收率比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至少高出 2 ~ 3 个百

分点, 一般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回收的两倍还多。13过去的 15 年

里, 在东欧和拉美国家中, 一些大型的经营者事后平均回报率通常

低于所希望的或预期水平, 很多大企业曾经历过私有化浪潮。

结论: 确定融资需求的水平与可获得性

未来的基础设施支出究竟有多大? 如何为满足需求而融资?
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的满足只有两个来源: 使用者和纳税人 (图

8郾 14)。14使用者和纳税人接受付款义务决定着可获取资金的程度。 融

资可以来自国家财政预算, 国际援助机构和私人部门。 同时, 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可以降低所需资金总额, 从而减少融资需求。15私人部

门的介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上, 即收回成本 (包括其所期望的回

收率和风险溢价), 并从用户收费中或从纳税人提供基金的公共补贴

中赚取适当的利润。 公共融资的贡献度受用户和国内纳税人的意愿

所限, 而官方发展援助机构 (ODA) 的融资份额有赖于国外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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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
图 8郾 14 是关于如何改进基础设施服务渠道和质量的基本思路。

本章附件描述了一组以公认的假设为基础的例证式运算, 这组运算

说明,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年 GDP 的 5% ~ 6%为基准

的话 (实际上远高于此, 穷国有可能在 GDP 的 15% 左右), 那么,
到 2013 年, 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大约在 1郾 2 万亿 ~ 1郾 5 万亿美

元。 这个数字不包括任何额外的维护费用或减轻因气候变化而造成

温室气体的费用。16

资料来源: 作者。

图 8郾 14摇 基础设施融资与资金的平衡融资

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用于基础设施的支

出———这不仅是指穷国, 也包括其财政状况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大

多数拉美国家及东欧和中亚国家。
近年来, 对基础设施的国际援助大量增加, 但有下降的趋势。

援助的大部分以一揽子刺激方案的形式直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突出

的国家。 例如, 世界银行集团来自双边和多边官方援助机构的贷款

在 2009 年达到 550 美元。 然而, 这种由危机引致的大量贷款难以为

继。 可以预期, 在今后几年中, 世界银行和其他官方援助机构的贷

款将大幅下降。 这是因为两类机构都需要在危机期间大量贷款后重

新调整资产负债表, 捐款国也要对付自身的财政困境。 世界银行的

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很可能减半, 当然, 该项贷款在其总贷款中仍然

占 40% 。
如果私人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如其在过去 20 年中的表现, 那

么, 2013 年融资可达 2郯 500 亿美元。 这样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但是,
前述提及的紧约束对私营公司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市场, 这是由成本

回收潜力所决定的。 一国通过更好的监管与合同管理, 集中投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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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前途的部门, 促使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降低成本也是非

常关键的。
附录中的图示列举了有关技术设施投资可能遇到的挑战。 即使

是最佳方案, 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按实值计算增加 20% , 公私合

作关系的节奏一如既往, 官方援助机构贷款仅下降 25% , 还是会出

现 15% ~30%的资金缺口。 而且有可能出现更悲观的场景, 即发展

中国家公共投资削减 20% , 私营部门投资仅增加 7% , 官方援助贷

款减半, 这会造成巨额的资金缺口, 使穷国的最大量资金短缺状况

进一步恶化。 如果能够改善投资效率和资源分配以及公共融资和私

人投资的环境, 成功实现缺口的最小化甚至完全弥补缺口是有可能

的, 但需要艰巨的努力。 吸取以往在处理危机对基础设施的影响过

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是非常必要的 (专栏 8郾 4)。

专栏 8郾 4摇 增加基础设施基金的机会

在世界银行的基础设施资产和恢复平台 ( INFRA) 项目下,
东亚、 拉美、 中东和北非地区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展开诊断和评价,
以评估基础设施投资组合的弱点并建议采取行动来消除增长瓶颈,
以及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a。 经 INFRA 诊断确定的许多瓶颈在金

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 但在融资渠道变得更加困难的情况下,
这些瓶颈也已经表现得更加突出。 尽管各个国家的情况和优先次

序不同, 但却存在如下所述的一些共同的障碍和机会。
一些受经济危机影响较为温和的国家, 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历

了项目构建的延误以及苛刻的贷款条款和其他条件。 即使存在优

质项目并且资金来源充足的地区, 总的财政成本也有所增加: 前

期费用更加高昂、 需要更高的安全性、 票据期限更短以及更加严

格的契约 ( Izaguirre, 2010)。
在一些国家, 当地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拥有充足的流动性,

但却往往不为大规模的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 需要为审查

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所面临的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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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障碍提供支持。 可以支持金融机构改善其项目评估能力, 并

通过联合融资和风险分担使金融机构具备大规模的长期的融资能

力。 需要适当的监管以确保可以披露公共当局应对债务以及创造

基础设施债券发行机会的能力。
项目的质量和规模是吸引资金的主要因素。 对项目发展的

支持能力能够提高项目的可行性。 特别是对于公私合作关系,
这种支持可以促进监测、 管理, 个别项目的评估以及政府整体

方案的改善。 公共部门可以通过提供联合融资及风险分担来吸

引当地的合作伙伴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型

项目, 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鼓励伙伴的参与有助于项目设计和

风险评估。
项目实施的延误造成许多国家的经济刺激资金流动缓慢。 即

使是所谓准备就绪的项目实施起来通常也会耗费很长的时间。 有

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来改善

预算的执行, 而这需要更系统的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并加强财政

部或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能力建构有助于提高预算执行的管理

能力; 还需要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更多的考虑现实因素; 在预算

的分配、 获取、 缔约和执行阶段建立披露机制。 另外, 还可以改

善捐助者的协调程序。
许多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以及道路基金都遭受了收入和债

务清偿减少的损失, 在融资业务, 资产的维护、 更新和置换以及

债务服务方面陷入困境。 在目前的情况下, 增加关税的提议甚至

比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更有争议, 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支持运

营效率的提高, 更有针对性的补贴, 改善公司治理 (针对国有企

业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 以及自主的、 可预期的和透明的部门

监管。

a郾 参见 www郾 worldbank郾 org / infra郾
资料来源: 由 Catherine Revels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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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

绿色增长这一术语的发明刻画了两个并列的版本。 其一是突出

将环境可持续性融入发展政策和规划的重要性, 从而使整个人类福

利———不仅是物质经济产出———不断增长。 其二是指采取措施维持

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充分流动可以便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 而不仅限

于其对人类福利的直接贡献。 基础设施的扩充可以使经济更快地实

现共享式增长, 基础设施的选择对环境也有着意味深长的影响, 对

于推进可持续增长而言, 兼顾基础设施政策与环境政策的交互作用

是至关重要的。
兼顾环境的可持续性与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政策的难度。 难点

在于环境可持续性表现为公共产品的形式, 市场本身无法保持充分

供给。 如此一来, 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公共政策如何引导私人部门作

出有利于环境可持续性的投资和消费决策, 还要兼顾涉及环境保护

的各种成本。 公共部门自身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也要考虑环境的可持

续性。17这些问题远远超出基础设施本身, 这里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谈

到上述问题。

应对环境外部性的政策

关于环境外部性的内在化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一个深刻的

转变, 即采取经济激励或类市场机制以限制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的

损害。 其中包括征收排放税, 或限定可交易的排放量。 这些政策所

产生的刺激效应不仅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有效地抑制了环境损害, 而

且引致了可降低成本的创新, 以避免对未来的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
在基础设施为共有并由公共部门或半官方企业操作的情况下,

很难实施类市场环境政策。 另外, 基础设施涉及相当大的固定投资

所引起的协调问题, 不可能仅仅依靠定价方法来解决。18在增强基础

设施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上, 无论采取哪些方法, 首当其冲的是建

立适当的监管标准并付诸实施。
此外, 还需要有一系列其他能够优化效率但通常在政治上难度

较大的政策改革来增加环境的可持续性。 这些政策改革包括减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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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的补贴 (如能源和水源), 降低对环境伤害较小的技术市场壁

垒, 增强全球环境类的研发和已改进技术的传播。 因此, 基础设施

的投资是影响长短期环境条件的主要因素, 改变这些条件需要多种

措施, 环境政策本身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19

设定环境标准

确定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标准至少和设计实施标准的政策同等

重要, 也有同样的难度。 有关环境的成本效益分析方面的大量文献

非本章所能概括 (这一主题更简洁的文献回顾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2006)。 本章也不打算应用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讨论如何缓解

气候变迁可能带来的挑战, 长期而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未来收益

相对于降低当前成本的评估更加复杂化 (如避免环境变化的危害和

降低高额止损成本)。
但是, 关于环境的预期社会效益和自然资源政策的争论由来已

久, 并与包括环境主题在内的绿色增长的讨论密切相关。 绿色经济

的倡导者通常强调, 激进的环境政策也可以实现高收入和就业。 评

估绿色增长所带来的机会, 关键在于将上述论点与环境保护更广泛

的潜在收益如个人福利和社会经济学福利分离开来。 如果个人收益

总额———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大于所引致的成本, 那么即使

激进的环境政策代价昂贵, 大众的境况还是可以得到改善。
发展中国家绿色投资过程中的这种环境保护与收入增长双赢的

论点, 其优势取决于环境政策是否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生产率以及抑

制环境的恶化。 对发展中国家的此类测度异常困难, 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数据非常有限。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 对于很多的污染问题,
减低污染的非市场利益大大超过直接的经济利益, 这就使得主要以

直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环境管理调整变得很棘手。20然而, 发展中国

家面临各种不同的经济与环境条件, 降低污染对于改善人类健康,
提高生产率以及获取更好的土地和水资源的贡献可以成比例增加,
从而扩大环境与经济利益双赢的范围。21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言, 能源优化政策都有可能

成为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源泉, 从而获得经济增长和环境收益。 这

种改善可以腾出资源用于经济中其他更具生产率的部门, 可以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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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和收入产生正效应。 有效使用能源还可以产生潜在的环境共

享效应, 即降低当地的污染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气候变化的先期适应性问题。 如前所述,

需要立即启动并具有回弹性的基础设施融资预计每年达 300 亿 ~ 400
亿美元 (世界银行, 2009a)。22但是, 相关的适应性措施常常使得良

好的经济发展规划与投资为自身所带来的重大利益混淆起来, 却与

气候变化毫不相干。 因此, 如果所需资金可以到位, 所谓双赢机会

的存在是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强化了适应性。
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投资激励同样取决于成本, 而绿色投资的成

本差异很大。 例如, 传统的控制空气与水污染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

与前期技术的进步和规模经济的改善有关, 并以此确定成本。 正如

所提及的, 一旦优化能源投资的数量适当, 就有可能节约成本, 增

进环境收益。 相反, 再生性能源仅在一定的市场空间内存在成本的

竞争, 要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就要付出成本高昂的代价。

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投资成本与绿色增长

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其代价相对很高, 需要继续寻

找其他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形式, 从而使低收入国家也负担得起,
由此再度突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即增加研发项目, 使低收入国家

可以负担环境可持续性技术; 同时, 采取措施降低传播和采用这些

技术的成本。 这些供给方技术措施可以和其他措施互为补充, 借以

强化环境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的需求方激励机制。 2010 年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完整地披露了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资金效

果 (世界银行, 2009c)。 如前所述, 该报告估算了从目前到 2030 年

大幅度缓解温室气体排放所需要的投资, 每年的数额大约为 1郯 400
亿 ~ 1郯 750 亿美元, 在缓解 “锁定冶 高碳基础设施效应以防随后的

逆反之前也需要大量投资。 降低这部分投资的成本还需要加快目前

的低碳技术开发。
前述所提及的一些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的障碍, 在采用新的

绿色技术时也同样存在, 例如, 由于市场扭曲而产生低效的回报率,
财政和贸易政策, 经济和其他管理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资金不确定性

等。 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是公共部门在减少初始技术扩散风险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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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何种角色 (例如, 通过投资风险担保还是最低采购承诺)。 然

而, 如果对待经济上的可持续扩散所实施的基本政策壁垒不能消除

的话, 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很明显, 私营部门的研发先天不足, 因为并非所有的收益都可

以回拨 (如通过许可证协议), 而增加公共部门研发的资金支持通常

是有保证的。 此外, 在与环境相关的技术创新中, 政策应当根据研

究的不同定位来影响研发资金的分配以及研发资金的整体规模。
Acemoglu 等人 (2009) 对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即使限制排放

的政策推动了对绿色技术的需求, 在已经建立环境可持续的技术发

展但发展不足的情况下, 创新活动的回报较高。
许多环境问题的存在往往是国际性的, 地区性或全球性气候变

化问题必然也会超越国境, 绿色技术的潜在市场扩至全球。 相应地,
增强绿色技术的研发创新需要国际合作以适应全球的需要; 否则同

样将发生投资不足的问题。 由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以

及最不发达国家之间资助研发的渠道各有不同, 因而放大了对全球

性合作的需求。 要获得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资金支持, 尤其是达到

研发资金的理想融资水平, 以及合意的技术传播速率, 就必须明确

认识到在这些变量中基础性研发的公共产品特性, 同时, 设法使私

营部门的创新者得到奖赏, 这些私营部门在发展易销新技术方面扮

演着关键的角色。
对绿色研发做大量的公共投资, 随后对私营部门在发展环境可

持续性产品和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方面予以公共部门的支持, 这些应

该成为一国一揽子工业政策的一部分, 该政策旨在提供改进的绿色

新技术供应品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主导权。
一些国家尤其是东亚采用了这种一般性的工业发展方法, 在若

干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日用消费品占据了市场优势 (Rodrik、 Grossman
和 Norman, 1995; Mowery 和 Oxley, 1995)。 对发展绿色技术的这些

成功尝试, 可以通过降低环境可持续性技术的产出成本使全球受益,
当然, 获取这些技术的实际成本要取决于这些技术供给的竞争程度。
然而, 考虑到要削减经济成本以实现未来的低碳经济所需的创新规

模和多样性, 那么很难确定上述的国家工业政策是否足以支持可持

续环境, 或在经济上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无论如何, 工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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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层次合作似乎仅仅适用于少数国家。

结论: 如何为绿色增长诱导绿色投资

当各国或全球环境产品估值偏低或过度使用时, 总要由政府的

政策来矫正这种外部性。 这些政策旨在引导投资和消费决策转向较

少耗费 “自然资源冶 的决策模式。 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与构成是环

境与社会经济目标交互作用的核心, 因为规模与构成是环境压力的

一个主要来源, 也是降低这些压力的源泉。 从长远以及所涉及的锁

定风险来看, 缓解温室气体排放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领域更能说明

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 还是有可能夸大低成本绿色增长的潜力。 当然, 绿

色基础设施在降低环境损害方面的确有重要作用, 直接生产率收益

取决于经济中其他市场扭曲的程度。 绿色投资在一些部门可以创造

就业机会, 但是, 由于投资从环境肮脏的部门转向环境清洁的部门,
也会失掉一些就业机会, 还会因为环境保护 (特别是减排温室气体)
几乎不可避免地通过整个经济的传递承担一些成本。 需要重申, 这

些成本意味着极其有价值的社会投资, 但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净就业

和收入增长以及环境保护的双重利益。
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有可能出现双赢的局面———因为呈现

更多的扭曲现象。 但是, 发展中国家融资渠道较少, 从而购买或建

设绿色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本形式的范围更小, 特别是当绿色投资比

其他非绿色投资成本更高, 或者这些国家已经陷入基础设施服务供

不应求时更是如此。 这类投资还会面临着源自于环境负补贴等更多

的障碍, 但是, 补贴是在投资环境下克服和摆脱困境的社会性挑战。
那么,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关键在于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的条件和

环境管理, 为削减成本的绿色创新而大力扩充资金, 支持来自先进

国家的绿色技术的传播。

路在前方: 对 20 国集团所关注问题的建议

本章所谈到的基础设施投资可用三个词来概括: 更多、 更好和

更清洁。 但这三点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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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需要克服与成本和管理有关的一系列阻碍,
并在实践中总结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并相互作用的经验。 更清洁的

基础设施目标也面临着一些障碍, 如在国家层次上低估环境收益;
对当前投资成本的选择; 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达成更复杂的国

际协议等。
这些挑战是真实的, 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同样是真实的, 尤其

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只要强化政治意愿, 就可以改善支付能力。
重要的后续行动可简短概括如下:

行动 1郾 为增加公共和私人部门基础设施融资制订一个行动计

划, 并改善实施效率。 初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誗 评估发展中国家增加投资的潜力。 这个问题要做广泛地理

解, 包括努力改善税收, 减少定位不明确的补贴以及复查投资计划

与支出。 还包括审查哪些部门或子部门有可能从公私合作关系中受

益。 南南合作可作为此类审查的驱动力之一。
誗 评估增加私人投资和减少成本的潜力。 这一步需要更有利的

投资环境和更有效地整合公私资源, 以及利用更多地风险共享工具

引致风险更大的投资。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项建议已经引起了关注,
这就是考察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潜力。

誗 评价如何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将环境的考虑融入基础设施投资

中。 除了投资中所包含的环境成本与影响的信息之外, 第三步还需

要进一步关注一般性环境改善的补充性政策改革。 因此, 行动计划

中的环境部分应当包括为改善私营部门有关环境业绩的政策改革,
以及对环境损害补贴的有效测度与改革。 此外, 行动计划还应该包

括对公共部门决策者评估选择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成本收益能力

的改善。
誗 改善地区性基础设施规划的开发与融资。 目前地区性项目的

启动资金机制有限, 融资便利与风险缓解基金很少, 尤其是低收入

国家更受限 (因而排除了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介入项目的可能

性)。 地区性项目对内陆小国尤其重要, 就气候变化的角度而言与这

些国家甚至更相关, 因为它们可以借由水资源和能源的多样化降低

易损性, 促进再生性资源的发展, 而可再生资源通常集中在少数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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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2郾 制订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增强技术与资金援助的行

动计划, 使这些国家能够改善基础设施的有效性, 强化投资环境,
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相融合。 该行动计划必须强调需求的优先次

序; 用以往的经验建立起知识库, 分析如何减少实现定期目标的障

碍; 识别合适及可靠的捐赠者为发展中国家融资。 特别要再次强调

南南之间的合作。
世界银行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 (MDBs) 可以通过提供公共部门

融资和技术援助达到这些初始目标并扮演富有价值的多重角色。 多

边开发银行可以做到:
誗 回顾其对基础设施投资与技术援助的指导方针, 在保持有效

性与透明度的同时, 着眼于鼓励目标间的流线型运作与整合。 其中

包括审查采购活动, 比如其操作对环境特征将产生影响的采购, 分

析能够建立良好公私合作关系所需要的技术援助及其资助方式, 以

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性整合。 此外, 多边开发银行应义不容辞地

承担全球性基础设施调研, 以确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缺口, 这种

缺口有可能造成低收入国家努力融入全球经济的障碍, 多边开发银

行也应致力于寻求解决这些缺口的合理来源与补救方法。
誗 开辟新的途径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私人资本, 包括更好地利

用公共部门融资的杠杆作用和官方开发援助, 改善公私合作的成本

效率。 这一步骤可以包括分析如何动员非传统投资者如国内投资者

(其作用正在增加)、 国内养老金基金和主权基金的参与。
行动 3郾 大力推进合作, 以增加与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影响有

关的数据收集与共享。 只有改善信息收集方法, 才能更容易地诊断

出问题的性质和程度, 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反应机制和评估实施后的

有效性 (包括其对环境的影响), 不断地改善运作机制。 信息的改善

对于得到最重要客户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那些纳税人和基础

设施服务的使用者担负起融资的责任。
其他国家可以采用非洲基础设施国家诊断机构所积累的方法和

实践经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修正政府金融统计的建议提供了

一个绝佳的机会。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相关的合作机构

一起, 可以着手推出一种共同的方法和实用性的手段, 以系统性与

定期的方法收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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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估计未来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与融资缺口的大胆尝试

(以 2008 年美元不变价值计算, 亿美元)

2013 年基础设施投资需

求估计

支出

资金来源 对目前的估计
2013 年

最悲观的估计 最乐观的估计

投资摇 12郯 500 ~ 15郯 000

总额摇 12郯 500 ~ 15郯 000

公共支出摇 摇 摇 6郯 000 ~ 6郯 500摇 摇 摇 摇 5郯 000摇 摇 摇 摇 7郯 500
官方开发援助摇 摇 500 ~ 1郯 000摇 摇 摇 摇 摇 500摇 摇 摇 摇 摇 750
私人部门投资摇 摇 摇 摇 1郯 380摇 摇 摇 摇 2郯 000摇 摇 摇 摇 2郯 50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8郯 000 ~ 9郯 000摇 摇 摇 摇 8郯 000摇 摇 摇 10郯 750
融资缺口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4郯 500 ~ 7郯 000 1郯 750 ~4郯 250

资料来源: 参见本文。

基础设施部门数据的长期缺乏, 意味着这张表格中的数字不得

不建立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之上。 因而, 该表格仅仅是作为一个例证

来说明问题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 所有的数字四舍五入近似为 250
亿美元以防计算时影响其精密度。

融资缺口不可能在各地区间均匀分布。 东亚的融资缺口很可能

是最小的 (至少中国如此), 而非洲的预计缺口为 GDP 的 5% , 详细

的微观分析还在进行中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表中只包括资本支出 (投资) 的估算。 也加进了运作和维护或

称 O&M 的大概数字。 Yepes (2008) 估计, 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

的维护所需要的资金大约占 GDP 的 4% , 用于各种基础设施部门的

资本支出在目前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比率。 各国政府用于运作和

维护的实际支出无据可查, 非洲是个例外, 据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的估计为 GDP 的 3郾 2% 。

假设条件

2013 年所需基础设施投资的估计。 按表中的估计, 假设自 2008
年以来 GDP 的年增长率为 4% , 投资占 GDP 的比率为 5% ~ 6% 。 这

是不同 “投资需求冶 测算的一个 “折中冶 值。 包括 Yepes (2008)
和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的估算, 前者的计算是基于

803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过去 (有约束条件) 的模式得出的, 即随着预计 GDP 的增长所增加

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占 GDP 的 2郾 7% , 而后者是基于非洲在成本基础

条件改善情况下一揽子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 计算结果为该地区

GDP 的 10% 。 最后, 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支出在几十年中约占 GDP 的 8% ~ 10% , 以满足国家工业化之需。
Yepes 的估计一般而言偏低。 非洲的数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可能

比较高, 这是因为非洲与其他地区相比其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数是最

低的。
目前的公共支出估算。 对于资本支出, 这里依据的是 Yepes

(2008, 原始资料来源: Gill 和 Kharas, 2007) 所报告的各地区基础

设施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 包括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6郾 8% ); 南亚

(4郾 2% ), 我们从印度公共支出计划中推算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的支

出; 南美和加勒比海 (1郾 2% ) 的支出数字来自于原始数据的收集。
2007 年基础设施对 GDP 的比率来自世界发展指标。 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国家的数据根据 Foster 和 Bricen~o - Garmendia (2010) 的估算表

2郾 1 中获得。 至于欧洲和中亚, 我们假设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与拉

美相同; 中东和北非的数据无从查找, 我们采用的是样本的加权平

均数 (4郾 2% )。
最悲观的方案。 该方案假设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下降 20% , 官

方开发援助仅有 50% , 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年增长率下降

7% (过去 20 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 13% )。 所有的数据按实值计算

得出。
最乐观的方案。 该方案假设未来的公共支出增加 10% ; 官方开

发援助仅下降 25% ; 私人部门与基础设施投资年增长率为 13% 。 同

样按实值计算得出。

注释

1郾 该信息可从 PPIAF 和世界银行网站获取 ( http: / / ppi郾 worldbank郾 org)。
本章的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包括完全私有化的企业 (从而可剥离支付), 而

相关的概念如公私合作不包括这一部分。
2郾 这一节大部分是根据 Estache 和 Fay (2010) 的研究重新整理所得。
3郾 安全水源和环境卫生体系的公共健康价值有可能会改善对个人的服务,

有一种群体免疫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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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郾 有关政治经济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决策的文献包括 Alesina、 Baqir 和 East鄄
erly (1999); Rauch (1995); Robinson 和 Torvik (2005); de la Fuente 和 Vives
(1995); 以及 Cadot、 Roller 和 Stephan (2006)。

5郾 反因果关系的程度因基础设施的类型和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例如, 公

路网使用期长, 变化很慢, 可能较少地反映收入的变化 (尤其是为应对交通拥

挤已经具有大型公路网的国家———多车道, 较好的交通管理, 和环形公路———
对人均公里数的总体测度并不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电话或发

电容量 (它们反映的是能源的需求, 根据国际能源署 2006 年的统计, 其收入弹

性自 1990 年以来约为 0郾 5)。
6郾 Calderon 和 Serven 的分析表明, 其他因素对增长也有贡献, 包括人力资

本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7郾 源自 2004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http: / / www郾 who郾 int / indoorair / health

impacts / burden / en / index郾 html。 参见 Lvovsky (2001) 关于环境卫生问题与基础

设施关系的评论。
8郾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http: / / www郾 eia郾 doe郾 gov / emeu / international / con鄄

tents郾 html。 其余 21%来自天然气及天然气火炬的消费。 应该注意的是与能源有

关的数据并不包括土地利用的变化和工业生产方法所引起的新的 CO2 的释放,
也不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与能源系统有关的沼气释放。 若计算中加入与能源

有关的沼气排放更能强化主题中的要点。
9郾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0) 所设计的项目, 在 2015 年,

不能获得改善水源的人口要从目前的状态降低到 9% , 超出 12%的目标。 相反,
无法得到改善了的卫生条件的人口大约在 36% , 比 23%的目标要高得多。

10郾 关于基础设施需求给估计方法的充分讨论参见 Fay 和 Morrison (2007)。
11郾 在此鸣谢 Luis Alberto Andres 与我们分享这一框架, 该框架作为研究南

亚基础设施需求的基础, 目前他正在主导世界银行在南亚地区的该项工作。
12郾 这一节是根据 Estache 和 Fay (2010) 的研究成果重新整理所得。 近期

的综述可参见 For a Gassner、 Popov 和 Pushak (2007) 以及 Andres 等人 (2008)
的相关文献。

13郾 参见 Estache 和 Pinglo (2005) 关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Sirtaine 等

人 (2005) 提供了关于拉美资本成本演进的详尽分析, 并将其与回报率对比,
从而估算出该地区主要基础设施经营者的资产负债表。

14郾 许多人认为资本损耗 (削减维修费用) 是获取资金的另一个来源, 但

是, 这样做相当于由未来的消费者和纳税人提供资金。
15郾 潜在的有效收益与基础设施服务运作的方式相关 (技术或管理的有效

性), 或者与基础设施支出分配的方式相关。 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合

约设计与管理也可以成为有效收益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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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郾 维护费用至少要加 8 亿美元。 为适应气候变化而投入的基础设施预计

需要 300 亿 ~ 400 亿美元 (世界银行, 2009a), 另需 1郯 400 亿 ~ 1郯 750 亿美元用

于缓解能源部门的紧张状态 (世界银行, 2009b)。
17郾 公共部门投资的状况似乎没有什么困难; 确保项目的评估能够充分考

虑到环境, 有时会有一些协调上的难度。 此外, 对公私部门的决策而言, 评估

环境的收益与成本仅仅是试探性的或主观的做法, 抑或什么都不是。
18郾 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一个直接的例证是印度德里市公共交通工具的

彻底转换 (现在已普及到印度的许多城市), 旨在压缩天然气 (CNG) 的使用,
以取代过去一直使用的污染更严重的柴油。 经济激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

效应, 部分地是由于大量增加的天然气供给能力与交通工具更新之间的协调。
19郾 然而, 基础设施对环境的影响 (及其他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项目) 从

技术的角度看, 比其他更分散的气体排放来源更便于管理, 集中测度所得到的

环境与基础设施不成比例的状况并不是计划的结果。 对水源和卫生设备的高额

关税可引致消费者脱离系统以便自我供应, 这会降低水源管理的有效性, 增加

实施环境质量标准的难度。 同理, 对电力输送收取高污染费也会减少经济有效

性, 对环境更大的损害将自动生成。 只有当政策的制定更具有综合性并建立符

合成本效益的环境管理体系时, 政策在诱导或要求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可持续

性上才是最有效的。
20郾 例如, 减少长期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早产儿死亡率, 或从改善的环境

质量中通过消遣和内在价值的体现而获得主观的收益, 通常要大于通过减少医

疗成本或减少土地和森林退化而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
21郾 Porter 假设 (Porter 和 van der Linde, 1995) 在很广的范围内都是可以

成立的, 各种不同的环境导向政策和投资也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而改善企业的

底线价值。 然而, 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假设普遍适用于发达国家, 尽管有些例证

可以说明这种现象 (Albrecht, 1998; Murty 和 Kumar, 2003)。 在发展中国家经

济中, 由于存在更大的扭曲, 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环境改善型的投资, 从而带

来显著地经济共享效应。
22郾 这里包括报告中所称为 “基础设施冶 的投资以及水源供给与食品安全

保护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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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Kiyoshi Kodera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

作者围绕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所做的调研证明,
基础设施关系重大。 尽管数据还远远不足, 但各种因素所披露的基

础设施建设进展迟缓的事实清晰无疑。 作者对 20 国集团进一步行动

所提出的建议引人注目, 这些建议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概念框架。
站在实际工作者的角度, 我想对这些建议有所强调和补充。

促进协作并大力增强和改善有关基础设施及其影响的数据收集和

共享

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政府金融数据的修正是非常重要的

一步。
誗 多维资料汇编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家庭人口普查资料仅包括

了利用基础设施的渠道, 而不包括基础设施的存量。 一旦基础设施

如高速公路和电力传输形成网络, 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出发收集和

编制更全面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思考方式应该超越管理与

国家边界。 此外, 大都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其规模和范围各有不同。
对都市基础设施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估值要以每个城市的特征为基

础, 包括地势和人口发展趋势以及基础设施缺口。
誗 对应用基础设施影响的评估应当得到充分地认可。 我们也应

当承认, 对基础设施配置的随机选择一般而言是很困难的。

弥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资金缺口

誗 由于重债穷国的主动性和多边债务免除机构的努力, 目前整

体债务状况有很大改善, 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看上去有进

一步借款的空间。 但是, 决策者应当对债务管理有所警觉。
誗 各国政府要继续设法增加收入。
誗 捐款国应当增加捐款额或对低收入国家实施资金优惠。 重要

的是实现鹰谷会议 (指 2005 年在鹰谷 Gleneagles 召开的的八国集团

峰会———译者注) 的承诺。 多边开发银行维持适当地连续投资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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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反周期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在 20 国家集团敦促下, 多边开发银

行近来所达成的一系列一般性增资协议颇受欢迎。 我们应当继续努

力, 确保国际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的优惠基金到位。
誗 公私合作关系 (PPP) 的选择值得认真考虑, 特别是对于资

源丰富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更要认真对待。

扩大公私合作关系

誗 基础设施的融资既来源于纳税人, 也来自消费者。 私人部门

介入的关键是在二者之间权衡轻重, 并明确个人项目相应的风险。
例如, 在网络型基础设施条件下, 有必要确认有哪些特定的地区或

人口是该网络的受益者, 有哪些受益者有可能获得交叉补贴, 政府

是否要求全民覆盖。 要得到恰当地结论, 多维数据的收集和估值是

必不可少的。 最为理想的是, 伙伴国能够协助发展中国家编辑这类

数据。
誗 基于适应性政策的需要, 私营部门所编辑的重要信息与政府

系统阐述的公私合作关系框架应该得到充分共享。 反之, 公共部门

需要比私人部门采取更多的措施缓解已有的风险。 缺乏可靠的研究

和对政府担保结构细节的了解, 对土地征用勘察的不确定性, 合同

执行不力以及合同违约时所建议的惩罚措施, 所有这些都是需要处

理的关键问题 (调查结果来自日本国际合作机构———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对印度尼西亚投资者的联合调研)。

对绿色增长与基础设施的评论

誗 一国依据收入水平、 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 关注地区内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这是非常可取的, 而不必坐待在坎

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确定大的框架协议之后再行动。 发展

规划和特定行动所顺应的主要倾向需要尽快明确地表达出来。 例如,
马里拉所需要的适应性投资预算只是对当前防洪投资有一个增量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评估)。 即使

在缓解公共交通或再生能源这样的领域中, 我们也应该关注像弥补

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和改善现有基础设施服务这样的问题。 对于后者,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主持了一项可行性研究, 即改善波哥大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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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 该项目后来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

还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恢复了电力式传动线, 为印度尼西亚、 约旦

和巴西提供了技术援助, 解决漏水量问题。 此外, 日本国际合作机

构正致力于 2009 年推出的铁路和地铁工程, 这是为适应气候变化而

设计的一揽子项目的一部分, 项目投资为 150 亿美元。
誗 很多捐款者和政府制定了其指导方针并对个人项目实施社会

与环境评估。 就节约成本和对行动适当排序的角度而言, 现在是加

大对中期战略规划阶段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时候了。 尽管目前的方法

和数据收集都有困难, 但是, 对于测度环境和经济利益的研究是无

以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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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Haeryong Kwon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

摇 摇 我的评论首先关注的是基础设施的融资, 随后谈及以 11 月首尔

峰会为背景的基础设施问题。 从总体上说, 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不

足和基础设施项目管理不善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果。 Fay 和她的合著

者强调了扩大私人部门投资以克服这些局限的重要性。 根据作者的

观点, 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 并没有因为近期金融危机

的发生而受到影响。 但是, 私人投资高度集中, 私人参与基础设施

投资的 60%集中于金砖四国和土耳其。 低收入国家投资有所增加,
但投资水平与充分开发的投资要求相距甚远。 因此, 需要研究探索

性的政策选择, 以提高低收入国家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水平。
例如, 可以选择免税或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实施担保的做法。

第二点要强调的是南南合作问题。 发达国家中介入基础设施的

私人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被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所取代, 后者已成为

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的主要来源。 根据作者的研究结果, 自 1998 年

到 2006 年, 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者对私人投资的贡献在 50% 以

上, 这是南南合作极好的实例。 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以来, 由于危

机减弱了发达国家投资于低收入国家的能力和意愿, 南南合作变得

愈发重要。
对低收入国家便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和机制需要做进一步

的研究。 近来讨论的一个主题之一是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 以求得

发展中国家突然发生资本的逆向流动或经济波动性增大所造成的风

险最小化, 从而抑制积累超额外汇储备的倾向。 这个安全网可以使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常账户的盈余投资于低收入国家, 不仅有助于可

持续增长, 也可以使全球经济再度走向平衡。
考虑到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的背景,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一个主

要议题。 作者建议 20 国集团将推进有效基础设施的发展作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尔峰会提倡的发展途径主要是建立经济增长

的合作关系。 20 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高层次论坛, 其发展方

向自然地来自于其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授权。 因此, 我们相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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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必定会关注发展的经济走向, 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我们所关注的经济发展走向也是和 20 国集团的主要议题特别是关于

“强劲、 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冶 的议题是高度一致的。
为帮助低收入国家达到最大化增长的潜力, 我们倾向于以基础

设施为重心。 基础设施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一

点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在准备 20 国集团 11 月峰会的过程中, 韩

国自始至终坚持认为, 为强化 20 国集团的合法性和可信度, 发展问

题应当作为一个主要议题。 幸运的是, 在 20 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支

持下, 将发展提到官方议事日程的愿望已经实现。 韩国与 20 国集团

的其他成员以及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相关国际组织紧密合作, 制订

了建议书和行动方案, 以备在 11 月首尔峰会上提交各国领导人。 基

础设施无疑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 本章可启发我们在举步前行时对

所有的问题做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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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Helen Mountfor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摇 摇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再是各自孤立的主题, 更不是相互矛盾

的目标。 近年来的经济、 食品和燃油危机以及正在逼近的气候危机,
使得这种联系昭然若揭。

正如 Marianne Fay 和 Mike Toman 与他们的合作者所强调的, 这

种联系从基础设施投资的角度来看尤其重要。 不断增强和定位准确

的基础设施投资无论对于发展目标的实现还是对于转向更清洁和资

源更有效的低碳经济而言, 都是非常必要的。
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从两种类型的环境联系加以考虑, 并确保

这些投资是定位准确的, 且在长期内是可持续的。
首先, 在基础设施投资时要考虑到变化中的环境条件对基础设

施的影响。 洪水、 干旱和极端的气象事件的增加以及因气候变化引

起的海平面上升, 都将影响到基础设施, 在制订建筑、 公路、 铁路

轨道、 供水和环境卫生设备以及电力供给等的发展计划时要考虑到

这些影响。 毫无疑问, 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适应性方面的

投资, 需要追加融资, 将这种适应性投资融入所有经济与发展活动

中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可以保证投资不会被第一轮罕见的暴风雨

“冲垮冶。 去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台了有关 《融合气候变化适

应性投资与发展合作指导手册》, 以支持开发援助机构和伙伴国应对

这一挑战。
第二, 基础设施投资使用期限长。 我们现在投入建设的建筑物、

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将与我们相伴多年。 如果现在投资有误, 就可

能锁定污染几十年。 这种锁定形成了未来转向低碳和资源有效性经

济的障碍, 或许在这些国家具有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之前, 这种失

误已导致无效的基础设施提前废弃, 投资成果付之东流。 新兴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迅速, 尤其要考虑到这一点。 例如, 据

2008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展望》 的预计, 今后 20 年, 中

国开发的新住宅数量相当于欧洲目前的住宅总量。 这些新建筑对环

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建筑是否将采取能源有效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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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因此, 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交通、 能源和生活转向更清洁和更

具资源有效性的模式应该提供便利而不是阻碍。
考虑到这些风险, 很明显, 在选择基础设施投资时, 发展和环

境理应齐头并进。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措施不

仅要包括绿色基础设施投资, 而且也要考虑重要的政策方法, 如消

除高昂的环境损害补贴, 设立与环境有关的税种, 提供绿色技术创

新的激励机制以及加快净化技术的快速转移和吸纳率。 我们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应财政经济部长委员会的要求, 正在审慎地考虑政策

工具包, 以制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1 年绿色增长战略。
我们发现, 在过去的两年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以

及新兴经济体实施的许多一揽子刺激计划包含了大量的绿色基础设

施投资、 绿色经济研究、 发展与部署以及一些重要的绿色税收措施。
几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在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仍然选择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 所增加的公共投资平均在 GDP 的三

分之一左右。
我们还发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三分之二所采用的

一揽子刺激投资的措施特别强调旨在增进绿色增长, 其中有些国

家———如韩国将绿色增长置于刺激计划的核心。 许多投资立足于提

高公共建筑的能源有效性, 提升或扩展公共交通 (如高速铁路和都

市公交系统), 或强化再生能源的生成。 也有投资于水力基础设施或

“自然冶 基础设施的 (如森林与水道), 以及碳水化合物的获取和

存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半数左右将所采取的绿色财政

改革行动作为应对危机措施的一部分, 引入或增加污染税和能源消

费税, 对与环境有关的研究实施税收减免。 这些措施为私人投资者

提供了很明确的激励信号, 就是要保证基础设施的发展更具能源与

资源有效性, 使投资成为绿色创新的一部分。 此外, 增加环境相关

税种和其他经济工具的使用也可以提高政府收入, 这对许多国家在

未来几年内大幅降低财政赤字和处理其他优先次序紧迫的问题如教

育资金、 卫生保健和减少劳工税等, 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这些收入

有可能是大量的。 例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分析发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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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些国家通过碳排放税或拍卖许可来兑现它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的承诺, 从目前到 2020 年, 它们的该项收入总额每年将达到 GDP 的

1% , 或超过 4郯 000 亿美元。
作者所强调的经济与环境双赢法的另一关键是取消环境损害补

贴。 这些补贴通常会扭曲关键性基础设施投资的选择。 例如, 对矿

物燃料的使用和生产的补贴, 鼓励了对矿物燃料勘探和电力工业的

过度投资。 这些投资锁定了污染密集型能源体系和未来几十年的交

通模式, 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和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很难在转向更清

洁的替代选择时进行平等竞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对国际能

源署提供的补贴数据做了分析, 结果表明, 消除对矿物燃料消费的

补贴可以增加福利收益, 到 2050 年, 与日常经营相比, 消除此类补

贴可减少 1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国际能源署、 石油输出国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 《能源补贴的联合报告》 也强

调了上述分析结果, 该报告已提交 2010 年 6 月初在韩国釜山召开的

20 国集团财长会议, 以及 6 月底在多伦多召开的 20 国集团首脑会

议。 该报告还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成功实施补贴改革

的经验教训, 例如, 为实现补贴的最初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定向措施

必须落实到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之一。
对用水的补贴, 包括收费不足和税收征收不足, 也会对基础设

施的选择造成扭曲。 许多国家对用水的补贴有其共性, 尤其是农业

用水。 由于用水定价不适当, 许多易于干旱的地区的用水难以持续,
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社区生活、 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 除非我们能扭

转上述局面, 否则, 到 2030 年, 世界人口的半数其生活将被用水紧

张所困扰。
对可用水确定一个适当的价格不仅有助于大量融资, 以维持和

扩展对贫困者的用水服务, 而且可为减少不经济用水提供激励机制。
自 1990 年以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近半数国家一直在设

法减少每年的总用水量, 这主要归功于有关用水的定价政策。 我们

鼓励成员国为用水部门制订基于 3T 的战略性财务计划, 3T 即关税

(tariffs) 税收 (taxes, 指政府投资) 和转移 ( transfers, 例如通过官

方开发援助机构)。 三者加总用于覆盖基础设施开发、 运作和维护的

所有成本。 本章的作者强调了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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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密切观察公共政策框架如何为私人投资提供

便利, 以及确保责任履行的机制。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 我

们已会同成员国一起制定了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 24 条原则, 强

调政府在介入公私合作关系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 最近, 我们还设

立了公共行动备忘录, 以协助那些希望吸引私营企业投资于水部门

的政府开展工作。
这些例证无疑对本章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论点提供了论据:

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 我们需要更好的投资 (即更有效), 我们也需

要更清洁的环境。
那么, 现在的挑战就变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 并确认 20 国集团

通常所扮演的角色。 基于 Fay 和其合作者的建议, 我们将这些可能

性列举如下:
誗 提供一个论坛, 以便各国转向更困难的政策改革时可一起合

作, 这些政策将影响到基础设施的决策。 各国可通过 20 国集团这一

平台进行合作, 其利益将来自于同伴支持、 同伴压力———以分享各

自的经验。 20 国集团处理矿物燃料补贴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扮演

着这样的角色。 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而一起行动也有助于减少单边

政策行动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誗 确认国家间共有信息的主要缺口, 相关组织需要协调并一道

工作以弥补这些缺口。 作者关于 “发扬协作精神, 增加和改善有关

基础设施投资及其影响的数据收集与共享冶 的建议, 与上述行动的

范畴十分契合。
誗 确认基础设施的政策优先次序, 并就如何保证必要的技术与

资金援助的行动方案达成一致, 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 这就是本章

重点描述的行动 1 和行动 2。 但是, 还必须考虑到避免与联合国有关

机构的计划出现重叠。
誗 确认国际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机遇。

20 国集团可以帮助设计和引领创新型的融资工具, 用于为水供给和

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以及与气候有关的基础设施的融资。 后者对于协

助实现哥本哈根会议的融资承诺非常重要, 但是, 需要谨慎对待,
以便利用这些工具促成磋商, 而不是干扰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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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通常占家庭净支出的一半, 如果无法确保食物供应, 就会

阻碍经济增长, 而那些贫困国家特别是人口稠密的贫困国家的经济

增长更将难以维持。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所发生的持续饥荒和

全球粮食价格的波动, 使更多的人认同了这一事实。 由于国际社会

在科研、 推广以及基础灌溉设施方面的通力合作, 1995 年至 1997 年

间, 水稻、 小麦和玉米等全球谷物产量在 1949 年至 1951 年的基础

上翻了三番, 实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增长。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

于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 其主要推动力源自以亚洲为

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领域明智的公共产品投资, 由此, 小农户成

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本身。 显然, 由于绿色革命, 避免

了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饥饿, 也是由于绿色革命这一关键因素, 同期

的世界人口翻了三番 (Borlaug, 2000)。
由于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率增长领域的公共投资, 粮食价格呈下

降趋势,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到 2002 年, 这一趋势变得更加稳

定。 粮食价格的下降不仅有利于提高全球的粮食安全性, 并且对于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成功地实施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战略也至关重要

(Hayami, 1997)。 然而,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世界粮食价格的下

降和回稳, 才导致自满情绪的全球性蔓延, 从而忽略了通过提供公



共产品投资来刺激私人部门的持续投资, 从而解决低收入国家的问

题。 以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捐助资金总额

中, 农业投资的捐助资金比重从原来的 18%降至 2002 年的 3% , 后

回升至 2006 年的 5% 。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公共支出份额也在降低。
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的 3%下降到如今的不足 1% 。 不仅低于人口增长率, 而且远远低于

谷物用于非食品用途的增长率 (世界银行, 2008)。
增加粮食的总供应量不足以减少饥饿。 对于饥荒的研究显示,

减少饥饿的关键在于增加 “食品权益冶 或者对个人食品有所控制,
这可能与市场上的食品供应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通过一系列因素

的变化如政策 (国内外)、 环境、 技术以及影响食物获取途径的个人

特征等都可能导致粮食权益的改变 (Sen, 1981)。 随后的研究显示,
在很多情况下, 一国粮食供应总量的提高对于减少饥饿即使不是充

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即使如此, 重点则在于单纯依靠食品的供应

总量不足以解决饥饿问题 (Eicher 和 Staatz, 1998)。
为了扭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稠密的贫困国家谷物产量的下

降趋势, 需要有一些重大举措。 人口密集的贫困国家不能奢望其基

本食品需求的大部分依靠不断增加的进口来满足, 一旦期望落空,
实现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机会就会变得渺茫。 为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和实施全球性的战略, 将会涉及诸如基础设施、
科研和农业推广等领域的公共产品投资。 对农业依赖国历史经验的

详尽而获得公认的分析表明, 这类国家要实现任何形式的经济增长

或产业多元化, 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并广泛延

伸至其他领域, 否则便异常困难 (世界银行, 2008)。
此外,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经验表明, 不断加重的粮食危机会

强化内向型农业贸易体制的可能性, 从而加剧劳资对抗, 引发长期

的社会动荡。 目前的经济状况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相比, 其相像

程度胜过任何其他时期———商品价格高企以及波动性有过之而无不

及, 并伴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FAO, 2009a)。 而直接遏制这种波动

的似乎也成问题, 因此, 亟须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来减轻价格波动

对贫困国家中的贫困人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据报告, 全球营养不良的人数首次突破 10 亿, 比 2008 年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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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 亿有余, 占全球人口的将近六分之一。 饥饿的增加是一个全球

现象, 世界几乎所有地区都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粮食无保障的威胁。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同时也是全球饥

饿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6郾 42 亿)。 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 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营养不良人口比例最大的地区 (32% )。 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间, 中东和北非是饥饿人口增加比例最大的发展中

地区 (13郾 5%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作为在最近几年仅有的两个

有所改善的地区, 其饥饿人口今年也有显著增长 (12郾 8% )。 即使是

在发达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关营养不良的问题 ( FAO,
2009b)。 在全世界, 有 1郾 78 亿儿童受到长期的身体和精神损伤的困

扰, 这些损伤源自于胎儿时期以及出生两年之内的相关健康疾病

(De Pee 等人, 2010)。 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互惠互利的氛围,
而重新采取行动对于营造这种氛围必不可少。 现在是采取更有意义

和更有效行动的时候了。
从 1980 年左右到目前为止, 对于农业的捐款一直在减少, 而双

边形式的援助比例在不断提高。 由此带来了很大的援助交易成本并

且牵制了地方的能力。 大额农业援助资源的可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

限制在多边开发银行的增资周期或私人基金的可用资金上。 《巴黎宣

言》 关于援助有效性的规定以及 《阿克拉行动议程》 已经部分地解

决了这些问题。 双边捐款在国家层面上也得以有序进行。 然而, 正

如八国集团 (G8) 和 20 国集团 (G20) 意识到并在 2009 年所呼吁

的那样, 全球需要的是更广泛的多边合作。

粮食安全的多维性

“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

足够的、 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 以满足积极而健康生活的饮食需

要及食物偏好冶 (世界粮食峰会, 1996)。 食品无保障则是因粮食供

应、 获取、 使用或稳定性失效所致。
粮食供应的概念意味着通过国内生产或进口 (包括粮食援助)

提供数量充足的质量可靠的粮食。 在国家层面上, 由于国内粮食产

出的波动所引起的粮食供应问题通常由进口来解决。 然而在某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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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由于运筹、 贸易扭曲 (例如供应商的出口禁令)、 外汇或者信

用等问题, 可能延缓粮食进口速度, 甚至无法进口所需要的粮食。
个人应当有足够的收入或其他资源来获得营养饮食所需的各种

食物。 对多数营养不良者而言, 面临的问题不是粮食供应的不足,
而是缺乏获取粮食的途径。 食品无保障的人群大多生活在种植粮食

并有粮食买卖的农村地区, 但却无力购买。 而食品权益者通常自给

自足。 对他们而言, 谷物歉收是一个严重问题, 贫困以及缺少其他

收入来源或流动资产限制了这些人去市场购买食品。 据联合国饥饿

专责小组调查, 在全世界的饥饿人口中, 有一半是小农户, 有五分

之一的人口没有土地, 有十分之一靠农牧业、 渔业以及林业为生,
余下的五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地区 (Sanchez 等人, 2005)。

食品的运用是指在所有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营养福

祉取决于科学饮食、 清洁饮水、 环境卫生和健康保健。 粮食安全不

仅在于供应和获取, 而且在于食物的质量和多样性 (所谓能量和微

量营养素)。 此外, 还应该有安全的烹饪食物并满足健康人的食用需

求, 因为疾病会妨碍人体充分消化和吸收食物营养的能力。
为粮食安全起见, 所有的居民、 家庭以及个人须在任何时候都

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 粮食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随机概念, 受不确定

性和风险的影响。 在大多数地区, 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于粮食歉

收以及食品价格的上涨, 但失业、 健康问题以及内乱也都是重要的

风险因素。 对于家庭而言, 粮食安全的脆弱程度取决于在其创造收

入的过程中这些风险因素如何显现, 以及这些家庭缓解风险和承受

损失的能力。

粮食安全对增长和公平何以如此重要

粮食安全有助于经济趋同和维护社会稳定

千年发展目标 (MGD) 致力于 2015 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半,
尽管危机四伏, 但基于目前的预测, 这一目标仍然有望实现。 全球

减贫工作成就显著。1 当然, 各国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发展中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化、 放松管制和自由化、 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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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汇款的增长等, 都加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进程。 其

结果, 世界各地的极端贫困人口迅速下降。 虽然人口不断增长, 但

以日平均生活费低于 1郾 25 美元的贫困线来衡量,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人口数量从 1990 年的 18 亿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14 亿, 占全部人口的

比例更是从 42%下降到了 25% 。
不同地区的总体趋势有着显著地异质性; 实际上, 东亚地区减

贫效果突出。 按照日平均生活费低于 1郾 25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 东亚

地区的贫困率从 1990 年的 55% 降至 2005 年的 17% 。 中国在同期的

表现更为出色, 贫困率从 60%下降到了 16% , 其中极端贫困人口从

6郾 83 亿人下降到了 2郾 08 亿人。 此间, 印度的贫困人口却从 4郾 36 亿

人增加到了 4郾 56 亿人, 贫困率从 51% 降至 42% 。 相比之下, 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减贫步伐都远远落后于千年发展

目标。 2009 年金融危机之前, 非洲地区的贫困率从 1990 年的 58%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51% , 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却从 2郾 96 亿人增加

到了 3郾 88 亿人。
尽管减贫工作进展顺利, 但饥饿率却居高不下并持续增长。 据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 (FAO) 测算, 2009 年全球营养不良的人口已

经升至 10郾 2 亿人。 这一数字的升高部分是由于遭受此次经济危机的

挫折所致, 虽然世界贫困人口有所减少, 但是有一个令人烦恼的事

实, 世界饥饿 (营养不良) 人口的数量已经从 1995 年的 8郾 3 亿人逐

渐增至目前的 10郾 2 亿人。 在全球人口总量中, 营养不良者的比率一

直以来都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 从 1990 年的 20% 减少到 2005 年的

16% , 又在 2009 年再度回升到 19% (图 9郾 1)。
营养不良的指标反映了减少饥饿和提高饮食质量进展缓慢。 例

如, 包括减少死亡率在内的各种有助于儿童成长的成果很少。 全球

每年至少有 350 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营养摄取不足, 而这些死亡原

本是可以避免的 (De Pee 等人, 2010)。 衡量饥饿的另一指标是体重

不足, 在发展中国家, 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33%降至 2006 年的 26% , 远远落后于到 2015 年减半的目标。 2008
年, 发展中国家的五岁以下儿童中有五分之一体重不足, 其中有十

分之一体重严重不足。
就减少极端贫困以及改善营养不良的千年发展目标而言,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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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AO, 世界粮食不安全的状态。

图 9郾 1摇 全球营养不良发生率的趋势

脆弱以及冲突频发的国家最有可能达不到目标的要求。 许多低收入

国家动员货币和开发机构的资源以抗击贫困和饥饿的能力原本就很

弱, 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使得这些国家更难以招架。 经济脆弱以及

冲突频发的国家和地区 (半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占低收入

国家人口的五分之一) 所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这些国家不仅对冲

击异常敏感, 而且毫无防范能力。

粮食危机的影响可持续一代之久并限制人类潜能

发展中国家 2008 年初出生的新生儿中的 70% , 他们的身心成长

所遭受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挽回的 (De Pee 等, 2010)。 据估计, 2008
年的粮食价格危机使得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了 1 亿 ( Ivanic 和

Martin, 2008) 到 2 亿 (Dessus、 Herrera 和 De Hoyos, 2008)。 而危

机对营养不良的影响同样很大。 据一项研究估计, 由于粮食价格危

机的影响, 2008 年营养不良的人口增加了 630 万。 相对于没有发生

危机的情形, 2009 年的经济低迷可能使营养不良人口增加了 410 万

(Tiwari 和 Zaman, 2010)。
仅仅依据热量的充足性来衡量营养状况会低估这些危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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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真实的影响, 其中包括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在危机期间, 家

庭不得不牺牲饮食的多样性, 放弃食用营养丰富的食品, 代之以廉

价的热量来源, 并且削减健康和教育支出。 而这一做法使他们付出

了长期营养不良的代价。 在津巴布韦干旱期出生的儿童到青春期后

身高明显偏矮, 而且普遍入学较晚。 同样, 在中国, 那些出生于

1959 年和 1962 年之间并且童年是在大饥荒中度过的人, 相对于在此

前或之后出生的人, 不仅身高要矮三厘米, 而且收入和财富都相对

较少 (Chen 和 Zhou, 2007)。 实验性证据证明, 婴幼儿时期的营养

状况对人的一生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 并且影响劳动力市场工资水

平的高低 (Hoddinott 等人, 2008)。 此外,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一切

对人力资源所造成的合力冲击影响着经济增长, 也削弱了这些国家

缓解未来危机包括粮食安全危机副作用的能力。

食品无保障与冲突的相互作用对社会的拖累

在发展中国家, 冲突和食品无保障的情形很可能同时发生。 无

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供应导致了很多冲突的发生, 这些冲突通常是为

了争夺土地和水等粮食生产要素。 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粮食需求、 逐

渐减少的土地和水资源、 变化无常的气候以及价格的剧烈波动都增

大了社会压力, 也增加了国内动乱和冲突的风险。 对于战争动机的

研究发现, 冲突通常与影响粮食危机的潜在因素密切相关。
对资源控制权的渴望 (贪婪) 和资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 (不

满) 等经济动机能够诱发冲突 (Collier, 2000; Collier 和 Hoeffler,
2004)。 例如, 经济作物价格的大幅下跌使卢旺达的小农户收入骤

减, 从而形成了 1994 年卢旺达种族屠杀背后的复杂势力 (Messer 和
Cohen, 2006; Uvin, 1996)。

据统计, 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占整个国家收入四分之一的国家所

发生冲突的风险是那些没有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的四倍 (Collier,
2000)。 在收入、 土地以及其他产品分配不公的情况下, 影响粮食安

全的各种冲击为那些心存不满的个人和团体发生冲突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 (Pinstrup - Andersen 和 Shimokawa, 2008)。 例如, Miguel、 Sat鄄
yanath 和 Sergenti (2004) 的研究发现, 在一组非洲国家的样本中,
降雨量减少 5 个百分点就可使来年发生内战的概率提高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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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灌溉投资则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发生。
粮食危机可以诱发冲突, 冲突反过来又会加剧粮食危机, 从而

使很多人落入贫困的旋涡当中。 冲突会破坏土地、 水源以及用于粮

食生产的各种生物和社会资源, 并且会损害其他粮食权益。 在 20 世

纪 90 年代, 每年有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 3郯 000 万人因为冲突而无家可

归或者难以维持生计 (WFP, 2004)。 对于收容国而言, 为难民提供

足够的食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 2001 年, 难民总计超过 1郯 200
万, 有 2郯 50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被困在冲突地区的民众数目不

详 (FAO, 2002)。 另外, 据 FAO (2002) 估计, 在 1970 年至 1997
年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因各种冲突所导致的农业生产损失高

达 520 亿美元, 在受冲突影响国家所接受的全部官方开发援助总额

中占 75% 。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年均损失估计达 43 亿美元———足以供

养 3郾 3 亿营养不良人口, 使其食物摄入量提高到所要求的最低水平。

现在需要做什么? 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有何不同?

1945 年后的早期全球化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粮食价格飞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的共识, 世界和平

需要由粮食安全作为保证。 这一理念促使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联合

国专门机构如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 来建立一个多边粮食安全体

系 (Shaw, 2007)。 各国意识到世界饥荒的程度, 从而对待粮食安全

的态度逐渐趋同 ( Sen, 1981; von Braun、 Teklu 和 Webb, 1998)。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 冷战双方依附于

政治安全的粮食安全联盟稳步增强 (Shaw, 2007)。 同期, 发展中国

家也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强化道路、 灌溉、 农业大学和研

究中心的制度基础, 这使得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能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迅速扩大粮食生产。 后者是在绿色革命过程中实现

的, 而绿色革命的驱动力来源于在技术创造、 品种改良和肥料的推

广以及灌溉领域的公共投资 (Eicher 和 Staatz, 1998)。 在绿色革命

前是为期五年的粮食危机, 期间, 粮食价格飞涨而且价格波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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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动荡不仅形成了一代农业政策, 也为反思当前的政策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的物价飞涨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宏观经济因素的聚

集而触发的, 这些因素包括: 能源和粮食市场结构的转变, 地域性

的严重干旱, 以及引发通货膨胀和主要市场增长放缓的政策反应,
这些因素转而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价格的波动, 对贸易上依赖价格

竞争的贫困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 以 2007 年的美元价值来衡量, 东

亚的稻米价格在 1974 年曾一度超过每吨 2郯 500 美元 (Slayton 和 Tim鄄
mer, 2008)。 尽管 1973 年至 1974 年粮食价格的飞涨与原油价格的

走势是一致的, 但却是由以上这些复杂的因素所引起的。 在此后几

年中, 由于飞涨的燃料和肥料价格阻碍了市场对供给的正常反应,
粮食价格也因此一直居高不下。 许多国家将其国内粮食市场与价格

高企的国际市场相分离, 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响应高价的

动机。 由于原油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从而使石油出口国财富

堆积, 进而以增加粮食进口的方式而散财。 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后半期为了维持国内价格相对于世界

价格的稳定, 也增加了粮食的进口。 在一些国家如印度, 政府相当

成功地维持了国内价格的长期稳定 (图 9郾 2)。

资料来源: Pursell、 Gulati 和 Gupta, 2007 年。

图 9郾 2摇 1965—2004 年印度国内稻米实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比较

20 世纪 70 年代的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商品价格冲击使得许多贫困

国家在粮食和农业领域采取内向型战略和反市场政策。 这也导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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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停滞期, 就经济增长和扶贫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通常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冶 (Grindle, 1996)。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非洲关于农业发展政策的辩论大多

集中于一个主题, 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反市场政策是

否需要改革。 反市场政策所针对的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安全

问题, 却一直延续至今, 并强化了自殖民地时代以来所引入的其他

国家干预农业市场的政策 (Delgado, 1998)。

1976 年至 2000 年的绿色革命与重铸市场信心

20 世纪 70 年代, 投资的增加、 技术的进步以及恰当的政策, 有

力的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 在 1973 年至 1974 年粮

食价格飞涨过后, 农业投资显著增加, 农业政策日益改善, 使得除非

洲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水平迅速提高。 培育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

条件下种植的作物品种改良有所进展, 新的投资正是以这些进展为基

础。 国际稻米研究所以及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的成就最为突出,
它们取得了稻米和小麦品种改良的重要成果。 只要有充足的水分和肥

沃的土壤, 这些改良品种的产量将是现有品种产量的四倍。
政府及其在发展领域的合作伙伴不断增加的农业投资促进了粮

食改良品种的推广应用。 尤其是亚洲, 这些亚洲国家到 1980 年所花

费在农业领域的资金占其全部公共预算的 14% 。 此外, 所有发展中

国家用于农业领域的官方开发援助资金由 1975 年的 10% 增至 1979
年的 18% , 如果按美元的实际价值计算所得将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之

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6)。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 作物品种的改良、 肥料和灌溉设施

的使用逐步增多。 在亚洲, 种植改良品种的土地面积从 1970 年的

10%增至 2000 年的 80% 。 而肥料的使用翻了一番还多。 灌溉面积也

在持续扩大, 截至 2000 年, 南亚和东亚地区的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

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40%和 30% 。 此外, 在农业研究、 推广和种子繁

殖领域也进行了补充投资, 加速了新技术的应用 (世界银行,
2008)。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对农业的过度征税也在逐步削减, 提

高了农民种植粮食和投资的积极性。 最近的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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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显示, 净农业税的均值显著降低。 从 1980—1984 年到2000—
2004 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农业税从 30%降至 10% , 东亚和

南亚国家的农业税也从 15%降至 5% (Anderson, 2009)。
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增加, 全球的农业生产率在以亚

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迅速提高。 从 1980 年到 2000 年初,
在全球范围内, 农业占 GDP 的比重平均每年增长 2%, 而同期的年平

均人口增长率为 1郾 6%。 在全球贫困率不断降低的同时, 粮食安全也

得到增强。 中国从 1978 年开始进行农业改革, 致力于完善产权, 提高

产值和推广高产作物品种 (主要是水稻) 的种植。 这成为中国农村收

入从 1978 年至 1984 年间的年增长率达到 15% 的主要驱动力 (von
Braun、 Gulati 和 Fan, 2005)。 到 2001 年, 中国农村的贫困率已经从

1980 年的 76%下降到了 12% (Chen 和 Ravallion, 2007)。 印度农村的

贫困率则从 1967 年的 64%下降到 1986 年的 34%。
绿色革命并没有通行全球, 亚洲之外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

实现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 其中, 非洲是全世界在农业领域公共投

资最少而且农业税最高的地区 (世界银行, 2008)。
20 世纪 70 年代粮食需求的减少以及供给的增加使得粮食出现剩

余, 降低了世界粮食价格。 1977 年, 世界粮食的实际价格降低到

1974 年的 50% , 而到了 2000 年, 这一价格更降至 1974 年的四分之

一。 同期, 粮食的库存量与利用量之比翻了一番, 从 16郾 5% 增至

33% 。 库存量的增加降低了世界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敏感性。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粮食库存量的增加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图
9郾 3)。 这一情形导致了一系列旨在减少世界粮食库存的政府政策的

改变, 美国政府率先于 1983 年转变粮食政策, 在大幅度削减粮食储

量的同时分离美国的粮食生产价格与世界市场粮食价格 (Mitchell 和
Le Vallee, 2005)。 大约在美国采取行动的 10 年后, 欧盟效法美国,
对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 降低了粮食的支持价格, 并且削减

政府方案中的粮食储量。 但削减粮食储量对价格的影响并没有立即

显现出来, 这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苏联解体使得粮食进口

急剧减少, 抵消了上述政策效果。 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谷物喂养

的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在饮食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并没有因为

粮食实际价格的一般性下降趋势而受到实质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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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农业部。

图 9郾 3摇 食品存量增加时的价格下跌

世界粮食价格的显著下降使得国际社会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而忽视了对农业的持续投资。 亚洲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公共支出的比

重从 1980 年的 14% 降至 2004 年的 7% , 在非洲则从 7% 降至 4% 。
官方开发援助中的农业份额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其最高点的 18%
下降到了 9% , 到 21 世纪更是下降到了 4% 。 此后, 世界粮食的实

际价格下降速度放缓, 在 2000 年时的价格水平与 1987 年相当。 由

于投资的减少, 新的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应用以及推广没有引起

更多的关注。 尽管价格政策的进一步改善会继续刺激投资, 但未来

降低农业税的空间将显著减少。

2001—2009 年全球粮食市场的价格起伏

2000 年以来, 世界粮食储量逐渐减少, 世界粮食市场更易受到

来自气候、 生物燃料以及投资的冲击。 21 世纪伊始, 世界各国均面

临着粮食价格过低以及需求不足的问题, 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还在

1997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难以消退的余波中苦苦挣扎。 此外, 从

图 9郾 4 中可以看出, 只有在 1997 年后的粮食储量减少才使得世界粮

食的库存量与利用量之比回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时的水平, 这说明

在全球谷物市场中有新的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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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itchell 和 Le Vallee, 2005 年。

图 9郾 4摇 1983 年后至 1997 年粮食存量的缩减

粮食的实际价格在 2000 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并在之后

逐渐回升, 最终在 2008 年加速上涨并在全球衰退之前达到峰值。 从

2000 年至 2008 年, 全球年均粮食实际价格上涨了 98% , 并且粮食

的月度名义价格在 2000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期间差不多翻了三番。

资料来源: Mitchell, 2008 年。

图 9郾 5摇 2000—2010 年的食品和粮食价格

其中小麦和水稻等主要的粮食价格翻了三番还多 (图 9郾 5), 其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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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棕榈油等粮食价格也有相似的增长趋势。 2000 年之后粮食实际

价格的增长与 20 世纪 70 年代时的增长幅度类似: 1972 年至 1974 年

粮食的实际价格增长了 82% , 而 2000 年至 2008 年增长了 98% 。 相

比之下, 20 世纪 70 年代的粮食价格增速更快, 然而, 其驱动因素很

容易辨别 (前苏联的大量进口以及干旱); 而 2000 年至 2008 年间的

粮食价格增长相对平缓, 影响因素也更加复杂 (Mitchell, 2008)。
与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粮食危机一样, 全球粮食储量

在 21 世纪初期也下降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燃料和肥料都是粮食生

产的要素, 因此, 在上述两个时期中, 原油价格的上涨在推高了燃

料和肥料价格的同时, 也不断推高了粮食价格。 除了生产成本的因

素之外, 有关政策鼓励以粮食作物为原材料而生产生物燃料, 从而

对粮食价格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对粮食的需求

虽有所增加, 但并不是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有效需求的

增加主要来源于中国为了促进家禽和畜牧业的发展而增加的大豆进

口。 除此之外, 全球对粮食和饲料的需求与历史趋势和人口增长率

相一致。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 不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全球粮食消

费每年增长 1郾 3 个百分点, 同时世界贸易每年增长 1郾 7 个百分点。
而从 2000 年到 2008 年, 全球谷物饲料的需求每年仅增长 1郾 1 个百分

点 (USDA, 2010)。
政府为了促进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 为农业、 能源、 运输以及

环境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 使得生物燃料产业获益匪浅。 这些

政策包括: 为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农作物提供生产补贴; 建设用于

贮藏、 调配以及生产生物燃料的基础设施; 进口关税和税收福利。
这些补贴的力度很大: 生产 1 公升乙醇的补贴总额介于美国的 0郾 28
美元和瑞士的 0郾 60 美元之间, 而生产 1 公升生物柴油的补贴总额介

于加拿大的 0郾 20 美元和瑞士的 1 美元之间 (Steenblik, 2007)。
由于生物燃料是石油的直接替代品, 因此, 生物燃料的生产与

农业市场和能源市场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传统上,
这两个市场上的价格变动呈现相对较低的相关性, 甚至是负相关的。
然而, 现在这一切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生物燃料的使用以及石油

价格突破每桶 50 美元的界线, 使得石油和能源市场中的价格波动性

对农业市场也产生了溢出效应 (Mitchell, 2008)。

833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世界市场价格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自 2000 年开始, 用于

生物燃料生产的食用作物的需求迅速上升, 推动了粮食价格快速走

高 (Mitchell, 2008)。 这部分额外的需求并没有相应的产量增加来

弥补, 故粮食储量降低。 生物燃料的三大产地分别是美国、 巴西和

欧盟, 三地政府均为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最近, 巴西将其甘蔗产量 (占全球产量的 18% ) 的一半用于生物燃

料的生产, 美国也将其玉米产量 (占全球产量的 13郾 2% ) 的三分之

一用于生产乙醇。 欧盟使用谷物 (小麦和玉米) 来生产乙醇, 使用

植物油 (油菜籽、 大豆和向日葵油) 来生产生物柴油。 2009 年, 欧

盟的 27 个成员国将大约 740 万吨植物油 (占全球产量的 5郾 4% ) 用

于生物柴油的生产, 其他国家将 320 万吨植物油用于生物柴油的生

产, 加总后约占全球植物油产量的 8%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巴

西一直在增加用于乙醇生产的甘蔗数量, 由于巴西国内不断增加的

甘蔗产量满足了这一新增生产的需求, 因此, 对世界甘蔗价格的影

响微乎其微。
这次粮食危机中采用的许多政策与 20 世纪 70 年代时使用的政

策相仿, 这可以作为粮食安全的一个警示, 一旦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对世界所有的政府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大事。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

政府为了控制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 禁止了某些粮食作物的出口

(Mitchell 和 Mielke, 2005)。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粮食价格上涨时,
欧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在这次粮食危机中再度效法类似的政策。
在 2007 年末和 2008 年, 许多国家 (印度、 越南、 乌克兰、 阿根廷

以及其他国家———按时间顺序排列) 都禁止或限制一种或几种主要

粮食作物的出口。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最近几年的粮食危机中, 世

界各国也在不断增加粮食进口, 菲律宾在 2008 年对水稻的大量进口

导致了世界水稻价格的飙升。 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国外直接投资都发

生在两次粮食危机之后。 例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粮食危机之后,
日本在巴西投资于大豆生产, 而几个石油出口国最近都在非洲投资

粮食生产。
农产品期货市场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美国逐步放松了商品市场的管制, 首先是

石油市场, 然后扩展到了农产品市场。 此举为非传统参与者进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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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衍生市场提供了便利, 在此之前, 农产品衍生市场的参与者主

要是商业化的农业实体。 这些实体进入农产品衍生市场是为了对冲

其未来农产品采购业务的风险。 放松管制首先是吸引了大量资金涌

向能源市场, 这笔流动性很强的巨额资金便利了交易的繁荣。 机构

投资者的一揽子资产组合中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其中包括粮食

资产。
“只做多头冶 的投资者———如指数基金和养老金基金在价格攀升

时一定获利———在商品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从 1998 年的四分之一上升

到了 2008 年的三分之二。 1998 年, 这些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中的收益

大约为 47 亿美元, 直至 2007 年, 收益几乎年年翻番, 在 2005 年已

达 800 亿美元, 到 2007 年更高达 1郯 750 亿美元。 商业分析师的分析

显示, 到 2008 年中期, 基金投资总额估计达到了 2郯 500 亿美元。2

这些长期投资大多集中于商品期货而非商品本身。 例如, 2008
年, 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所有红硬冬麦期货合约中, 最终只

有 0郾 5%进行了实物交割。 过去, 商品交易所归商品市场的参与者所

有, 这些参与者虽然很少进行实物交割, 但确实需要期货作为对冲

价格风险的工具。 现在, 大多数的交易所都是作为自负盈亏的金融

部门来运行, 通过自身参与交易构成的交易量来获利。 而这些市场

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或交易者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中长期的投资回报,
而不是对冲其短期的商业风险 (Gilbert, 2008)。

这些投资新秀的观点也与投机者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 传统的投

机者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 而这些投资新秀更像是 “只做多

头冶 的投资者, 他们不仅从市场的上涨中获利, 而且从保证金账户的

利息以及与证券价格相关性较小的资产分散化投资中获利 (Erb 和

Harvey, 2006)。 这些投资者并不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或供需的变化

而改变其市场地位, 只有基于长期投资的角度或出于粮食在商品篮子

(粮食、 能源、 石油和金属) 中份额的临时调整的需要, 他们才会作

出这样的改变。 与短期投资者和投机者不同, 除非合约到期, 不然他

们不会改变其持有份额, 也就不会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这是一个重要

的特征, 因为增加的流动性是商品市场中维持一定金融投机水平的主

要支持因素。 另一方面, 商品期货的投资者 (与投机者对应) 往往会

推高期货相对于现货的价格, 从而增加了持仓的盈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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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储量超过某一临界值时一般会出现粮食价格的暴涨。 耐储存

商品如粮食市场有一个特征, 即价格低迷往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其间会穿插剧烈而短暂的短期价格暴涨 (Deaton 和 Laroque, 1992)。
从表面上看, 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很明显: 当粮食储量充足的时候,
储量变动对于稳定价格十分重要。 如果某一年的粮食意外减产, 就可

以通过减少粮食储量来弥补市场供给, 使粮食消费不至于随生产的下

降而减少太多。 同样, 在丰产的年份可以增加储量, 把消费量维持在

平均水平附近。 但是, 如果连续几年的歉收或者对生物燃料的使用需

求有了意外地快速增加, 都会使粮食储量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此

时, 粮食储量的变化就很难起到价格的平衡作用。 如果某一年粮食减

产 10%, 而现有储量只能够弥补 5%的消费需求, 那么粮食储备就无

法完全消除粮食减产所带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价格将会快速上

涨, 从而使消费和生产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防御性政策的扭曲如出口禁令和对进口的恐慌性公共采购等,

部分地是基于对市场前行的深度的一种洞察力。 如同 2008 年所发生

的一样, 较少的粮食储量会使社会丧失对价格稳定, 甚至是粮食供

给的信心, 因此, 就会发生加剧价格波动的市场行为。 1973—1974
年和 2007—2008 年发生的短期价格暴涨都与低水平的粮食储量以及

对全球粮食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相对单薄的稻米市场———供应

能力的信心丧失有关。

不确定的前景

更无常的价格变动

由于能源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粮食商品市场性质的结构转变,
需求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人们在关注气候变化的同时希望能够减

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 商用生物能源的生产在继续增长。 由美国

(51% )、 巴西 (37% ) 和欧盟 (4% ) 引领的全球乙醇生产量在

2007 年约为 520 亿公升。 以欧盟 (60% ) 和美国 (17% ) 为主的世

界生物柴油生产量接近 100 亿公升 (FAO, 2008)。 美国的乙醇生产

从 2002 年开始迅速增长, 从 2005 年的 10 亿加仑狂升到 200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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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亿加仑。 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也从 2005 年开始增加生物柴油

的生产。 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美国政府的不同授权与美国粮食价格之

间的关系, 在其中一种方案中, 当一项生产授权 (美国可再生燃料

标准授权每年产量为 150 亿加仑) 开始实施后, 美国国内粮食价格

的波动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Hertel 和 Beckman, 2010)。 据估计, 这

些额外的价格波动来自能源市场的波动, 外加来自于农产品市场基

本面的传统性波动。
粮食商品市场性质的结构转变何以影响未来的粮食价格及其波

动性尚难以得知。 商品市场中 “只做多头冶 投资者的增加与粮食价

格的上涨具有极强的相关性, 因此, 美国众议院提议通过立法来规

范商品市场中非传统参与者的行为。3 然而, 许多权威的学术研究表

明, 没有确切证据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Gilbert, 2008;
Tyner、 Abbot 和 Hurt, 2008)。 能否确认 “只做长仓冶 投资者增加与

粮食价格上涨或价格波动增大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要视期货和现

货价格之间能否建立结构性变化的联系而定。 目前这依然是一个尚

待解决的问题。
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 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使粮食供给

更加难以预测。 由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 气候变化和产量增长率下

降所导致的供给的不确定性, 能否满足预期的需求就更难确定。 此

外, 价格的剧烈波动可能会抑制供给对较高的粮食均价作出反应,
这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非常不利。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所取得的

进步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以南亚为例, 绿色革命带来的年产量的

增长在最近几年正在逐步降低。 将所有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 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均值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3% 降至 2000 年到

2008 年间的 1郾 6% , 预计会继续下降。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郾 8%降至 20 世纪 90 年代

的 0郾 7% , 随后, 在 2000 年到 2008 年间微升至 1郾 1% 。
由于人口压力以及迅速的城市化过程, 亚洲和非洲的耕地面积

大大减少。 可耕地受到荒漠化、 盐渍化、 水土流失和森林砍伐的侵

蚀而降低了生产率。 全球每年有 500 万至 1郯 000 万公顷的耕地由于

严重退化而无法继续耕种 (世界银行, 2008)。 同时, 生物燃料领域

的竞争压力也加剧了耕地的紧张状况。 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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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人部门都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购买土地的力度, 以确保对本国

粮食和其他原材料的长期供应。 这种做法引发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

居民的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关注。
在发展中国家, 85% 的淡水资源被用于农业生产, 而灌溉农业

的产值也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40% 。 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领域, 对

水资源的需求都在逐步增加, 而水资源的匮乏也会限制灌溉在未来

的推广和使用。 根据农业用水管理综合评估显示, 生活在河流流域

的人口当中, 大约有 12 亿人遭遇绝对水荒, 4郯 780 万人正在接近水

荒的边缘。 此外, 由于缺少基础设施或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和金融

资本来开发利用现有资源, 尚有 15 亿人正在遭受缺水之苦 (世界银

行, 2008)。
农业生产极易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高温和降水量不均会导致农

作物的减产以及杂草和害虫的繁殖扩散, 从而增加了短期内谷物歉

收和长期内粮食减产的可能性。 尽管世界有些地区会因为气候变化

而获益, 但是, 气候变化对世界整体带来的是不良影响, 威胁全球

特别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 ( Nelson 等人,
2009)。 Schlenker 和 Lobell (2010) 以 1961—2002 年为基期, 通过

对粮食产量和气候数据的历史比对, 预测了 2046—2065 年气候变化

对非洲主要的五种粮食作物 (玉米、 高粱、 小米、 落花生和树薯)
产量变化的影响。 除了树薯之外, 其他作物产量下降 7% 的概率是

95% , 其余 5%的概率中, 产量的下降将超过 27% 。 而且粮食平均

产量越高的国家所遭受的产量损失就会越大, 这说明现代化品

种———肥料系统对高温———相关损失更为敏感。
国际贸易作为减轻价格波动的一种途径有着巨大的潜力。 粮食安

全常常被误以为是粮食的自给自足。 但是,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最

为关键的问题是贫困人口和家庭能否获取足够的食物。 在很多情况下,
为了增加粮食的充分供给可能会降低粮食安全的程度。 例如, 为减少

进口而征收关税的同时也提高了国内的粮食价格, 使得贫困人口更付

不起钱来购买他们所需的食物。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通常

贫困人口收入中的四分之三会用于购买食物 (Ivanic 和 Martin, 2008)。
对于谷物等主要粮食作物来说, 气候对于价格波动的冲击最为严

重。 开放国际贸易能够有效地分散粮食价格变化的风险。 在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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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下, 10 个相互独立的国家的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只有单独一

个国家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十分之一。 通过配额来限制进出口的政策

也会显著增加国内价格的波动, 从而增加粮食价格暴涨的风险。
各国都致力于有选择的运用贸易政策来降低本国价格的波动,

但这种行为可能加据全球范围内的价格波动。 当粮食价格较高时,
出口国往往增加出口关税或实施其他限制政策来减少出口, 而进口

国则通过降低进口关税来增加进口。 相反, 当价格较低时, 进口国

通常会提高进口关税, 而出口国有时则会实施出口补贴政策。 虽然

这些政策对国别市场是有效的, 但是, 如果世界主要国家均采取这

种绝缘政策, 其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是世界价格波动的加剧。 如果

许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政策, 特别是基于数量而非价格的限制政策,
将会使世界价格变得极不稳定, 粮食进口国接下去就该怀疑能否从

世界市场中获得可靠的粮食供应。

贫困和饥饿的趋势的不确定性

尽管全球贫困和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 (MGD) 有望实现, 但

是, 世界银行在其 2010 年 《全球监测报告》 中指出, 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地区将无法在 2015 年逾期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特别是由

于经济危机使增长放慢的情况下更难以实现 (世界银行, 2010b)。
预测显示, 经济危机将对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都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将延续到 2015 年之后。 根据 《全球监测报告》 的

预测, 无论在哪种增长场景中, 如果以每天 1郾 25 美元作为贫困线,
千年发展目标中将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都是能够实现的。 然而, 如

果经济持续低迷, 到 2015 年, 世界贫困率将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

水平上 (18郾 5% ), 如果经济能够快速复苏, 那么贫困率将相对较低

(15% )。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经济危机后的

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到 2015 年, 其贫困率将达到 38% , 高于目

标 9 个百分点。 按经济危机之前的增长速度设定的贫困率为 36% 。
相比之下, 2015 年以前摆脱贫困的人口应该多出 200 万人。

其他不同地区实现减贫目标的可能性不尽相同。 报告显示, 即使

是在经济低迷情况下,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也能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GD) 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而南亚地区只有在危机后的基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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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才能够实现减贫目标, 如果经济低迷, 减贫目标将难以实现。 对

于欧洲和中亚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 无论是以每天 1郾 25 美元还是

2 美元作为贫困线, 这些国家都可能无法达到减贫要求。 对于这些国

家来说, 采用每天 2 美元的贫困线作为衡量标准更有意义。
即使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 不同地区实现减少饥饿问题的千

年发展目标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差别。 2008 年, 有 63 个发展中国家

(在 117 个有可用数据的国家中) 正在逐步实现将五岁以下儿童中体

重不足的比例于 2015 年减少一半的目标。 然而, 有 34 个国家在实

现减少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中进展缓慢, 其中 20 个国家———大多是

非洲国家———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经济危机之后, 减少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了,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 许多受到较高的全球粮食价格影响的国家正

是那些营养不良较为严重的国家。 受营养不良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

按顺序依次为: 布隆迪、 马达加斯加、 尼日尔、 东帝汶和也门共和

国。 而在受到发育迟缓和消瘦影响最为严重的十个国家当中, 这五

个国家也同时赫然在列。 2007—2008 年, 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两

位数的食品价格通胀。 第二, 在随后的 2009 年中, 由食品价格下降

带来的任何缓解被全球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减少所

抵消, 此外, 尽管 2009 年末世界价格回落到了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但是, 在整个 2009 年中, 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价格水平仍在持续上

涨 (表 9郾 1)。

表 9郾 1摇 主要原料国内价格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

2009 年 1—10 月价格增长 2008—2009 年平均价格增长

国家
食品

种类

卡路里

比例

涨价

比例
国家

食品

种类

卡路里

比例

涨价

比例

尼日利亚 高粱 13 50 莫桑比克 树薯 33 61
乌干达 玉米 10 35 刚果 树薯 55 60
不丹 大米 - 26 苏丹 高粱 26 38
苏丹 高粱 26 24 肯尼亚 玉米 36 21
坦桑尼亚 玉米 34 23 乍得 高粱 18 18
肯尼亚 玉米 36 16 布基纳法索 高粱 27 15
中国 大米 27 15 坦桑尼亚 玉米 27 14

注: 根据 58 个国家制表。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食品价格观测》 (2010 年 2 月)。

5439郾 粮食安全: 多边行动的必要性



前方之路: 将粮食安全和增长战略相结合

粮食安全是经济普遍增长的前提条件。 一个家庭一旦能够达到

其基本的营养需求, 这个家庭就开始消费其他商品, 刺激需求, 并

以健康的体魄来参与企业活动。 粮食安全对于最贫困的民众融入经

济生活也至关重要, 它可以敦促人们相信市场主导发展中的互惠互

利。 正如早些时候讨论过的, 粮食安全领域 (粮食的供应、 获取、
使用和稳定) 投资的不足会导致粮食价格更大的波动, 损害作为粮

食净消费者的大多数贫困民众的利益, 并且会抑制消费支出, 从而

减缓经济增长。
全世界 75%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 农业生产是他们的主

要生活来源。 最近的研究显示, 对于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收入

低但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 若要消除贫困 (以每天 1 美元为贫困

线), 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效果是其他领域投资效果的 3郾 2 倍 (Christi鄄
aensen、 Demery 和 Kuhl, 2010)。 要想使最贫困的人口脱贫以及提高

他们的粮食安全水平, 需要增加额外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 农民

生产要与市场挂钩, 减低风险性和脆弱性, 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业收

入的增加。 农村地区的非农业活动也是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和安全支

持的重要来源。 例如, 许多研究显示,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收入占到了农户家庭收入的一半, 将其作为农村

贫困人口抵御农业收入的波动性的应对战略尤为重要 (Reardon、
Delgado 和 Matlon, 1992)。

更多地投资

农业资金缺口仍然很大, 因此, 农业生产率增长领域亟须更多

的投资。 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估计, 为了实现 2015 年世界贫困人

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领域每年需要 140
亿美元的新增投资 (Fan 和 Rosegrant, 2008), 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每年所需资金为 38 亿到 48 亿美元 (前者采用单位成本法计

算, 后者是指马普托宣言中规定的政府应将 10%的预算用于农业领

域所需要的额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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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领域的额外投资具有很高的预期回报, 其中在农业研究

和推广领域的投资预期回报最高。 最近一项由近 700 个数据进行的

统计表明, 发展中地区在农业研究和推广领域的年均投资回报率为

43% (Alston 等人, 2000)。 另有显示, 所有地区的回报率都很高,
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平均为 35% )。 即使扣除评估研究中

的选择偏倚并排除其他方法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农业研究和推广

领域的投资仍然获利丰厚, 这是毫无疑问的。 资本投资的高回报率

表明, 农业科学领域的投资仍然不足。
灌溉领域的投资回报同样丰厚, 尽管波动相对较大。 以往亚洲

的投资回报率高于非洲, 但是目前看来, 在非洲灌溉领域的投资回

报率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可达到 15% ~ 20% (IWMI, 2005)。 成

本的降低和技术及体制的改善促进了回报率的提高。 此外, 最近的

小规模灌溉取得了成功, 特别是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 Fadama 方案更

为出色。 扩大灌溉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投资如果其回报率估计可越

过 12%的门槛, 对于非洲而言就是可行的。 非洲可建筑总量为 153
万公顷的水库用于大型灌溉, 以及总量为 544 万公顷的水库用于小

型灌溉 (世界银行, 2010a)。 该地区有着巨大的筑坝潜力。
在适宜灌溉的发展中国家扩大灌溉基础设施的建设所带来的新

增粮食产量, 可以满足 2050 年粮食需求的一半。 然而, 扩大灌溉基

础设施的建设也会使农业用水增加近 40% 。 因此, 提高现有灌溉区

的生产率至关重要。 非洲有 500 万公顷的灌溉区 (世界银行,
2007), 在南亚, 灌溉区占其耕地面积的一半还多, 而且这些地区的

农业生产率普遍很低 (IWMI, 2007)。

通过投资增加粮食的供应, 维持粮食的稳定性

通过加快生产率的增长来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和粮

食供应非常关键。 随着资源匮乏、 气候变化和需求增长的加剧, 提

高农业生产率成为了增加粮食供应的重要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 水

稻、 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明显降低 (图 9郾 6)。 除了非洲之外的其他地区, 绿色革命所

带来的高收益已经基本实现。 未来改善生产率需要依靠技术效率的

提高 (更有效率的利用现有技术) 和技术进步 (新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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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

资料来源: 根据 FAO 数据计算。

图 9郾 6摇 发展中国家主要谷类生产的增长减速比率

为了提高技术效率, 需要更好的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 许多

国家粮食的平均产量通常只有实验产量的三分之一, 例如, 亚洲许

多地区的水稻产量和非洲的玉米产量就是如此 (世界银行, 2008)。
为了弥补产量上的缺口, 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提高农民的知识和信

息水平 (通过改善推广服务), 增加改良种子和肥料的使用 (通过

育种方法、 经销网络和资金支持的改善), 采用能更多节省劳动力的

技术和增强土地占有制 (特别是对于非洲的妇女) 来增加投资的积

极性。
据估计, 气候变化将导致农作物减产 20% , 为了消除气候变化

的这种不利影响, 迫切需要通过推广有管理的灌溉系统、 河川流域

和旱作系统, 来改善水资源的管理水平 (世界银行, 2008)。 可以通

过灌溉基础设施的投资 (如水渠和水泵等) 以支持水资源使用者的

相互协调; 培训和能力建构旨在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技术监管体系;
对现有的大型灌溉区进行改革和现代化改造; 投资于灌溉设备的生

产领域; 等等, 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和恢复灌溉面积。 对河川的流

域管理需要通过制度的改善包括支持河川的管理机构和为水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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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以提供技术支持。 此外, 还可以通过加强对水源的控制和储

存来改善旱作系统, 具体措施有: 建设用于水资源获取和储存的基

础设施; 就提高土壤的保水性等改善农业管理的方法提出建议; 通

过植树造林等类似的办法加强流域管理。
技术变革迫在眉睫。 尽管现有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带来粮食的

显著增长, 仍然需要加大新技术的研发力度来更好的适应不同的农

业生态环境, 以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新技术也许能够缓

解一些长期性问题或正在出现的问题, 对于贫困人口来说, 这些问

题严重影响了其日常生计和粮食安全 (例如香蕉的细菌性枯萎、 咖

啡枯萎病和裂谷热等)。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的

公共投资力度 (相比于农业 GDP) 是发展中国家的 5 倍 (Pardey 等

人, 2007)。 适应性投资和战略性投资都是必须的。 这不仅能够提高

国家农业研究领域的科研和行政能力, 而且能够增强农民、 咨询机

构和国际中心之间的联系。
除了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之外, 粮食的销售和贸易成本的降低也

能够平滑粮食价格。 在最贫困的国家中, 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非常

高。 一般而言, 粮食的运输成本占销售成本比例可达 50% ~ 60% 。
如此一来, 即使是在丰收的年份, 粮食的出口价格也缺乏竞争力,
相反, 在歉收的年份进口国外粮食的价格就会过高。 高昂的贸易成

本使得国内粮食市场———特别是在非洲国家———非常容易受到气候

变化的冲击, 从而使得国内粮食价格波动剧烈。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很生动的案例 (图 9郾 7)。 降低粮食

的销售和贸易成本能够很好地抑制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
图 9郾 7 描绘了亚的斯亚贝巴市场价格相对于世界市场的粮食平

价, 其中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的区域代表贸易成本, 如此高额

的贸易成本无论是对农民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毫无益处。4 为了降低贸

易成本, 需要更多的投资以提升和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管理

(支线道路、 零售和批发市场以及仓储); 收集和宣传市场信息 (能
够获得的市场价格数据及其获取渠道); 加强生产者的联盟 (为了在

贸易中获取规模收益); 完善粮食市场的区域一体化 (降低成本和消

除贸易壁垒)。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联结农业价值链中的各种要素

至关重要, 包括满足城市零售市场的分销需求; 提高农业投资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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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Del Ninno、 Dorosh 和 Subbaro, 2005 年。

图 9郾 7摇 埃塞俄比亚当地粮食价格的波动

靠性; 改善进入农田的通道, 从而提高农业管理水平。 最近的一项

以农业为导向的道路开发的研究表明, 公私合作能够有效地为扩充

私人投资渠道和金融创新以及专业知识提供便利。
信息技术对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正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例如, 无线通信技术易于使用而且成本正在逐步降低,
对于收入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来说, 不仅价格合适而且十分

便捷。 预计下一波新增的 10 亿移动用户中大多数都是农村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 2009)。 农村地区手机的推广能够方便地获取各种市场

信息。 贸易网 (TradeNet) 是一个位于加纳的贸易平台, 用户可以

在该网站注册, 然后选择特定的商品和市场, 随后, 当有人通过手

机在他们所选商品和市场下单时, 该用户就会收到短信提示。 此外,
用户还可以订阅并收到整个西非地区 400 多个市场、 超过 80 种商品

的实时价格。 在印度, 利用手机来获取市场信息使当地的渔民能够

根据市场需求及时作出调整, 从而提高了收入水平 ( Jensen,
2007)。 在尼日尔, 通信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不同粮食市场间的价格差

异 (Ak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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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培训和能力建构领域进行补充投资的国家, 也在农村宽

带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 作为印度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商之一的

ITC 集团, 从 2000 年开始在印度实施电子集市 (E - Choupal) 计划。
该计划在农村传统的社区聚会场所 (集市) 实施, 通过卫星把不同

的多媒体卫星电脑链接到一个门户网站上。 并且为那些在社区中备

受尊敬的有文化的农民提供培训。 该计划为农民提供各种丰富的信

息, 比如当地的天气预报、 附近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和最新的播种技

术。 总之, 这些改进最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使农民获益。 到

2008 年, 电子集市计划覆盖了 4 万多个村庄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农户,
给农民带来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利益。

以提高市场整体效率为目标的干预措施有助于降低风险和减少

损失。 这些干预措施包括: 提升和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管理; 加强

市场信息的收集和传播; 开发评级和标准化系统并加以推广。 同时,
国家政策也应该致力于通过生产者组织来加强小农户尤其女性农户

的市场力量。 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种植技术, 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市

场渠道。 一般而言, 市场渠道重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外围种植户计

划, 即大的农场或农户为小农户安排投入和销售, 并从中收取一定

的费用。 第二种是订单农业, 即小农户通过提供劳动和土地获得一

定的费用, 工业企业则负责投入、 管理和销售。
促进小农户的农业发展以及提高其在高附加值市场中的参与度

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影响。 使小农户参与高附加值市场将有机会提

高自己的收入, 原因有二。 首先, 牲畜和园艺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确

有很大的活力 (世界银行, 2008)。 其次,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

口中, 非传统的、 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已经占多数 (Jaffe 和 Sewadeh,
2006)。

小农户参与市场的积极影响包括创收、 就业、 改善信贷和技术

援助的获取渠道、 促进商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 (Hens鄄
on 等人, 2008)。 加入现代供应链能够使农民的收入增加 10% ~
100% (危地马拉、 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 (世界银行, 2008)。 然

而, 随着市场的快速演变, 加入与之相关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的供应

链对于小农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高昂的交易成本使许多农户

望而却步。 因此, 需要以门槛投资来缩减小农户相对于大农户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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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济的竞争劣势。 这些投资包括强化供应链的生产能力, 以满足

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的要求; 改进后勤保障, 以便在一个可靠的基

础上提供特定数量的农产品; 完善当前的产品和生产工艺。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小农户组织团体与私营部门 (尤其有

利于维持和提高市场发展价值) 合作密切, 而且政府从多方面给予

支持, 更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影响。 研究结果还显示, 如果一国的国

内生产能力薄弱, 那么国际技术和营销伙伴关系对于技术和知识转

移、 发现市场机会和获得与出口地当地市场接触和联系的机会是至

关重要的 (Henson, 2008)。

通过投资拓宽粮食的获取渠道, 改善饮食营养

用于拓宽粮食的获取渠道、 构建粮食安全网和改善饮食营养的

投资对于保护最弱势的群体至关重要。 拓宽粮食的获取渠道取决于

粮食市场的运作。 竞争性市场能够降低主要食品的价格水平, 并且

能够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以保障饮食的多样性。5 然而, 市场运作不

良也会增加饥饿的风险。 例如, 当市场信息有限而且当地市场被掌

握在少数几个交易商手中时, 就会使市场运作恶化, 从而增加饥饿

的风险。 此外, 有证据表明, 国内价格具有向上的弹性和向下的黏

性, 即当国际市场价格上涨时, 国内价格会很快的随之上涨; 而当

国际价格下跌时, 国内市场价格却下降缓慢。 因此, 粮食市场的存

在未必能保证饥饿的减少。 为使市场更好的运作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例如, 投资于适当的基础设施、 加强市场竞争、 确保管理政策的执

行以及强化信息的流通。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 最基本的是保证粮食在家庭内部得到公平

的分配。 家庭内部的分配规范至关重要, 可以确保家庭中的弱势个

人———特别是孕妇和两岁以下婴儿———能够获得足够的富有营养的

食物。 有证据表明, 随着女性收入的不断增加, 家庭中儿童的饮食

质量也随之提高 (Haddad 等人, 1996)。 以往的经验显示, 如有危

机发生, 家庭中女性牺牲的消费要多于男性。 因此, 构建粮食安全

网和改善饮食营养以女性和女童为中心对于实现减少饥饿和营养不

良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低收入国家中的安全网计划通常覆盖率较低, 资源不足而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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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散。 低收入国家中绝大多数的极端贫困人口无法获得公共安全

网计划的支持, 必须转而依靠一些非正规的救助和其他的应对策略。
对安全网计划的公共支出平均在 GDP 的 1% ~ 2% (Grosh 等人,
2009), 远远低于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支出。 安全网计划通常由国家的

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实施。 其结果, 如果危机期间影响到了很大一部

分人口的粮食安全, 决策者们就不得不依靠次优的政策措施如普遍

的补贴政策来缓解贫困问题。 因此, 在没有危机发生的年份, 各国

需要在努力加强现有计划实施的同时积极尝试新的计划来解决长期

的贫困问题, 以确保粮食安全和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 并且随时准

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冲击。

资料来源: Wodon 和 Zaman, 2010 年。

图 9郾 8摇 安全网项目的资金分配

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优先次序的差异, 可以选择不同的安全

网计划 (图 9郾 8)。 食品券、 现金转移或者粮食援助计划等, 都是为

了确保目标受益者能够达到最低膳食能量的目标要求。 它们可以用

来解决长期的整年的贫困问题, 并且在危机中根据需要扩大其规模。
工作换食品项目适用于那些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 能够整合基础

设施发展目标和收入转移。 补充营养餐项目主要为母亲、 儿童和其

他弱势群体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 学校供餐项目就是其中的一种形

式, 能够在解决教育、 饥饿和实现营养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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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现金转移 (CCT) 项目也有助于整合安全网计划和其他更加

广泛的发展目标, 例如卫生和教育服务的增加。 在危机期间设立新

的 CCT 项目可能会耗费太长的时间, 并且可能无法覆盖服务资源稀

缺且最需要这一项目的地区。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实施 CCT 项目的地

区而言, 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方案。
许多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以粮食作物补贴充当粮食安全网。 在

这里有必要区分普遍性补贴与小规模补贴。 普遍性补贴会占用大量

的财政预算, 削弱了激励机制。 而小规模补贴主要针对弱势群体,
对穷人通常食用的主要食品实行供应和配给。

许多粮食安全网计划忽视了营养强化食品, 只提供或资助非强

化食品。 非强化食品一般原材料价格低廉,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国

内的私营部门缺乏生产强化食品的能力。 然而, 强化食品的推广确

实有助于粮食安全。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孟加拉国包括粮食援助在内

的四种安全网计划, 结果表明, 相比非强化大米, 强化小麦面粉更

加富有营养。 在孟加拉国, 当地民众更喜欢食用大米, 女性往往比

男性食用更多的小麦, 强化食品援助有助于促进女性对营养和能量

的摄取 (Ahmed 等人, 2007)。 因此, 推广强化食品不仅能够确保适

当水平的能量摄入, 而且能够实现饮食的多样性。

采取多边行动的必要性

多年来, 捐助伙伴一直敦促贫困国家要以结果为先导, 在更高

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增强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的战略性投资。 巴黎宣

言 (2005) 强调了援助有效性的五大原则: 国家拥有发展议程的主

导权; 根据国家的发展重点和制度调整援助计划; 协调捐助政策、
程序及实施; 管理开发的成果; 相互问责。 巴黎宣言之后, 阿拉克

行动议程 (2008) 所强调的重点是增强国家主权; 建立更加有效的、
更具包容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开发目标且对其尽责。 最近, 各

援助国在 2009 年的罗马粮食峰会上强调, 所有合作伙伴必须调整援

助计划, 投资于由国家所有和主导的项目。 这些项目必须具有战略

意义和强有力的同业互查机制, 从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之间充分的、
具有包容性的磋商中受益。 而实现这一愿望的主要问题在于双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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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援助通常依据不同的目标逐国进行分配, 并且一般会提前三年

制订相应的部门计划。 事实上, 双边或多边的共同资金并没有对部

门设置援助计划, 否则, 捐助者可作为一个群组将未分配的资金用

以满足一些国家建立农业和粮食安全网的资金需求。

行动原则

为了引导 20 国集团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共同行动, 需要确定一些

实施原则。 首先, 需要持续关注经济增长, 主要途径如下:
誗 支持某一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 例如, 占贫困国家经济增长

三分之一的农业领域;
誗 通过加大抗旱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农作物和牲畜的组合

饲养以及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水平, 提高农业领域抵御气候变化的能

力, 从而降低农业增长的波动性;
誗 通过加强市场联系来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从而平抑粮食

价格波动, 减少因为粮食价格暴涨而导致国内动乱的风险, 降低相

关的预防性储蓄水平, 并带动其他领域的消费和增长。
其次, 采取行动以弥补现有援助的效果, 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誗 支持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
誗 将未分配的捐助资源纳入到一个更灵活的资金池中, 以支持

和补充受援国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对捐助国的要求;
誗 利用现有的实体和程序, 支持国家计划的设计、 评估和

执行;
第三, 行动应具有结果导向性和包容性,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誗 优先考虑具有完善成果框架的投资方案;
誗 优先考虑那些最需要援助的 (通过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进行

评估)、 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的、 具有可靠投资回

报的国家;
誗 广泛征询并融合民间社会与私营部门组织的意见, 以便更好

地调动全国的资源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20 国集团的行动

20 国集团能够并应该采取的行动有四个方面。 第一, 需要向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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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源, 以扩大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

的援助规模。 尽管双边和多边机构的直接支持有所增加, 但还不足

以在 2015 年逾期实现消除半数贫困和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 (MGD)。
据保守估计, 在这一领域, 所有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 140 亿美元的

公共物品投资 (Fan 和 Rosegrant, 2008), 如果不动用额外资源很难

达到这一标准。
第二, 必须保证尽快提供这些额外资金。 尽管多边机构正在不

断扩大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支持力度, 却常常受到随特定的增资周

期而变化的资源约束 (例如, 对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而

言, 国际开发协会每三年为其进行一次增资)。 如果现在利用额外资

源建立一个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多边捐助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将不必

受到增资周期的限制, 可以随时为农业和粮食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 通过一个统一的全球机制以及支持国家和区域农业及粮

食安全项目的共同框架, 引导多边捐款的使用, 有利于围绕国家和

区域计划提高捐助的针对性。 这种方法可以弥补国家内捐助针对性

的不足, 这也是捐款国和受援国一直在试图探讨的问题。
第四, 通过限制平行规划和优先实施已经在国内到位的项目来

加强国家在援助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这对提高援助的有效性至关重

要。 各国政府负责国家公共投资和技术援助计划的甄别, 区域组织

负责区域公共部门投资和技术援助计划的鉴定。 后者将负责对全球

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 (GAFSP) 指导委员会的提案邀请作出回应。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是最近出台的, 旨在协助实施上述行

动。 2009 年 7 月, 八国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意大利的拉奎拉会议

上承诺, 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总额超过 200 亿

美元的援助。 按照 20 国集团 2009 年 9 月在匹兹堡会议上提出的要

求,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于 2010 年 4 月启动, 该计划是协助履

行 200 亿美元援助承诺的一个多边途径。 该计划最初是设立在世界

银行中的一个委托账户, 用来资助由国家主导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

全计划, 并且受到许多外部监管机构的监管 (例如多边开发银行和

联合国的一些机构)。 新的机制是在捐助国和受援国外部的联合治理

下运行的。 目的在于解决高质量并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及地区在农业

和粮食安全的战略投资计划资金不足的问题, 这些投资计划都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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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受援国同捐助国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后在国家层次上制订的。
得益于捐款者的慷慨解囊, 迄今为止, 新计划 (GAFSP) 得到

的捐助资金包括 9 亿美元的承诺款项和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 爱

尔兰、 韩国、 西班牙和美国 (按字母顺序排列) 以及盖茨基金会的

2郾 64 亿美元捐款。 然而, 要获得成功, 还需要 20 国集团中有越来越

多的国家致力于解决贫困国家的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 并为这一目

标提供道义上和资金上的支持。 该计划已经为五个国家具有创新性、
战略性和包容性的农业和粮食安全投资计划提供了 2郾 35 亿美元的资

金支持, 但是, 目前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合格计划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是这一数字的五倍之多, 八国集团和 20 国集团先前曾承诺为这些计

划额外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 如果这些承诺不能按时兑现, 等待中

便孕育着危险, 就援助的有效性和 20 国集团的公告而言, 最好的可

能性莫过于深深的怀疑, 而最坏的可能性则是冷嘲热讽或拒绝配合。

注释

1郾 本部分引用了世界银行 2010 年 《全球监测报告》 和其他材料中的内容。
2郾 “大鱼吃小鱼冶, 《多伦多环球邮报》, 2008 年 5 月 31 日。
3郾 2008 年 6 月, 美国国土安全局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认为养老基金应该为商

品市场上的价格暴涨负责。 该委员会提议动用超过 5 亿美元的资产投资于美国

的农业和能源商品市场来降低粮食和能源价格。 该议案被称为 《2008 年商品投

机改革法案》, 这一法案于 2009 年 9 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 却被参议院否

决, 有可能无法进一步实施。
4郾 当国内价格处于进口平价水平时, 从世界市场进口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当国内价格低于出口平价时, 则出口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实际上, 贸易会阻止

国内价格超出进口———出口平价的范围。 较高的交易成本会扩大这一范围, 也

会大幅加剧国内价格的波动。
5郾 关于粮食市场的讨论主要源于世界粮食计划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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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David Nabarro
联合国秘书长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代表

本章开篇重申了四个事实。 第一, 发展中国家在此次全球经济

危机后面临的挑战。 此次经济危机的特征在 2008—2009 年为持续走

高的商品 (包括粮食) 价格, 在 2009—2010 年表现经济萎缩, 目前

呈现出剧烈的价格波动。 此外, 农业和农村地区的转型是本章的一

个重点问题之一, 对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大多数人而言, 经济转型是

增长和复苏的发动机。 第二, 粮食安全及其获取、 供应和利用的规

模是家庭和社区充分发挥其社会和经济潜力的先决条件, 也是稳定

社会的关键。 第三, 当决策者寻求确保增长与发展的公平性时, 总

希望能顾及三个事实: 粮食价格波动对于将收入的 80%用于购买食

物的贫困人口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全世界有 14%的人口长期受到饥

饿的困扰; 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扰动性冲击和资源短缺的国家削减其

社会保障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四, 世界上有超过 4%的人口严重营

养不良, 因此, 致力于提高人口营养水平对于个人维持生计、 接受

教育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这四种现状可以解释过去两年中对粮食危机反应的强度和一致

性有所增加的原因。 国际社会在需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这两个问

题上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领导能力源自各国政府对强有力管理

(而非控制) 作用的重视, 管理的角色有两方承担, 一方是政府

(反映一国在发展粮食和营养安全的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另一方是

外部支持系统联盟 (包括发展援助和研究)。 各国都在寻求可以连接

长短期干预政策的综合性方法, 重点关注小农户和女性的权益并且

不断加大增值技术的投资力度。 在所有的层面上, 对策的协调性越

来越强。 政府在制定议程中的重要性; 包括非国有部门在内的所有

部门的集体行动; 区域团体和私营部门的关键作用等, 这些问题都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0 国集团已经成为促进危机后增长以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国际支

撑力量, 增加在粮食和营养供给的国际投资能够使各方共同获益。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 国际投资能够进一步增加。 投资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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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供的资金能够投资于具有综合性和基于证据的战略性项目

(例如综合行动框架), 应用新技术来提高附加值以及不断努力提高

女性的自主权并减轻其劳动量 (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 投资者

还希望看到他们的资金得到最有效地利用, 这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例如, 运用不同的融资途径来支持同一个投资计划、 加强国内协调、
尽可能地汇集财政援助、 高度的问责制和有效的监管。 他们同样期

待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上国际支持体系的治理有所改进。
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政治、 经济和金融的行动组合以促进食品和

营养安全, 20 国集团成员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些行动包括:
宣传食品和营养安全对于实现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要性; 支持 2009
年 11 月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和营养危机达成的各项

共识和原则; 倡导和支持多边集体行动; 鼓励问责制和管理方法的

开发; 支持不断地改革多边机构, 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的多极世

界; 扶持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这样的汇集式融资体系。

走向多边化

各国正共同努力寻求在农业发展及粮食和营养安全 (投资、 贸

易支持、 更好的管理生态系统、 两性平等、 社会保障、 公平公正、
重点关注最弱势群体的需求和注重营养)、 鼓励科研和技术进步 (包
括通过对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改革的支持)、 加大农民组织和民间

社会的参与性、 提高商业化程度 (例如, 通过世界经济论坛提供农

业问题的新视角) 和促进道德实践 (包括外国土地投资的责任) 等

政策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国际社会也在谋求对粮食和营养安全的

各方面都更加灵活的治理和制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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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Cheikh Sourang
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

摇 摇 本章对粮食安全问题及时和详尽地描述对问题和相关的选择提

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视角。 同时, 本章也讨论了在处理粮食安全问题

的可行方案及相关的紧张局面和权衡取舍。 这一章的内容证实了农

业投资的重要意义并呼吁不断调动金融资源以解决长期性的问题。
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 ( IFAD) 是联合国 (UN) 旗下的一个国

际金融机构, 致力于消除农村地区的饥饿和贫困。 从国际农业开发

基金会的角度来看, 这一章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提供了一次了解现

实世界的机会, 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问题, 并且强调了途径、
动力和空间的共同反思对于提高干预成功率的重要性, 这些干预包

括社会保障、 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一个有利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问题所在

在近期全球性的粮食、 能源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随之而来的

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无保障问题, 作为一种周期性现象, 问题已经

发展到令人惊恐的地步。 全球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国际

社会的担忧日益增加, 关于减少贫困和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最贫

困地区无法实现。 如果发展中地区普遍缺乏粮食保障这一问题得不

到积极解决, 那么将给相关国家的家庭、 经济甚至下一代人带来无

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更不必说无所作为将会给全球带来的其他负外

部性代价。

解决方法

来自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实例证明, 粮食无保障并不是一

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贫困人口通常最缺乏粮食保障, 而且绝大多数

贫困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地区, 农业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 最成功

的案例证实, 农业是增长的动力, 是减贫的工具, 更是环境管理的

关键切入点。 但是在处理粮食安全的过程中, 不可忽视紧张局面和

投资选择的权衡, 也不能忽视在相关的国家主导过程中存在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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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间断。
国际社会对于应该采取的行动已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涵盖

了下列某些问题的全部或一部分:
誗 确保能够获得包括土地和水在内的生产性资产及持续管理。
誗 提供可预期的各种投入 (种子和肥料)、 适当的技术和相关

的咨询服务的渠道。
誗 提供可靠的进入农产品市场及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
誗 通过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 确保收入的多样化。
誗 解决与市场波动和气候变化有关的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问题。
誗 组织农村贫困人口有意识地参与到当地的规划和政策制定过

程, 并且使其在国家主导的协调和调整议程中参与到各利益相关者

的合作关系中, 从而给予农村贫困人口及其组织以话语权和选择权。
誗 有目标地选择一些群体并予以特别关注, 如一些女性在家庭

粮食问题上可能成为更好的信贷操作者和持续投资者; 在提供足够

的激励机制的条件下, 有些农村青少年愿意留在农村, 未来将成为

农民企业家和农村企业家。
誗 对粮食安全的紧张局面和权衡取舍进行管理, 例如, 灌溉农

业能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使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粮食), 有效地应

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 到 2050 年, 灌溉农业将成为一种主要的

粮食供给来源。 同样,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增长和减贫, 但同

时却使农村贫困人口更易受到价格和收入波动的影响。

强化干预措施所面临的挑战

除了 “感觉良好的成功案例冶 之外, 如何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

增强干预措施以便在多极世界中应对粮食无保障的问题, 这个领域

充满着挑战。 以持续的公私合作关系和面向发展的南南合作为基础,
借鉴传统的官方开发援助 (ODA)、 由基金会推动的新型慈善和分散

化合作, 调动新的、 额外的资源等, 都是这些挑战所包含的内容。
尽管在处理粮食安全问题上有些成功的案例, 但仍然有少数案例给

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 持久性的影响。 因此, 为了避免当地民情所

允许的技术进步或组织管理方面的持续创新受到不良影响, 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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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干预措施时, 需要系统的、 主动的来确定在财政、 政策、 机

构、 伙伴关系和学习方面的途径、 动力和扩展空间。
换言之, 系统性强化干预的措施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誗 对农业发展应达成一致的共识: 农业是一种多功能的活动,

能够影响经济增长、 减贫和环境管理。
誗 早期磋商———在方案设计时期———对于是否设计独立的重复

项目、 部门项目的联合融资以及探索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等问题磋

商强化干预的途径。
誗 最好的资金动员不仅应该包括负责任的直属部委和执行机

构, 而且还应该包括能够创造财政空间和动员其他捐助者的金融部

委、 关注不景气社会成本的国会议员以及国内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即生产者组织、 服务供应商以及参与有关商品价值链的其他各方。

誗 在国家、 地区和世界层面上开发政策和制度空间, 来应对市

场失灵和其他新出现的、 现有机构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 后续的未

决事项包括: 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 对商品期货市场功能错

位———从对冲风险变为投机———的补救; 应对公共物品配送和标准

设置要求的演变; 在援助结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努力提高制度

效率。
誗 在有所为、 有所不为和为何而为这些问题上要达成共识; 将

监测系统———尽管常常面临所有权、 激励和能力问题———在项目和

部门的层次上连接起来, 并作为政策对话的知识源。
誗 20 国集团可保持目前合作关系的发展势头, 依靠现有的资

产, 将为其增加极大的价值。 其中的一些合作关系包括: 全球性或

地区性的资源项目和金融工具 (例如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以及

欧洲食品安全基金), 以各种首脑峰会决议的计划方案为基础, 直接

应对有关粮食安全问题; 在地区层面上关注公私联盟和伙伴关系,
促进该地区 (例如非洲) 的绿色革命或拓宽选定商品的价值链 (例
如水稻和树薯); 对农业和农村生产部门资源分配的倾斜; 围绕粮食

安全问题的激烈辩论、 相关的体制机制和不同层面上的行动框架;
与地区框架相结合的国家所有的农业投资计划 (例如非洲综合农业

发展计划); 将技术和知识产品的生产 (例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

组、 联合国、 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以及独立智库) 作为询证制定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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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政策的一项关键要素;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充分认识农村

贫困人口及其组织参与的必要性。
誗 令人鼓舞的是, 为了应对在各个层面进行协调所面临的挑

战, 最近的减贫和国家增长战略都呈现出一种逐步改善的趋势: 越

来越多的政府和捐助者都非常重视提高农业和农村生产力; 加快整

合国家和部门间的规划框架, 并且不断改善其与新兴的分散化政策

之间的联系; 平衡政府的内外部职责, 直接面对国内的利益相关者

和外部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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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Joachim von Braun
波恩大学

摇 摇 世界粮食危机尚未进入后危机阶段。 2007 年至 2010 年, 在粮食

和经济危机互联的背景下, 粮食和营养的不安全问题日益加重。 粮

食危机首先爆发, 并与随后爆发的经济衰退交错, 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了源于粮食 (和能源) 价格领域通货膨胀压力及其宏观经济

应对政策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不仅粮食和能源市场互联, 粮食和金

融市场也已经变得密不可分, 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给贫困人口带来

了新的额外风险和不确定性。 至于所需要的政策行动, 必须区分哪

些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政府主导, 而哪些最好在国际和全球层

面上由国际社会来处理。 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行动缺一不可。 这篇

评论之所以重点关注国际和全球行动, 是因为行动本身存在很大的

缺陷, 需要予以纠正, 就这一点而言, 20 国集团可以发挥独特的关

键作用。

行动领域 1: 重新设计全球农业、 粮食和营养治理体系

当前, 世界粮食和农业系统混乱不堪, 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要整顿全球的农业、 粮食和营养安全治理, 需要遵循以下四个关键

原则: 坚持合法性与责任性 (即决策机构有一个合法的基础并切实

负责) 和有效性 (即所选择的治理结构是所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备选

方案中成本效益最高的)。 考虑到全球粮食和农业会一直受到不断变

化的和不确定的各种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和与粮食有关的健康风

险的影响, 第四个原则就是创造性 (即能够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

环境)。 当前的治理体系尤其缺乏责任性、 有效性和创造性。
今日的全球治理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借助于正式的全球组织,

而是越来越多的借助于复杂的、 由政府网络构成的全球网络。 在这

个网络中, 一些国家通过国家元首、 部长、 议员和联合国来进行交

流,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个网络 (Slaughter,
2004)。 重新设计的治理体系应该是一个关于农业和粮食的全球公共

产品治理的新架构。 一个独立的战略性机构是填补粮食安全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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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空白所必须的。 这个机构应该能够在面对危机时及时作出决策,
并且能够处理目前处于全球治理空白中的基本问题。 这个机构必须

凌驾于任何与农业、 粮食和营养相关的联合国机构之上, 以确保该

机构的独立性。 能够命令现有组织采取有依据的行动, 同时能够调

动必要的资源。 20 国集团应该确保这个机构拥有能够发挥其职能的

必要的权力资源。

行动领域 2: 减少极端价格波动的可能性

粮食价格波动对最贫困的人口影响最大, 并且损害了更多人的

健康和营养。 2007—2008 年的价格波动是一个国际事件。 因此, 需

要采取国际行动来预防未来的全球价格冲击。 粮食市场不能被排除

在适当的银行和金融制度的监管之外, 因为主食和饲料市场 (粮食

和油料种子) 与金融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密切相关。 在此, 可推荐两

套措施如下:
改善监管。 应当通过监管抑制粮食商品领域的过度投机。 即提

高非商业交易商的投机成本 (例如, 调整保证金)。
创新粮食储备政策。 目前需要的是全球在粮食安全领域实施集

体行动, 增加粮食储备。 这一行动应该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 von
Braun、 Lin 和 Torero, 2009):

誗 建立一个小型的、 独立的现货储备, 专门用于应对紧急事件

和人道主义援助。 这一储备将由世界粮食计划署管理。
誗 在地区或全球层面建立由国家共享的适度储备。
誗 建立一种虚拟储备的干预机制以利于避免价格暴涨。 虚拟储

备的概念建立在信号理论的基础上, 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来

提高进入市场的投机者的风险水平, 反过来将增加投机者的贴现率,
从而减少其过度参与市场的可能性 (Torero 和 von Braun, 2010)。

行动领域 3: 激励私营部门投资, 增进面向贫困人口的农业科技

这个领域的行动包括对合理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和服务于粮

食长远安全的研发进行持久的适当的引导。 粮食安全危机引起了人

们对于获取粮食途径的担忧, 甚至在富裕国家也同样存有忧虑。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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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担忧是促使经济强国越来越多地在国外购买土地的部分原因, 以

便在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提高其国内的粮食安全 (特别是土地和

水资源)。 目前, 需要通过国际协调的政策行动来确保这些投资的健

全性和可持续性。 需要为东道国政府和有意在发展中国家购买土地

的外国投资者制定一种适当的规范 ( von Braun 和 Meinzen - Dick,
2009)。 自发性指导方针并不会促进充分改善这一关键领域的投资环

境, 但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增长机

遇。 更长期的行动需要在国际层面上与研发相结合。 从 2008 年到

2013 年, 公共农业研究领域的投资将会加倍———从 5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 从而使农业产出大量增加, 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在

国际层面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在这一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行动领域 4: 扩大社会保障和儿童营养计划

不管是为了保障最弱势群体的基本营养, 还是为了提高粮食安

全, 在发展农业和减少市场波动的同时, 还应该在社会保障和营养

方面采取措施。 尽管多数行动由各国政府承担, 但是, 这些投资需

要国际支持, 特别是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需要采取保

障措施来缓解短期风险, 同时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长期的负面影响。
保障措施包括有条件的现金转移、 养老金制度和就业计划。 应该加

强和推广诸如学校供餐和致力于改善早期儿童营养的各项计划等预

防性的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 保证其覆盖率。 同样, 社会安全网不

仅能够消除暂时性的贫困, 而且能够通过允许贫困家庭创造和保护

资产, 将资源配置于高风险但有利可图的生产活动, 从而使增长成

为可能。

结论

优先性、 有序性、 透明性和责任性对于农业、 粮食和营养政策

的成功实施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更多、 更优质的投资, 但是, 要使

这些投资取得丰硕的成果, 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强化农业、 粮食和营

养治理。 如果只是投资于技术领域就无法解决体制失灵的问题。 特

别是在降低全球粮食价格波动问题上, 更需要机构适当的监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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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在即将到来的 20 国集团峰会上, 所有关于发展的议程中必须优

先关注粮食和营养安全这样一个长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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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 Hak - Su Kim
联合国

摇 摇 本章重点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率、 增强

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以及降低风险和脆弱性来确保粮食安全的长期政

策。 在这样一个均衡关系中充分考虑了人口动态因素。 在 1800 年,
世界人口只有 10 亿, 到 1930 年, 世界人口翻了一番, 达到 20 亿,
并在 1960 年增长到 30 亿。 在 1930 年至 2010 年间, 世界人口从 20
亿增长到 70 亿, 足足翻了三番有余。 据联合国估计, 世界人口将在

2033 年增加到 90 亿, 并在 2046 年增长到 100 亿, 这一天距现在仅

有 36 年。 因此, 我们可以预见到在粮食供应总量所面临的短缺以及

与粮食权益有关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更大威胁。 所以, Delga鄄
do 先生和其他人合作完成的这项研究尤为重要。

亚洲通过绿色革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我曾有幸会见了来自印

度的绿色革命专家 Monkombu Sambasivan Swaminathan 博士, 他曾提

到, 在绿色革命以前, 印度非常担忧该如何养活其 4 亿人口。 正是

由于绿色革命的兴起, 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从高产作物品种的种植、
施肥和灌溉系统的改进获益匪浅。 此外, 中国还得益于农业机械的

应用。 亚洲国家采用了上述措施, 从而使绿色革命大获成功, 也为

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
现有的许多组织都与粮食安全议程相关, 例如联合国粮食与农

业组织 (FAO) 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 (IFAD)。 Joachim von Braun 对

这些组织的治理结构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组织

来专门处理粮食安全问题? Cheikh Sourang ( IFAD) 认为, 我们没有

必要设立一个新的组织来负责资金的筹集和计划的实施。 恰恰相反,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战略角度、 比现有机构更高的层次上运作的机

制或监督主体。 这个主体应该像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一

样, 是一个工作性组织。 并且在建立之初就承担一个新的议程项目,
正如一次竞赛 (the One Campaign) 负责贫困问题一样。 例如, 当粮

食价格暴涨时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直接负责价格的波动。 其结

果, 现有的粮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都没能承担起应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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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暴涨的责任。 当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的时候, 也

没有任何一个被倡导的主体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或者建立一套实施准

则, 以便使这些资金更具有流动性和可持续性, 从而带来更大的收

益。 农业的前景可能会朝着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 但却没有任何一

个战略性的主体能够担当起制定新议程的职责且组织实施。 20 国集

团应该促成这样一个独立于现有机构的主体的产生, 从而避免出现

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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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郾 追求普适性: 应对金融扩展的
全球性挑战

Peer Stein
国际金融公司

Bikki Randhawa, Nina Bilandzic
世界银行

本章强调了金融扩展过程中几个关键的发展趋势、 挑战与机会,
并为 20 国集团决策者推荐一些建议, 以便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

众多的非 20 国集团国家从中受益。 因此, 本章适用于所有的听众,
包括决策者、 发展融资机构和私营部门, 也包括那些对金融扩展大

纲及要点感兴趣且在这一领域工作并取得成就的专家们。 本章分为

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推动金融扩展进步的目标和议程。 第二部

分界定金融扩展的概念及其对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的重要性。 第三

部分设计了几个工作重点作为推荐建议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简要说

明下一步的工作。
本章还包括一个附录, 可以更直接地考察微型金融机构, 并以

此为例证来回顾一下成功、 创新与教训, 这是我们广泛地讨论有关

金融扩展议题的关键。

略论挑战

金融扩展包括对服务水平低下或服务缺失的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的范围、 质量和有效性。 在发展中国家中, 有 27 亿成年人———约占

总人口的 70% ———还不能享用金融服务 (表 10郾 1)。 努力促进金融

扩展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仅要关注金融缺失的地区, 也要关注发展



中国家金融服务水平较低状态下的个人与公司。

表 10郾 1摇 目前对无银行者采取的措施

世界银行集团 2009 年报告 70%或 27 亿成年人口

McKinsey / FAl (Chaia 及其他) 2009 年 10 月报告 25 亿成年人口

研究: Demirguc - Kunt、 Beck 和 Honohan 2007 / 2008 70%人口

注: 收集与发布数据以每年为准。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小组编撰。 请注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0 年已就每个国家

的金融渠道指标发布新数据库。

穷忙族 (每日生活费不足 2 美元) 占发展中国家劳动人口的

60% , 代表着金融扩展的主要目标市场 (图 10郾 1)。 此外, 中小企

业 (SMEs) 总的来说是穷忙族最大的雇用者之一, 因而中小企业市

场对拓宽金融扩展的边境而言也是最好的机会。

注: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总量为 26 亿; 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为 56 亿, 以低报酬职务工

作的人数日生活费不足 2 美元为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分析团队数据, 基于世界发展指标的计算数据和贝尔与梅琳

达盖茨基金数据。

图 10郾 1摇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状况

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金融扩展,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及时履行

20 国集团在 2009 年 9 月美国匹兹堡会议上的承诺, 改善贫困人口接

受金融服务的条件。 为达到这个目标, 20 国集团领导人建立了金融

扩展专家组 (FIEG), 下设两个小组———其中一组集中革新对贫困

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交付方式, 另一组负责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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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两个小组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之中。

协作模式与目标实施的重点

迄今为止, 在全球范围内成功推进金融扩展的经验说明, 需要

有多重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行动和渠道。 为 “下一代冶 绘制的金融扩

展目标和努力的途径有着相当大的杠杆效率, 这一点可以从以往的

协作行动中吸取经验。 图 10郾 2 表明, 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该首先启

动并引领金融扩展。 关键是在利益相关者中贯彻激励机制与高端目

标的匹配。 从发展的趋势来看, 需要有四部分参与者: 工业、 全球

性的发展团体、 知识中心 (CGAP) 和各国政府。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集团团队分析, 钻石模型的构建受到 Michael Porters “竞争钻

石模型冶 的启发, 该模型用于为国家和产业集群提供诊断和推荐竞争建议。

图 10郾 2摇 金融扩展的协作式钻石模型:
第一代 1郾 0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10 年)

迄今为止, 全球目标和协作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的是信

用目标。 1997 年小额信贷高层会议发起时曾设定了初始目标, 即在

2005 年, 世界最贫困家庭 (主要是女性) 可获得个体经营与其他金

融与商业服务的贷款达到 1 亿美元。
为应对金融扩展的全球性挑战, 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高层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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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而设法彻底消除金融扩展的差距就是全球性挑战之一。 全球目

标既可以通过由下而上的方法 (聚集力量设定目标或设计国家层次

的目标项目) 也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 (设定全球高层次目标以

及各国需要通过有效途径定期达到的目标), 或二者的结合。 例如,
如果全球目标设定在 2020 年为金融缺失地区的个人提供金融服务 10
亿美元, 并为中小企业融资 5郯 000 万美元, 这一目标要得到确认就

需要自下而上的过程, 以保证不会因各国达不到预定目标而影响到

全球目标。 当前的全球目标区别于上期目标的主要因素是, 所要达

到的融资数量不仅包括信用, 而且包括原先被排除在外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 如支付、 汇款、 储蓄和保险。
要达到这一未来的目标, 不仅需要前述四类利益相关者的努力,

而且需要更广泛与多样化的参与者。 图 10郾 3 勾画了下一轮金融扩展

启动所需要的初步协作模式。
主要的工作重点集中于四个主题: 政策环境; 交付机制和产品;

可靠融资渠道与消费者跟踪; 数据与考量以及设定 FIEG 小组的工

作。 图 10郾 4 是 20 国集团议程关于每项工作重点的初步框架; 每项

工作的具体细节随后再讨论。2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集团团队分析, 钻石模型的构建受到 Michael Porters “竞争钻

石模型冶 的启发。

图 10郾 3摇 金融扩展的协作式钻石模型:
第二代 2郾 0 (2010 年至 21 世纪 2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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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

誗 为提供关键的金融服务的国家扶持政策, 包括 G2P
誗 为支持无分支银行的操作提供适应性管理环境

誗 为金融服务的可购性强化竞争

誗 支持系统性的对等学习以及分享金融扩展政策经验

金融基础设施

誗 为服务水平低下的地区提供有利于支付发展和改善良好的

商业模型

誗 努力实现八国集团提出的汇款 5 伊 5 目标

誗 增加扩展性信用报告体系, 包括微型金融信贷报告

交付系统与产品

誗 增加使用移动银行, 代理网络和智能卡

誗 扩大为贫困者长短期储蓄的保险 (微型保险)
誗 增加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创新、 基础设施和资金

誗 关注农村低水平融资的地区

誗 为女性客户提高金融扩展水平

关注可靠融资消费

誗 呼吁金融服务供应商使用可靠融资的运作方式

誗 在国家层面上强化可靠融资 / 消费者保护 (通过诊断、 建

议和服务) 和制定全球标准

誗 通过研究和指导开发金融能力的经验证据

数据与测定

誗 坚持不懈地扩大供给方数据收集 (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和保

险数据)
誗 为微型融资和中小企业等机构性数据建立全球清算所

誗 改善金融数据的应用以便为制定政策提供信息 (需求方)

FIEG 分组
誗 中小企业融资

誗 通过创新扩展金融服务渠道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小组数据分析。

图 10郾 4摇 实现金融扩展目标的关键步骤

金融扩展目标的实现对于贫困人口改善生计与福利水平以及中

小企业的成长而言, 是大有希望的。 有效地执行议程计划需要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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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与资源的承诺, 并将其融入国际社会发展机构更广泛的援助工

作中。 系统方法加专用资源可以帮助政府建立适当的管理与政策框

架, 建设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 并与金融服务供应商一道工作来增

强产品的多样化, 获得并加强融资能力。 根据金融缺失地区的需要

及时发展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并且可靠的金融产品, 这需要新的改革

方法。

金融扩展: 负有决定性意义的挑战

细说非银行金融活动

金融扩展包括对服务水平低下或服务缺失的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

范围、 质量和有效性。 关于金融扩展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 但是, 关

于金融扩展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金融扩展可以定义为 “一个

国家所有适龄工作者可以得到的一整套优质金融服务, 并且是以可承

受的价格和一种方便的方式以及在维护顾客尊严的环境下提供的服务。
各种金融机构都可以有效地提供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 金融扩展意味

着无论是否在银行开户的家庭和企业都是目标市场的一部分。 图 10郾 5
展示了金融扩展的一些关键点, 重点是金融产品的范围和交付渠道,
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早期采用的小额信贷统计法。 在可获得性、 可购性

和可持续性三者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是富有挑战性的。
小额贷款以外的多元化产品如汇款、 小额保险、 储蓄账户和其

他金融工具都需要扩展融资渠道。 Collins 和其他作者 (2009) 在

《贫困者档案》 中提到, 在他们调研的所有 250 个最贫困的贫民窟居

民中, 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借贷和储蓄, 所有人在全年都至少使用了

四类金融工具 (正式和非正式的)。 贫困的家庭基于资金的可获得

性、 产品特征和其他非价格障碍等因素不断在各种各样的正式、 半

正式及正规金融产品间游弋。 该项研究还论证了家庭在资产交易中

使用金融工具的高成交额和农村地区的较高成交额 (图 10郾 6)。 在

这里, “成交额冶 界定为 “推动冶 (存款、 贷款或还款) 货币总额和

“拉动冶 (取款、 贷款或收款) 货币总额。
那么在金融缺失地区有多少人得不到金融服务呢? 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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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小组分析。

图 10郾 5摇 金融扩展的概念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集团团队分析, 钻石模型的构建受到 Michael Porters “竞争钻

石模型冶 的启发, 该模型用于为国家和产业集群提供诊断和推荐竞争建议。

图 10郾 6摇 金额工具的高周转率: 乡村与城市

几乎有 70%的成年人或者说 27 亿人得不到像存款或活期支票等这种

基本的金融服务 (世界银行, 2009)。3 在这些地区中, 没有在银行开

户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在这些国家, 只有

12%的人在银行开户, 在南亚, 在银行开户者占人口总额的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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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地图显示了在银行、 信用合作社、 国有金融机构和微型金融机构等监管之

下的金融机构开设存款账户的成年人比例。 地区平均表示享有银行服务的成年人的简

单平均 (未经人口加权), 数据由世界银行 (2009) 提供。 由于调查数据并没有细化

到每个国家, 因此, 简单平均计算中并不包括每个地区的所有国家。
资料来源: 数据和方法, 见世界银行 (2009) 及相关的论文 (Kendall、 Mylenko

和 Ponce, 2010)。

地图 10郾 1摇 金融扩展的全球地图

由于各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不同, 金融机构的存取点有很大

的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分支机构和自动取款机 (按每 10 万成年人

计) 要低于发达国家三倍, 而销售点终端机要低 12 倍之多 (图
10郾 7), 例如, 非洲和南亚地区平均每 10 万成年人分享 10 个以下的

银行分支机构的服务, 而在高收入国家同比是 25 个以上。4 如果比较

人均无现金零售交易, 二者的差距更大, 发达国家年交易额比发展

中国家高出 25 倍以上。
开通全面的融资渠道和提供全方位的银行服务不仅仅涉及个人, 也

包括低水平金融服务状态下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

不止借款这种形式。 财产与现金管理、 储蓄、 保险与交易产品也是中小

企业保障金融管理和降低风险所急需的, 这些金融产品的推广还可以鼓

励私人金融机构加大向中小企业的融资。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与投资环境

调查一直在强调, 中小企业融资的受限程度要高于大企业的 30%以上,
企业越小, 这个比例越高,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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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2009 年世界银行和 2008 年世界支付体系调研。

图 10郾 7摇 使用与支付交易缺口

金融扩展: 利益与约束

实证分析表明, 改善融资途径不仅有利于增长, 而且有利于贫

困人口, 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贫困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Hono鄄
han, 2008, 2009)。 跨国别的回归显示, 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收入

差距迅速缩小, 贫困水平很快降低。 金融深度对小企业和贫困家庭

有着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 (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Honohan,
2008)。6 金融深度更强的国家, 企业与家庭更容易获得融资, 能够更

好地利用投资机会, 平滑消费和保险。 有关金融扩展对低收入家庭

和小型及微型企业的诸多利益见图 10郾 8。7

金融扩展可以带来很多的利益, 何以这么多人仍然处于金融缺

失状态中? 有关全球金融机构调查的结果显示, 制约金融扩展的主

要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Demirguc - Kun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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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改编自拉美行动国际 2009 年 b。

图 10郾 8摇 金融扩展的 7 种利益

誗 地理或物理的限制。 技术如电话或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削弱这

些限制, 物理距离还是会有影响。
誗 缺乏完整的资料。 金融机构至少需要一两个文件来确认客

户, 但是, 在低收入国家中很多生活在农村地区或在非正式部门工

作的人缺少这样的资料。
誗 高昂的价格、 最低存款额要求及收费。 很多金融机构设有最

低存款额要求并收取费用, 如此一来, 哪怕开一个最简单的账户也

需符合这些要求, 一些潜在的客户就会望而却步。 有这样一项关于

融资障碍的研究, 所使用的调研资料囊括了世界 58 个国家的 193 家

银行, 结果显示, 各国在融资渠道方面的障碍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
开户的最低存款额要求在喀麦隆是 700 美元, 比该国人均 GDP 还要

高, 而在南非或斯威士兰等国的银行开户则不要求最低存款额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Martinez Peria, 2008)。

全球性指令

加快金融扩展计划的实施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向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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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Gs) 前进一步, 更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 增进健康和教育以及

消除性别歧视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Levine, 2004; Claessens 和
Feijen, 2006; Littlefield、 Morduch 和 Hashemi, 2003)。 (图 10郾 9)。

包容性金融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驱动力, 因为融资可以达到下列目的:
誗 降低在冲击中的脆弱性, 从而降低陷入贫困的风险

誗 可提高人均收入从而便利许多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誗 有利于减少不平等与拓宽更多的机会, 促进性别平等

注: 图标从 1 ~ 8 依次是: 消除极度贫困与饥饿; 普及初等教育; 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加女性授权; 减少婴儿死亡率; 降低产妇死亡率和其他疾病; 改善公共卫生; 确保

环境的可持续性; 为发展结成全球性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 Claessens 和 Feijen 2006 年, 千年发展目标 (MDG) 图标引自 http: / /

www郾 undp郾 org / mdg / 。

图 10郾 9摇 扩充融资渠道与千年发展目标

金融扩展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以全球和各国作为平台。 自联合国

指定 2005 年作为小额贷款国际年以来, 金融扩展的理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 各国纷纷将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作为自身的发展目标。 2009
年, 荷兰王妃马克西玛 (M觃xima) 被指定为联合国秘书长, 尤为提

倡为发展而扩张金融。
2009 年 9 月, 20 国集团领导人在匹兹堡会议上承诺 “改善贫穷

者的金融服务冶。 同时, 创立了金融扩展专家组, 旨在研究如何提高

对贫困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交付能力和创新模式, 以及如何按比例加

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 该专家组下分两个小组, 一组名为融资渠道

创新小组, 获得 CGAP 和金融扩展联盟 (AFI) 的资金支持, 由巴西

和澳大利亚两国的专家担任联合主席, 集中分析无分支银行体系的

经验教训, 贫困者金融服务传递方法创新, 确立金融扩展创新的原

则等。 “金融扩展创新原则冶 共计九条, 于 2010 年 6 月在多伦多 20
国集团高峰会议上宣布并由成员国批注。 另一小组主要负责中小企

业融资, 由国际金融公司 (IFC) 赞助, 德国和南非两国专家主持。
其目的是确定并改进成功的模式, 在可持续和可扩展的基础上为私

营部门提供公共融资, 最大限度地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 为达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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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该小组主持了存货盘点的操作, 发起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

挑战。 20 国集团在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了挑战中小企业融资的倡议,
“呼唤私营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即如何在可持续和可扩展的基础

上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共融资, 并最大限度地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冶。
两个小组所交付的最终成果, 包括中小企业融资竞赛的获胜者, 将

在 20 国集团韩国首尔峰会上宣布。

注: 地图仅表示有所选择的一些实例, 并不能详尽地说明列表国家在金融扩展倡

议实施的最佳实践。 注意, 韩国的例子追溯到 1999—2002 年信用卡使用的高峰时期

(Kang 和 Ma, 2009)。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分析处和 AFI。

地图 10郾 2摇 各国推进金融扩展的近况及实例

在国家层面上, 政府变得越来越主动, 有些国家将金融扩展与

普适性并入国家指令 (地图 10郾 2)。 例如, 印度将金融扩展指令作

为国家目标, 印度储备银行为推动金融扩展, 在过去一年中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并批注了定量的融资指标 (Subbarao, 2009)。 墨西哥政

府对金融扩展项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持, 并做

了大量的分析工作, 以推进 2020 年实现全面的金融扩展目标 (行动

国际, 2009b)。 南非已动员其公共与私营部门设计金融产品, 采取

措施对众多未在银行开户的人口规定了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最低

入门水平, 如 Mzansi 账户不收月费, 也不规定最低余额 (Bankable
Frontier Associates 和 Fin - Mark Trust, 2009)。 此外, 联合金融扩展

建设委员会于 2006 年成立, 敦促中央银行与国家政府将普及金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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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目标融入对存款者资金的审慎管理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这两项

传统目标中 (联合国, 2006)。 从已经展开的国家间金融扩展竞赛到

刚刚着手应对金融扩展挑战的国家来看, 各国行动的欲望越来越强

烈, 这些行动包括点对点学习、 经验教训内在化、 制定政策以及产

品开发等。

金融扩展的要点

政策环境

处理市场失灵问题。 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克服信息不

对称所造成的影响和降低交易成本, 而后者阻碍了社会储蓄直接转

化为资金聚集与投资的过程。8 金融中介动员储蓄, 提供支付服务,
便利了商品与服务的交换。 此外, 他们提供关于投资者与投资项目

的信息, 引导着资金的分配; 监督和管理投资; 帮助客户实现风险

多元化、 转移风险和管理风险。 只要经营得当, 它们对所有的市场

参与者提供的是同等的机会, 即利用最好的投资方式使资金流入到

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从而推进经济增长, 改善收入分配, 减少贫困。
反之, 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经营不利, 就会丧失增长的机会, 收入不

均的现象便挥之不去, 在极端的情况下, 就会发生危机, 不得不付

出惨重的代价。
即使在发达国家, 扩充融资渠道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果单

纯地认为市场可以做得到, 未免太过天真。 市场失灵与信息差距有

关, 需要协调性的集体行动, 权力的集中意味着政府无处不在, 在

建设包容性金融体系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Beck 和 de la Torre,
2007)。 但是, 并非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同等有效的, 有些政策甚至

是反生产的。 以直接的政府干预来扶持融资渠道的开发需要进行谨

慎的评估, 有些因素常常会被忽略。
政策行动授权。 即使是最有效的金融体系, 有着牢固的契约和

信息基础设施作保证, 还是难免有其局限性。 并不是所有的借款人

都有良好的信誉, 国家福利由于过度放松信用而受损的案例比比皆

是。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或应该有资格获得信用,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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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 通过正式渠道获得支付与储蓄服务, 更接近于普

适性的目标。 例如,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生动地说明了, 鼓励低收入

家庭超出他们的还款能力来借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最根本的目标———通常也是长期的目标———就是深化制度改革,

以此保障财产权, 免遭国家没收的命运。 一些国家对制度改革的优

先权高于其他国家, 但是, 重要的是集中力量改革, 以产生短期与

中期的影响。 最近的迹象表明, 在低收入国家, 最紧要的问题是信

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在高收入国家, 债权的强制执行是更重要的。
在低收入的国家, 金融深度的跨国变量可由现存的信用情报体系来

解释, 而不是由合同强制执行的有效性来衡量; 高收入国家的情形

正相反 (Djankov、 McLeish 和 Shleifer, 2007)。 在本章关于金融基础

设施一节中提到, 信用情报体系是培育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关键。
然而, 即使在契约框架之中, 长期制度建设也有一些捷径可寻。

在相对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 如果要推动银行放款, 关注单个放款

人收回契约 (例如相关的抵押品) 的授权程序要比只关注解决多方

索偿人矛盾的授权程序如破产法重要的多 (Haselmann、 Pistor 和

Vig, 2006)。 因此, 建立信用注册制度并改革与抵押品相关的程序,
也许比改善长期的债权强制执行和破产法容易得多, 这是研究改革

目标优先权时的重要发现。 引进贷款回收加速机制是很有意义的,
例如, 印度的新机制另辟蹊径, 对不良行为设定法律程序, 增加贷

款回收, 降低借款者利率。
通过改善特定的基础设施 (尤其是信息与债务回收) 可以加速

制度改革, 金融市场活动的展开可引进金融技术, 减少交易成本。
这些金融市场活动包括设立信用注册制度或发行个人识别号, 以建

立信用档案; 降低注册费或收回抵押品; 引入特定法律条款, 用以

支撑从租赁、 保付代理到电子或移动金融服务这些现代金融技术的

发展。 这些金融活动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撒哈拉以南的许多

非洲国家取得了移动金融的成功, 最近兴起的 M - Pesa 融资方式大

部分发生在肯尼亚 (Porteous, 2006 和专栏 10郾 3)。
鼓励开放与竞争也是扩展融资渠道的主要内容之一, 开放与竞

争将鼓励现有金融机构通过对以往金融缺失地区和人群提供金融服

务来增加利润来源, 加速采用新技术拓宽融资渠道, 在这些国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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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竞争和扩展融资渠道的过程中, 外国银行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 对私营部门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是关键, 良好

的审慎管理也很重要。 竞争有助于开发融资渠道, 但是, 如果没有

适当的管理和监督, 也有可能导致不计后果或不适当地扩张。 随着

国际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如巴塞尔域对资本充足率的对低标准

要求 (国际清算银行, 2010) ———迫使银行将代价极高的破产风险

最低化, 但是, 要保证这些安排不会因为疏忽而伤害到小额借款者,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不能将中小企业贷款组合按大批量达成风险共

担协议, 就会造成这种伤害。 一些研究项目指出, 银行经营小额贷

款不得不留出大量的准备金以对付小额贷款损失期望值较高的问题,
银行因而也需要收取高利率以抵消准备金损失。

政府还需要其他一些管理措施以支持拓宽融资渠道的做法。 但

是, 有些运行中的政策效用不大。 例如, 利率上限通常并不足以使

消费者免受滥用贷款的困扰, 因为银行可以增加其他收费以取代利

息。 透明度的规范化正在增强, 对贷款人的强制问责等都提供了相

关的方法, 同时对负债过多者予以扶持。 但是, 对上述金融服务的

交付则有非常高的管理要求。
政府对改善融资渠道进行直接干预的范围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小得

多。 大量迹象表明, 通过国有银行提供信用而进行的干预一般来说并不

成功。 原因之一是贷款决策是基于政治周期而不是社会经济基本面的需

要, 跨国案例和对印度已有案例的剖析都证实了这一点。
至于非贷款金融服务, 对国有银行的经验很难做恰当地评价。

少数政府金融机构从信用部门退出, 转而涉足更复杂的金融服务,
参与公私合作经营以克服协调失灵, 先动者不利, 阻碍了风险共担

和金融资源分配 (de la Torre、 Gozzi 和 Schmukler, 2006)。 有一个成

功的案例是墨西哥, 国有银行具有一种启动某些金融服务催化剂的

功能 (专栏 10郾 1)。 最终, 这些成功的做法由私人资本接手, 但政

府在激发这些服务时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税收和补贴进行直

接干预在一定环境下可能是有效的, 但经验证明, 这种干预的结果

比起其他部门的行动更容易产生很明显的意外后果。 另外, 如何以

最佳的方法运用邮政金融服务和发展大型服务网从而扩展金融服务

的渠道, 对于决策者而言,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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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郾 1摇 墨西哥: 开发银行启动金融服务的实例

墨西哥的三家国有银行建立和运行具有一定包容性的金融服

务的地位非常重要。
NAFIN (Nacional Financiera)。 NAFIN 是一家国家开发银行,

其开发的反向保理电子交易系统, 允许许多小供应商使用其从信

誉良好的大买家处获得的应收款来获得营运资本融资。
BANSEFI (Banco del Ahorro Nacionaly Servicios Financieros)。

BANSEFI 也是一家国家开发银行, 其构建的电子平台能够通过集

中后台业务帮助半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中介机构降低经营成本。
FIRA (Fideicomisos Instituidosen relacionconla Agricultura)。 FI鄄

RA 是一家发展金融机构出身的国有投资银行, 能够促成相当复杂

的结构性金融产品, 以便根据金融中介机构和许多行业———包括

虾类及其他渔业产品———供应链中的不同参与者的信息格局来重

新调整信贷风险。

资料来源: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Honohan, 2008 年。

由于近年来出现的直接和间接的贷款项目无信用的问题, 原本

为中小企业信用活跃分子提供的部分信用担保已经变为政府的直接

干预机制。 有些机制运作良好, 将激励机制嵌入担保人与中介银行

的契约中, 资金上保持收支平衡。 例如, 智利的中介银行进行担保

投标, 收取的保险费根据每家中介的索赔记录调整。 采用这种方法

不仅促使受益者增加贷款, 而且缩小了贷款损失 (Cowan、 Drexler
和 Yanez, 2008)。 然而, 也有一部分担保结构不良, 含有大量的隐

性补贴, 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并不需要补贴的人。 政府补贴的诱惑来

自低价担保 (特别是长期贷款, 低价的情形可隐匿数年之久), 这恰

好说明财政风险与过去众多发展银行暗中受损的情形是相似的。 多

数方案缺乏彻底的经济评价,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 其净效应是不

明确的 (Honoh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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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具有推进融资渠道大力扩展的潜力。9 金融基础设

施的关键要素如信息体系、 抵押品强制执行、 功能性支付、 汇款和

担保清算体系, 对便利融资渠道、 改善透明度和治理以及保障金融

稳定而言, 都是至关重要的。10从最近的估计来看, 金融基础设施对

当前的融资额和潜在的融资额影响系数很高 (图 10郾 10)。 目前的估

计显示, 发展中国家的信用局或信用咨询公司所覆盖的人口有 3郾 9
亿, 接受汇款的超过 7 亿人, 参与支付体系的有 10 亿人以上。 随着

一些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预期开发和另一些地区现存金融基础设施

的预期扩大, 这些数字未来的增长在某些情况下可达到 100%甚至更

多。 为达到这样的增长效果, 也为了使潜在的影响变为现实, 政府、
发展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之间需要共同协作。

资料来源: Miller、 Mylenko 和 Sankaranaraya, 2009 年。

图 10郾 10a摇 金融基础设施当前与潜在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中那些缺少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水平低下的地区需

要大力发展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因素。 即使已经拥有金融基

础设施的某些发展中国家, 金融服务的供应商如小额贷款机构

(MFIs) 和非银行金融中介并没有参与金融基础设施核心部分如信用

情报体系的建设。 发展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对于缓解金融扩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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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iller、 Mylenko 和 Sankaranaraya, 2009 年。

图 10郾 10b摇 金融基础设施当前与潜在的影响

可获得性与可购性的约束问题是关键的一环。
信用情报体系。 信用情报体系的主要优势在于, 通过个人和公

司借款者以及资金使用者的表现设立 “信誉抵押品冶 (Miller,
2003)。 贷款人可以借助于借款者的支付记录, 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

信息, 对借款者的信誉度作出可靠的判断。 信用报告的主要收益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誗 拓宽个人的融资渠道从而获取更多的贷款并得到银行其他的

金融服务。 有着信用记录的个人可以利用该项记录获得金融中介的

服务。 有研究表明, 如果信用报告记录了个人的正负信息, 贷款核

准率提高 89%之多, 倘若信用报告是从零售商或其他贷款人那里获

得相关信息, 贷款核准率仅提高 11% (Barron 和 Staten, 2003)。
誗 降低成本和贷款处理时间。 信用报告加快了贷款的决策过程

和周转时间, 降低了获取贷款的交易成本。 这种节约以低利率形式

传递给了借款者。
誗 为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 在一项业已完成的研究中显

示, 51 个国家的 5郯 000 家公司中, 由于信用报告受限而融资减少的

公司比例在拥有信用局的环境下 (27% ) 低于没有设立信用局的国

家 (49% ) (Love 和 Mylenk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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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 例如, 在缺乏信息情报体系的环境下融资, 小额贷款公司和

其他金融中介就会暴露在不良贷款的风险之中, 因为这些中介无法

准确评估借款者的还款能力, 从而增加了负债过多的风险。 在成熟

的和动态发展的微型金融市场, 小额融资信用情报的缺乏会影响到

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组合, 如果信息数据来自其他供应商如非银行

金融机构和非传统的信息供应商, 可以缓解客户负债过多和贷款组

合恶化的风险。 微型金融信用报告最基本的价值定位在于缓解此类

信用风险问题 ( Sankaranarayanan, 2010)。 从管理金融机构的角度

看, 信用注册制度对于审慎的管理、 金融部门的监管和监测系统性

危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抵押品注册与担保交易体系。 抵押品注册与担保交易体系是金

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兴市场国家尚不发达。11在新兴市

场典型的工商企业中, 股本的 78%是动产, 如机器、 设备或应收款,
金融机构很不情愿接受动产作为抵押品。 银行更是严重倾向于以地

产和不动产作为抵押品。 这种要求限制了个人或中小企业的融资渠

道。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突破这种限制, 使担保交易和抵押品注

册现代化, 以促进金融扩展:
誗 提高信用水平。 在担保权益完善的国家, 对债权人设立了借

款违约情况下的预测性优先权体系, 对私人部门的信用占 GDP 的比

例平均为 60% , 而在没有这种债权人保护体系的国家, 平均比例只

有 30% ~32% (Safavian、 Fleisig 和 Steinbuks, 2006)。
誗 降低信用成本。 在工业化国家, 以抵押品获取信用的借款者

是无抵押品借款者的 9 倍。 由此他们也可以获得较长的偿还期 (长
11 倍以上) 和更低的利率 (低 50 % 以下) (Chaves、 de la Pena 和

Fleisig, 2004)。
支付体系与推进 5 伊5 汇款目标。 安全与有效的国家零售支付体

系是推进金融扩展的前提。 零售支付体系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管理

框架, 并由金融体系各部分参与者合作设立体系规则、 工具交易程

序和标准, 还包括能够使资金在各方安全有效地转移的其他规则。
若要进入金融服务水平低下或缺失地区的金融部门, 提供零售支付

服务通常是开展业务的第一步。
零售支付体系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汇款, 即私人之间的跨国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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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一般数额较低, 在发展中国家, 这些资金转移相当于 7 亿人

的生活保障。12据世界银行估计, 2009 年此类汇款总额为 4郯 200 亿美

元, 其中 317 亿美元是汇往发展中国家的, 参与汇款的移民有 1郾 92
亿人, 占世界人口的 3% 。 对于许多新兴市场来说, 接受移民汇款是

家庭 (及国家) 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甚至在某些接受汇款国家的

GDP 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世界银行, 2010a)。
从世界银行的世界侨汇价格数据库的资料来看, 跨国汇款的平

均成本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 图 10郾 11 列出了各国汇款的最高和最

低成本。
每 200 美元汇款成本最高的国家通道 (美元成本)
澳大利亚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43郾 32
坦桑尼亚到卢旺达 40郾 78
巴西到玻利维亚 31郾 88
美国到巴西 31郾 37
英国到卢旺达 30郾 72
每 200 美元汇款成本最低的国家通道 (美元成本)
新加坡到孟加拉国 4郾 4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巴基斯坦 4郾 87
新加坡到菲律宾 6郾 1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斯里兰卡 6郾 29
马来西亚到菲律宾 6郾 88

注: 全球平均总成本是以全球所有汇款服务供应商 (RSPs) 每汇款 200 美元的平均总

成本计算的; 不透明的 RSPs (即并未披露交易所使用的汇率) 没有包括在内, 俄罗斯的

汇款通道也没有包括在内, 由于没有提供汇率, 如果数据完整的话, 汇款成本将升高。 列

出的这些通道成本最高或最低的国家, 其成本都含有交易费用和边际汇率。 只有其通道足

够透明的国家 (即通过 RSPs 提供了所有相关信息的国家) 才具有分析特征。 通道均值未

使用加权, 所以并没有反映构成均值的各公司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汇款价格世界数据库 (2010 年第一季度) (http: / / remittancepric鄄

es郾 worldbank郾 org / )。

图 10郾 11摇 部分国家的跨境汇款成本

减少汇款成本是移民和他们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金额的唯一机

会。 正是由于意识到移民汇款对全球发展计划的重要性, 八国集团

在 2009 年 2 月宣布组成全球汇款工作组, 为全球范围内的汇款资金

流动提供便利。 2009 年 6 月, 该工作组为八国集团国家首脑的承诺

提供担保, 要在 5 年内将全球汇款转移成本平均降低 5 个百分点,

59310郾 追求普适性: 应对金融扩展的全球性挑战



即 “5 伊 5 冶 计划 (专栏 10郾 2)。 如果逾期兑现承诺, 发展中国家的

汇款接受国每年接受的汇款比现在要高出 160 亿美元。 这笔增加的

收入使汇款接受国提高了可支配收入, 可用于增加消费、 储蓄和当

地经济的投资, 从而达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 2010a)。

专栏 10郾 2摇 八国集团峰会 (拉奎拉, 2009 年 7 月) 5 伊5 宣言

“鉴于汇款对发展的影响, 我们将促进更加有效的汇款转移和

利用, 加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以落实 2007 年柏林八国集团

会议和于 2009 年设立并由世界银行协调的全球汇款工作组提出的

各项建议。 我们的目标是使移民和那些发展中国家收到汇款的人

更容易获得金融服务。 我们将通过加强信息、 透明度、 竞争和与

合作伙伴的合作来努力实现将转移汇款的全球平均成本在 5 年内

从目前的 10%减少到 5% 的目标, 从而显著提高移民及其在发展

中国家的家庭的收入。冶

资料来源: 八国集团, 2009 年。

交付机制与产品

对安全与稳健的储蓄和支付产品的需求几乎是全球性的, 保险

和信用的需求也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图 10郾 12)。 在金融服务水平较

低的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不仅成本高, 耗时且不可靠。 低收入家庭对

金融服务的需求迫切———据一项研究估计, 孟加拉国的家庭年收入

的 60%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 (正式和非正式工具结合) 来进行交易

的 (Rutherford, 2005)。 对适当而有效的信用产品始终都存在很大

的需求, 政府干预主要集中在增加金融副产品的种类, 提高储蓄和

支付体系的客户覆盖率。 图 10郾 12 着重介绍了三类副产品。
在更广的范围内依靠技术手段的影响力而设立的交付机制, 是

扩张融资渠道边界的关键产品和交付方式创新之一。 技术在金融服

务分配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摆脱信用唯一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实

现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商业化; 扩大金融扩展项

693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20 国集团发展议程



注: 基于发展中国家在低报酬职务工作的 16 亿人口计算。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集团小组数据分析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图 10郾 12摇 金融产品的供给和缺口

目参与者的范围以及增强政策环境的重要性;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

推进金融扩展 (图 10郾 13)。 通过流动银行技术将金融服务交付给非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小组分析。

图 10郾 13摇 全球推进金融扩展边界的趋势

银行客户大有前途 (专栏 10郾 3)。 据估计, 在新兴市场大约有 10 亿

人拥有移动电话却没有银行账户, 预计这一数字在 2012 年将达到 17
亿。 另有研究表明, 利用移动银行的交付方式对非银行客户提供金

融服务, 具有很大的潜力, 市场行情看涨, 直接营业收入每年可达

50 亿美元, 为移动电话经营者带来的间接营业收入每年为 25 亿美元

(CGAP - GSMA, 2009)。 从微型金融业的发展来看, 为低收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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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许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都改变了金融服务的方式 (参见

附录)。

专栏 10郾 3摇 案例分析: M -Pesa (肯尼亚)

或许在非网点银行业务改变人口的实际财政状况最常引用的例子

就是由肯尼亚的 Safaricom 提供的一项移动支付服务 M -Pesa。 这项服

务广受欢迎: 到 2010 年 4 月, 有 900 万肯尼亚人 (占总人口的 40%)
拥有 M -Pesa 账户。 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 (CGAP) 2009 年的

摘要显示, 有 77%的受访者认为 M -Pesa 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有

数据显示, 实际上, 与传统方法相比, 汇款的频率显著增加并且成本

相对较低。 此外, 自从 M -Pesa 推出以来, 肯尼亚考虑扩大融资的人

口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 (CGAP), 2009; FSD Kenya、 Mas 和 Radcliffe,
2010 年。

储蓄产品。 储蓄产品的供给缺口大于信用和保险产品的供给缺

口。 据估计, 储蓄服务供给缺口达到 70%之多 (图 10郾 12)。 由此吸

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发起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储蓄产品的倡议。 越

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娴熟的资产管理技能是减贫的关键, 因此, 上

述倡议在近年来备受关注。 当然, 并不是每一个人有能力借款或有

理由借款, 但每一个人都会有小额储蓄。 储蓄产品的交付渠道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 从小额贷款公司到商业银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等。
匹配储蓄账户, 也称个人发展账户, 就是为低收入群体设计的

储蓄产品之一。 这些账户的持有者通常按 1颐1 或 2颐1 的比率接受匹配

储蓄供款, 并规定该账户必须用于被认可的特定目的。 这些特定目

的包括为小企业提供资金, 购房或支付教育费用。 匹配储蓄账户的

受益者有时也会被要求接受金融教育培训。 在秘鲁、 中国和中国台

湾以及乌干达等国的试点说明, 这些项目大有前途。13儿童储蓄账户

是另一项新的储蓄产品, 有时与配备储蓄账户结合使用。 韩国、 新

加坡和英国正在试用或采用儿童储蓄账户这项产品。
支付体系和汇款产品。 如何使资金转移与金融扩展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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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潜力还有待开发。 小额信贷机构在贫困人口接受国外汇款

或国内转账的金融服务领域有着独特的地位。 小额信贷机构如何降

低交易成本, 强化这些资金转移的经济影响, 是短期和中期内有可

能出现创新的领域。 比如, 利用客户汇款记录来评估其信誉 (世界

银行, 2010b) 或为贷款基金设计客户储蓄项目, 都是值得进一步研

究的。
一些政府开始运用政府对个人 (G2P) 的支付方式来推进金融

扩展。 据估计, 目前低收入人口接受政府社会保障基金转移 (有条

件或无条件的现金转移) 的人数笼统地说相当于小额信贷公司的客

户, 全世界大约有 1郾 7 亿 (Pickens、 Porteous 和 Rotman, 2009)。14而

传统的 G2P 支付方式的目的只在于补充收入和基础性扶贫, 许多政

府正在试行电子支付, 通常表现为移动电话或银行卡账户的形式。
在很多情况下, 支付服务的接受者必须开立银行账户, 该账户自动

将受惠者置于金融体系之中, 并为其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 但是,
这种模式的运作依然存在着障碍: 例如, 有些客户并不经常使用储

蓄账户, 这些利益就会消失, 该账户无利可图, 因而对银行业失去

了吸引力。 推行更多的试点计划与研究项目来探索 G2PM 与金融体

系的连接方式, 对于充分利用转移支付作为金融扩展的潜能是非常

必要的。
微型保险产品。 世界低收入人口中只有 3%的人购买了各种形式

的寿险, 以防其生命周期内可能发生的意外或灾难而影响到整个家

庭、 社区或地区的生计, 因此, 微型保险代表着一个新兴的产品边

界。 许多人仍在通过非正式机制管理风险, 如私人或家庭借款以及

自我保险, 投资于一些在萧条时期可以出售的资产。 银行对与保险

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微型保险产品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甚至

已经出现了指数风险转移产品的创新, 这种新的金融工具使得支付

建立在对一组基础指数的认定基础上, 该指数与事先规定的门槛相

联系。 基础指数是透明的, 且由客观的随机变量来测定。 比如, 地

区的粮食平均产量, 地区的粮食平均收益, 累积降雨量, 累积温度,
洪水位, 持续风速和里氏震级测试 (微型保险网, 2010)。 世界银行

已经启动了全球微型保险基准数据库, 依据产品、 市场规模以及金

融运行特性, 提供微型保险扩充质量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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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 阳春 (最经济方式) 账户。 另有一项产品创新是被称为

“回归基本冶 且操作简单的阳春账户, 有望在无银行账户的庞大群体

中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国家如巴西、 马来西亚和南非都在鼓励或推出

该项金融产品和服务, 以扩大金融服务的适用范围。 但是, 金融扩展

产品和旨在消除融资渠道的单一障碍如费用的政策, 只有在这种障碍

最初为紧约束的情况下方可成功。 如果距离受限或缺乏制止利用效率

的金融管理能力, 就可能无法判定基础账户的有效性。 银行行为是另

一个带有共性的主题: 如果在银行看来某项政策对其行为的规范是无

利可图的, 这项政策注定会失败。 要到达金融扩展的目标, 对银行的

指令与激励机制应该是一致的 (世界银行, 2009)。
基本阳春账户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南非加速推行的一项正式金融服

务, 即 Mzansi 账户。 Mzansi 是一种简易账户, 以磁条借记卡为平台,
是南非银行业于 2004 年 10 月开发, 并由四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和国有

储蓄银行联合启动的一种账户。 这种账户作为一种简易账户, 规定了

最低的收费要求。 自引入该账户以来, 已有 600 万南非人开户 ( 专栏

10郾 4)。 并非所有的 Mzansi 账户开户人都是刚刚加入银行体系的, 也

不是所有的新加入者都是 Mzansi 账户的开户人, 在南非, 成年人持有

银行存折的比例从 2004 年的 46%上升至 2008 年的 64%。 其中, 首次

在银行开立 Mzansi 账户的比例在增加的 18 个百分点中占 8郾 2%。

专栏 10郾 4摇 Mzansi 账户 (2004 年在南非推出)

特征: 无月费

无最低余额要求

每月一次免费的现金存款

最高账户余额为 1郯 875 美元, 超过这一余额, 该客户

必须升级到定期储蓄账户

结果: Mzansi 账户的开户数超过 600 万户 (截至 2008 年 11
月), 在 3郯 200 万成年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 其中三分

之二的 Mzansi 账户所有者没有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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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南非人拥有 Mzansi 账户。
六分之一的银行账户所有者是 Mzansi 的活跃用户。
拥有银行账户的人口比例从 46% (2004) 增长到了

64% (2008)。

资料来源: 银行担保前沿联盟和 FinMark 信托 2009, 世界银行 (2009)。

目标市场细分: 乡村。 农村地区需要特别地予以关注并采取量

身定做的措施, 因为农村地区最集中地体现了贫困水平和融资渠道

不畅的状况。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 融资渠道很有限, 这是因

为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导致了占统治地位的农村经济活动如农业的

低水平经济活动, 贫乏的基础设施, 高水平生产与高价风险的相关

性, 以及利率限制和勾销债务这类的低劣公共政策 (Nair 和 Kloep鄄
pinger - Todd, 2007)。 金融扩展战略和政府干预必须对农村地区现

存的金融基础设施 (例如金融合作社)、 新技术和设计 (如客户代

理网络和无分支机构的银行) 起到财政杠杆作用 (即使有限), 以

保持金融渠道的扩充。
目标市场细分: 女性。 女性是目标市场的关键部分, 有三个原

因。15首先,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 女性要想获得正式金融服务所面临

的融资障碍比男性更大,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承受信用约束。 其次,
经验证明, 女性借款者偿还率更高, 大多归因于她们较保守的投资

和较低的道德风险。 较低的道德风险植根于较低的流动性和较高的

风险厌恶。 第三, 女性获得融资服务有很高的潜在的正效应, 因为

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子女的健康和教育。 一项关于乡村银行的研究发

现, 只要借款人是女性, 信用对贫困家庭的行为就会产生更大的影

响 (Pitt 和 Khandker, 1998; Khandker, 2003)。 关注女性实际上是

赋予她们在家庭内部的决策权。 Ashraf、 Karlan 和 Yin (2008) 关于

微型金融与女性权利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此前,
他们曾于 2006 年对菲律宾的承诺储蓄机构做过研究。

另外, 女性是属于贫困客户中的一族, 在全球小企业中所占比

例增加, 据估计, 在全世界目前所有注册的小企业中, 女性所占比

例在 25% ~28% 。 例如, 女性在中国小企业中拥有三分之一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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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7%以上的企业雇用从业人员超过 1郯 000 人。 在南亚的劳动

大军中, 女性的比例估计在 40% 以上, 从业经历高出男性两倍

(GEM, 2007)。 由于女性中的贫困集中度高于男性, 所以, 许多微

型金融的开拓者 (如 BancoSol 和乡村银行) 最初都是专为女性提供

金融服务的。 当然, 并非所有的小额贷款公司都特别关注女性客户,
小额信贷峰会 2007 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世界 70%的微型金融客

户是女性 (Daley - Harris, 2009)。 在被划分为 “最贫困者冶 的客户

中, 女性更高达 83% (Armend觟riz 和 Morduch, 2010)。

可靠融资 /客户导向

可靠融资涉及的问题有三个领域: 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 行业

自我管理和金融性能。 可靠融资的实践活动界定为改善透明度, 以

及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兼容与公正作出规定。 这些实践活动要求下

述三方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 (图 10郾 14): 金融服务业 (实施行业自

我管理, 包括统一行为准则和标准)、 政府 (制定消费者保护政策、
管理和制度安排) 以及消费者 (强化消费者意识、 消费者权益宣传

和融资能力)。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项目组分析。

图 10郾 14摇 可靠融资的三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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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后危机环境为促进可靠融资从而推动金融扩展提供了新

的动力。 据估计, 到危机发生时, 全球每年有 1郾 5 万新客户购买金

融服务。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 全球客户的债务占 GDP 总额的

12% ~14% 。 抵押债务依然快速上升, 从 2000 年占 GDP 的 46% 升

至 2007 年的 70%以上 (Rutledge, 2010)。 危机显示了过度借贷的风

险, 无论风险是因为个人受掠夺性贷款者的误导还是来自个人或公

司借款者的过度乐观。 正由于此, 在讨论各国大力推行金融扩展的

问题上, 以可靠融资实践的根本改善作为补充, 是十分必要的。
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诸多教训是众所周知的。 以下几点值得

反思:
誗 肆无忌惮的商业行为催生了危机 (掠夺性的贷款、 产品信息

误导和欺诈)。
誗 在放松监管的时代, 缺乏适当的监管和对消费者的保护, 尤

其当系统失灵时并未通过适当的市场纪律来约束市场效力。 由于缺

乏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很难通过金融体系来评估和定价风险。
誗 居民总体, 甚至在相对受过教育和 “精明冶 的群体中, 融资

能力有限。 当客户对信用条件一无所知时, 他们常常会陷入负债过

多的泥沼。
危机的其他原因还有补偿方案, 不恰当的激励, 急剧增加的新

金融产品未得到充分估价和宏观经济政策。 此外, 消费者对产品的

信用并不知情时的投资决策加剧了危机的扩散与深度。
抵押贷款危机证实了下列一些问题的重要性, 即可靠的贷款与

适度的风险管理、 资金工具的扩充和消费者保护。 美国次贷市场的

崩溃表明, 如果不是以健全和可靠的方式拓展融资渠道, 那么拓展

本身将对借款者和贷款者造成极度的伤害。 贷款安全是建筑在房产

价值持续增长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并不考虑借款者的偿还能力, 家

庭受此诱惑, 其借款有悖自身的利益; 这些贷款的始作俑者并无动

力来审慎管理信用风险, 而庞大的房产市场是通过复杂和高风险的

融资结构获得资金的。 危机导致债券投资者之间挥之不去的猜忌

(抵押证券组合不再被视为安全的抵押品)。 要使一些服务尚不周到

的分类项目的需要得到满足, 必须依靠更可靠的原则, 如借款者的

偿还能力, 了解客户的规则, 适当的风险管理工具, 更严格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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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健的机制。 越来越多的国家, 包括中等收入国家, 表达了它们

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迫切需要。
此次金融危机也可以作为微型金融市场潜在的过热现象的一次

预警。 几个活跃的微型金融市场 (波黑、 印度、 摩洛哥、 尼加拉瓜

和巴基斯坦) 出现了压力加重的征兆, 表现为证券组合质量的退化,
贷款拖欠增加, 以及可感知的或实际已负债过多的客户。 这些征兆

大多可归因于市场固有的缺陷, 如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重借款, 过

度膨胀的小额信贷公司体系及其管制, 小额信贷公司信用纪律的侵

蚀。 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要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唤起对可靠性微型

金融的关注 (如智能竞赛)。16

消费者保护管理及法规对于消费者和金融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公

平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也可以使市场失灵最小化, 而失灵来自市场

供需双方由于信息和资源及影响力的变化所频繁发生的失衡。 政府

要发挥主导作用, 确保及时调整消费者保护措施, 以适应拓展融资

渠道和金融部门发展的需要。 消费者保护规则与审慎监管密切相关。
因此, 二者的政策目标应该协调一致。 消费者保护意味着消费者可

以获得的服务涵盖透明 (全面披露信息, 简单明了及可比信息) 的、
有选择的 (公平, 非强制的, 合理营销和出售行为, 公正清偿)、 可

赔偿的 (合理的快速机制处理投诉和解决争端) 以及保护隐私权

(控制清偿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个人信息) 等要素 (AFI, 2010; Rut鄄
ledge, 2010; 世界银行, 2009)。

融资能力是知识、 理解力、 技能与社会态度的完美组合, 尤其

是要作出明智的个人融资决策这种行为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金融

环境相称的 (CGAP, 2010)。 初生的低端市场对构筑融资能力的要

求格外高 (专栏 10郾 5)。 融资能力计划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强融

资意识, 改善消费者的融资行为, 以帮助他们在既定的经济与社会

环境下, 作出最具有知情权的融资决策。 融资能力计划可通过多重

渠道交付———金融机构本身, 教育体系 (例如, 通过学校的金融课

程教育), 管理和监管机构 (中央银行、 银行或金融管理者和消费者

保护机构), 媒体 (报纸、 电台、 电视和互联网), 社会行销 (路
演、 街头剧场和娱乐节目), 非政府组织 (消费者协会和债务咨询中

心) 及其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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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郾 5摇 实践中金融能力的缺乏

对选定标题的统计

巴基斯坦
只有 3%的成年人了解什么是移动银行和手机银行; 71%的成年人

认为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生活。

莫桑比克
5%的成年人拥有保险产品; 半数成年人 (50郾 2% ) 从没听说过保

险或保险产品。

坦桑尼亚 只有 26%的受访者听说过存款账户的利息; 没有人懂得其原理。

资料来源: FinScope。 www郾 finscope郾 co郾 za。

要推动融资实践, 金融机构需要遵循两项原则: 无伤害 (防护

要素) 和做善事 (保证和证明其融资旨在促增长、 解贫困)。 “无伤

害冶 依据的是透明、 信息披露和改善风险管理的准则, 以保护消费

者和金融机构。 “做善事冶 是指金融业或金融机构采用前瞻性的方

法, 使其金融业务对个人、 社区和国家产生更多的正效应。
为达到这一主旨, 私人银行应该开发和实施一些指标和措施,

以证明并激励这些业务的正效应。 针对微型金融的可靠融资措施已

有明确的界定, 有些措施已经出台。 如社会绩效特遣小组的建立,
旨在协同微型金融利益相关者发展和传播有关改进社会绩效管理的

标准与最佳实践方式、 业绩报告以及可增强客户保护意识的智能竞

赛。17智能竞赛已在运作之中, 有大约 1郯 000 人签字报名。18可靠融资

在主流私人银行部门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但依然处在多边

和全球范围内的形成过程之中, 但是, 要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

数据与度量

金融扩展数据对以证据为基础制定政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可

以为确定政策优先次序提供信息, 追踪目标的进展。 如果得不到全

球或各国标准化和定期更新的可比数据, 追踪进度和目标设定就只

能是次优和不明晰的。 因此, 数据和度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还需

要界定金融扩展的衡量尺度, 为了建立国际金融扩展数据平台, 就

要努力改善当前和未来的数据收集方式和指标设计。19

目前的金融扩展数据库还处于发展的初期, 重要的是要保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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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涵盖一些必要的指标, 每年按期公布所收集的关键数据, 以便

追踪进度。 有三类资料可作为测度融资渠道和相关政策以及融资障

碍的基准: 金融服务的管理者 (供给方), 金融机构 (供给方), 用

户调研———个人或家庭以及公司 (需求方)。 目前, 世界银行集团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作了调研, 广泛收集了全球各年的融资渠道

方面的数据。 其他相关的报告集中于融资渠道的特定方面。 从金融

机构或管理者手中得到的供给方数据更偏重于成本效益好的融资部

分, 这些数据的供应商并没有足够的权限披露有关客户经验的信息,
基于非消费者的需要而作出的需求方调研信息是可以披露的。 因此,
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全面和标准化的需求方数据 (AFI, 2009)。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集团小组分析。

图 10郾 15摇 测定融资渠道: 现有的重要资料

世界银行集团根据管理者调研结果, 就供给方数据发表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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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融资报告》 (Kendall、 Mylenko 和 Ponce, 2010)。 这份报告以之

前的世界银行研究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Martinez Peria, 2007,
2008) 为基础, 目的在于收集更多关于金融服务渠道的核心统计数

据, 分析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因素。 2009 年 《融资报告》 是系列年

度报告的第一部, 报告中发表了 139 个国家的存款账户、 贷款及零

售地点的数量和额度方面的统计数据。 该报告也汇集了与几种政策

主题有关的信息, 如通过邮政储蓄网提供金融服务的规定, 银行代

理制度的使用, 开户管理, 分支机构管理, 信用管理, 透明度与消

费者保护。 2010 年 《融资报告》 正在起草之中, 有望在 2010 年秋

季公布。 2010 年的调研除了更新 2009 年的信息之外, 还包括中小企

业融资的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启动了一项新的网上数据库, 公布了业

已开始的融资渠道调研的结果, 该数据库的发布旨在全球范围内扶

持消费者金融服务规则的研究。 数据库中包括对银行分支网络提供

金融服务范围的测度, 自动取款机的利用率, 涉及四种主要的金融

工具: 存款、 贷款、 债务证券发行和保险 。20,21

供给方金融基础设施指标为深入分析融资渠道授能环境的不同

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2009 年 9 月发布的 2010 年 《营商报告》 涵

盖了 183 个国家, 这是自 2004 年开始发行该报告以来涵盖国家数量

最多的一部报告。 报告所涉及的 10 个指标中, “获取信用冶 是评估

改革进展最相关的一个指标, 这里的改革是指对信用信息共享体系、
抵押品注册和担保交易发展所提供的支持。22

全球支付体系调研和全球汇款价格数据库还加进了金融基础设

施指标。 为跟踪 5 伊 5 目标的进度, 世界银行于 2008 年启动了世界

各地汇款价格数据库。23这些精细并加以重点观测的指标非常有效,
可以为特定的改革提供信息, 以利于产生满足融资所需要的授能环

境。 但是, 这些指标只解决了部分难题, 还需要设置更多的特定指

标以便利于观测改革的进度。
在需求方, 家庭和专门的调研弥补了信息的缺口, 并提供了丰

富的人口分析资料。 家庭调研, 如生活标准度量调研, 和专门调研,
如世界银行融资调研, 体现融资能力的融资渠道调研, 以及世界银

行的企业调研, 这些信息来源充实了分析结果。 在区分性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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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近来的调研突出了一些国家如南非、 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

女性融资水平明显低于男性的问题。 除了与性别有关的调研可以提

供有关金融扩展的数据, 家庭调研对金融扩展的地理分布, 如乡村

与都市的区分, 也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 以世界银行牵头、 比尔与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所支持的全球家庭调研即将出炉, 为全球范围内

不同的金融服务提供一个衡量的尺度。
管理者需为数据收集提供便利。 监管者处于对金融稳定性的考

虑, 通常会收集有关金融深度方面的数据, 如贷款 /存款总值和大额

贷款。 然而, 有一种明显的倾向, 即在样本国家中, 略低于 70% 的

国家收集的数据是银行存款量, 仅有 30%的国家收集了管制下的非

银行存款账户信息。 有关贷款的信息更有限 (Kendall、 Mylenko 和

Ponce, 2010)。
加大信息收集的力度有多种方法。 例如, 印度政府鼓励通过度量和

跟踪报告来达到增加女性借款能力的目的,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专栏

10郾 6)。 泰国中央银行最近明确提出, 随时监督政策实行的进度并要求提

供数据是管理者的利益所在。 肯尼亚中央银行深度介入国家融资调研的

设计和执行。 这种介入反过来又使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些有关融资能力的

数据, 就如何加大对M -Pesa 这种相对新兴的流动支付体系的管理力度

作出重要的决策 (AFI, 2009)。 同样, 也可以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分析

数据, 并运用这些数据作出更有利的投资决策。

专栏 10郾 6摇 印度由政府带头启动的数据收集

为了遵从印度政府增加女性获取银行贷款的指令和行动规划,
印度储备银行 (RBI) 于 2000 年要求国有银行每年分列和报告女

性贷款在其总贷款中的比例。 该指令要求银行为女性预留至少 2%
的银行贷款, 并在 5 年内把这一比例提高到 5% 。 因此, 银行对女

性的净贷款总额在 2009 年上升到 6郾 3% , 共有 25 家银行完成了目

标。 尽管这一政策的总体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 但追踪这一数据

增进了对于女性低贷款水平的了解。

资料来源: 印度储备银行,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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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 20 国集团韩国峰会之路

推进金融扩展将意味着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触角将伸向发展中国

家 70%的成年人, 这些人目前尚无融资能力。 全球目标将驱动各国

致力于金融扩展, 不仅仅在于信用的增加, 它只是金融产品与服务

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更在于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的拓展, 包括支付、
汇款、 储蓄和保险。

全球目标将发各国更多地关注个人和公司数据的收集和度量。
有关中小企业数据测度的欠缺还需要改善且标准化, 以方便追踪金

融扩展的进度。 这里所描述的所有数据收集计划都需要不断地寻求

支持和改进。
为开发金融扩展能力以奠定持续增长的基础, 世界银行建议 20

国集团召唤所有利益相关者聚集在金融扩展的旗帜之下, 形成一个

全球性的合作关系。 不仅要努力增加信用, 而且要努力拓展金融产

品与金融工具, 包括支付、 汇款、 储蓄和保险。 加大压力, 弥补现

有数据收集缺口———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数据缺口和政策相关指标

缺口———以保证年度目标进度考量中基本因素都能到位。 计划实施

的关键部分包括政策环境、 金融基础设施、 交付体系和产品、 可靠

融资、 数据与度量以及金融扩展专家组有关进度的基础工作。 计划

的实施要求国际社会中的发展机构、 金融服务业、 各国政府以及知

识共享与标准设定机构之间的协同努力。 为经济发展汇集所有的力

量并创设资金机制, 为金融扩展计划的实施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对

此, 20 国集团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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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微型金融业

微型金融业的演进与成功

目前, 微型金融业是全球金融扩展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24微型

金融业为穷忙族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 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旨

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客户提供小额、 无抵押或抵押要求较低的贷

款。25传统上, 小额贷款的核心原则包含团体贷款与负债, 贷前储蓄

要求, 累进贷款总额, 以及快速偿还当前贷款可获得未来信用的担

保。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 微型金融业已近成熟和高度多样化,
远远超越了单一信用而包含了更广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如对贫困

家庭与微型企业提供储蓄、 保险、 汇款和现金转账等服务。
微型金融的接受者主要是贫困者和低收入以及缺少融资渠道的

机构。 微型金融客户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 从而需要多样化的金融

产品。 典型的微型金融客户很少有来自最贫困人口的 10% 群体中,
因为最贫困人口既无资源也无固定收入从银行借入哪怕费用最低的

贷款。 而且客户都是个体经营者或企业家———通常来自乡村———往

往经营自产自销的生意, 需要大量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从微

型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看, 客户大多是女性, 尽管有资料表明男性在

客户组合中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 另外还包括年轻人、 儿童和赤

贫者。26

微型金融逐渐并入正规金融体系之中。 微型金融在 2004—2008
年稳健扩张, 年资产平均增长 39% 。 微型金融业的增长趋势并没有

因为过去三年的经济动荡而受到影响。 诚然, 伴随着这种增长也有

相当多的挑战, 特别是数以万计的低收入群体将成为正规金融体系

的一部分 (图 10A郾 1)。 增长的动力部分来自于新基金的涌现。 根据

CGAP 2008 年的调研, 微型金融 61%的基金中, 38%是公共捐款人,
23%是投资者。 二者在 2008 年实际承诺的款项大致相等, 这说明私

人基金的重要性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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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A郾 1摇 2008 年微型金融一览

总信贷组合 (美元) 438 亿

存款 (美元) 238 亿

借款人数 8郯 320 万

借款人平均贷款余额 (美元) 536郾 6

资料来源: 2008 年 MIX 数据, 均值指标根据 1郯 870 个微型金融机构样本计算

(www郾 mixmarket郾 org)。

金融服务交付的经营模式可分为中小型企业的新型伙伴关系和

银行交付, 新近出现的电信和信用卡公司, 使这些机构选择最适合

自身的比较优势来交付服务成为可能。 此外, 技术推动的交付模式

已得以迅速传播。
各国的和国际性商业银行逐渐明确了对贫困者贷款的价值观念,

使得微型金融依靠捐款基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微型金融机构

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s) 是微型金融业通向商业化的一种相对较新

的路径。 至今为止, 微型金融以首次公开发行的方式筹资的有三例:
2003 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 2006 年的肯尼亚产权银行和 2007
年的墨西哥 Compartamos 银行分别公开上市募股。 Compartamos 银行

首次上市发行是第一家专为微型贷款创建的金融机构募股上市。27印

度一家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机构 SKS 最近也启动了首次公开上市。 目

前, 许多银行通过直接的方式 (例如柬埔寨的 ACLEDA 与老挝民主

共和国的银行以及蒙古的 XacBank 和 AgBank) 或通过与中小企业的

联系而间接提供小额信贷。
随着微型金融业的成长, 对微型金融业的影响与效益的研究越

来越多。28微型金融拓展了争取银行客户的机会, 正在进行的研究有

助于从低收入人口的微型金融产品服务中提取其可能产生的福利影

响。 遗憾的是, 对微型贷款影响的特定检验异常困难。 对微型金融

效益的定性分析来自于客户的反映及其趣闻轶事 ( Collins 等人,
2009), 而基于实验研究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却显示了更微妙的结果。29

目前, 已有大量研究项目对微型金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客户的影响

进行严格地评估。 微型金融是作为一种提高融资服务水平的金融工

具而不是一种直接减贫的手段。 微型金融不能被视为基础教育、 健

康和基础设施的一种替代产物 (Helms, 2006)。
很多国家的政府将微型金融的发展纳入重要的议程。 对其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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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有起有伏。 对建立可持续融资能力的意义理解得越普及, 对

法律和管理框架的授权就会越多, 从而政府就会在更大程度关注消

费者保护, 此类教育也会更受欢迎。 一些国家低利率限制的再引入,
以及由政府资助的直接借款机构的产生阻碍了微型金融的发展。

微型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而对微型金融发展

第一个 10 年的评估重点是对贫困者贷款的延伸 (集中考察对微型企

业的信用), 以及在拓展融资渠道的情况下, 尽可能将融资能力较低

的客户带入金融体系, 下阶段有可能关注的是持续增长, 以及相伴

而来的服务于贫困者多种金融需求的产品创新。30尽管微型金融业已

有相当大的扩展并取得成功, 但依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挑战。 其中

有五个问题尤为突出: 许多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即当地

债务与产权市场、 支付体系、 信用评级和信用咨询公司) 和微型金

融的管理与监管环节还很薄弱; 对客户服务的质量尚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 也很少深入了解变化中的市场条件和客户需求; 缺乏有关扩

大服务范围、 提供产品和提高盈利性之间如何进行权衡的信息; 产

品交付渠道依然受限, 特别是精心设计的存款产品和交易账户, 可

以作为推广其他服务的通道; 许多国家的政府政策与管理仍旧阻碍

着微观金融的发展。
融资能力的培训正在逐渐成为向低收入人口进行微观融资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融资能力是知识、 理解力、 技能与社会态度的完

美组合, 尤其是要作出明智的个人融资决策的行为是与他们所处的

经济与社会环境相称的。 关于融资能力的最新动议是借助于卫生行

为变化的理念。 印度有两个实验项正在启动之中: 一个是 SKS 基金

会的农村赤贫者项目, 在安得拉邦有 400 多女性因为过于贫穷而无

法获得 SKS 的微型金融服务。31项目的宗旨是惠及赤贫者, 使他们可

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储蓄和资产壮大起来, 达到资本基础的多样化从

而具备微型融资的潜质。 为帮助这些女性学习基本的货币管制技能,
SKS 在每周的例行会议上提供实用性强并可以互动的融资教育模块。
另一个领域的实验项目是在古吉拉特邦, 包括 1郯 000 名低收入微型

金融的客户, 在 6 周时间内接受大约 10 小时的基础融资素质教育。
通过视频设立远程链接, 以小组讨论作为补充。 在南非也有一个相

似的创意, 考察为矿工的特定需要而设计的融资教育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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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li、 Shastry 和 Shapiro, 即将发表)。 尽管融资能力还是一个发展

中的领域, 现有的迹象表明, 融资能力将是强化金融扩展的一个强

有力的工具。 在这一领域, 对政策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的随机控制

检测和定性研究正在展开。

金融危机与微型金融业的发展

近年来, 微型金融业对于宏观经济危机的弹性经受了全球经济深

度衰退的考验。 危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所不同: 前者

收缩了 3郾 5%, 而发展中国家对危机的冲击力反而比较强, 部分地是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市场有限的一体化程度, 以及由中国和印

度引领的亚洲经济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微型金融业已经

历了 15 年的持续发展, 也曾遭受其他危机的肆虐 (政变、 衰退和金融

部门的系统故障); 然而, 这些危机只限于特定地区。 微型金融的供应

商今非昔比, 它们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专栏 10A郾 1摇 金融危机期间的微型金融

供应商的应力迹象。 世界各地的小额信贷机构 (MFIs) 在 2009
年都面临更多的流动性约束。 不出所料,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

区的二级 (资产介于 300 万 ~5郯 000 万美元) 和三级 (资产低于 300
万美元) 小额信贷机构更易受到流动性短缺的影响。 随着 PAR30 和

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增加, 尤其是欧洲和中亚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

组合质量在 2009 年发生恶化。 贷款提供者的增长和盈利能力已经有

所放慢, 但该行业的基本面依然强劲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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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机构 (MFI) 的客户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粮

食和能源价格的上涨、 汇款的减少以及国际贸易相关产业 (例如

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 的裁员都对小额信贷机构 (MFI) 客户的

经济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次危机也表明, 小额信贷的供应商

必须采取更好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政策, 并衡量其产品对客户福利

的影响。
小额信贷的捐助者和投资者。 尽管是在处于不利的背景下,

但小额贷款的投资者仍然继续支持着这一行业, 只不过利率较低。
即使是在 2009 年的第一季度, 有管理的小额贷款投资工具基金仍

然取得了 16%的年化增长率。 2009 年, 以零售为主的私人基金有

所增加, 表明小额信贷部门仍然在吸引私人资金。 国际金融公司

和德国开发银行 KfW 通过推出小额信贷增强基金来支持世界各地

面临资金短缺的健全的小额信贷机构。

资料来源: 从微型金融中介 (MFIs) 第一层次的 50 家样本提取的平价中值

(SYM50 from Symbiotics) , http: / / www郾 syminvest郾 com, CGAP 2009a。

金融危机有助于暴露有关可持续发展和微型金融业正常运行的

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包括动员国内储蓄和可靠的融资实践活动。 危

机已经表明微型金融供应商之间调动存款的重要性, 在流动性受限

时可以作为一个安全阀。 为低收入群体设计的安全储蓄产品可以作

为创造财富和脱贫的一个途径, 越来越多的捐款者与学者都在强调

这一点。 对储蓄的倍加重视与提升微型金融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可

靠借贷能力的认知程度非常契合。 客户是否有负债过多的倾向或多

重贷款的问题, 或滥用中小企业贷款行为, 或微型金融市场的投资

是否过于集中等, 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都将被置于严密地监控之中。

按比例增加微型金融的创新

按照产品和交付创新的角度来看, 微型金融也许是经历了最快

发展的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推进了对低收

入群体的金融扩展, 其运行超越了单一信用的边界 (比如, 储蓄产

品、 微型保险和政府对个人的支付)。 特别是这些产品和服务在尝试

为贫困者提供金融服务而开辟通道, 增强了金融服务和综合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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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之间的联系, 通过提供消费者保护和提高融资能力, 引领贫困

者跨入金融领域。
首先, 无分支机构的银行拓宽了融资服务渠道, 这是一项很重

要的服务交付创新。 分支机构之间的距离, 现金犯罪, 对金融机构

的不信任以及在银行遭冷遇的感觉等, 这些障碍使得贫困者对传统

银行体系望而却步。 但是, 新近的移动通信技术为银行提供服务的

交付渠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无分支机构的银行———比传统的

银行分支机构更多地采用信息与通信技术交付金融服务, 以及非银

行零售代理———可为传统上服务水平较低的市场带来金融服务, 且

大有成功的希望。 从现有情况来看, 无分支机构银行已被作为引入

汇款这样的传统产品的交付渠道来使用。 无分支机构银行的便利性

与较低的成本也是开拓汇款和其他支付转移存款业务的一个优势。
其次, 在金字塔最底层的基础金融服务供应商近年来的发展势头

也很猛。 这种主动性源自对传统微观金融未能触及最贫困阶层的观察,
最贫困阶层通常缺少基本的读写技能和货币知识, 无法享用微型金融

服务。 此外, 这些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乡村的环境, 常常相互隔绝,
这也是一种挑战。 CGAP———福特基金会毕业项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

题, 该项目主要是为贫困者提供一些工具, 帮助他们从极度贫困中解

脱出来 (即毕业———译者注)。32毕业模式锚定没有资产并长期食不果

腹的 “赤贫者冶。 毕业项目将满足即时需求和投资金融服务培训的长

期项目以及商业开发相结合, 这样一来, 在两年内, 该项目的参与者

就可以被武装起来, 使自己从 “极度贫困冶 的状态中 “毕业冶。
最后, 信息与通信技术同样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拓宽融资渠道,

为私人捐赠者和贫困人口之间搭建桥梁 (个人对个人)。 目前已十分

流行的在线市场, 建立了捐款人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直接捐款或愿

意通过中介投资基金, 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担保, 将基金传递至

低收入群体 (比如 Kiva、 Babyloan、 MYC4 和 Vittana)。 这些实际案

例告诉我们如何搭乘通信技术这一快车奔向全球金融扩展的目标。

注释

1郾 请注意, 利益相关者的排序并不带有任何优先次序的特征。
2郾 这里并不包括最初从 20 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开始部署并一直在进行的

FIEG 重点工作; 工作范围的细节将提交 FIEG20 国集团首尔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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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还有一项研究与这项预计是相一致的, 其数据集涵盖了融资渠道和社会

经济及人口统计特征的跨国数据来源, 结果发现, 有 25 亿成年人还没有通过正

规金融服务渠道储蓄或借款 (Chaia 等, 2009)。
4郾 世界银行, 2009 年。
5郾 有关中小企业融资差距和所面临挑战的全面审查, 将在 11 月 20 国集团

首尔峰会 FIEG 中小企业融资小组报告中提交, 内容包括 163 个中小企业融资干

预的案例分析, 是 20 国集团的成员国、 非成员国、 发展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参

与者共同编撰的。
6郾 注意, 金融深度通常是用私人信用占 GDP 的百分比来描述或测度的。 金

融发展的概念更宽泛, 涵盖着整个金融部门的发展。
7郾 与贫困者管理相关的细节 (利益 2), 详见 Collins 等人 (2009) 有关孟

加拉国、 印度和南非的日志。
8郾 这部分内容源自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Honohan (2009) 的研究。
9郾 对金融基础设施影响的估计是以世界银行的几项数据来源为基础的, 包

括经商项目、 全球支付体系调研和世界汇款价格数据库, 以及 IFC 的借款组合

数据。
10郾 金融基础设施因而成为 “软环境冶 (无形的) 的一部分, 由 “机构、

管理、 社会资本、 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冶 构成。 相反, “硬环境冶
是由高速公路、 港口设施、 机场、 电信系统、 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所构成的。
详见 Lin, 2009 年。

11郾 有关抵押品登记、 担保交易以及这些机制的现代化改革等重要性的全

面衡量, 详见世界银行, 2010c。
12郾 汇款转移的定义引自世界银行 / BIS “国际汇款服务的一般准则冶。
13郾 儿童储蓄账户是指为儿童时代所储备的资产, 即儿童自出生起为其提

供免费储蓄账户, 通常规定该账户的存款在儿童成年之前不能提取。 关于储蓄

产品和资产构筑 (并非儿童储蓄独有), 详见 Zimmerman 和 Banerjee, 2009 年。
14郾 这类项目首先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普及, 后来传播到非洲、 亚洲和欧

洲。 尽管 CCT 还是一个相对新奇的概念, 但墨西哥的机会项目说明, CCT 可以

增加储蓄和投资, 促进银行业务, 养成更有责任心的消费习惯。
15郾 本节引自 Beck、 Demirguc - Kunt 和 Honohan, 2008 (第 124 页 box

3郾 6), 更新数据来自 Armendariz 和 Morduch, 2010 (第 7 章)。
16郾 有关这些市场所发生的微型金融危机方面的信息, 详见 Chen, Rasmus鄄

sen 和 Reille (2010)。
17郾 有关社会绩效特遣小组的信息, 可点击网站 http: / / www郾 sptf郾 info。
18郾 智 能 竞 赛 背 书 人 的 详 细 名 单, 可 点 击 网 站 http: / /

www郾 smartcampaign郾 org / about - the - campaign / campaign - endor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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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郾 金融扩展联盟第一届全球政策论坛年会于 2009 年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

行, 泰国中央银行率先提议, 要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一道工作, 努力将迫切的

政策问题转化为调研设计, 为建立国际金融扩展数据平台创造了条件。
20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融资通道冶 数据计划得到了联合国特别拥护者

荷兰王妃 M觃xima 的支持, 并由荷兰提供了第一年的项目研究经费。
21郾 于 2009 年 10 月公布 (http: / / www郾 imf郾 org / external / np / sec / pr / 2009 / pr

09351郾 htm); 数据库首次公开是在 2010 年 6 月。
22郾 获得信用评级有两种度量方法: 一是借款人与贷款人的法定权利 (法

定权利指数); 二是信用情报体系的范围与质量 (信用情报体系深度指数)。
23郾 这是一个在线数据库, 涵盖了全世界廊道中的 178 个国家, 展示了从

24 个主要汇款国汇往 85 个汇款接收国的资金, 约占新兴国家汇款总额的 60% 。
这个数据库的意图是落实总则 1 (即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汇款服务

准则) 关于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以及为评估汇款价格趋势提供一个全球性基准。
24郾 这个附录是由 CGAP 于 2010 年 4 月作为背景文件而准备的。
25郾 关于微型金融的构想与志向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小额的非正规储蓄和

信用团体风行于世界已有数世纪之久, 从加纳到墨西哥, 从印度到更广阔的区

域。 早在 15 世纪的欧洲, 天主教会就设有当铺, 作为高利贷借款人的一种选

择。 了 解 更 多 的 背 景 资 料, 可 点 击 http: / / www郾 cgap郾 org / gm / document -
1郾 9郾 2715 / Book AccessforAll郾 pdf。

26郾 有关对赤贫者的借款限制, 详见 CGAP 正在实施的毕业项目。 微观信

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没有收入或偿还能力的赤贫者采取其他支持措施,
也许可以做得更好。

27郾 参见 http: / / www郾 microcapital郾 org / microcapital - story - indian - sks - mi鄄
crofinance - plans - to - raise - 13 - billion - rupiah - usd - 303 - million - in -
equity - possible - future - ipo 和 “SKS 微型金融首次上市发行文档冶, 《华尔街日

报》, 2010 年 3 月 26 日: http: / / online郾 wsj郾 com / article / SB1000142405274870409
4104575144924260883344郾 html。

28郾 有关微观金融的影响的讨论, Rosenberg 2010。
29郾 参见 Banerjee 等人, 2009; Karlan 和 Zinman, 2009; 以及 Goldberg 在

2005 年对小额信贷影响的跟踪评估。
30郾 CGAP 特别照会: 《微型金融的增长与脆弱性》, http: / / www郾 cgap郾 org /

p / site / c / template郾 rc / 1郾 9郾 42393 / 。
31郾 这一试点项目是 CGAP———福特基金会毕业项目的一部分, 旨在使世界

各国了解如何使安全网、 民生和微型金融能够有序进行, 以便开辟赤贫者摆脱

极度贫困的路径。
32郾 CGAP 简报, “为赤贫者搭桥: 早期采用毕业模式的经验教训冶。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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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Alfred Hannig
金融扩展联盟

摇 摇 金融扩展联盟 (AFI) 深信, 发展中国家已经为贫困者拓宽融资

渠道制定了很多政策和解决方案, 大多是成功的。 因此, 发展中国

家的决策者们, 无论是 20 国集团成员或非成员, 首先意识到了金融

扩展创新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 欢迎非 20 国集团成员的

加盟。
我们赞成同行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以便使成功的政策创新

得以复制, 依靠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努力, 使其在金融扩展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基本角色。
金融扩展联盟的成员代表的是全球网络或学习交流的平台。 因

此, 在主要利益相关者会议召开时, 我们力主有关条款的修订。 关

于工作重点, 我们强调下列相关联的三个要点: 政策环境、 消费者

导向的可靠融资以及数据和度量。 这项评估是以金融扩展联盟关于

金融扩展政策的调研为基础的, 评估原则是基于 20 国集团倡导并由

金融扩展专家组中的创新小组制定的政策规则。

有关经验教训的补充

金融扩展联盟关于金融扩展政策的调研总结了更多的经验教训,
也为这一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些素材。 其中有以下几点:

誗 对技术解决方案产生了新的开放性需求。 决策者意识到商

机, 并有意熟悉与技术授权金融服务相关的风险资料。
誗 公私对话与磋商是培育融资能力的关键。
誗 从他人的经历中获取经验对于传播该领域的知识是最有效的

方法。 这种方法提供了双向交流的机会, 通常, 决策者面对同样的

现实、 关注点、 挑战和压力时, 他们宁愿将信息内在化。
誗 发展中国家通过获取金融扩展的数据, 越来越倾向于指定以

证据为基础的政策, 并采用自我建立的一整套目标。
誗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大致可分为三类: 要求开放竞赛知识, 学

习成功国家的经验; 希望国际社会为有效交流提供机会, 据此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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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定条件为基础, 对成功的解决方案加以改进后再付之于运用与

实践; 希望加大支持力度, 尤其是在循环学习过程的早期。

多边开发

关于金融扩展范围的协作出现了一些模式, 反映了新的发展途

径的相关特征。 在我们金融扩展联盟内部将其称之为多边开发, 意

指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并在这些国家间横向流动的知识和资源, 这种

横向流动是系统的, 并且是可持续的, 从而引致社会经济的增长和

发展———用我们的行话来说, 就是拓展了融资渠道。
从金融扩展的角度来看, 多年来我们见证了许多在其他领域同

类学习和南南知识交流成功的案例。 但是, 金融扩展意义上的多边

发展是几种传递方式的全面结合, 新旧方式皆备。 成功的关键要素

是发展中国家要自己把握方向, 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以及行动的目标。
金融扩展联盟是多边发展行动中最生动的实例。 那么, 金融发

展联盟是如何赋予多边发展以生命力的?
誗 金融发展联盟有一个国家主导的治理结构, 并以联盟成员为

基础组成全球网络, 致力于金融扩展。
誗 金融扩展的行动与主动权并不是由联盟强加于各个国家或全

球网络的各个部分, 相反, 是这些国家自己有这样的需要和需求,
进而采取行动并运作起来。

誗 金融扩展联盟认为, 发展中国家制订了一些非常成功的金融

扩展解决方案, 但是, 这些经验通常不具有普适性。
誗 金融扩展联盟创建了一个可持续的平台, 疏导发展中国家进

行同类学习分享经验的通道, 以便可以通过这些国家自我要求和赞

助的见面会和在线知识交流, 采用或复制这些解决方案。

采取合理的行动步骤

基于上述方法与背景, 对于 20 国集团如何采取合理的行动方

案, 我指出三点作为我的结束语:
我们欢迎关于建立金融扩展的全球合作关系的提议, 它提出了

以各国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为基础共同采取行动的方法, 通过金融

扩展达到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 具体的方案设计可由新兴国家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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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共同打造。
20 国集团应该在金融扩展的全球合作关系的框架之下建立一个

全球性的基金机制。 该基金机制可以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国的不同需

要, 20 国集团应在发展中国家中提倡自我设定金融扩展目标 (20 国

集团成员或非成员), 这些目标可以和 2020 年的全球目标相结合并

作为 2020 年的国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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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Yongbeom Kim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总统委员会

关于融资能力的评论已有很多。 这些评论集中解释了为什么金

融扩展将成为 20 国集团今年的中心议题。

金融扩展引领稳定的经济发展

金融扩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引领稳定的经济增长。 正如 20
国集团首脑在匹兹堡峰会上所明确表达的那样, 强劲、 持续和稳定

的经济增长对于保证全球经济在短期内继续复苏和长期内持久繁荣

是必不可少的。 就此而言, 当现存资源达到有效和最佳分配时, 经

济增长的潜力便达到最大化。 同时, 为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必须

为目前处于金融服务水平低下地区的人口提供融资机会, 并在安全

的环境下使用现有的资源。 从而使贫困者也能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

金融扩展促进创新

金融扩展可为创新提供便利。 创新通常由企业界和中小企业

(SMEs) 主导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创新是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器。 然而, 通常也正是这些个人和中小企

业缺少信用记录或抵押品, 无法获得为经营和创新所需要的资金。
同时, 很多研究表明, 这类群体对安全储蓄有非常迫切的需要。 一

个内涵丰富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提供信用, 而且应该使消费者在更

大的范围内获取适当的金融服务, 这是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的核心

条件之一。

金融扩展促进现有资产的充分利用

大量文献认为, 金融扩展是经济发展的奠基石1。 例如, 尔南

多·德·索托在 《资本的奥秘》 中曾提到, 许多不发达国家无法实

现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 其根源不在于缺少资源, 而在于缺少强

有力的法律和监管架构。 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充分利用现有资产为

新项目融资。 欠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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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将所谓 “死亡资产冶 转换成 “流动资产冶, 开辟更多的融资

渠道。

金融扩展为严格的金融管理提供平衡力

最后, 金融扩展为目前盛行的紧绷式金融管理提供平衡力。 为

应对最近的危机, 各国管理者和国际标准的制定者集中全副精力绷

紧金融管理这根弦。 但是, 对政府在金融扩展中的作用还是需要有

一些基本的反思。 危机为推动金融扩展的政策改革提供了机会。 在

收紧金融管理之时坚守金融扩展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由此, 整个

金融体系可以在两种需要之间实现平衡, 即金融体系更稳定的运行

与更大的融资可及性。 正由于此, 金融扩展对于展开全球性的讨论

和协调国际行动而言是非常适时的一个问题。 金融扩展何以对 20 国

集团和全球经济如此重要, 其理由不胜枚举。

如何改进金融扩展

通过发展多层次金融业的体系架构来增加传统的金融服务是非

常必要的。 同样必要的是, 要建立一个更能体现细微差别的专业化

市场结构, 大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用合作社和建房互助

协会等, 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收入档次, 为他们提供负担得起且量

身定做的金融产品2。
要做到这一点, 政府必须为金融业营造适度竞争的氛围, 实施

专利许可政策以及更有效的监管。 政府还需要确定拓宽融资渠道的

正确方式, 防止发生道德风险和轻率的借贷行为。

韩国拓展融资渠道的案例

韩国为资金需求者拓宽融资渠道的经验很有价值。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韩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 在这一阶段, 韩国自始至

终实施各种政策措施提供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例如, 韩国政府于

1976 年曾对具有成长潜力但缺少抵押品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截至 2010 年 4 月, 信用担保已扩大到 22 万家中小企业, 担保总值

为 220 亿美元。
韩国正努力增强低收入家庭的融资能力。 韩国邮政一直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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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担保服务, 去年又设立了微型信用银行, 以扶持一些达不到融

资最低限的弱势群体。

金融扩展何以列入 20 国集团的议事日程

20 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高级论坛, 给予了金融扩展

以高度的关注。 目前正在探索各种政策选择, 以促使全球经济更接

近强劲的、 可持续的和稳定增长的目标。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韩国

决意将发展作为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的最关键的议题。 金融扩展恰如

其分地补充了发展的增长导向方法, 这就是韩国决心提出这个主题

的理由。
韩国将包容性金融的主题带入 20 国集团的议程中, 是寄希望于

依靠国际合作的力量, 克服在国际与国家层面上设计和实行必要改

革方案中所遇到的困难, 这些改革方案旨在促使金融扩展以更可靠

和有效的方法进行。 世界银行关于为金融扩展构建第二代合作式波

特钻石模型 2郾 0 的提议, 以及发起金融扩展的全球合作关系的建议,
是培育国际合作精神的杰出范例。 世界银行的努力值得赞赏。 同样,
韩国也在探索 20 国集团的非成员国如何通过国际网络, 如金融扩展

联盟和济贫咨询团体, 积极参与金融扩展行动, 使金融扩展的全球

性措施的影响最大化。 我们希望 20 国集团首尔峰会将成为实现这些

重要目标的踏脚石。
韩国承诺, 确保首尔峰会上各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最终形成

金融扩展的具体方案。

注释

1郾 Rajan 和 Zingales (2003) 提出, 资本可获得性是提高生产能力的重要因

素。 文章还指出, 国家财富的差异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体系中的运行取决于大银

行机构的建立对资本流动的依赖程度。 如果资本流动渠道有限, 低收入者仅有

的生产要素是苦役, 他们没有融资的渠道来增强生产能力。 他们每天必须靠苦

役才能维持生存。 如果他们有便利的融资渠道, 就可以运用他们的生产活动,
变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 这就是融资渠道的讨论如此重要的原因。

2郾 参见 Lin、 Sun 和 Jiang (2009) 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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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总结发言
联合国总秘书处金融扩展特别倡导者、 荷兰王妃 M觃xima

金融扩展被引证为稳定、 公平增长和减贫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

融扩展意味着每个人在需要金融服务时, 都能够以合理的成本, 获

得由健全的多样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发展中国家大约三

分之二的成年人 (27 亿) 缺乏基本的正规金融服务。 中小企业

(SMEs) 是提供就业机会和增长的发动机, 但也存在着同样的融资

缺口。

开放通道

我赞赏 20 国集团在金融扩展中的领导能力。 在匹兹堡峰会上,
20 国集团首脑公认融资缺口对家庭、 企业和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巨大

影响。 他们授权金融扩展专家组关注中小企业融资, 并鉴定改进融

资渠道的创新方法和总结经验教训。 该领域的创新已经大大减少了

交付成本, 并根据非银行客户的需要提供新产品。 如肯尼亚提供的

M - Pesa 服务, 利用移动电话办理支付和小额存款, 这说明, 对贫

困者和企业的金融服务是能够找到他们可承受的和持久的方式来交

付的。 我强调的是, 需要寻求共同的语言, 穿过价值链, 创建从个

人到微型企业再到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的连续统一体, 这需要所有

能够改进融资渠道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

演讲者

Peer Stein 概述了金融扩展的内容。 实验性证据表明, 改进融资

渠道有利于增长和减贫。 金融扩展需要超越信用: 全世界对安全无

忧的储蓄和支付产品以及国际汇款体系有着普遍的需求。 而几个新

兴市场则表达了政府的意愿和对金融扩展的紧迫感, 更多的工作还

有待努力, 全球性的工作更为迫切。 金融扩展需要依靠所有服务供

应商的影响力, 也需要银行分支机构以外的具有较新创意的交付服

务。 金融扩展必须以可靠的方式进行, 并伴有适当的消费者保护及

管理、 行业实践和金融扫盲工作。 为取得金融扩展的进步和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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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演讲者主张 20 国集团召集全球的合作伙伴, 将

所有利益相关者会聚到金融扩展的旗帜之下。 目标的实施重在政策、
金融基础设施、 交付机制、 产品、 可靠的融资及数据。 20 国集团独

特的地位, 可以集结金融扩展的所有动力—金融服务业, 各国政府,
国际社会的发展机构和知识共享中心—与政治家和决策者相互配合

实施既定目标, 创设基金机制来满足各国不同的需要。

点评者

Alfred Hannig 赞成同行学习的重要性, 这也涉及 20 国集团的非

成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金融扩展联盟的经验说明, 对技术性解

决方案和知识共享的开放与需求正在增加, 特别是智能竞赛的夺标

国如巴西、 肯尼亚和菲律宾更是如此。 他强调了政策、 消费者保护

以及数据与测度的重要性。 Haning 博士从金融扩展联盟的调研中推

断出深刻的见解, 提出一个新的建议, 即 “多边开发冶 方法。 合理

的行动计划包括各国自行设立的金融扩展目标, 建立新的基金机制

以满足各国不同的需要。
Yongbeom Kim 强调了金融扩展在 20 国集团有关经济复苏、 金融

稳定和经济增长议题中的重要性以及通向首尔峰会之路的关键。 他

也强调了政府和政策环境的作用, 并与我们分享了他对韩国微型保

险经验的洞察力。 Kim 先生对建立金融扩展的全球性合作关系的提

议表示赞赏, 并以韩国对首尔峰会交付具体成果的全面承诺作为结

束语。

讨论中提出的重要问题

誗 20 国集团的角色。 20 国集团在实施目标的强制行动中具有独

特的影响, 可以使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 为各国实现目标提供政

策上的支持, 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技术援助和对等学习提供充

足的资源。 20 国集团应该重在解决那些涉及国际合作和领导能力的

问题, 包括监控总体的进度, 而不是重复现有的做法。
誗 政府的作用。 政府通过政策、 管理和授权环境, 以及支持创

新性经营模式, 来推进金融扩展。 公私结成伙伴关系是推进金融扩

展目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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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 金融扩展目标。 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确定目标,
对于激励进步而言, 各有不同的优势。 要取得成功, 实施的过程就

需要有国家特定的目标和工作团队, 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有利

的政策环境和基金的衔接和协调。
誗 推进金融扩展的方法。 交付方法和交付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解决方案必须是提供贫困者和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可持续、 可获得性

和可支付的金融产品。
誗 最佳范例与认知。 为便利跨国间的学习而开发一个成功的全

球性机制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我以强调 20 国集团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来结束这一单元的讨论。

我提请注意, 金融扩展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长期承诺。 政策环境、
公私伙伴关系、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同行学习, 所有这一切对于推

进金融扩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三个领域值得特别关注: 储蓄、 农

村金融和保险。 我再次呼吁能够传递上述服务和其他服务的所有利

益相关者参与推进金融扩展的行动, 包括决策者、 各类金融机构、
移动电话经营商、 农业部门、 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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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摇 政策行动方案矩阵:
20 国集团的发展议程

以世界银行———韩国高层会议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冶 为基础整理

支柱 提议 说明

贸易援助
加强监测和贸易援

助的成效评估

建立一个 20 国集团的 “战略行动计划冶, 旨

在为监测及评价贸易援助中系统数据的收集

和研究协调一致的方案提供专门的财政支持。

完成多哈发展回合

谈判

在开始一项新的贸易议程之前完成多哈发展

回合的谈判。 达成共识有助于改善市场准入、
强化国际贸易体系、 约束未来关税和补贴的

增加以及为保持国际市场的开发提供必要的

推动力。

延长向最不发达国

家提供免关税、 免

配额的贸易机会的

期限和自由的原产

地规则

20 国集团中的高收入成员国应补足其贸易资

金援助, 同时, 20 国集团中的中等收入成员

国应进行市场准入改革, 以降低对贫困国家

出口的贸易壁垒, 从而扩大南南贸易。 所有

20 国集团成员都应延长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免关税、 免配额的贸易准入的期限, 实行最

低免责条款, 这将构成一项具体举措, 直接

促进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贸易和发展前景。

建立一个用于能力

建构和知识转移的

平台

20 国集团应建立一个关于政策和管理方案的、
用于能力建构和知识转移的平台, 以提高生

产性服务的效率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营。 一

个关于援助和知识交流的协调一致的方案能

够通过建立一个机制, 强化将相关配套 “软
件冶 投入到位的能力, 以提高在硬件基础设

施领域贸易援助投资的回报率。



续表

支柱 提议 说明

将私营部门作为知

识、 资金和信息的

来源, 建立一个新

的 “贸易援助公私

伙伴关系冶

建立一个新的 “贸易援助公私伙伴关系冶 以帮

助最需要的国家利用私营部门的活力加强其贸易

能力。 世界银行正在发展一项新的援助贸易便利

化的公私伙伴关系, 作为贸易便利化领域信息和

学习的交流平台。 20 国集团可以考虑沿着这样

的路线在更大范围内付出努力。

改善数据收集

启动一个 20 国集团的战略性全球倡议, 为跨

国数据收集提供专门的财政支持, 这将使贸

易援助的监测和评价更加有效。

支持区域合作和市

场一体化

20 国集团可以通过由中等收入国家主导的知

识交流和能力建构直接支持区域合作。 20 国

集团还可以与已经建立的区域组织合作, 强

调知识转移来支持周边市场通过项目联营来

进行整合。

基础设施和可

持续发展

促进更多的基础设

施投资

通过改进税收和减少补贴支出来扩大公共投

资的财政空间; 通过改善投资环境、 提供新

的资金来源和非扭曲的风险分担来扩大私人

和其他投资, 以补充公共投资, 包括对国家

主权不会造成冲击的情况下潜在的国家财富

基金投资。

鼓励更优质的基础

设施

亟须更多和更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实

现发展目标, 转向更清洁、 低碳和更节约的

经济体系。

支持更清洁的基础

设施

要在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的环境效益和成本之

间达到适当的平衡取决于若干配套政策, 包

括建立健全有关环境绩效的标准和取消影响

基础设施需求以及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特别

是在能源和水资源领域)。 制定补贴改革措

施,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降低绿色技术的

获取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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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柱 提议 说明

制订增加公共和私

人对基础设施融资

的行动计划, 并提

高其效率

制订增加公共和私人对基础设施融资的行动计

划, 并提高其效率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该行动计

划的关键部分将包括: 增加公共部门的财政空

间; 改善私营部门融资的投资环境并降低其成

本; 把环境成本和收益更好地纳入基础设施投资

规划。 应该特别关注区域基础实施。

制订通过提供更多

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来提高基础设施效

率的行动计划

制订行动计划, 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来努力提高基础设施效率、
改善投资环境并整合环境和经济问题, 例如

可以建立一个加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平台。

推动各方合作, 促

进旨在增加和改善

有关基础设施投资

及其影响的数据收

集和共享

推动各方合作, 促进旨在收集和共享有关基

础设施覆盖、 质量、 投资及其影响的数据收

集。 现已开发出了具体方法, 并在 2005 年八

国集团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后启动的非洲基础

设施国别诊断的背景下进行了实地测试。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政府金融统计正在

修订中, 修订后将与基础设施问题相关的信

息纳入其中。

粮食安全
结束多哈发展回合

谈判

圆满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对于降低粮食价

格波动和确保长期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竞

争性市场能够降低消费者的主食成本, 为其

提供种类丰富的食品, 即使不能保证也能增

加饮食的多样性。 在全球层面上, 涵盖广泛

的议题而又雄心勃勃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成

果能够强化世界贸易体系, 对于降低粮食价

格波动和长期的粮食安全必不可少。 从粮食

安全的角度来看, 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燃料

计划、 谷类出口禁令以及其他相似的政策干

预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将降低国际市场

在稳定国内市场方面的能力, 这应该提上讨

论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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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柱 提议 说明

增加多边途径

我们需要更大的多边行动来提高农业和粮食

领域的援助有效性。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针

对性的双边或多边资金池来充分支持受援国

对捐助者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的行动需要

和弥补缺口。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就是

最近为这一目的而建立的。

审查组织授权

从改善总体治理的角度审查粮食安全领域的

组织授权。 应该考虑建立能够直接应对全球

反应的超治理机构。

投资于对粮食安全

至关 重 要 的 渠 道、
安全网和营养计划

投资于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安全网和营养计

划。 弱势人口需要特别注意确保他们能够消费足

够的营养食物。 包括安全网计划在内的旨在增加

女性收入的干预措施, 特别是强化食品的提供,
确实有助于家庭中儿童的饮食改善。

投资于农业生产率

的增长, 以确保粮

食供应及其稳定

需要加大在农业生产率增长方面的投资以提

高气候适应能力和粮食供应。 发展中国家水

稻、 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增长

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明显减缓。 国际粮食

政策研究所估计, 为了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 (MGD), 所有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在

农业领域增加 140 亿美元的全球公共投资。

包容性金融 超越信贷需求

金融的包容性应该不只限于信贷: 对于安全

可靠的储蓄和支付产品的需求是很普遍的,
并且非常需要保险和国际汇款支付系统。

围绕共同的全球金

融目标呼唤全球性

合作

20 国集团应该考虑围绕共同的全球金融目标

召集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全球合作。 致力

于包括信贷在内的一系列金融产品: 付款、
储蓄、 汇款和保险。 目标是加大力度来消除

现有的数据上的缺口———特别是中小企业的

资金缺口和相关政策指标———以确保基本要

素能够切实衡量年度目标的进展情况。 关键

的实施要点包括政策环境、 金融基础设施、
实施机制以及可靠的金融、 数据和测量产品,
并且将建立在金融包容性专家小组所取得进

展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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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柱 提议 说明

消除关于金融包容

性数据的缺口

加大力度消除现存的数据缺口———特别是中

小企业资金缺口和相关政策指标———以确保

基本要素能够切实衡量年度目标的进展情况。
关于金融包容性的数据对于支持以证据为基

础的政策制定、 协助报告努力的优先性以及

跟踪提议目标的进展情况至关重要。

20 国集团与全

球发展

试 验 创 新 性 融 资

方式

日益紧缩的私人资本流动和捐助国的财政压

力意味着我们需要以创新型融资方式来补充

传统融资。 包括: 降低风险的担保、 主权财

富基金投资、 支持全球公共健康产品的创新

以及与发展有关的全球计划———例如粮食安

全中的公私伙伴关系、 碳融资以及南南投资。
所需资源的规模要求 20 国集团成员国就主要

的全球计划重新作出承诺, 并且以新的活力

和运用创造力来开发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创

新方法的潜力。

改善发展中国家的

公共资源管理和投

资环境

金融前景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

国内资源的流动性, 包括坚持不懈的努力改

善公共资源管理及私人投资环境。 我们还需

要强化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金融体系。 20 国集

团行动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不断扩大对发展

中国家金融部门改革的技术和能力建构援助。
同时, 需要确保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监管

改革不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产生意想

不到的负面影响。

避免制定保护主义

措施

20 国集团的领导者可以通过重申避免保护主

义措施的承诺来振奋市场信心。 集体承诺放

松自危机爆发以来开始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

将是一个更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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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摇 20 国集团和非 20 国集团
选定的经济与社会指标

表 B1摇 2008 年 20 国集团和非 20 国集团成员国一览

人口

百万

国民收入

10 亿美元

当前价格

购买力平价

国际货币

当前价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当前

价格

购买力平价

国际货币

当前价格

地域面积

1郯 000 平方

公里

20 国集团1 4郯 120 46郯 281 51郯 728 11郯 164 12郯 512 75郯 446
高收入国家 825 34郯 744 31郯 921 41郯 577 38郯 204 29郯 832
澳大利亚 21 969 798 47郯 370 38郯 784 7郯 682
加拿大 33 1郯 487 1郯 290 45郯 070 39郯 078 9郯 094
法国 62 2郯 876 2郯 136 44郯 508 33郯 058 548
德国 82 3郯 709 2郯 952 44郯 446 35郯 374 349
意大利 60 2郯 268 1郯 843 38郯 492 31郯 283 294
日本 128 5郯 063 4郯 494 38郯 455 34郯 129 365
韩国 49 935 1郯 353 19郯 115 27郯 658 97
沙特阿拉伯 25 479 604 19郯 022 23郯 991 2郯 000
英国 61 2郯 732 2郯 225 43郯 541 35郯 468 242
美国 304 14郯 227 14郯 227 46郯 350 46郯 350 9郯 162
欧盟 497 18郯 245 15郯 147 36郯 705 30郯 544 4郯 181
发展中国家 3郯 295 11郯 537 19郯 806 3郯 545 6郯 076 45郯 614
阿根廷 40 321 558 8郯 236 14郯 313 2郯 737
巴西 192 1郯 540 1郯 934 8郯 205 10郯 304 8郯 459
中国 1郯 325 4郯 358 7郯 967 3郯 267 5郯 971 9郯 327
印度 1郯 140 1郯 153 3郯 342 1郯 017 2郯 946 2郯 973
印度尼西亚 227 460 818 2郯 246 3郯 994 1郯 812
墨西哥 106 1郯 071 1郯 525 10郯 232 14郯 570 1郯 944
俄罗斯 142 1郯 630 2郯 194 11郯 832 15郯 923 16郯 378
南非 49 268 477 5郯 678 10郯 116 1郯 214
土耳其 74 735 992 9郯 942 13郯 417 770
七国集团2 731 32郯 361 29郯 166 43郯 662 39郯 368 20郯 052
非 20 国集团 2郯 577 14郯 074 17郯 533 5郯 650 7郯 006 54郯 166
高收入国家 243 8郯 535 7郯 828 36郯 956 33郯 461 3郯 722
发展中国家 2郯 334 5郯 668 10郯 061 2郯 408 4郯 371 50郯 443
中等收入国家 1郯 358 5郯 094 8郯 746 3郯 714 6郯 547 31郯 711
低收入国家 976 558 1郯 323 578 1郯 352 18郯 732

注: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6 月分类标准划分收入水平。
1郾 20 国集团不包括欧盟。
2郾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表 B2摇 各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国民生产力总额占世界比例

2000 年美元价值 2005 年世界购买力平价

平均 年 平均 年

1980s 1990s 2000s 1980 1990 2000 2008 1980s 1990s 2000s 1980 1990 2000 2008

20 国集团1 79郾 9 81郾 7 80郾 9 79郾 5 81郾 7 81郾 4 80郾 2 69郾 1 75郾 1 74郾 8 68郾 2 74郾 6 75郾 3 74郾 3
高收入国家 70郾 6 70郾 1 66郾 8 70郾 5 70郾 9 68郾 9 63郾 7 53郾 8 53郾 7 49郾 5 54郾 1 54郾 0 52郾 6 45郾 6
澳大利亚 1郾 2 1郾 2 1郾 3 1郾 2 1郾 2 1郾 3 1郾 3 1郾 2 1郾 2 1郾 2 1郾 2 1郾 2 1郾 3 1郾 2
加拿大 2郾 3 2郾 2 2郾 2 2郾 3 2郾 2 2郾 3 2郾 2 2郾 1 2郾 0 2郾 0 2郾 2 2郾 1 2郾 1 1郾 9
法国 4郾 7 4郾 3 4郾 0 4郾 8 4郾 5 4郾 1 3郾 8 4郾 1 3郾 8 3郾 4 4郾 2 4郾 0 3郾 6 3郾 1
德国 6郾 5 6郾 3 5郾 5 6郾 9 6郾 4 5郾 9 5郾 2 5郾 8 5郾 7 4郾 8 6郾 2 5郾 7 5郾 3 4郾 3
意大利 4郾 0 3郾 7 3郾 2 4郾 2 3郾 9 3郾 4 2郾 9 3郾 9 3郾 6 3郾 0 4郾 0 3郾 8 3郾 3 2郾 6
日本 16郾 1 16郾 3 13郾 8 15郾 7 17郾 0 14郾 6 12郾 8 8郾 5 8郾 6 7郾 0 8郾 3 9郾 0 7郾 6 6郾 2
韩国 0郾 9 1郾 5 1郾 8 0郾 7 1郾 2 1郾 7 1郾 9 1郾 0 1郾 7 1郾 9 0郾 8 1郾 4 1郾 8 1郾 9
沙特阿拉伯 0郾 7 0郾 6 0郾 6 0郾 9 0郾 6 0郾 6 0郾 6 1郾 0 0郾 9 0郾 8 1郾 3 0郾 9 0郾 9 0郾 8
英国 4郾 9 4郾 6 4郾 6 4郾 9 4郾 8 4郾 6 4郾 4 3郾 9 3郾 7 3郾 5 3郾 9 3郾 8 3郾 7 3郾 3
美国 29郾 3 29郾 5 29郾 8 28郾 8 29郾 1 30郾 5 28郾 6 22郾 3 22郾 6 21郾 9 22郾 0 22郾 3 23郾 1 20郾 2
欧盟 28郾 1 27郾 1 25郾 7 29郾 1 28郾 1 26郾 5 24郾 7 26郾 2 26郾 0 23郾 7 27郾 2 27郾 0 25郾 1 22郾 1
发展中国家 9郾 3 11郾 6 14郾 1 9郾 0 10郾 8 12郾 5 16郾 4 15郾 3 21郾 4 25郾 3 14郾 1 20郾 6 22郾 7 28郾 7
阿根廷 1郾 0 0郾 9 0郾 9 1郾 2 0郾 8 0郾 9 1郾 0 0郾 9 0郾 8 0郾 7 1郾 1 0郾 7 0郾 8 0郾 8
巴西 2郾 3 2郾 1 2郾 0 2郾 4 2郾 1 2郾 0 2郾 1 3郾 3 3郾 0 2郾 8 3郾 5 3郾 0 2郾 9 2郾 8
中国 1郾 4 2郾 8 5郾 0 1郾 0 1郾 8 3郾 7 6郾 5 2郾 7 5郾 2 9郾 0 2郾 0 3郾 5 7郾 1 11郾 4
印度 1郾 0 1郾 3 1郾 7 0郾 9 1郾 1 1郾 4 2郾 0 2郾 5 3郾 2 4郾 2 2郾 3 2郾 9 3郾 7 4郾 8
印度尼西亚 0郾 4 0郾 5 0郾 6 0郾 3 0郾 5 0郾 5 0郾 6 0郾 9 1郾 2 1郾 2 0郾 8 1郾 0 1郾 2 1郾 3
墨西哥 1郾 9 1郾 7 1郾 8 1郾 9 1郾 7 1郾 8 1郾 7 2郾 5 2郾 4 2郾 3 2郾 7 2郾 3 2郾 5 2郾 2
俄罗斯 1郾 7 1郾 0 0郾 9 — 1郾 6 0郾 8 1郾 1 5郾 5 3郾 4 2郾 9 — 5郾 2 2郾 6 3郾 2
南非 0郾 5 0郾 4 0郾 4 0郾 5 0郾 5 0郾 4 0郾 5 0郾 9 0郾 7 0郾 7 0郾 9 0郾 8 0郾 7 0郾 7
土耳其 0郾 7 0郾 8 0郾 9 0郾 6 0郾 8 0郾 8 0郾 9 1郾 1 1郾 3 1郾 3 1郾 0 1郾 2 1郾 3 1郾 4
七国集团2 67郾 8 66郾 8 63郾 1 67郾 7 67郾 9 65郾 4 59郾 9 50郾 6 49郾 9 45郾 5 50郾 8 50郾 5 48郾 7 41郾 6
非 20 国集团 20郾 1 18郾 3 19郾 1 20郾 5 18郾 3 18郾 6 19郾 8 30郾 9 24郾 9 25郾 2 31郾 8 25郾 4 24郾 7 25郾 7
高收入国家 12郾 0 12郾 0 12郾 4 12郾 2 11郾 9 12郾 3 12郾 4 12郾 0 11郾 9 11郾 9 12郾 3 11郾 9 12郾 1 11郾 5
发展中国家 8郾 1 6郾 3 6郾 8 8郾 2 6郾 3 6郾 3 7郾 5 19郾 1 13郾 3 13郾 6 19郾 5 13郾 8 12郾 9 14郾 6
中等收入国家 7郾 3 5郾 6 6郾 0 7郾 5 5郾 6 5郾 6 6郾 6 17郾 5 11郾 7 11郾 9 17郾 9 12郾 2 11郾 3 12郾 7
低收入国家 0郾 7 0郾 7 0郾 8 0郾 7 0郾 7 0郾 7 0郾 9 1郾 5 1郾 5 1郾 7 1郾 6 1郾 5 1郾 6 1郾 9
世界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6 月分类标准划分收入水平。
1郾 20 国集团不包括欧盟。
2郾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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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摇 世界经济增长

国民生产总额增长率

摇 摇 摇 摇 摇 2000 年美元价值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平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05 年世界购买力平价摇 摇
摇 摇 摇 平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摇 摇

1980s 1990s 2000s 2006 2007 2008 2009 1980s 1990s 2000s 2006 2007 2008
20 国集团1 3郾 3 2郾 7 2郾 8 3郾 8 3郾 5 1郾 5 - 2郾 1 4郾 3 2郾 8 3郾 7 4郾 8 4郾 8 2郾 7
高收入国家 3郾 0 2郾 5 2郾 1 2郾 8 2郾 3 0郾 2 - 3郾 3 3郾 1 2郾 6 2郾 2 2郾 7 2郾 4 0郾 5
澳大利亚 3郾 3 3郾 3 3郾 3 3郾 0 3郾 3 2郾 4 1郾 3 3郾 3 3郾 3 3郾 3 3郾 0 3郾 3 3郾 7
加拿大 3郾 0 2郾 4 2郾 7 2郾 8 2郾 7 0郾 4 - 2郾 6 3郾 1 2郾 4 2郾 7 3郾 1 2郾 7 0郾 4
法国 2郾 3 1郾 9 1郾 9 2郾 2 2郾 2 0郾 1 - 2郾 5 2郾 4 1郾 9 1郾 9 2郾 2 2郾 3 0郾 4
德国 2郾 0 2郾 3 1郾 4 2郾 9 2郾 5 1郾 0 - 4郾 9 2郾 0 2郾 3 1郾 4 3郾 0 2郾 5 1郾 3
意大利 2郾 6 1郾 4 1郾 2 1郾 8 1郾 5 - 1郾 3 - 5郾 1 2郾 5 1郾 4 1郾 2 2郾 0 1郾 6 - 1郾 0
日本 3郾 7 1郾 5 1郾 5 2郾 4 2郾 1 - 1郾 2 - 5郾 2 3郾 8 1郾 5 1郾 5 2郾 0 2郾 4 - 0郾 7
韩国 7郾 7 6郾 3 4郾 8 5郾 2 5郾 1 2郾 3 0郾 2 8郾 7 6郾 3 4郾 8 5郾 2 5郾 1 2郾 2
沙特阿拉伯 -0郾 6 3郾 1 3郾 9 3郾 2 3郾 3 4郾 3 0郾 1 - 1郾 4 3郾 1 3郾 9 3郾 2 3郾 3 4郾 4
英国 2郾 4 2郾 2 2郾 5 2郾 9 3郾 0 0郾 5 - 4郾 9 3郾 0 2郾 2 2郾 5 2郾 8 3郾 0 0郾 7
美国 3郾 1 3郾 1 2郾 3 2郾 9 2郾 0 0郾 4 - 2郾 4 3郾 4 3郾 1 2郾 3 2郾 8 2郾 0 0郾 4
欧盟 2郾 5 2郾 4 2郾 2 3郾 1 2郾 9 0郾 6 - 4郾 2 2郾 5 2郾 6 2郾 3 3郾 3 3郾 1 1郾 0
发展中国家 5郾 7 3郾 9 6郾 5 8郾 1 8郾 6 6郾 1 2郾 3 8郾 3 3郾 4 6郾 8 8郾 6 9郾 1 6郾 4
阿根廷 -0郾 7 4郾 5 3郾 9 8郾 5 8郾 7 7郾 0 - 1郾 2 - 1郾 3 4郾 5 3郾 9 8郾 5 8郾 7 6郾 8
巴西 3郾 0 1郾 7 3郾 7 4郾 0 5郾 7 5郾 1 - 0郾 2 2郾 3 1郾 7 3郾 7 4郾 0 5郾 7 5郾 1
中国 9郾 8 10郾 0 10郾 0 11郾 6 13郾 0 9郾 6 8郾 7 10郾 0 10郾 0 10郾 0 11郾 6 13郾 0 9郾 0
印度 5郾 7 5郾 6 7郾 1 9郾 7 9郾 1 5郾 1 7郾 7 5郾 6 5郾 6 7郾 1 9郾 7 9郾 1 6郾 1
印度尼西亚 6郾 4 4郾 8 5郾 2 5郾 5 6郾 3 6郾 0 4郾 5 6郾 1 4郾 8 5郾 2 5郾 5 6郾 3 6郾 1
墨西哥 2郾 3 3郾 4 2郾 8 4郾 8 3郾 2 1郾 8 - 6郾 5 1郾 5 3郾 4 2郾 8 4郾 8 3郾 2 1郾 8
俄罗斯 — -4郾 9 6郾 9 7郾 4 8郾 1 5郾 6 - 7郾 9 — -4郾 9 6郾 9 7郾 7 8郾 1 5郾 6
南非 2郾 2 1郾 4 4郾 1 5郾 6 5郾 5 3郾 7 - 1郾 8 1郾 7 1郾 4 4郾 1 5郾 3 5郾 1 3郾 1
土耳其 4郾 1 4郾 0 4郾 7 6郾 9 4郾 6 0郾 7 - 4郾 7 4郾 8 4郾 0 4郾 7 6郾 9 4郾 7 0郾 9
七国集团2 3郾 0 2郾 4 2郾 0 2郾 7 2郾 2 0郾 1 - 3郾 5 3郾 1 2郾 4 2郾 0 2郾 6 2郾 2 0郾 3
非 20 国集团 2郾 0 2郾 9 3郾 8 4郾 9 4郾 9 2郾 4 - 2郾 1 0郾 8 2郾 4 4郾 4 5郾 7 5郾 7 3郾 2
高收入国家 2郾 9 3郾 0 3郾 2 4郾 2 4郾 1 1郾 4 - 3郾 2 2郾 8 2郾 9 3郾 4 4郾 6 4郾 3 1郾 1
发展中国家 0郾 8 2郾 7 5郾 0 6郾 7 6郾 7 4郾 7 0郾 4 - 0郾 2 2郾 0 5郾 4 6郾 7 7郾 0 5郾 1

中等收入

国家
0郾 6 2郾 6 4郾 9 6郾 7 6郾 7 4郾 6 0郾 1 - 0郾 4 1郾 9 5郾 3 6郾 7 6郾 9 5郾 0

低收入国家 3郾 5 3郾 1 5郾 6 6郾 3 6郾 1 5郾 8 4郾 4 3郾 5 3郾 1 5郾 9 6郾 4 6郾 9 6郾 2
世界 3郾 0 2郾 7 3郾 0 4郾 0 3郾 8 1郾 7 - 2郾 1 3郾 2 2郾 6 3郾 9 5郾 0 5郾 0 2郾 8

注: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6 月分类标准划分收入水平。
1郾 20 国集团不包括欧盟。
2郾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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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摇 全球经济一体化

国民收入总额增长率

商品出口百分比 (当前美元价值)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对外直接投资百分比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1980 1990 2000 2008 1980 1990 2000 2008
20 国集团1 60郾 6 62郾 7 62郾 3 59郾 2 76郾 6 66郾 3 59郾 7 58郾 6
高收入国家 54郾 5 56郾 1 50郾 4 40郾 6 67郾 1 61郾 0 52郾 9 38郾 0
澳大利亚 1郾 1 1郾 1 1郾 0 1郾 2 3郾 5 4郾 0 0郾 9 2郾 6
加拿大 3郾 4 3郾 7 4郾 3 2郾 8 10郾 8 3郾 7 4郾 4 2郾 5
法国 5郾 8 6郾 2 5郾 1 3郾 8 6郾 1 6郾 5 2郾 8 5郾 5
德国 10郾 6 12郾 1 8郾 5 9郾 1 0郾 6 1郾 5 13郾 8 1郾 2
意大利 3郾 9 4郾 9 3郾 7 3郾 3 1郾 1 3郾 1 0郾 9 0郾 8
日本 6郾 5 8郾 3 7郾 4 4郾 9 0郾 5 0郾 9 0郾 5 1郾 3
韩国 0郾 9 1郾 9 2郾 7 2郾 6 0郾 0 0郾 4 0郾 6 0郾 1
沙特阿拉伯 5郾 5 1郾 3 1郾 2 2郾 0 - 5郾 9 0郾 9 - 0郾 1 1郾 2
英国 5郾 5 5郾 3 4郾 4 2郾 8 18郾 8 16郾 4 8郾 0 5郾 1
美国 11郾 3 11郾 3 12郾 1 8郾 1 31郾 5 23郾 7 21郾 1 17郾 5
欧盟 41郾 1 44郾 5 38郾 0 36郾 7 40郾 0 47郾 9 55郾 1 37郾 4
发展中国家 6郾 2 6郾 5 11郾 9 18郾 5 9郾 5 5郾 3 6郾 8 20郾 6
阿根廷 0郾 4 0郾 4 0郾 4 0郾 4 1郾 3 0郾 9 0郾 7 0郾 5
巴西 1郾 0 0郾 9 0郾 9 1郾 2 3郾 6 0郾 5 2郾 2 2郾 5
中国 0郾 9 1郾 8 3郾 9 8郾 9 0郾 1 1郾 7 2郾 5 8郾 1
印度 0郾 4 0郾 5 0郾 7 1郾 1 0郾 1 0郾 1 0郾 2 2郾 3
印度尼西亚 1郾 1 0郾 7 1郾 0 0郾 9 0郾 6 0郾 5 - 0郾 3 0郾 5
墨西哥 0郾 9 1郾 2 2郾 6 1郾 8 3郾 9 1郾 2 1郾 2 1郾 2
俄罗斯 — — 1郾 6 2郾 9 — — 0郾 2 4郾 0
南非 1郾 3 0郾 7 0郾 5 0郾 5 0郾 0 0郾 0 0郾 1 0郾 5
土耳其 0郾 1 0郾 4 0郾 4 0郾 8 0郾 0 0郾 3 0郾 1 1郾 0
七国集团2 47郾 0 51郾 9 45郾 6 34郾 8 69郾 5 55郾 8 51郾 6 34郾 0
非 20 国集团 39郾 4 37郾 3 37郾 7 40郾 8 23郾 4 33郾 7 40郾 3 41郾 4
高收入国家 23郾 9 27郾 0 27郾 8 28郾 0 16郾 1 27郾 4 36郾 5 29郾 2
发展中国家 15郾 9 10郾 1 9郾 9 12郾 9 7郾 3 6郾 3 3郾 7 12郾 2
中等收入国家 14郾 9 9郾 4 9郾 1 11郾 9 6郾 4 5郾 7 3郾 4 10郾 7
低收入国家 1郾 0 0郾 7 0郾 8 1郾 0 0郾 9 0郾 5 0郾 3 1郾 5
世界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6 月分类标准划分收入水平。

1郾 20 国集团不包括欧盟。

2郾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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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摇 人口规模与儿童死亡率

摇 摇 摇 人口占世界百分比摇 摇 摇 五岁以下死亡率 (每 1郯 000 新生儿)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1980 1990 2000 2008 1990 2000 2008

20 国集团1 65郾 7 64郾 3 63郾 0 61郾 5 68 55 39
高收入国家 15郾 2 13郾 8 12郾 9 12郾 3 11 8 7
澳大利亚 0郾 3 0郾 3 0郾 3 0郾 3 9 6 6
加拿大 0郾 6 0郾 5 0郾 5 0郾 5 8 6 6
法国 1郾 2 1郾 1 1郾 0 0郾 9 9 5 4
德国 1郾 8 1郾 5 1郾 4 1郾 2 9 5 4
意大利 1郾 3 1郾 1 0郾 9 0郾 9 10 6 4
日本 2郾 6 2郾 3 2郾 1 1郾 9 6 5 4
韩国 0郾 9 0郾 8 0郾 8 0郾 7 9 6 5
沙特阿拉伯 0郾 2 0郾 3 0郾 3 0郾 4 43 23 21
英国 1郾 3 1郾 1 1郾 0 0郾 9 9 7 6
美国 5郾 1 4郾 7 4郾 6 4郾 5 11 8 8
欧盟 10郾 3 8郾 9 7郾 9 7郾 4 12 7 5
发展中国家 50郾 5 50郾 5 50郾 1 49郾 2 77 63 45
阿根廷 0郾 6 0郾 6 0郾 6 0郾 6 29 21 16
巴西 2郾 7 2郾 8 2郾 9 2郾 9 56 34 22
中国 22郾 1 21郾 5 20郾 8 19郾 8 46 36 21
印度 15郾 5 16郾 1 16郾 7 17郾 0 116 94 69
印度尼西亚 3郾 3 3郾 4 3郾 4 3郾 4 86 56 41
墨西哥 1郾 5 1郾 6 1郾 6 1郾 6 45 26 17
俄罗斯 3郾 1 2郾 8 2郾 4 2郾 1 27 24 13
南非 0郾 6 0郾 7 0郾 7 0郾 7 56 73 67
土耳其 1郾 0 1郾 1 1郾 1 1郾 1 84 42 22
七国集团2 13郾 8 12郾 3 11郾 5 10郾 9 10 7 6
非 20 国集团 34郾 3 35郾 7 37郾 0 38郾 5 122 108 93
高收入国家 4郾 5 4郾 0 3郾 7 3郾 6 12 8 6
发展中国家 29郾 8 31郾 7 33郾 3 34郾 8 129 114 97
中等收入国家 18郾 5 19郾 3 19郾 7 20郾 3 100 87 75
低收入国家 11郾 3 12郾 4 13郾 6 14郾 6 173 148 127
世界 100 100 100 100 92 81 67

注: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6 月分类标准划分收入水平。
1郾 20 国集团不包括欧盟。
2郾 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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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摇 受教育的状况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各年龄净入学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各年龄总入学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初级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级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高级摇 摇 摇 摇 摇

1991 2000 2007 2000 2007 1991 2000 2007

20 国集团 — — — — — 15 19 29
高收入国家 95 97 94 90 92 48 59 72
澳大利亚 98 94 97 90 88 39 65 75
加拿大1 98 99 — 95 — 95 59 62
法国 100 99 99 93 98 40 53 55
德国 84 99 98 — — 34 — —
意大利 98 99 99 88 92 32 49 67
日本 100 100 100 99 98 30 48 58
韩国 99 99 99 94 96 38 78 96
沙特阿拉伯2 59 — 84 — 73 10 22 30
英国 98 100 97 94 91 29 58 59
美国 97 94 91 86 88 74 68 82
欧盟 — — — — — — — —
发展中国家 — — — — — 7 11 22
阿根廷3 95 99 99 79 79 39 53 68
巴西 — 92 93 68 77 — 16 30
中国 97 — — — — 3 8 22
印度 — 79 90 — — 6 10 13
印度尼西亚 98 94 95 50 70 10 — 18
墨西哥 98 97 98 57 71 15 20 26
俄罗斯4 99 — — — — 52 66 75
南非5 90 90 87 62 72 12 15 —
土耳其6 89 94 94 — 71 13 23 37
非 20 国集团 — — — — — — — —

注:
1郾 加拿大缺少 2007 年读写教育数据, 故采用 2004 年的数据。
2郾 沙特阿拉伯缺少 2007 年读写教育数据, 采用 2008 年的数据。
3郾 阿根廷缺少 2000—2007 年小学教育数据, 采用 2003—2005 年的数据。 另缺少 2007

年读写教育数据, 采用 2006 年数据。
4郾 俄罗斯缺少 2000 年读写教育数据, 采用 2003 年的数据。
5郾 南非缺少 2000 年读写教育数据, 采用 1998 年的数据。
6郾 土耳其缺少 2000 年读写教育数据, 采用 2002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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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摇 贫困率

国际贫困线贫困率

摇 摇 1郾 25 美元每天以下人口比例摇 摇 摇 摇 2 美元每天以下人口比例摇 摇

1981 1990 1999 2005 1981 1990 1999 2005

20 国集团 61郾 5 47郾 0 34郾 2 23郾 1 79郾 1 71郾 1 60郾 2 46郾 4

发展中国家 0郾 0 0郾 4 1郾 8 4郾 5 1郾 2 3郾 9 8郾 9 11郾 3

阿 根 廷 ( 城

市)
17郾 1 15郾 5 11郾 2 7郾 8 31郾 1 27郾 8 23郾 0 18郾 3

巴西 94郾 1 74郾 1 50郾 9 26郾 1 99郾 4 93郾 0 79郾 4 55郾 6

中国 (农村) 44郾 5 23郾 4 7郾 1 1郾 7 91郾 5 62郾 3 27郾 9 9郾 4

中国 (城市) 62郾 5 53郾 9 47郾 4 43郾 8 88郾 5 85郾 5 82郾 1 79郾 5

印度 (农村) 51郾 0 43郾 5 37郾 7 36郾 2 80郾 4 74郾 1 68郾 4 65郾 8

印度 (城市) 73郾 8 57郾 1 53郾 4 24郾 0 92郾 8 87郾 9 88郾 0 61郾 1

印 度 尼 西 亚

(农村)
63郾 8 47郾 8 39郾 4 18郾 7 87郾 7 77郾 0 72郾 1 45郾 8

印 度 尼 西 亚

(城市)
9郾 8 5郾 4 6郾 4 1郾 7 24郾 1 16郾 1 16郾 4 5郾 9

俄罗斯 0郾 7 1郾 4 2郾 3 0郾 2 5郾 9 5郾 9 10郾 5 1郾 5

南非 34郾 7 22郾 1 25郾 1 20郾 6 51郾 2 38郾 8 42郾 2 37郾 0

土耳其 4郾 5 1郾 5 1郾 6 2郾 7 18郾 6 7郾 8 8郾 0 9郾 0

非 20 国集团1

发展中国家 36郾 2 34郾 9 34郾 5 29郾 9 54郾 8 53郾 6 54郾 6 50郾 2

中等收入国家 12郾 8 10郾 4 10郾 3 8郾 2 28郾 6 24郾 7 24郾 6 19郾 8

低收入国家 56郾 8 54郾 4 53郾 0 45郾 3 77郾 8 76郾 7 77郾 4 71郾 8

摇 摇 注: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 6 月分类标准划分收入水平。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根据 PovcalNet 数据计算。
1郾 包括欧盟国的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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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经济与社会指标



生态审计

环保声明

世界银行致力于保护濒临灭绝的森林

和自然资源。 《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与发展》
就是世界银行出版部选用回收之后的纸印刷

的, 这些纸由 30% 的用后废料制作而成。
世界银行出版部遵从了绿色出版倡议协会建

议的用纸标准, 该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

织, 鼓励出版商不使用从濒危森林中提取的

纤维。 详见 www郾 greenpressinitiative郾 org。

节省了:
17 棵树

500 万英国热量单位

的能源

1郯 635 磅二氧化碳当

量 的 净 温 室 气 体

排放

7郯 875 加仑的废水

478 磅的固体废料

绿色出版倡议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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