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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公共财政与国家治理译丛

总　　序

治国之事，必有理财。理财之事，方式诸多。有为一己之私利而理财者，有为天下而理

财者。欲为天下而理财，预算至关重要。公共预算与财政，是关乎国家治理的大事，是国家

治理的核心。诚如著名预算专家希克（Ｓｃｈｉｃｋ）所言：“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财政制度转型可以在很大程度引导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

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将公共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提升至

一个新的高度。

公共财政是政府工作的血脉，它与政府的施政能力密切相关。行军打仗，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在政府工作方面，也必须是政策未动，财政先行。政府的作用就是行使个人或集体

不能完成或是不能很好完成的职能。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收入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来行使政

府职能。没有公共财政管理，政府将无法生存。古今中外的公共管理实践都表明，公共财政

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它事关重大，对全局有深远影响。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预算更是政府运行与政策施行的依据和保障。从

根本上看，公共预算与财政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而是一个

国家的治理问题、一个政治问题。在国外，公共预算与财政一直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

的重要领域，公共预算与财政专家也主要是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然而国内的现状是，

公共预算与财政主要是财政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研究，政治学家与公共行政学家基本上不涉

及公共预算与财政问题。这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与深入，更影

响了我们对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的理解与设计，影响了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化与推进。

近年来，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与财政学等学界同行的不懈努力下，人们对于公共预算

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认识日益明晰，预算改革与研究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一批有关

公共预算的重要著述和经典译丛纷纷面世。尽管现有的预算译作难免存在一些翻译细节上

的瑕疵或译著组织上的不足，但瑕不掩瑜，这些译作不仅便利了国内学者和政府人员了解其

他国家的预算理论研究成果和预算改革实践进展，也加速了经典预算研究和有关预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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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公共预算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领域的

影响范围。

深化财政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公共预

算与财政改革正处于范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观念突破、制度保障、技术跟进等需要协同推进，

在这一进程中，无论是从加强、深化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科领域以及传统的财政学和经济学

领域的预算研究来看，还是从推动我国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实践的范式转变和国家治理现

代化来看，更加全面、系统地引进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著作，了解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经

验和做法都显得重要而且迫切。

公共预算与财政研究在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方兴未艾，但是，对于国外文献的掌握

多有不足，或不全面，或不准确，原因之一是语言障碍。有鉴于此，复旦大学上海市科技创新

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联合策划了这套公共财政与国家治

理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选择的标准有二：一是要有一定

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对学术界或治国理财实践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我们认为，公共预算与财政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诚然，中

国的公共预算与财政研究已经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拓宽中国公共预算与财政的国际视

野、提升与世界前沿研究对话的水平，仍然是中国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当务之急。

我们希望此次公共财政与国家治理译丛的推出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界

广泛开展公共预算与财政研究，有助于中国经济学与财政学界深化公共预算与财政研究，有

助于深化财政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同仁加盟中国公共财政研究，并与财政学同仁

和国际学术界展开积极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对话，共同推进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研究，以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改革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朱春奎　马骏　张光

２０１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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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犉狅狉犲狑狅狉犱

这本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主权债务管理的著作来得非常及时。各国政府———特别是许

多富裕国家的政府———将在未来的五年中致力于降低它们的财政赤字，管理它们庞大的公

共债务组合。

主权债务的管理者在确保融资、调整债务结构以最好地实现成本和风险控制的目标以

及实现其他债务管理目标（诸如形成一个政府证券有效率的国内市场和管理政府或有负债）

上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政府债务管理者通常管理着国家最大的债务组合和政府资产平衡表

上最大的负债项目。这些债务组合可能处于因含有大量与外币挂钩的债务和短期债务而产

生的种种风险之中。因为债务管理者代表政府进行谈判、重组和执行交易，所以他们担负着

维护政府声誉的重要责任，他们的所作所为承荷着政府的风险。

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债务管理者经历了许多挑战。在这个十年的中期，全球经济以４０

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财政状况稳步改善：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管理者面临着管理

萎缩的公共债务存量的前景，并就保持一个相当大且具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的优劣进行

辩论；在众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随着外国投资者增加了其货币和利率在这些国家的风险卷

入，随着国内机构在年金和保险部门的改革后对政府证券进行了更多的投资，这些国家的政

府都延拓了它们的债券的收益曲线。这些政府还增加了它们的债务组合的偿还期限，并降

低了以外币计量的债务所占份额。

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它显示了构成巴塞尔第二协议的所有成分（包

括市场纪律）是如何可能在一个七国集团成员国经济中失效的，继而在全球范围制造了经济

不稳定。这场危机显著地增加了政府债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挑战的复杂性。财政状况急剧

恶化，对资金的竞争戏剧性地增加，政府被迫扮演新的角色，沿用已久的政策框架很快得到

市场的考验。

沿用已久的建立在中期政策背景和名义锚基础之上的财政管理框架———诸如黄金规

则、赤字和债务对ＧＤＰ比例目标和财政责任立法———全然失效了，一同失效的还有那些把

财政、货币、金融和债务政策各自区分开来的精心设计的信号和转移体制。当政府变成最终

可诉求的担保人和投资人，并使它们的所有者利益超出传统上它们所具有的风险偏好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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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容忍度之外的时候，政策信号就开始模糊起来了。在政府和企业的资金需求在增加的时

期，许多新兴市场的债务发行人却发现他们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关在全球资本市场之外，

或者只能以比以往高得多的利息差获得有限数量的资金，且偿还期很短。

对政府债务管理者挑战的时刻尚在前面。随着对储蓄资金竞争的激烈化，随着政府加

强银行体系并继续进行结构改革，融资成本可望增加。许多政府都接管了半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的债务欠款，并提供了一系列的担保以及其他或有措施，这些都需要预算班子和政府

债务管理者加以监察和管理。

幸运的是，在管理这些责任上，各国所处的状况远远优于１５年前。它们已经从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感染性影响中汲取了教训，它们还在增强治理安排以及形成能够

反映政府成本和风险偏好的健全的债务管理战略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国政府还通过大

力对为健全的政府债务管理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管理信息系统投资，进而改善政府风险和

绩效监察和评估能力。所有的这些经验均为我们驾驭未来的航程所需要。

格雷姆·惠勒（ＧｒａｅｍｅＷｈｅｅｌｅｒ）

前世界银行运营执行主任、司库和副行长

前新西兰政府债务管理办公室司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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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普莱莫·布拉佳　迦琳娜·文斯利特

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重新燃起了政策制定者与学者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兴趣①。历史表明

借债繁荣（ｌｅｎｄｉｎｇｂｏｏｍｓ）通常以破产告终，并致使经济上升时期的债务受益人在经济回落

时被迫违约或重新安排偿还债务的时间（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２１世纪的

第一次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以及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一些欧洲国家债务

市场紧张的迹象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将见证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

本书就将探讨这一问题。它采用一种综合的途径，同时利用理论研究及参与这一领域

技术支持的专家经验。它记录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债务管理实践的新近发展———这将在很大

程度上解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恢复能力———并指明前方的挑战和需要政策制定者

特别关注的领域。

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

在２００８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加剧的金融危机与食品和燃料危机接踵而至，并演化成全

球性经济危机———大萧条。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房地产过度投

资相联系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体系中拙劣的公司治理以及监管失误共同“造就”了这次

危机。

处于危机正中的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金融体系，投资者使用着复杂的金融工具并依赖

着高水平的资本负债率。然而，危机的扩散远远超过了它的原点，自２００８年９月起，连续不

断的冲击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扩散开来，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幸免。由于金融机构撤回流动

投资以平衡发达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遭受了巨大的资本流出。全

球出口量剧减（在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间大约下跌了２５％），某些地方的商品价格下

跌了５０％，甚至更多。

１

① 例如，Ｈｅｒｍａｎ，Ｏｃａｍｐｏ，ａｎｄＳｐｉｅｇｅｌ，２０１０；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９；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

Ｐａｎｉｚｚａ，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９，均提供了有关文献的全面分析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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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采取了激进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最明显的政策措施包括放松货币政

策、对金融体系进行资本重组、帮助家庭和公司部门摆脱财务困境、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和推

出财政刺激计划。大部分中央银行显著下调了它们的政策利率（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ｓ），有些

甚至接近零利率下限约束（ｚｅｒｏｌｏｗｅｒｂｏｕ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许多中央银行同时采取了激进的

平衡资产负债表的政策，包括影响银行间和非银行信贷市场的信贷政策以及对政府债券和

外币面值证券的购买。

除了这些货币措施，政府还采取了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７年还维持着占

国民生产总值１．１％的财政赤字水平，在２００９年跃升至８．８％，并预期只会出现微小的回

落，于２０１０年达到８．４％。在２００７年还能实现财政平衡的新兴经济体，２００９年则已出现了

赤字为国民生产总值４．９％的记录，２０１０年预期为３．９％（ＩＭＦ，２０１０）。

这些政府干预已经累积了庞大的主权债务，并对成熟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债

务的持续性预期产生了影响。英国和美国２００８年的净主权借入需求是前五年（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平均水平的５倍。整个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期在２０１５年达

到１１０％———比危机前水平上升了４０％（ＩＭＦ，２０１０）。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经历了债务处

境的恶化，尽管形势不像那些发达经济体那样严重。低收入国家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公共债

务价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危机前的预测恶化了５％—７％（ＩＤＡ和ＩＭＦ，２０１０）。４０％

的低收入国家要么已经处于债务困境，要么正面临着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总而言之，由私人部门不断攀升的负债所造就的经济繁荣在资产泡沫破灭时也会终止。

政府介入以避免金融部门的崩溃，预先阻止信贷收缩，并维持总的需求。这已经不是金融危

机第一次带来具有国际影响的资产泡沫，但自大萧条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过如此严重的衰

退。诚然，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在“应对”这些外部冲击时已经表现出巨大的恢复能力，不过，

这并不能否认这些冲击将加大它们在为发展需求提供资金时将要面临的挑战。

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公共债务和围绕着从史无前例的全面财政刺激计划中退出所产生的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政府为未来危机担忧的源泉。往前看，政府在引入监管改革以打击过度

风险行为的同时，必须重拾市场的信心。平衡这些目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政策制定者因

为当前的财政不平衡而陷入绝境的事实使这一任务更加错综复杂：如果他们引入财政紧缩

计划（这会放缓刚刚起步的恢复），他们将遭到谴责；如果他们对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听之任

之，他们也将受到谴责，因为这将打压市场信心并加剧对“债务陷阱”的担忧，还会对中期的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尽管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努力，但最近欧元区一些国家在债务市场上面

临的压力仍说明人们对持续发展中的经济危机的担忧和对主权债务需要密切监管的关切。

本书检讨金融危机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将围绕以

下四个主题展开。

● 理解影响主权违约的诸多作用力，评估主权债务以及庞大公共债务的经济成本；

● 估计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债务的影响；

● 从债务重组中吸取教训并探索新的方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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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金融危机下相关的公共债务管理经验。

第一篇　新一波主权债务危机？

自从２００８年９月以来，全球金融状况一直不稳定，与上升的主权债务负担和主权债务

降级相关的风险不断上升。尽管其对政府财务的影响史无前例，但持续发酵的全球金融危

机尚未引起主权违约的风潮。这次会有所不同吗？决策者会更好地把握债务困境的事前信

号吗？更广泛地说，经济增长中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意味着什么呢？

在第一章，丹尼尔·科恩和色塞勒·瓦拉迪尔探讨了债务危机的决定因素，借此了解目

前正在进行的金融危机与此前的金融危机有何不同。他们使用一个覆盖了１２６个国家从

１９７０年到２００７年的最新的数据集，证实了其他研究已经做出的发现：各国陷入主权债务危

机的概率的差异大体上可用债务负担和制度质量指标加以解释。换言之，外债水平较低的

国家能够更好地对付恶化了的国际金融市场条件。作者注意到，许多有过违约记录的发展

中国家之所以在最近的危机中没有违约，就是因为这一次它们的债务负担得到了更好的管

理。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大都是外债负担沉重的欧洲国家、正在进行战争或内部冲突的国

家以及制度脆弱的国家。

在第二章，卢卡·班迪拉、赫苏斯·克雷斯波·夸尔斯马和迦琳娜·文斯利特就债务水

平是决定违约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上获得了与第一章同样的结论。因为新兴市场经

济体历史上比高收入国家更容易陷入债务危机，第二章的作者们聚焦于一组由４５个新兴市

场经济体构成并横跨２５年的样本。他们发现，具有不同负债水平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特征：

通常来讲，外债低于国民总收入（ＧＮＩ）５０％的国家与外债水平更高的国家相比，其经济增长

较快、通货膨胀率较低；这些国家还具有原始性的财政盈余。同负债水平较高的新兴市场国

家相比，这些国家通常开放度较低，经常账户赤字较低，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就全

样本而言，第二章的作者们发现违约概率仅仅与负债水平是否稳健相关。对外债占国民总

收入比重在５０％以下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政策和制度质量也是预测违约事件发生的良好

变量。对那些外债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超过５０％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宏观经济稳定对解释

违约概率具有显著的说服力。

本书的前两章对过去发生的债务危机进行了再探讨，以求增进人们事先认知危险信号

的理解。

由穆罕默德·卡纳、托马斯·格冉尼斯和弗里特兹·科勒 盖博合作的第三章研究了公

共债务剧增的动力因素，并借此对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评估。在公共债务上是

否存在着一个临界点，超过它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将受挫？如果债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超过阈值，它们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何种可以测量的影响？

第三章的作者们根据一组９９个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８年的数据集，对公

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比重达到多少即达到阈值做了估计。他们发现，如果公共债

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７０％以上的话，那么，这个比重每增加１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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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年均真实增长率就将降低０．０１７个百分点。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这一影响更加深刻，

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的阈值为６４％，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年均真实增

长率将损失０．０２个百分点。虽然在短期财政稳定期间暂时偏离阈值可能还是合适的，但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超过阈值可能在多年内减缓经济增长。

由于大量增加政府债务的水平和成本会导致真实经济的损失，因此，有必要研究那些可

能对主权债务估值产生影响的因素。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政府对国内金融体系提供了大量

的支持，并发起了大规模的积极财政一揽子计划。在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那里，政府的收支

平衡风险都随着主权债务利差的扩大而增加。事实上，在２０１０年，主权债券的收益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波动，特别是那些高负债、低主权债券评级的国家（例子可参见Ｃａｃｅｒｅｓ，Ｇｕｚｚｏ，

ａｎｄＳｅｇｏｖｉａｎｏ，２０１０）。

由迪米特里·贝拉斯、迈克尔·帕佩约阿鲁和艾娃·裴特罗娃撰写的第四章揭示了主

权债券利息差背后的驱动因素。他们使用覆盖过去十年的季度数据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两分

现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宏观基本面（诸如债务和债务相关变量、贸易开放以及一系列无

风险利率）是决定主权债券利息差的基本因素；从短期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程

度在主权债务的价值决定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在第五章，曼苏尔·戴拉米分析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是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了新兴市场

经济体的企业债券收益差的形成。他主张，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是导致企业债券投资人对政

策担忧和对市场不安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是因为在主权债券和企业债券之间存在着某种互

动因素，一旦投资人对政府使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能力或为危机中的企业提供安全阀的

能力失去信心，这些互动因素就会产生消极的连锁反应。戴拉米使用一个覆盖了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９年在全球市场发行的企业和主权债券数据库，发现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问题

的观念转化为私人部门发行企业债券的更高成本的资金。其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政策建议是

在投资者恐惧传导到私人部门并对私人公司获得外国资本及其获得成本造成不良影响之

前，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人们对主权债务的信心水平。

第二篇　危机是如何影响债务的？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几乎都受到压抑，降低了人们对增长前景的

信心。这场危机对主权债务，更广泛地说，对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金融地位会产生

什么影响？鉴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制度的基本面，它们在规避危机的后果上处于何种地位？

贫穷负债国是否因为金融危机的存在需要一轮新的债务减免？

由列奥纳多·黑楠德兹和波利斯·伽玛拉撰写的第六章考察了由３１个仅获国际开发

协会援助的非洲国家构成的群体，其中的许多国家处于非常脆弱的债务状况。他们使用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底进行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研究了正在蔓延的

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债务负担指标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被视为危机的广度和长度的函数（以

危机对出口收入的影响测量）；他们还研究了一国走出危机所需要的融资条件。这一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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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于这些国家，尤其是当危机已经被证明为长期性的情况下，让步性融资的重要性。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很高的融资需求，这使它们对市场情绪的反应尤为敏感。

在第七章里，拉弗·范多恩、维威克·苏里和苏达山·古普图考查了中等收入国家能否恢复

它们在２００８年之前的宏观经济空间，或者能否在中观层面使它们的局面不再继续恶化。通

过解说性的场景考察，他们证明有的国家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可以操作，除非进行大规模的财

政调整，而它们需要比目前通常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

小且脆弱型经济体位于世界负债最重国家之列。在第八章，埃德加尔多·法瓦罗、多

特·多姆兰德、威廉·欧博乐和梯霍米尔·斯图卡调查了金融危机对４６个收入水平不等的

小国的影响。他们发现，危机对那些具有更高的外债暴露小国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

小国的影响比在介入国际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要严重得多。这章得出的结论有：在许多小

国，不审慎的财政管理导致高的公共债务水平，从而把这些国家在２１世纪初所取得的债务

占ＧＤＰ比重下降的趋势一扫而光，留给它们的是对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和鼓励新投资和经济

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的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管理公共债务水平，

对小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产出崩溃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飙升的关键因素（ＩＭＦ，

２０１０ｂ）。由埃德加尔多·法瓦罗、李英、菊安·普拉德利和拉弗·范多恩共同撰写的第九章

针对欧洲近期经历的金融困难背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主张，根据这些欧洲国家

在经常账户赤字上的主要决定因素的不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类。在有的国家，公共部门

的高额赤字推动经常账户失衡；在其他国家，私人部门和持续的储蓄与投资高度差距能够对

经常账户失衡做出解释。这些国家面临的政策挑战是通过创造经常账户盈余从而可以偿付

债务来减少这些不平衡。现在的困难在于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外部盈余唯有通过减少开

支的手段方可做到，而减少开支手段在逆转真实汇率方面尚无成功的记录，而且，这样做在

短期还可能导致减少产出的结果。

第三篇　新的债务重组机制有必要吗？

在债务市场上的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再度探讨主权债务重组的各种可选

手段。第三部分中的各章对以减小主权债务风险和成本为目的的债务重组所依据的法律和

经济原则进行了考察。鉴于不存在管理主权债务违约和有效履行主权债务契约的结构性方

法，对主权违约我们有什么政策手段？投资者和主权国家之间形成的明文写就的或有债务

契约能否如此设计，使能向借款人提供足够的诱因且免于资不抵债局面出现成为可能？从

以往的主权违约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教训？制度能否这样设置，以使信息不断改进和承诺

得以增强？

主权债务重组成本浩大而且艰巨。重组过程往往因债权人拒不合作、拒绝披露私人信

息、当事国无法对重组协议做出承诺以及违约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而延迟。这些因素均在事

后影响重组的效率，它们还在事前影响借贷策略和违约动机。

５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由李月芬、洛德利格·奥利法勒斯 卡敏纳和乌戈·潘尼扎撰写的第十章讨论了最近的

金融和经济危机如何影响债务重组的工具和选择的发展。他们考察了一个由５６个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组成的样本，并佐之以最近四个违约个案的详细研究。他们发现，有三个因素对

于我们理解违约至关重要：大规模的外债冲击、公私部门的过度借贷行为和有争议的债务

合同。第十章的作者们讨论了为减缓未来发生债务危机概率而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政策

选择。他们鼓励政府避免过度借入并转向有条件的债务合约。他们主张在缺乏解决主权债

务违约机制的情况下，应当形成有秩序的工作程序以处理主权违约。他们支持制定出一套

普遍同意的有关主权借贷责任的原则。

在第十一章，刘莉莉和迈克尔·外倍勒呈现了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对主权国家带

来的挑战，讨论了支撑地方政府水平债务重组的法律和制度原则。不同国家的地方政府破

产监管体系有其共同特点。财政规则或事前监管能控制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事后监管则

在为有序的债务重组和财政调整提供喘息空间的同时分配违约风险。作者对不受监管的地

方政府借贷提出警告，并鼓励国家形成一套对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的监管

体系。

马克·莱特的十二章考察了欠私有债权人的主权债务的重组机制。他就跨不同地区和

不同发展水平的债务国的欠私有债权人的主权债务的重组结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根据

１９８９—２００４年的９０个违约和７３个重组数据，他发现，无论是在完成私人债务重组的时间上

还是在债权人损失的规模上，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中等收入国

家或地区来得更长和更大。尽管私有债权人平均“割肉”３８％，但贫穷国家从违约状态脱身

所欠私人债权人的债务规模往往比它们开始违约时还要大。第十二章回顾了近期关于欠私

有债权人的主权债务重组的理论研究，并且评估了对债务国和债权国政府可用的政策工具

选择。作者认为，尽管近期的理论能够解释人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的重组延迟规模，但这些理

论不能说明哪些方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会导致低收入国家大大地增加了对私人债权人的债

务。作者承认，诸如针对只能从国际开发协会那里获得资金的国家的债务减免机制（ＤＲＦ）

之类的超国家机制，在处理集体行为问题上具有优势①。

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昭示了缺乏快速且有效率的解决主权债务争议的机制这样一个

事实。为克服这一缺陷，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成分包括需要有一

个公平的谈判论坛、一条缓冲条款和限制不满的少数债券持有者向债权国提出法律诉讼能

力的条款。第十三和十四章讨论了处理主权违约上打破现状的各种可能性手段。

在第十三章，克里斯托弗·鲍陆思为可预测且可靠的债务重组程序力争一个务实的方

案。他提议在一个信誉高且不是主权债务债权人或不是潜在的主权债权人的国际机构内成

立一个主权债务仲裁庭。在他的这一提议下，主权国对违约的宣布就足以诱发仲裁。仲裁

庭只能依据事前仲裁协议开始着手案例并采取决策；没有接受这种仲裁协议的相关方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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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仲裁庭的司法管辖。

爱德华多·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的十四章探讨了适合具体国家财政状况的、可用来解

决主权债务偿还之困难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作者认可国际金融机构最近所做的努力，如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提出的弹性信贷限额（ＦＣＬ）这一机制以及通过“备用信贷安排”

（ｓｔａｎｄｂ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或者中期贷款（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而实施的融资选择安排。但是

他认为，在国际破产体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债务重组之必要的呼吁一再被推延，而在重组已

经发生时过桥融资（ｂｒｉｄｇ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①一再被阻止。作者提倡建立一个全面性的国际最终

放贷人框架，以解决流动性问题和偿还债务的问题。此提议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债务重组

纳入了整合的国际体系当中。

第十三和十四章中提出的建议都为在超国家层面上为应对主权还债之困难而建立的制

度结构提供了新的元素。这些建议都要求在国际层面上要有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正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由ＩＭＦ提出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ＳＤＲＭ）引发的争论所阐明的一样，针对债

务重组而实施法定方案是一件不易之事（参见Ｒｉｅｆｆｅｌ，２００３ａｎｄ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０２）。鉴于金融

危机的发生，主权国家是否愿意重新开展这一辩论仍不清晰。但主权债务人可在国家层面

上通过强化它们的债务管理体制（以及其他手段）来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第四篇　危机中的公共债务管理

鉴于国家负债在全世界的迅速累积以及主权风险和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强相关关系，

关于新的一轮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已经再次显现。尽管不可预知的冲击必定超出了任何单

个国家的控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决定仍然能够从审慎的公共债务管理那里获

益良多，使他们得以按照缓冲外部冲击效应的观点来设计其借贷战略。各国在回应这一挑

战上，迄今为止表现如何？不同的国家选择了哪些政策工具来对付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

乌代比尔·Ｓ·达斯、迈克尔·Ｇ·帕佩约阿鲁、吉列尔梅·裴德拉斯、维威克·苏里和

费塞勒·艾哈迈德合著的第十五章明确地探讨了金融稳定与公共债务管理之间的关系。政

府金融和金融稳定之间的链接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如影相随。在上升期，金融机构与政府的

借贷关系质量高，因为政府违约、延期偿还和流动性风险的概率都很低。在下降期，对于控

制实体和金融部门经济恶化而言，维持政府负债的资产质量变得非常重要。这一章的作者

建议债务管理者和政策决定者分析债务管理战略对政府的收支平衡以及对国家经济和金融

体系的影响。

良好的债务管理实践能够支持有效的反循环政策。这些实践的要素包括保持可管理的

公共债务存量，在繁荣时期就资产价格制定合理的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努力，创造一个使主

权债务在整个周期中都能保持再融资低风险水平的公共债务负债结构，保证主权国家有能

力在经济下滑期以合理的成本发行必需的债务。那些按照这样的债务管理原则行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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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冲外部冲击和执行反循环财政政策上处于较好的位置。

实际上，正如由菲利普·安德森、安德森·卡普陀·希尔瓦和安东尼奥·韦兰迪亚 卢

比阿诺撰写的第十六章所论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宏观和公共债务管理

上的改善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规模巨大但并没有在这些国家产生金融危机

的原因。这一章的作者们审视了危机爆发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和公共债

务组合的构造上的改善，并得出了这些国家的政府采用的政策和战略为它们在遭遇危机时

提供了缓冲的结论。不过，随着国际资本市场事实上向这些国家关闭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而在很多场合下国内借贷又因季度的风险规避倾向受到了影响，政府的债务管理者需要根

据这些急剧变化着的环境来调整战略。这一章断言，政府债务管理者需要考虑在未来一段

不确定的时期内如何才能提高他们公共债务组合的管理能力。

丹娜·韦斯特，埃里克·托哥，阿布哈·普拉萨德，威廉·欧博乐合作撰写的第十七章

考察了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管理者在当前环境下面临的挑战。自２００７年以来，融资选择的成

本和风险特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鉴于他们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的事实，他们在过去

两年里应对挑战的经验要求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管理者对现行的债务管理战略再评估，

并把评估的重点放在减缓风险上。

汉斯·Ｊ·波罗迈斯坦的第十八章梳理了发达国家实施的债务管理策略。该章详细地

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ＯＥＣＤ）为应对更严苛发行条件下的借入需求而发生的变

化。通过呈现一系列债务管理决定———诸如更多地使用银团贷款、更大地依赖短期债务以

及频率更高的债务发行和应急性———的正方和反方意见，该章阐述了债务管理者面临的正

处于急剧变化中的情势。

　　

本书揭示并分析了政府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他们试图在加强金融稳定与分享全球资源

再分配的利好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完善的债务管理、金融监管标准和监督都在控制

过高风险和培育国内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书中分析所揭示的

那样，准确预言金融危机是否会演化为广泛的主权债务危机并不容易。但波裸涅斯

（Ｐｏｌｏｎｉｕｓ）“借贷使人懒惰”的告诫依然适用。运用到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成“过度借贷不利

于好政策的出台”①。希望本书有益于更好的决策，特别是更好的债务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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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

似是而非的主权债务危机
丹尼尔·科恩　色塞勒·瓦拉迪尔

有一则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很有名，故事主要告诉我们“恶犬不吠”。在最近的这次金

融危机中，以往主权债务危机中出现的“违约惯犯”（ｓｅｒｉａｌｄｅｆａｕｌｔｅｒｓ），即巴西、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和泰国，没有一个陷入困境。

要怎样解释他们这样的表现？最简单的答案是那些所谓的“违约惯犯”管理有方。在危

机来临之前，他们的债务比例显著下降，从而降低了风险水平。这些国家以直截了当的方式

从之前的危机里吸取教训，从而减轻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

为了量化这一结果，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过去４０年来主权债务危机的历史。我们发现，

无论是“违约惯犯”还是有关主权债务危机的“全球危机”理论都不能做出充分的解释。主权

债务危机和负债水平紧密相关，而负债率约占本章所计算的风险因素中的占一半。剩余一

半的风险与国家管理有关，这一指标由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ＣＰＩＡ）指数衡量，它间接地衡

量了国家经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在这两个方面，之前处于危机中心的大部分国家这次都在

危险地带以外。

在过去４０年中，世界信贷冲击在我们计算的风险因素份额中总共只占约７％，而最近这

次危机却是个例外。事实上，在此次危机中，世界信贷冲击对风险因素的影响作用相当于此

前的危机中其他各种因素所产生影响的总和。由于这些冲击，许多原本在正常水平冲击下

属于最低风险类型的国家被划入高风险的一类中。

如今有两股互相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是低负债和恶化的融资条件。根据之前的

违约情形推断，恶化的融资条件应该起主要作用。然而，在２０１０年初，低负债貌似占了上

风。在一边等待融资条件改善的同时，一个国家可以依靠低负债来避免与当前融资条件紧

密相关的风险的增加吗？

４０年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一部分，我们从过去的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来阐明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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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罗列分析要用到的样本和变量。

债务危机的数据库

我们所用的数据库包括来自１２６个国家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的年度数据。我们使用的是稍

微修正过的克雷和尼赫鲁（Ｋｒａａｙ，Ｎｅｈｒｕ，２００４）的版本，并将数据扩展至２００７年。如果以

下条件之一成立，则称一个国家在某年陷入了债务危机。

● 对所有债权人的长期债务余额所产生的利息和本金拖欠的应付款合计超过全部未

偿还债务的５％。无力支付外债的国家未必拖欠还款，他们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

得国际收支援助，同时也可以通过巴黎俱乐部（ＰａｒｉｓＣｌｕｂ）的债务重组和债务宽免获得

帮助。

● 该国从巴黎俱乐部获得债务免除。这里排除诸如退出重债贫穷国（ＨＩＰＣ）减债计划

（计划完成）等事件，因为这通常说明一个国家的表现有所改善。

● 某国以备用安排或者扩展基金设施的形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大量的国际收支

援助。ＩＭＦ成员可以获得的融资限额是由其配额决定的。当前，一个成员国每年最多可以

向ＩＭＦ借款的额度不超过其配额，累计借款不得超过其配额的三倍。然而，在有些特殊情

况下，融资数额可以更高。ＩＭＦ将下列情形定义为特殊支持，即一个成员国一年内可以借款

超过其配额的５０％。克雷和尼赫鲁考察了一年内向ＩＭＦ借款超过其配额５０％的所有情

形，而不考虑这些借款实际有没有被使用。我们的定义只包括实际债务危机，即由于ＩＭＦ

援助而避免的违约。

债务困境事件的历史统计数据

数据库中的某个国家在特定的某年经历债务危机的无条件概率是３７％。对于这一高概

率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一些国家推高了平均水平［“违约惯犯”理论（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和

Ｓａｖａｓｔａｎｏ，２００３）］。另一个解释是，在有些年份，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危机（全球危机理论）。

对这两种可能性的考察显示，它们均无法对债务危机的前因后果做出可信的解释。

我们将一个国家处于债务危机的年份定义为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上述三个指标至少有一

个成立的年数（图１ １）。图１ １（该图经由计量经济学检验证实）似乎显示我们实际上无法

区分违约率高和违约率低的两类国家。

我们还考查了在给定年份债务危机受全球性事件影响的程度，诸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

期的沃尔克冲击（Ｖｏｌｃｋｅｒｓｈｏｃｋ）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晚期的泰国危机的传染效应，并由此建

立了债务危机的时间表。这些数据显示，有记录的违约者的数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逐渐

增加，随后有一个下降的过程（图１ ２）。

平均而言，样本中的某个特定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债务压抑中（３８年中的１１．６

年）。在某个特定年份，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国家（１２６个国家中的３８．５个）处于债务压抑中。

具体的百分位数分布如表１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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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　各国违约次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图１ ２　各年违约次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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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　违约事件的统计数据总结

百分位数（％）
某个国家处于

债务危机的年数（个）

某年处于债务

危机的国家数目（个）

１０ ０ １１

２５ ２ ２０

５０ １０ ４６

７５ ２０ ５２

１００ ２７ ５９

注：样本中某个国家处于债务危机的年数的中位数为９．５。在给定年份，处于债务危机的国家数的中位数为４５．５。表中

数据四舍五入取近似。

为了确定这些平均数有没有掩藏跨年度的显著差异，我们排除了那些有超过５２％的国

家处于债务危机的年份（第四个四分位数）。这样做只是很轻微地减小了债务危机的年平均

概率，由３７％降为３２％。接着我们排除了有超过２０年的时间处于债务危机之中的国

家———“违约惯犯”———来看他们是否对于样本较高的无条件违约概率起主要作用。这样做

使债务危机的年平均概率降至２４％。

通过考查具备和不具备市场准入的国家，我们检验了是否还有其他手段可以支持“违约

惯犯”理论和全球冲击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在给定的年份以债券和商业银行贷款形式流向

公共领域的资金额为正，则说这个国家是市场准入借款人。尽管市场准入国家和非市场准

入国家的无条件违约概率不同（前者为２７％，后者为４３％），两者之间显现出来的差别实际

上是他们陷入危机持续时间长短上的差别，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然后，我们审视了全

球危机持续的年数（这个变量以美国经济经历衰退的年数替代）。我们的数据表明，衰退年

份和非衰退年份的平均债务危机概率并无显著的差别，前者为３３％，后者为３８％。

债务压抑事件的新定义

这些原始数据所具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们没有把正在进行着的危机和新发生的危机

区分开来。债务压抑的高发生率实际上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危机连续存在多年

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把这些连续存在了多年的危机的各个年份当作不同的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债务压抑分类。该分类认定，债务压抑事件是

指一个国家在三年无危机之后遭遇债务危机，而正常时间则是指本年没有危机并且前三年

也没有危机的年份。这个分类有助于我们识别“真正的”债务压抑事件。对正常时间也这样

分类，使我们明确知道一个国家没有处于债务危机状态（避免同时性问题），我们在计量经济

学的估计中系统地处理危机和非危机事件，并在滞后两期的状态下控制协变量。

由于多年的危机并不是独立的观测值，为了修正这一问题，克雷和尼赫鲁重新定义了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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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压抑事件（Ｋｒａａｙ，Ｎｅｈｒｕ，２００４）。他们首先去掉持续时间不足三年的危机事件；然后去

掉在前三年任一时段有危机的全部危机事件。他们将正常时间定义为连续五年内无重叠的

时段里上述的三个指标一个都没有被观测到。这一做法使他们可以识别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

中９４起债务危机事件和２８６个正常时间段。

根据这些关于债务危机的定义，他们获得了一个很高的无条件违约概率，占他们样本的

２０％强。我们主要出于如下两个理由不采用他们的方法：其一，我们不打算像他们那样以

非对称的方式处理违约事件（克雷和尼赫鲁规定的至少三年期时间区间）和正常时间（克雷

和尼赫鲁规定的五年时间区间），因为我们想从统计学的分析中推断年度违约概率；其二，在

他们的方法下，所有的协变量都取自各时间区间的第一年的滞后两期，有可能这些观测值是

在一个正常时间段之前的危机过程中被测度的，这可能会使估计产生偏差。按照我们的定

义，由于违约和正常时间之前都是三年的无违约期，因此，所有的协变量都是在正常时间测

度的。

由于我们不言而喻地假定正常年份是相互独立的观测值（而它们很可能不是），我们就

有可能纳入了过多的无违约事件（我们定义为一年期事件）。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安慰的是，

就通常的违约概率测度手段（如利差）而言，我们计算的违约概率仍然很高（每年６．９％），这

说明即使在前三年无违约的情况下，第四年违约的风险还是很大。在我们数据库的１８３６个

事件中，我们认定１２８起主权债务危机和１７３５个“正常”时段（图１ ３）。大部分国家经历过

最多一到两次债务危机事件。只有少数国家经历过超过两次的债务危机：冈比亚、加纳、格

林纳达、土耳其和乌拉圭经历了三次债务危机，肯尼亚则经历了四次。与此相似，只有少数

图１ ３　按照违约的新定义，各国的违约次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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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出现，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图１ ４），且并没有如图１ ２所示的上升趋势。

用这一较为严格的债务危机定义，我们并没有发现具备市场准入和不具备市场准入的国家

的无条件违约可能性的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这两个数据库的对比似乎说明，一些国家经历

了较长的债务危机，并且，无论是“违约惯犯”理论还是全球危机理论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该数

据模式。

图１ ４　按照违约的新定义，各年的违约次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

使用债务危机的新定义，我们转而考查货币危机和系统性银行危机，并研究它们是如何

与债务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追随莱文和瓦伦西亚对货币和银行危机的定义（Ｌａｅｖｅｎ，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２００８）。如果一个国家在某年对美元的汇率下降超过３０％并且贬值幅度至少比上

年高１０％，则说这个国家在这一年有货币危机（第二个条件是为了排除那些持续经历高通胀

率而没有货币危机的国家）。

为了测度汇率贬值，莱文和瓦伦西亚使用ＩＭＦ的世界经济展望（ＷＥＯ）数据库提供的期

末官方名义双边美元汇率变动数据（按百分比计量）。对那些连续几年满足标准的国家，他

们用每一个五年区间的第一年来标志货币危机（图１ ５）。根据这一定义，在我们的样本国

家中，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总共出现了１７９起货币危机。这些危机也包括在采取固定汇率体制国

家那里出现的大幅贬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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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５　各年的货币危机次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莱文和瓦伦西亚（Ｌａｅｖｅｎ，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２００８，ｐ．７）对系统性银行危机做如下定义：

在一起系统性银行危机中，一个国家的公司和金融部门遭遇大量的违约，金融机构

和企业很难按时履行合同。因此，不良贷款骤增，全部或者大部分的银行系统总资本耗

尽。这一情形可能还伴随着危机前夕挤兑发生时资产价格（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低

迷，实际利率的显著上升以及资本流入的放缓或者逆转。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的样本国家中识别了１０６起系统性银行危机

（图１ ６）。

我们追随莱文和瓦伦西亚，把在ｔ年的双重危机定义为ｔ年的债务（货币）危机伴随着在

ｔ－１至ｔ＋１年间的货币（银行）危机。我们把在ｔ年的三重危机定义为ｔ年的债务危机伴随

着在ｔ－１至ｔ＋１年间的货币危机和在ｔ－１至ｔ＋１年间的银行危机。我们认定了３６起主

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１９起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

４０起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以及１０起三重危机（见附录１Ａ １）。样本共包

括１２８起债务危机。

这些结果表明，债务危机并不总是和其他种类危机并存的，而是自存自立的危机。如果

我们将观测区间由［ｔ－１，ｔ＋１］拓宽为［ｔ－２，ｔ＋２］，我们认定了４９起主权债务危机和货

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２４起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５４起货币危机与

银行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三重危机的数目上升至１７起，但这一数目相对于全部的主权债

务危机数目而言还算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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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６　各年的银行危机次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主权债务危机的类别和风险来源

一旦债务危机事件被合理界定，在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计算样本国家的历史违约概率。

使用有限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可以识别影响这一概率的潜在风险因素并分析它最近的发

展变化。

债务危机的宏观决定因素

关于债务违约决定因素的文献通常使用以下模型来估计各解释变量对某债务危机发生

概率的贡献：

犘（狔犮狋＝１）＝犌（β′犡犮狋），

其中，狔犮狋是一个虚拟变量，当一个国家在ｔ时期有债务危机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狓犮狋是

一个解释变量的向量，β是估计的系数向量，Ｇ通常被当作是逻辑分布（Ｌｏｇｉｔ估计）的累积分

布函数。

我们运行一个Ｌｏｇｉｔ回归，通过以下变量来解释债务危机的风险：债务比ＧＤＰ的对数值、

债务还本付息总额对出口比、人均ＧＤＰ、各国的ＣＰＩＡ指数以及一个固定年度效应的变量，这

个变量衡量了穆迪评级为Ｂａａ的美国公司债券和１０年期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差额，我们用这

一差额来替代世界金融震荡。在回归中，为了减轻潜在的联立性偏倚，除了Ｂａａ评级的美国公

司债利差（衡量当前金融形势），我们测度了每一个协变量在债务危机前两年的值（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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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　违约的决定因素

变　　量 危机＝１

（负债／ＧＤＰ）自然对数
０．５２３

（０．１９９）

债务还本付息总额／出口总额
３．９４３

（０．７９５）

实际人均ＧＤＰ
－０．３７９

（０．１４８）

ＣＰＩＡ指数
－０．５７７

（０．１８１）

Ｂａａ评级的美国公司利差
０．６１１

（０．２３６）

截距
０．７１８

（１．１２）

观测值 １１５９

伪Ｒ
２ ０．０９８７

概率＞χ
２ ０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表示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不出所料，所有关键变量都高度显著。显然收入可以表征很多隐藏的变量，如ＣＰＩＡ指

数所不能捕获的（内部或者外部）风险。为了更正式地检验“违约惯犯”的假设，我们试图加

入一些虚拟变量，当该国在过去３０年、２０年或者１０年内违约至少一次的时候，这些虚拟变

量取值为１。所有这些虚拟变量在回归中并不显著。

国家分类

表１ ２所示的Ｌｏｇｉｔ回归拟合值使我们可以根据违约概率将数据库的所有事件（违约

和正常时段）进行排序。我们将国家分为五类（Ａ、Ｂ、Ｃ、Ｄ和Ｅ类），以对应于风险的五段区

分值（表１ ３）。我们采用了非连续的分类，因为这比连续排序更容易说明一个国家从一个

风险类别转变至另一个风险类别或者保持在同一风险类别的程度。

处于中位值的违约国属于Ｄ类，其违约概率为１０．６％；处于中位值的不违约国属于Ｃ类，

其违约概率为５％。大约有２５％的非违约国属于Ｄ类，而大约同等数量的违约国落入Ｂ类。

为了估计每个组的稳定性，我们分析了ｔ时有多少违约国在前三年内变换了组别。在

８８起债务危机中，我们可以估计出８１起在ｔ时发生的概率（在７起危机那里若干协变量缺

失）以及７７起在ｔ－３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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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　风险类别定义以及按类别的违约和非违约次数

类　　别 主权违约概率（％） 违约次数 非违约次数

Ａ 小于２．５ ４ ２２７

Ｂ ２．５—４．４ １０ ２２２

Ｃ ４．４—７．１ １６ ２１６

Ｄ ７．１—１１．３ １６ ２１６

Ｅ 大于１１．３ ４２ １９０

总计 ８８ １０７１

　　大多数的违约国（７５个中的６０个）在违约时属于Ｄ类或者Ｅ类，并且在三年前已经位

于高风险类别（７５个中的４４个，表１ ４）。许多国家在违约的前三年内从Ｃ类变为Ｄ类或

者Ｅ类。最令人震惊的变化是，属于Ｃ类的１６个国家中有１１个在危机爆发时变为Ｅ类国

家。从ｔ－３到ｔ时，我们的样本违约国发生了从ｔ－３时均匀地分布在Ｃ、Ｄ、Ｅ三个类到ｔ时

分布偏向Ｅ类的变化。

表１ ４　风险类别的动态化

１ ２ ３ ４ ５

犃狋－３ 犅狋－３ 犆狋－３ 犇狋－３ 犈狋－３
总　计

１ 违约国Ａｔ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２ 违约国Ｂｔ ４ ０ １ １ ０ ６

３ 违约国Ｃｔ ０ １ ２ ３ １ ７

４ 违约国Ｄｔ １ ４ ２ ４ １ １２

５ 违约国Ｅｔ ０ ５ １１ １０ ２２ ４８

总　　计 ５ １０ １６ ２０ ２４ ７５

注：本表应该这样解读：第二行———违约时属于Ｂ类的６个违约国，在ｔ－３时有４个属于Ａ类，１个属于Ｃ类，１个属于

Ｄ类；第二列———在ｔ时期的违约国中，有１０个在ｔ－３时期属于Ｂ类，在这１０个国家中，最后到违约发生时，１个落

入Ｃ类，４个落入Ｄ类，５个落入Ｅ类。

由于风险指数的严重恶化而导致的违约（在ｔ－３时期属于Ａ类或者Ｂ类的违约者在ｔ

时期落入Ｄ类或者Ｅ类），这样的情形只有１０个①。在ｔ时期属于Ｃ类而违约的７个国家

２２

① 非线性事件（即风险指数的突然恶化）发生在喀麦隆（１９８１）、哥斯达黎加（１９８１）、冈比亚（１９８２）、格林纳达

（１９８１）、印度（１９８２）、突尼斯（１９８７）、土耳其（２０００）、乌拉圭（１９８３，２００２）以及津巴布韦（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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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４个在ｔ－３时期属于Ｄ类或者Ｅ类。

这一坊间证据与戴勒、莫顿以及波迪（Ｄａｌｅ，Ｍｅｒｔｏｎ，Ｂｏｄｉｅｓ，２００７）的看法不一致。他

们认为，风险可以逐渐积累，然后以非线性的方式突然爆发为全面的危机。莫顿认为，资金

流和市场价格的随意波动会引起一个国家资产和债务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某一时刻，这一

不确定性会引起资产的总价值跌落至低于债务的承诺支付水平，从而引起债务压抑或者违

约。很难理解的是，诸如由简单的布朗运动引起的随机波动如何能自动地解释危机的爆发。

然而，在连续时间内，在危机爆发前，应该总有空间进行调整。

过去４０年的国家风险

我们样本中的中等国家属于Ｂ类，其面对的风险大约为每年５％。这一看似很低的数

值其实很高，因为它意味着，在４０年的时间段内不违约的概率估计仅为１４％。实际上，在我

们的样本中，只有９个国家（博茨瓦纳、哥伦比亚、斐济、老挝、莱索托、马来西亚、尼泊尔、巴

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从未违约过。

风险的来源

在我们对出现一个债务紧张事件的可能性的估计中，以下四个因素凸显可见。

● 债务以及债务还本付息；

● 人均ＧＤＰ；

● 政府质量（由ＣＰＩＡ指数度量）；

● 全球震荡（Ｂａａ评级的国库券利差）。

我们用ｚ来表示这些风险因素的线性组合所代表的风险指数，这些风险因素是以基线

回归（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的系数为权重进行加权的。因此，违约概率Ｇ（ｚ）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布

的累积分布函数。仅考虑风险原因时，ｚ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加性。我们可以借由一个特

定因素对ｚ的直接影响来测度它对风险概率的影响权重，然后比较这一权重与其他因素的

权重。

为了测度每一个变量对违约概率的影响，我们比较了回归样本中每一个类别中每一个

观测值变量的均值，这些变量也是通过回归系数加权的（表１ ５）。ｚ指数和８８个违约事件

中ｚ的分解见表１Ａ ２。

高风险（总计得分为－１．５）和低风险（总计得分为－４．１）之间的大部分差异直接来自债

务这个变量，该变量解释了该差异的４６％。ＣＰＩＡ指数位列第二，解释了最优和最差表现国

之间的差异的２５％。ＧＤＰ解释了差异的１４％，而世界震荡解释了７％。

在所有风险类别里，有些变量对风险因素影响很大，最终影响到违约概率。其他变量因

风险类别不同而不同。这一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量的相关性，同时并没有减低债务负担的相

关性。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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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５　按照风险类别的风险来源（因素狕）

变　　量 犃 犅 犆 犇 犈

债务＋偿债 －０．５ －０．２ ０．０５ ０．３ ０．８

国家治理水平 －２．３ －２．１ －１．９ －１．８ －１．６

人均ＧＤＰ －３．２ －３．１ －３．０ －２．９ －２．８

世界震荡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４

截距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Ｚ －４．１ －３．４ －２．８ －２．４ －１．５

　　为了计算对应的违约概率，我们做了如下运算：我们对Ｅ类里的国家的各变量取均值

作为基准，然后测度每一个因素在解释整体风险时的角色。我们测度了当Ｅ类别中的五个

变量的均值转变为Ａ、Ｂ、Ｃ、Ｄ类别中的均值时风险减小的程度（表１ ６）。更准确地说，在

该表中我们计算了每一单元格的Ｐ（ｘｉ＋ｖＥ），其中，ｘｉ＋ｖｉ＝ｚｉ。所有的ｘ、ｖ、ｚ在ｉ＝Ａ，

Ｂ……Ｅ取均值。这一步骤使我们可以测度每一因素对总风险的贡献。例如，它表明，如果

最高风险组（Ｅ）的平均负债率降至最低风险组（Ａ）的水平，违约风险就从１８％降至６％。

表１ ６　按照风险类别，风险因素对违约概率的贡献

变　　量 犃 犅 犆 犇 犈

ｘ＝负债＋偿债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８

ｘ＝国家治理水平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８

ｘ＝人均ＧＤＰ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８

ｘ＝世界震荡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８

ｚ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８

评估当今主权风险

什么是当今主权债务违约迫在眉睫的风险？为了回答这一关键问题，先分析主权国家

所属的风险类别。

风险类别

我们使用滞后两期数据计算的预测指标对各国进行分类，确定它们属于五个风险类别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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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哪一类（表１ ７）。有２００７年的协方差数据的国家只有４８个。对于其他６７个国家，我

们基于最近的可获得的数值进行风险分析。如数据所示，国家在风险类别的分布在过去４０

年并没有很大变化，大部分国家仍然属于Ｄ类或Ｅ类。

表１ ７　２００９年各个风险类别的国家数目

风　　险　　类　　别 国家数目（个）

Ａ ５

Ｂ １０

Ｃ １７

Ｄ ４６

Ｅ ３７

总计 １１５

　　各个类别的国家的风险因素都有相当程度的减少。Ｃ类国家在２００９年所有的债务风

险指数与Ａ类国家在过去４０年所有的债务风险指数（－０．５）相同。对于所有风险类别的国

家而言，ＧＤＰ风险因素现在的作用比以前重要很多（２００９年的Ｅ类国家的ＧＤＰ风险指数几

乎和Ｃ类国家在过去４０年的这一指数相当）。样本国家的治理风险指数在２００９年和过去

４０年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除了与较高水平的人均ＧＤＰ和较低的债务水平相关的风险因素的改善外，最大的变化

是世界震荡风险因素的增加，从１．２增加至２．５（表１ ８）。现在，正如世界震荡因素的替代

指标各国利率在２００９年与Ｂａａ级的美国企业债券之间的高利差所表明的那样，风险几乎完

全是由世界震荡因素驱动的。

表１ ８　风险来源（因素狕，２００９年）

变　　量 犃 犅 犆 犇 犈

负债＋偿债 －０．８ －０．７ －０．５ －０．２ ０．６

国家治理水平 －２．６ －２．３ －２．１ －２．１ －１．９

人均ＧＤＰ －３．６ －３．５ －３．４ －３．２ －３．０

世界震荡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截距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０．７

ｚ －３．９ －３．３ －２．８ －２．３ －１．１

５２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当今风险来源

对我们的样本国家在２００９年（可获得信息的最近一年）的风险分类显示，大多数国家都

成功抵御了这次危机（见表１Ａ ３）。２００９年的国家风险分类差异的一大部分可以通过世界

震荡因素得到解释。

现在，金融危机已经基本过去。我们不妨假定各国的世界震荡因素处于其２０１０年初

期的水平的情况下（１月、２月和３月份的日利差均值），各国会进入哪个风险类别（表

１ ９）。

表１ ９　风险类别中的国家数目（世界震荡因素处于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的水平）

风　　险　　类　　别 国家数目（个）

Ａ ２１

Ｂ ４７

Ｃ ２７

Ｄ ５

Ｅ １５

　　在２０１０年属于Ｄ类或者Ｅ类的２０个国家有一半并没有正在经历着债务危机。这些国

家是伯利兹、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哈萨克斯坦、老挝、黎巴嫩、毛里塔尼亚、尼日尔、萨摩

亚群岛以及所罗门群岛（表１ １０）。对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来说，主要风险因素在于债务水

平。对伯利兹、几内亚比绍、哈萨克斯坦、萨摩亚群岛来说，其债务因素比重与Ｄ类和Ｅ类

国家的历史平均水平相比是很高的。对厄立特里亚和所罗门群岛来说，主要风险因素是人

均ＧＤＰ的增长水平。

表１ １０　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犇类和犈类国家的风险因素

国　家 债务因素 治理水平 犌犇犘 世界震荡 截　距 狕

伯利兹 ２．６ －１．７ －３．５ １．６ ０．７ －０．３

厄立特里亚 －０．１ －１．４ －２．４ １．６ ０．７ －１．７

几内亚比绍 ２．０ －１．５ －２．５ １．６ ０．７ ０．３

哈萨克斯坦 １．９ －２．１ －３．７ １．６ ０．７ －１．６

老　　挝 ０．６ －１．８ －３．０ １．６ ０．７ －１．８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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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债务因素 治理水平 犌犇犘 世界震荡 截　距 狕

黎 巴 嫩 ０．７ －１．７ －３．４ １．６ ０．７ －２．１

毛里塔尼亚 ０．７ －１．９ －３．０ １．６ ０．７ －１．９

尼日尔 ０．３ －１．９ －２．６ １．６ ０．７ －１．９

萨摩亚 １．５ －２．２ －３．３ １．６ ０．７ －１．８

所罗门群岛 －０．３ －１．６ －２．７ １．６ ０．７ －２．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新债务危机

由于缺乏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关于本金应付欠款或者利息支付的信息，我们仅考查其他

两个指标来识别最近的债务危机。２００８年，有６个国家通过备用安排或者扩展基金制度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了超过其份额５０％的借款（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巴基

斯坦、塞舌尔及乌克兰）。２００９年，有１０个国家这样做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多

米尼加共和国、蒙古、罗马尼亚、安哥拉、马尔代夫、塞舌尔和斯里兰卡）。２００８年，有５个国

家从巴黎俱乐部获得了债务豁免，而且这些豁免与重债穷国减债计划（ＨＩＰＣ）无关（刚果共

和国、吉布提、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多哥）。２００９年，有３个国家得益于同样的援助（科摩罗、

科特迪瓦和塞舌尔）。

如果我们使用债务危机的新定义（无危机的三年以后出现债务紧张），这２１起危机中只

有９起代表着新的债务危机（２００９年的亚美尼亚、２００９年的白俄罗斯、２００９年的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２００９年的马尔代夫、２００９年的蒙古、２００８年的巴基斯坦、２００９年的罗马尼亚、

２００９年的斯里兰卡及２００８年的乌克兰）。其他危机只是代表已经在进行的危机。使用

２０１０年的世界震荡因素对这些国家进行再分类的结果是这些国家统统落入风险较小的类

别（表１ １１）。

表１ １１　面对新的债务危机各国的风险类别

国　　　家
估计年违约概率

（２００９）

使用２００９年世界震荡

因素的风险类别

使用２０１０年世界震荡

因素的风险类别

亚美尼亚 ０．０４ Ｂ Ａ

白俄罗斯ａ ０．０４ Ｂ 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０．０８ Ｄ Ｂ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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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估计年违约概率

（２００９）

使用２００９年世界震荡

因素的风险类别

使用２０１０年世界震荡

因素的风险类别

马尔代夫 ０．０８ Ｄ Ｂ

蒙古 ０．０９ Ｄ Ｂ

巴基斯坦 ０．０８ Ｄ Ｂ

罗马尼亚 ０．１０ Ｄ Ｂ

斯里兰卡 ０．０９ Ｄ Ｂ

乌克兰ｂ ０．１０ Ｄ Ｃ

注：表中包括在２００８年或者２００９年经历了新的债务危机的国家。

ａ．使用ＣＰＩＡ２００６进行预测。

ｂ．使用ＣＰＩＡ２００５进行预测。

不足为奇的是，表１ １１中的大部分国家（包括６个东欧国家①）在危机前两年都属于高

风险类别。９个国家中有６个是东欧国家这一事实会让人想起１９９８年俄罗斯的危机，这一

年，俄罗斯几乎没有负债却居然违约了。在这里，新的起作用的因素是世界危机。基于当前

利差，表１ １１中全部的国家都会落入风险最低的两个类别。

结束语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危机。虽然其严重程度足以使大部

分国家陷入困境，但只有少数国家违约。对于为什么其影响没有更坏的一个直观解释是：

很多国家（即使是一些主权违约国）都比在之前的债务危机中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大部分最

脆弱的国家由于缺乏市场准入，它们得以避开全球的骚乱。

有一些国家（大多数是东欧国家）确实经历了财政压力。与其邻国关系紧张的巴基斯坦

和陷入内战的斯里兰卡都卷入了债务危机。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着国内的动荡，而标准的

ＣＰＩＡ方法很可能没有很好地估计这一状况。

８２

① 此处与表１ １１不符，因表中仅有５个东欧国家。但原文如此，故此处按原文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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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１犃 １　各国的主权、货币和银行危机（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国　　家 年　份
主权和

货币危机

主权和

银行危机

货币和

银行危机
三重危机

阿尔及利亚 １９９４ √

阿根廷

１９８１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

亚美尼亚 １９９４ √

阿塞拜疆 １９９４ √

白俄罗斯 １９９４ √

玻利维亚 １９８０ √

巴　西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８ √

保加利亚 １９９６ √

喀麦隆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４ √

中非共和国 １９９４ √

智　利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３ √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４ √

哥斯达黎加 １９８１ √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 √ √

厄瓜多尔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３ √ √ √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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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年　份
主权和

货币危机

主权和

银行危机

货币和

银行危机
三重危机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１９７９ √

萨尔瓦多 １９９０ √

冈比亚 ２００３ √

格鲁吉亚 １９９２ √

加　纳
１９８３ √ √ √ √

２００１ √

危地马拉 １９８６ √

几内亚比绍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４ √

海　地 ２００４ √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７ √ √ √

１９９８ √

牙买加 １９７８ √

约　旦 １９８９ √ √ √ √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８ √

肯尼亚
１９９２ √ √ √

１９９３ √

黎巴嫩 １９９０ √

马来西亚 １９９８ √

毛里塔尼亚 １９８４ √

墨西哥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５ √

摩洛哥
１９８０ √ √ √

１９８１ √

莫桑比克 １９８７ √

尼加拉瓜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０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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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年　份
主权和

货币危机

主权和

银行危机

货币和

银行危机
三重危机

尼日尔 １９８３ √

秘　鲁 １９８３ √

菲律宾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４ √ √ √

１９９８ √

罗马尼亚 １９９１ √

俄罗斯联邦 １９９８ √

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 √

塞拉利昂 １９８９ √

斯里兰卡 １９７７ √

泰　国
１９９７ √ √ √

１９９８ √

多　哥 １９９４ √

突尼斯 １９９１ √

土耳其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 √ √

２００１ √

乌克兰 １９９８ √

乌拉圭
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２ √

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

越　南 １９８８ √

也门共和国 １９９５ √

赞比亚 １９９６ √

津巴布韦 １９８３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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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犃 ２　各国违约事件和风险来源

国　　家 年份
违约

概率

风险

等级
狕 违约因素 国家因素

世界震

荡因素

阿根廷
１９８３ ０．１８ Ｅ －１．５０ 　１．３９ －５．１０ １．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１２ Ｅ －２．０３ １．８５ －６．０３ １．４３

孟加拉国 １９８１ ０．１４ Ｅ －１．８０ －０．０８ －３．７３ １．３０

贝　宁
１９８３ ０．１０ Ｄ －２．１４ －０．３４ －４．０３ １．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９ Ｄ －２．３１ ０．１８ －４．６４ １．４３

玻利维亚
１９８０ ０．３８ Ｅ －０．５１ 　１．７８ －４．３８ １．３７

２００４ ０．１０ Ｄ －２．１７ ０．８４ －５．０３ １．３０

巴　西
１９８３ ０．２９ Ｅ －０．８９ 　２．００ －５．１０ １．５０

１９９８ ０．０９ Ｄ －２．２７ ０．８６ －５．０５ １．２０

布基纳法索 １９８７ ０．１５ Ｅ －１．７２ －０．１８ －３．６０ １．３４

布隆迪 １９９８ ０．６１ Ｅ ０．４４ ２．２７ －３．７４ １．２０

喀麦隆
１９８７ ０．１３ Ｅ －１．８８ 　０．６９ －４．６２ １．３４

２００５ ０．０６ Ｃ －２．７６ ０．４１ －４．９７ １．０８

佛得角共和国 １９８８ ０．０６ Ｃ －２．６９ －０．０４ －４．５８ １．２１

智　利 １９８３ ０．２７ Ｅ －０．９７ ２．１７ －５．３６ １．５０

科摩罗 １９８７ ０．３０ Ｅ －０．８５ ０．４３ －３．３４ １．３４

刚果共和国 １９８６ ０．３４ Ｅ －０．６６ １．０１ －４．０５ １．６６

哥斯达黎加 １９８１ ０．０７ Ｃ －２．５９ １．０４ －５．６４ １．３０

科特迪瓦 １９８１ ０．０８ Ｄ －２．４９ ０．４５ －４．９６ １．３０

吉布提 １９９４ ０．０７ Ｃ －２．６３ －０．１５ －４．１３ ０．９４

多米尼加 ２００５ ０．０４ Ｂ －３．１１ ０．４８ －５．４０ １．０８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９８３ ０．１７ Ｅ －１．５７ ０．３１ －４．１０ １．５０

厄瓜多尔
１９８３ ０．３１ Ｅ －０．８２ 　１．５２ －４．５６ １．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１８ Ｅ －１．５０ ０．９６ －４．６１ １．４３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１９８４ ０．１２ Ｅ －１．９９ ０．７３ －４．５０ １．０６

萨尔瓦多 １９９０ ０．１３ Ｅ －１．８８ ０．３０ －４．０１ １．１１

埃塞俄比亚 １９９１ ０．４８ Ｅ －０．０７ １．４１ －３．３９ １．１９

冈比亚 １９８２ ０．１４ Ｅ －１．８３ －０．０５ －４．３９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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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年份
违约

概率

风险

等级
狕 违约因素 国家因素

世界震

荡因素

加　纳

１９８３ ０．１４ Ｅ －１．７９ ０．０３ －４．０４ １．５０

１９９６ ０．１０ Ｄ －２．１９ ０．９３ －４．８２ ０．９８

２００１ ０．１４ Ｅ －１．７８ ０．５７ －４．８６ １．７９

格林纳达
１９８１ ０．０４ Ｂ －３．１０ －０．５２ －４．６０ １．３０

１９８５ ０．１０ Ｄ －２．２４ ０．１６ －４．４０ １．２８

危地马拉 １９８６ ０．１５ Ｅ －１．７１ ０．１３ －４．２３ １．６６

几内亚比绍 ２００５ ０．２７ Ｅ －０．９７ １．２４ －４．０１ １．０８

海　地 １９８６ ０．１０ Ｄ －２．１５ －０．１７ －４．３７ １．６６

洪都拉斯
１９７９ ０．０７ Ｃ －２．６４ ０．２９ －４．４２ ０．７７

２００４ ０．０５ Ｃ －２．９７ ０．０９ －５．０８ １．３０

印　度 １９８２ ０．０８ Ｄ －２．４４ －０．７７ －４．２９ １．９０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７ ０．０６ Ｃ －２．７１ ０．９３ －５．２８ ０．９３

约　旦 １９８９ ０．０４ Ｂ －３．２０ ０．９１ －５．８７ １．０３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８ ０．０２ Ａ －４．０６ －０．８５ －５．１２ １．２０

肯尼亚

１９８０ ０．０８ Ｄ －２．４５ ０．０８ －４．６２ １．３７

１９９２ ０．１８ Ｅ －１．４９ １．２９ －４．７１ １．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１１ Ｄ －２．１０ ０．１４ －４．４０ １．４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９ Ｄ －２．３４ ０．２３ －４．５９ １．３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０２ ０．２６ Ｅ －１．０５ １．３０ －５．０２ １．９５

马其顿 ２０００ ０．０４ Ｂ －３．２９ －０．０５ －５．３９ １．４３

马达加斯加 １９８１ ０．１１ Ｄ －２．１２ －０．４７ －３．６６ １．３０

马拉维
１９８０ ０．１４ Ｅ －１．８３ ０．５３ －４．４５ １．３７

２００１ ０．２３ Ｅ －１．２３ ０．７８ －４．５２ １．７９

毛里塔尼亚
１９８０ ０．３０ Ｅ －０．８５ ０．７８ －３．７２ １．３７

１９８４ ０．２３ Ｅ －１．２２ ０．９５ －３．９４ １．０６

毛里求斯 １９８５ ０．０４ Ｂ －３．１２ ０．５９ －５．７１ １．２８

墨西哥 １９８３ ０．１７ Ｅ －１．５７ １．２２ －５．０１ １．５０

摩尔多瓦 ２００３ ０．１６ Ｅ －１．６２ ０．７５ －４．７７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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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年份
违约

概率

风险

等级
狕 违约因素 国家因素

世界震

荡因素

摩洛哥 １９８０ ０．１３ Ｅ －１．８８ ０．５６ －４．５３ １．３７

尼加拉瓜
１９７９ ０．０６ Ｃ －２．７１ ０．２８ －４．４９ ０．７７

１９８３ ０．２８ Ｅ －０．９４ １．５１ －４．６８ １．５０

尼日尔 １９８３ ０．２６ Ｅ －１．０６ ０．８５ －４．１３ １．５０

尼日利亚 １９８６ ０．３９ Ｅ －０．４４ １．０６ －３．８７ １．６６

巴基斯坦
１９８１ ０．２０ Ｅ －１．４０ ０．２２ －３．６４ １．３０

１９９９ ０．１７ Ｅ －１．６２ ０．９８ －４．６８ １．３６

巴拿马 １９８５ ０．０３ Ｂ －３．４８ ０．２０ －５．６８ １．２８

秘鲁 １９８３ ０．２２ Ｅ －１．２６ １．７７ －５．２４ １．５０

菲律宾 １９８４ ０．１７ Ｅ －１．６２ １．４６ －４．８６ １．０６

罗马尼亚 １９９１ ０．０４ Ｂ －３．１２ －１．２４ －３．７９ １．１９

卢旺达 １９９４ ０．０８ Ｄ －２．４９ ０．３１ －４．４６ ０．９４

塞内加尔 １９８０ ０．１０ Ｄ －２．１８ ０．０５ －４．３１ １．３７

塞舌尔 １９９０ ０．０７ Ｄ －２．５４ ０．０８ －４．４５ １．１１

所罗门群岛
１９９５ ０．０６ Ｃ －２．７０ －０．１０ －４．３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１３ Ｅ －１．９０ －０．０６ －４．５０ １．９５

索马里 １９８１ ０．１３ Ｅ －１．９３ 　０．０７ －４．０２ １．３０

斯里兰卡 ２００５ ０．０２ Ａ －３．７４ －０．０２ －５．５２ １．０８

斯威士兰 ２００５ ０．０２ Ａ －４．１６ －０．７８ －５．１８ １．０８

泰国
１９８１ ０．０４ Ｃ －３．０８ ０．０３ －５．１３ １．３０

１９９７ ０．０２ Ａ －３．９９ ０．１９ －５．８２ ０．９３

多哥 ２０００ ０．１２ Ｅ －２．００ ０．２６ －４．４１ １．４３

汤加 ２００３ ０．０６ Ｃ －２．８０ －０．２９ －４．９２ １．６８

突尼斯
１９８７ ０．０６ Ｃ －２．６７ ０．７０ －５．４３ １．３４

１９９１ ０．０６ Ｃ －２．７５ ０．６９ －５．３４ １．１９

土耳其
１９９５ ０．０６ Ｃ －２．７４ ０．４４ －４．８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Ｃ －２．８６ ０．４２ －５．４２ １．４３

乌干达 １９８６ ０．１９ Ｅ －１．４３ ０．５６ －４．３７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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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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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年份
违约

概率

风险

等级
狕 违约因素 国家因素

世界震

荡因素

乌拉圭

１９８３ ０．０３ Ｂ －３．４３ －０．２１ －５．４３ １．５０

１９９８ ０．０３ Ｂ －３．４１ －０．０４ －５．２９ １．２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６ Ｃ －２．６７ ０．６３ －５．９６ １．９５

津巴布韦 １９８３ ０．０４ Ｂ －３．１９ －０．７２ －４．６９ １．５０

表１犃 ３　各国风险分类（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

国　　家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０９年的水平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

阿尔巴尼亚 Ｃ Ｂ

安哥拉ａ Ｄ Ｃ

阿根廷 Ｄ Ｂ

亚美尼亚 Ｂ Ａ

阿塞拜疆 Ａ Ａ

孟加拉国 Ｄ Ｂ

白俄罗斯ａ Ｃ Ａ

伯利兹 Ｅ Ｅ

贝宁 Ｄ Ｂ

玻利维亚 Ｄ Ｃ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ａ Ｄ Ｂ

博茨瓦纳 Ａ Ａ

巴西 Ｄ Ｂ

保加利亚 Ｄ Ｂ

布基纳法索 Ｅ Ｃ

布隆迪ａ Ｅ Ｅ

柬埔寨 Ｄ Ｃ

喀麦隆 Ｄ Ｂ

佛得角 Ｃ Ａ

智利 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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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续表）

国　　家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０９年的水平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

中国 Ｂ Ａ

哥伦比亚 Ｄ Ｂ

刚果共和国ａ Ｅ Ｃ

哥斯达黎加 Ｂ Ａ

科特迪瓦 Ｅ Ｄ

克罗地亚 Ｅ Ｃ

吉布提ａ Ｅ Ｃ

多米尼加 Ｅ Ｃ

多米尼加共和国ａ Ｃ Ｂ

厄瓜多尔 Ｅ Ｃ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Ｃ Ｂ

萨尔瓦多 Ｃ Ｂ

厄立特里亚 Ｅ Ｅ

埃塞俄比亚 Ｄ Ｂ

斐济 Ｂ Ａ

加蓬 Ｄ Ｂ

冈比亚ａ Ｅ Ｅ

格鲁吉亚ａ Ｂ Ａ

加纳 Ｄ Ｂ

格林纳达ａ Ｂ

危地马拉 Ｃ Ａ

几内亚ａ Ｅ Ｄ

几内亚比绍 Ｅ Ｅ

圭亚那 Ｅ

海地 Ｅ Ｃ

洪都拉斯 Ｃ Ｂ

印度 Ｃ Ｂ

印度尼西亚 Ｄ Ｂ

６３



第一章　
似是而非的主权债务危机

（续表）

国　　家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０９年的水平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Ｂ Ａ

牙买加 Ｅ Ｃ

约旦 Ｄ Ｂ

哈萨克斯坦 Ｅ Ｅ

肯尼亚 Ｄ Ｂ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Ｅ Ｃ

老挝 Ｅ Ｅ

拉脱维亚 Ｅ Ｅ

黎巴嫩 Ｅ Ｄ

莱索托 Ｅ Ｃ

利比里亚ａ Ｅ Ｅ

马其顿 Ｄ Ｃ

马达加斯加 Ｄ Ｃ

马拉维 Ｅ Ｃ

马来西亚 Ａ Ａ

马尔代夫ａ Ｄ Ｂ

马里 Ｄ Ｃ

毛里塔尼亚 Ｅ Ｅ

毛里求斯 Ｂ Ａ

墨西哥 Ｂ Ａ

摩尔多瓦 Ｅ Ｃ

蒙古ａ Ｄ Ｂ

摩洛哥 Ｄ Ｂ

莫桑比克 Ｄ Ｂ

尼泊尔 Ｄ Ｃ

尼加拉瓜 Ｅ Ｃ

尼日尔 Ｅ Ｅ

尼日利亚 Ｂ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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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续表）

国　　家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０９年的水平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

巴基斯坦ａ Ｄ Ｂ

巴拿马 Ｃ Ｂ

巴布新几内亚 Ｅ Ｃ

巴拉圭 Ｄ Ｂ

秘鲁 Ｄ Ｂ

菲律宾 Ｄ Ｃ

波兰 Ｄ Ｂ

罗马尼亚 Ｄ Ｂ

俄罗斯联邦 Ｃ Ａ

卢旺达 Ｄ Ｂ

萨摩亚 Ｅ Ｅ

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ａ Ｅ Ｅ

塞内加尔 Ｄ Ｂ

塞舌尔ａ Ｅ Ｅ

塞拉利昂ａ Ｄ Ｂ

所罗门群岛 Ｅ Ｄ

南非 Ａ Ａ

斯里兰卡ａ Ｄ Ｂ

圣基茨和尼维斯 Ｄ Ｂ

圣卢西亚 Ｃ Ａ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Ｄ Ｂ

苏丹ａ Ｅ Ｄ

斯威士兰 Ｃ Ａ

塔吉克斯坦 Ｄ Ｂ

坦桑尼亚 Ｄ Ｃ

泰国 Ｂ Ａ

多哥ａ Ｅ Ｅ

汤加 Ｄ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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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０９年的水平

世界震荡因素处于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

突尼斯 Ｄ Ｂ

土耳其 Ｅ Ｃ

土库曼斯坦 Ｄ Ｂ

乌干达 Ｃ Ｂ

乌克兰ａ Ｄ Ｃ

乌拉圭 Ｄ Ｂ

瓦努阿图 Ｃ Ｂ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Ｃ Ｂ

越南 Ｃ Ｂ

也门共和国 Ｅ Ｃ

赞比亚 Ｄ Ｂ

注：ａ表示２０１０年处于债务危机的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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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狅狉犽犻狀犵犘犪狆犲狉３２０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Ｌａｅｖｅｎ，Ｌ．，ａｎｄＦ．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２００８．“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ｅｗ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犐犕犉犠狅狉犽犻狀犵犘犪狆犲狉

０８／２２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Ｃ．，Ｋ．Ｒｏｇｏｆｆ，ａｎｄＭ．Ｓａｖａｓｔａｎｏ．２００３．“Ｄｅｂｔ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犖犅犈犚犠狅狉犽犻狀犵犘犪狆犲狉９９０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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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２

意外之难： 主权债务违约的决定因素和风险
卢卡·班迪拉　赫苏斯·克雷斯波·夸尔斯马　迦琳娜·文斯利特

经过一轮高增长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周期，相较以往的金融危机，在这次危机面前，许多

新兴市场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幅度地

减少了债务，巩固了财政状况，进行储备积累以作缓冲。然而，由于对外国资金的依赖和

２００９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仍然有很多东欧、中欧以及中亚国家深受此次危机的影响。

良好的初始状况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得以实施逆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来抵消停滞的外

部需求对他们经济的影响，从而保护本国穷困者。然而，这些可观的财政干预以及紧张的融

资条件都给债务的可持续性带来了威胁。逐渐增长的债务水平和围绕选择性财政刺激政策

退出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未来债务危机的最大隐忧。例如，有关债务危机的文献显示，由于

缺乏财政平衡上的改善，新兴市场国家比成熟经济体可能面对更高的债务违约风险，这一风

险可能会由于更紧张的债务市场和高收入国家的融资需求而恶化。

我们亟须一个可以较好地预测主权债务违约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从而使各国可以尽快

地做出反应。通过使用贝叶斯模型平均（ＢＭＡ）方法，本章将介绍主权债务违约的一些决定

性因素，这些因素能对不确定性进行有效模拟。

本章使用ＢＭＡ方法旨在说明，对于样本中的４６个新兴市场国家①来讲，相对于可利用储

备而言的负债水平是违约事件的最佳预测指标。然而，具有较高负债水平（定义为全部外债

超过ＧＤＰ的５０％，即样本的众数）的国家可以通过保持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低通胀

率作为代理指标）来降低违约概率。低负债水平的国家比高负债水平的国家具有较低的无

条件违约概率。低负债水平的国家可以进一步通过改善其制度环境和政策质量来降低违约

概率。

模型的平均估计（Ｍｏｄ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在预测样本之外的主权债务违约事件上胜

０４

① 样本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多米尼

加共和国、厄瓜多尔、阿拉伯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牙买加、约旦、哈萨克

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

邦、斯洛伐克共和国、南非、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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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他模型。这些结果与最近关于债务违约的文献一致，即有限的宏观经济变量足以合理

地预测违约，债务水平和通胀率是违约的最重要预测指标，违约的重复发生可能是更加深刻

的国家特点（比如其制度和政策质量）的征兆。这里呈现的结果表明，对具有较高外债总额

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宏观经济稳定成为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另见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ａｎｄ

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

本章编排如下。首先回顾与主权债务违约相关文献的主要结论。第二部分呈现了４６

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以及与债务违约相关的程式化的经验事实。第三部分在众多代表宏

观经济基本状况、流动性、偿债风险和政策、制度质量的指标中，提取债务违约稳健的决定因

素。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主权违约的经验决定因素

大部分主权债务违约的经验模型是从基于某种定义（各个研究之间的定义不一定一致）

识别主权债务违约出发，建立二分因变量模型（一般是Ｌｏｇｉｔ或者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估计债务

危机不同潜在决定因素的统计显著性。虽然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有很大差异，但实际的主

权债务违约模型倾向于包含可以区分不同组别的变量（表２ １）。

表２ １　关于主权债务违约决定因素的研究所用的变量和样本

参 考 文 献 决 定 因 素 变　　　量 样　　　本

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和

Ｓｐｌｉｍｂｅｒｇｏ（２００１）

短期债务 债务中优惠成分的比重
６８个国家１９７１—１９９８
年的年度数据

即将到期的债务 债务中多边成分的比重

外汇储备 利率

总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 价值高估

商业份额 对外开放程度

Ｃａｔａｏ和Ｓｕｔｔｏｎ

（２００２）

贸易条件
对外债务总额占出口总

额的比重

２５个 新 兴 市 场 国 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的年度数据

美国债券实际利率 外汇储备占债务的比重

政府收支差占ＧＤＰ比重 对外开放程度

实际有效汇率 财政政策的波动性

短期债务 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外汇控制指数 货币基础覆盖波动性

实际ＧＤＰ增长 资本管制的波动性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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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 考 文 献 决 定 因 素 变　　　量 样　　　本

Ｋｒｕｇｅｒ和Ｍｅｓｓｍａｃｈｅｒ

（２００４）

新的融资需求比例
经常账户赤字占ＧＤＰ的

比重

４２个国家１９７０—２００１
年的年度数据

ＧＤＰ增长 债务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贸易条件增长率的变化 长期债务占储备的比重

出口增长 长期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

美国三个月期利率 短期债务占储备的比重

外债占ＧＤＰ的比重

Ｋｒａａｙ和Ｎｅｈｒｕ

（２００６）

债务现值占出口的比重 法治
低收入国家１９７０—２００１
年９４起危机的数据

债务占收入的比重 贬值

债务占储备的比重 贸易增长条件

ＣＰＩＡ评级 人均ＧＤＰ

ＧＤＰ增长 通货膨胀

Ｐｅｓｃａｔｏｒｉ和Ｓｙ（２００７）

对外开放程度 短期债务占储备的比重
若干样本，１９７５—２００２
年

价值高估 ＧＤＰ增长

总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 通货膨胀

Ｔｏｍｚ和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７）
ＧＤＰ （Ｈｏｄｒｉｃｋ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滤波处理）

１０６个国家１８２０—２００４
年的年度数据

注：ＣＰＩＡ＝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反映经济政策有效性和实际经济发展的国别宏观经济基本指标通常都倾向于作为违约

概率的潜在决定因素而被纳入模型。这些变量包括ＧＤＰ增长、经常账户变动、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变量以及实际汇率失调程度。国家政策和制度质量的测度被广泛应用于估计软因

素的效果，诸如制度、腐败、治理等不能直接由宏观经济变量体现的因素。

此外，表征一个国家偿债能力的对外偿付能力和流动性这两个变量也经常被包含在内。

在这些协变量中，外债规模和构成成为最常用、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外部冲击也常常进入决定因素集中，而它往往由美国实际利率之类的变量予以代表。

外部发展对特定国家违约概率的影响可以认为受到某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这样

做也证明了在债务违约模型中加入贸易和金融开放程度的合理性。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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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稳健性分析使用了每组中的代表变量，从而可以评估它们在模型不确定性中的

相对重要性。该分析还包含了债务管理变量，来解释现存外债投资组合的结构特点和新的

借贷条款的重要性，进而对违约概率进行估计。这些变量包括在下面将要定义的有效利率

和投资组合的平均到期时间。

数据和程式化的事实

这里使用的数据库反映了芒拿塞、罗宾尼、施美勒芬尼格（Ｍａｎａｓｓｅ，Ｒｏｕｂｉｎｉａｎｄ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ｐｆｅｎｎｉｇ，２００３）和费奥拉芒梯（Ｆｉｏｒａｍａｎｔｉ，２００８）①所使用变量的一个较大的子集。

它包括１６个变量的年度信息，这些变量覆盖了上面定义的主题群（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ｓ）中的代

表性回归变量（表２ ２）。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４６个新兴市场国家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不平衡

的面板数据。

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当某一个国家在某一年违约的时候该变量取１。一个国家在

给定年份处于债务危机的定义是，标准普尔判定其处于债务危机或者其接受了大额的非优

惠性ＩＭＦ贷款（定义为超过该国ＩＭＦ份额的贷款）。违约事件见标准普尔（２００４）；非优惠性

贷款可以由ＩＭＦ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得到。这里使用的一个国家违约的定义与芒拿塞、

罗宾尼和施美勒芬尼格（Ｍａｎａｓｓｅ，Ｒｏｕｂｉｎｉａｎｄ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ｐｆｅｎｎｉｇ，２００３）识别债务危机的标

准相符合。

回归变量包含了文献考虑到的表征主权债务违约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表２ １所示。

解释变量的数据来自ＩＭＦ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的《全

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ＣＰＩＡ）来自世界银行②。

两个债务管理变量———有效利率和投资组合的平均到期时间———是从《全球金融发展》

得到的。每一个变量代表了不同的成本，并且与债务管理者想要做到的风险最小化相关。

有效利率———由ｔ年的利率支付除以ｔ－１年的债务冲击或者每一单位债务的平均利息支付

得到———代表测量偿还现存债务组合成本的一种经典方法。这一变量的增大说明现存债务

成本上升，同时增加了对财政平衡的压力。

平均到期时间衡量的是延期偿付现存债务组合的平均时间。这一指标的缩短说明债务

组合被更频繁地延期，从而更加容易受到再融资的影响。这一指标涉及新债，它刻画了债务

积累的边际成本。

国家被分为两个子样本（见表２ ２）。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总外债占国民收入总值（ＧＮＩ）

的比重低于５０％（大概是这一变量在完整的数据集的中值）的年份，我们就说该国属于低负

债水平组。如果是一个国家债务比例高于５０％的年份，我们就说该国属于高负债水平组。高

３４

①

②

感谢马科·费奥拉芒梯（ＭａｒｃｏＦｉｏｒａｍａｎｔｉ）与我们分享他的数据集。

ＣＰＩＡ将国家从１到６评级，得分越高说明政策和制度质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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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７
１

３
．７
３

３
．７
５

６
．０
０

２
．０
５

０
．７
２

经
常
账
户
占
国
外

直
接
投
资

－
３６
６
．１
４
－
１１
７
．８
０
３１
６１
４
．２
９
－
３４
７７
１
．２
９
３
２９
９
．７
９
－
３７
３
．７
４
－
１１
５
．４
０
３１
６１
４
．２
９
－
３４
５８
８
．２
５
３
２７
５
．９
３
－
３５
９
．０
４
－
１１
９
．８
８
２１
４８
５
．７
１
－
３４
７７
１
．２
９
３
３２
８
．２
４

经
常
账
户
占
国
民

总
收
入

－
２
．１
９

－
２
．３
８

１８
．５
２

－
１７
．４
９

４
．７
１

－
１
．８
６

－
２
．０
４

９
．８
７

－
１０
．２
１

３
．２
４

－
２
．４
９

－
３
．１
８

１８
．５
２

－
１７
．４
９

５
．７
４

经
常
账
户
占
储
备

－
３４
．６
７

－
２６
．４
７

９９
８
．９
８

－
５３
０
．２
０

９４
．４
５

－
３２
．３
７

－
２４
．４
１

１５
１
．６
２

－
４６
０
．４
９

６０
．７
５

－
３６
．８
２

－
２９
．９
３

９９
８
．９
８

－
５３
０
．２
０

１１
７
．６
１

有
效
利
率

５
．４
３

５
．０
４

２１
．１
９

０
．０
９

２
．３
４

５
．６
４

５
．３
３

１３
．４
４

２
．１
１

１
．９
５

５
．２
４

４
．８
４

２１
．１
９

０
．０
９

２
．６
４

平
均
到
期
时
间
（ 年
）

１６
．６
６

１５
．５
０

３８
５
．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７
．７
３

１６
．３
７

１３
．５
０

３８
５
．４
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０
７

１６
．９
３

１６
．８
０

３４
．７
０

０
．０
０

５
．３
４

外
债
占
国
民
总
收
入

５８
．４
４

５１
．３
２

２５
３
．２
１

４
．１
３

３６
．２
５

３１
．２
９

３１
．８
６

４９
．８
２

４
．１
３

１０
．９
７

８３
．８
２

７１
．７
３

２５
３
．２
１

５０
．０
５

３３
．１
１

外
债
占
储
备

７９
９
．５
６

５１
３
．２
２

８
３９
９
．８
２

４４
．７
９

９６
２
．０
８

４５
０
．０
９

３２
２
．８
３
２
２８
１
．４
３

４４
．７
９

３７
０
．２
５
１
１２
６
．１
７

７３
７
．５
９
８
３９
９
．８
２

１３
５
．４
８
１
２０
１
．７
８

Ｇ
Ｄ
Ｐ
增
长

３
．４
８

４
．０
０

１６
．１
０

－
１３
．４
０

４
．４
７

４
．０
６

４
．３
０

１５
．２
０

－
１２
．９
０

４
．２
６

２
．９
５

３
．６
０

１６
．１
０

－
１３
．４
０

４
．６
１

通
胀
率

５１
．９
３

９
．３
０
１１
７４
９
．６
０

－
３０
．３
０

５３
８
．７
０

３９
．３
１

１０
．９
０
２
０７
５
．８
０

－
１
．４
０

１８
３
．５
８

６３
．７
２

７
．９
５
１１
７４
９
．６
０

－
３０
．３
０

７２
８
．４
８

对
外
开
放
程
度
（ 进

出
口
总
额
占
Ｇ
Ｄ
Ｐ
）

７７
．９
４

６４
．３
８

４３
６
．５
１

１５
．４
７

５０
．７
０

５８
．９
０

５２
．８
６

２１
２
．０
８

１５
．４
７

３１
．５
３

９５
．７
３

７５
．７
４

４３
６
．５
１

２９
．１
６

５８
．２
８

币
值
高
估
（ 与
实
际

汇
率
趋
势
的
偏
差
）

４１
．２
１

４０
．３
５

９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７
．２
８

４１
．８
０

３９
．６
８

９５
．０
０

１５
．１
８

１６
．４
９

４０
．６
７

４０
．９
４

７８
．４
５

０
．０
０

１８
．０
０

基
本
赤
字
占
国
民

总
收
入
比
例

０
．５
４

０
．２
３

２１
．７
０

－
２０
．０
２

４
．４
６

－
０
．０
５

－
０
．０
８

７
．７
１

－
１０
．５
４

２
．８
９

１
．１
０

０
．７
０

２１
．７
０

－
２０
．０
２

５
．４
９

短
期
债
务
占
储
备

比
重

１１
４
．４
０

６４
．８
８

２
３９
９
．８
３

０
．９
４

１９
９
．０
８

７０
．４
７

４６
．６
８

６１
０
．４
７

０
．９
４

７４
．３
０

１５
５
．４
６

８１
．２
５
２
３９
９
．８
３

４
．８
１

２６
１
．０
６

短
期
债
务
占
总
外

债
比
重

１５
．０
２

１２
．９
５

６５
．０
６

０
．８
３

１０
．１
３

１６
．７
８

１５
．４
０

６５
．０
６

１
．６
１

１０
．６
３

１３
．３
８

１０
．９
６

６１
．１
４

０
．８
３

９
．３
６

美
国
国
债
利
率

５
．３
７

５
．０
７

１４
．０
８

１
．６
１

２
．１
９

５
．２
１

５
．０
２

１４
．０
８

１
．６
１

２
．１
６

５
．５
３

５
．４
１

１４
．０
８

１
．６
１

２
．２
２

观
测
值
／
国
家

５０
３／
４６

２６
１／
３９

２４
２／
３５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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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水平国家对外部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几乎是低负债水平国家的两倍。低负债水平组国家的

平均外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为３１％，而高负债水平国家的这一比重为８４％。平均而言，低负

债水平国家比高负债水平国家（债务占ＧＮＩ的比重超过５０％）经济增长要足足高１个百分点，

并且前者的通胀率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这一观测结果与最近的文献一致（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

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一般来说，债务占ＧＮＩ的比重低于５０％的国家往往有一个小额的基本盈余，

而债务占ＧＮＩ的比重高于５０％的国家则具有一个基本赤字。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样

一个实证发现，即财政盈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缩减公共债务至关重要（ＧｉｌｌａｎｄＰｉｎｔｏ，

２００５）。政策和制度的质量（由世界银行的ＣＰＩＡ评级衡量）在低负债水平国家稍好一点。

债务较多的国家比债务占ＧＮＩ的比重低于５０％的国家更开放。高负债国家的平均开

放度是低负债国家的两倍。负债更多的国家具有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由于这些国家的准

备金覆盖率相对于它们的外债总额、短期负债以及经常账户赤字来讲太低，所以，他们很少

能躲过违约事件的影响。

样本数据在债务风险指标方面并没有强调显著的不同。平均而言，尽管低负债组的两

个异常国家（１９９８年的巴拉圭，平均到期时间９１年；２００２年的罗马尼亚，平均到期时间３８５

年）扭曲了这一子样本，我们在外债利率或者到期债务组合并没有发现很大的不同。具有较

低外债水平的国家确实倾向于具有较高比例的短期债务，这说明他们比高外债水平国家更

多地暴露于展期风险之中，但同时也比他们更有能力展期较大比例的债务。在某种程度上，

外债期限结构是内生的，因为具有较高违约概率的高负债国家可能会发现他们无法进入短

期借贷市场。

在模型的不确定性下揭示债务违约的稳健性决定因素

表２ ２的描述性统计清晰地描绘了违约国家的不同特征。为了识别主权债务违约稳

健的预测指标，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计量经济分析。

评估模型的不确定性

评估违约决定因素的常用经济手段是定义一个二分变量（狔），在违约时期，狔的取值为

１；在其他时候，狔的取值为０。假定有一个变量集犡＝｛狓１，…，狓犽｝包含犓个变量，这犓个

变量被看做触发债务违约的潜在解释因素。原则上讲，这些变量的任意组合都可以被看做

一个模型的回归量。令犡犽表示这样一个变量组，其变量来自犡且变量数犽≤犓。一个使用

这个协变量组解释违约的典型模型由下式给出

犘（狔＝１狘犡犽）＝犉（犡犽β） （２．１）

其中，若犉（狕）是一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１－犉（狕）＝（１＋ｅ
狕）－１），则模型是一个ｌｏｇｉｔ模型，

若犉（狕）是一个高斯分布函数（犉（狕）＝Φ（狕）），则模型是一个概率单位模型。一旦犉（狕）选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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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可以按照所含变量定义一个模型。因此，可以考虑２犓个模型（每个模型可表示为犕犼，犼＝

１…２犓）。在这一设定里，使用ＢＭＡ法估计有用的参数时，可以将每一个估计值（因模型而异）用该

估计值所属的模型的后验概率进行加权，然后在整个模型上加总，共包含２犓个值：

犘（β狊狘狔）＝∑
２
犓

犿＝１

犘（β狊狘狔，犕犿）犘（犕犿狘狔） （２．２）

模型的事后概率是模型先验概率和其边际似然的函数，因此，犘（犕犽狘狔）∝犘（狔狘

犕犽）犘（犕犽）。我们需要对特定模型的参数以及整个模型的先验概率进行选择。一般文献中

较优的选择是模型整体平稳的先验概率，从而所考虑到的犓个变量中每个变量都有０．５的

先验概率被纳入进来。然而，这一模型先验概率的选择导致了平均先验模型大小只有犓／２，

并且给某些模型赋予相对过高的先验概率，而这些模型可能被认为“太大”而不适合计量经

济学的应用。雷和斯梯尔（Ｌｅｙ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２００９）提出在模型大小上使用高优指数，他们证明

这一方法使得应用ＢＭＡ时可以得到更稳健的推断。

拉夫特里（Ｒａｆｔｅｒｙ，１９９５）、卡斯和拉夫特里（ＫａｓｓａｎｄＲａｆｔｅｒｙ，１９９５）以及克莱德

（Ｃｌｙｄｅ，２０００）提出使用拉普拉斯近似来确定模型后验概率，这大大减少了包含有限个数被

解释变量的模型的计算量。比较两个模型的贝叶斯因子（犅犼犽＝犘（狔狘犕犼）／犘（狔狘犕犽））可以

通过贝叶斯信息准则（Ｓｃｈｗａｒｚ，１９７８）来近似为：

－２ｌｏｇ犅犼犽≈犅犐犆犽－犅犐犆犼

其中，犅犐犆犻是模型犻的贝叶斯信息准则。模型中包含新参数的不同面板数据可以通过

使用风险膨胀准则［（ＲＩＣ），（Ｆｏｓｔｅｒ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０４）］或者赤池（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１９７３）改变ＢＩＣ来实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摒弃单纯的贝叶斯情形，在模型间加

权平均，使用的权重在用非贝叶斯方法做推断时很合理但经常被用于ＢＭＡ过程（理论讨论

和应用见Ｃｌｙｄｅ，２０００）。我们使用ＲＩＣ近似来计算来自模型空间的不同参数的权重。

ＢＭＡ技术使我们可以计算诸如债务违约的不同潜在决定因素的后验包含概率等统计

量。这一统计量———包含某一给定变量的模型的后验概率之和———可以被看做这一变量属

于决定违约的实际模型的概率。后验包含概率一般被当做一个变量作为所考查的现象的决

定因素的稳健性。参数估计值的加权平均及其方差可以被看做考虑了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后

协变量的估计效果和准确性。因此，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估计文献中提出的不同机制的影响

的大小，还可以很全面地表现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方法可以使

我们按照稳健性对作为债务违约预测指标的解释变量进行排序。

主权债务违约的稳健型决定因素

我们使用了上文描述的ＢＭＡ设定，该设定使用了ＲＩＣ近似①和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模

６４

① ＢＩＣ近似也有用到，可以得出数量上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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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合（ＭＣ３）方法（Ｍａｄｉｇａｎ和Ｙｏｒｋ，１９９５）来计算模型空间①中的不同模型参数的后验概

率。为了给模型施加一个因果结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所有变量都滞后

一年。结果显示了每个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ＰＩＰ）、后验均值对和每一个协变量联系的参

数的标准差的比值（ＰＭ／ＰＳＤ，衡量估计的精度）以及每一个变量的模型平均的边际效应

（表２ ３）。

表２ ３　模型平均结果

变　量

全 部 样 本 外债／国民总收入＜０．５ 外债／国民总收入＞０．５

犘犐犘 犘犕／犘犛犇 犕犈犉犈 犘犐犘 犘犕／犘犛犇 犕犈犉犈 犘犐犘 犘犕／犘犛犇 犕犈犉犈

外债占储备的百

分比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９５８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４３１ 　０．０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６７６　０．０００１

ＣＰＩＡ指数 ０．２３６２ －０．５０５８ －０．０２３２ ０．９８３８ －２．９６９１ －０．１９２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００

ＧＤＰ增长 ０．２３３５ －０．５０１８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００

短期债务占全部

外债的百分比
０．０２０５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６４２ －０．３９７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０

对外开放程度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０００

币值高估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３ －０．４５１３－０．０００４

外债占国民总收

入的百分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０ －０．２０９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０００

通胀率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２８９ ０．００２９

有效利率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００

短期债务占储备

的百分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９ －０．２１１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０

美国国债利率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００

经常账户占储备

的百分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０

基本赤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３ －０．２２３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０

经常账户占国外直

接投资的百分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５１ －０．４１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０

７４

① 我们的应用中包含６５０００个模型。虽然这是一个可以驾驭的规模，但我们决定通过利用ＭＣ３取样器估计模型空

间来缩短计算时间。这样做使我们可以少估计模型空间中１／３的模型（在测试阶段运行１００００次后还有１００００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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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全 部 样 本 外债／国民总收入＜０．５ 外债／国民总收入＞０．５

犘犐犘 犘犕／犘犛犇 犕犈犉犈 犘犐犘 犘犕／犘犛犇 犕犈犉犈 犘犐犘 犘犕／犘犛犇 犕犈犉犈

经常账户占国民

总收入的比重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００

有效到期时间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０００

注：ＣＰＩＡ＝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世界银行）；ＭＥＦＥ＝模型平均的边际效应；ＰＩＰ＝后验包含概率；ＰＭ＝后验均值（对应

参数的后验分布的均值）；ＰＳＤ＝后验标准差（对应参数的后验分布的标准差）。全部样本中变量是按照ＰＩＰ排序的。

结果是在ａｂｕｒｎｉｎｐｈａｓｅｏｆ１０００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之后，重复１０００次ＭＣ３过程而得到的。

我们使用的数据集包含了多年期的偿债困难，这说明了被解释变量较高的持续度。尽

管在ＢＭＡ设定中，基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分变量的事实，具有国家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理

论上是可行的，但计算成本太高。因此，我们保留数据的混合结构，并解释各个国家不同时

间的差异。由于许多解释变量随着时间推移具有持续性，偿债问题的惯性可以部分地由协

变量的动态估计。或者，如克雷和尼赫鲁（Ｋｒａａｙ，Ｎｅｈｒｕ，２００６）所说，整个数据集将被整合

为一个关于持续违约和非违约事件的集合。将数据压缩到这些事件后，样本容量太小，不能

进行合理的模型平均分析：将债务危机时期定义为持续五年以上只能得到不足４０个有用

观测值。

表２ ３所示的结果说明，对于整个样本，外债占储备的百分比在估计其影响的时候，具

有较高的后列入概率（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ＩＰ）和精度。如预期一样，与之相关

的模型平均参数是正的，说明流动性可以降低主权债务违约概率。对于其他变量，要么ＰＩＰ

值小于０．５（ＰＩＰ期望值的基准），要么估计精度太小不足以作为主权债务违约的稳健决定因

素，或二者兼具。

对样本中高负债和低负债国家的ＢＭＡ估计表明可能存在关于违约决定因素的阈值效

应。对位于低负债子样本的国家／年份来讲，外债占储备的百分比越大或者由ＣＰＩＡ指数①

代表的政策和制度质量越低，则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大。对高负债水平的国家而言，从ＰＩＰ

的角度来看，作为违约预测指标的ＣＰＩＡ失去了稳健性。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负债与较

高的违约概率呈现稳健的正相关。

这一结果与瑞恩哈特、罗格夫和萨瓦斯坦诺（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Ｓａｖａｓｔａｎｏ，２００３）的结

论一致，他们也指出，负债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由通货膨胀替代）是主权债务违约的最重要的

８４

① 克雷和尼赫鲁（Ｋｒａａｙ，Ｎｅｈｒｕ，２００６）发现，在低收入国家ＣＰＩＡ对违约概率的边际效应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新

兴市场国家ＣＰＩＡ的边际贡献的ＢＭＡ点估计与之前的结论一致。他们还认为，低负债的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他们所考

虑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全样本来讲，政策和制度质量是违约的一个更强的决定因素，这说明对于低负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债

务水平并不是市场唯一考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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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素。然而，我们的样本选择强调的是，只有对于包含高负债水平国家的子样本，负债

和通货膨胀才是系统地相关的。而对于低负债国家，聚焦于提高政策和制度质量更有助于

避免违约。低负债国家一般具有较低的通胀率，这形成了较低水平的离散。

对于宏观经济变量比较稳定的一组国家，与制度框架相关的“软因素”作为违约事件的

预测指标开始显示出相关性。前面介绍的刻画债务成本和债务组合展期风险的债务管理变

量与违约概率并没有很稳健的相关性。

我们做的一些稳健性检验是为了保证当排除异常数据或者使用协变量的缩减集时①，这

些结果依然有效。去掉到期时间变量的两个极端值以后，结果并没有什么变化。接着我们

去掉作为潜在决定因素的变量———外债总额／国民总收入，而将基于短期债务的各个变量作

为研究变量的一部分。

此时的ＢＭＡ分析结果显示，短期债务总水平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稳健

的正效应，而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重则具有稳健的负效应。这说明，短期债务规模变量

很重要，但长期债务比例较高的国家更容易违约，这一效应可能与高负债国家无法进入短期

债务市场有关。

模型平均和主权债务违约的样本外预测能力

为了判定利用模型不确定性能否改进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样本外预测，我们构造了一

个简单的样本外预测。使用至１９９４年的数据，我们得到了样本中国家１９９５年违约概率的

模型平均预测值，这些预测值是用ＰＩＰ做权重对各单一模型预测结果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的。

为了比较模型平均结果与假如使用了模型选择而不是平均可能得到的结果，同样具有最高

ＰＩＰ的模型预测结果也保留了下来。我们将１９９５年的观测值加入预测期得到１９９６年的预

测值，然后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直至样本期末。

通过将概率预测转化为标志违约的“警报”，我们可以评估预测的质量。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我们需要对概率阈值进行界定，高于这一阈值的概率预测值则为违约预警。根据早期

预警系统的实证研究文献（Ｂｅｒｇ，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ｉｌｌｏ，２００４），我们定义一个政策制定者

的简单损失函数，这一函数是预测错误的危机占全部危机时期的比例和预测错误的“无违约

时期”占全部无违约时期的比例之和。这一函数说明，在主权债务违约预测时，政策制定者

同样看重第Ⅰ类错误和第Ⅱ类错误。使用这一函数，我们将定义“警报”的概率阈值估计为

在预测期内使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概率水平②。我们对基于ＢＭＡ的和来自单个最优参数（就

后验概率而言）的预测集都估计了阈值。结果显示，ＢＭＡ方法提高了单一模型的预测能力

（表２ ４）。模型平均预测在提高正确预警信号的比例方面表现尤为良好，虽然这是以略微

９４

①

②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没有详细列出来。向作者索取即可得到。

由于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愿意没有预测到将要发生的危机，因此损失函数可以对实际发生但没有正确预测到（第

Ⅱ类错误）的危机赋予更高的权重。然而，这样做会导致发出过多不必要的预警。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择同等程度最小

化第Ⅰ类错误和第Ⅱ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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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正确预测的无违约时期的比例为代价的。我们的结果进而表明，使用模型不确定性的

量化来加总各单一模型预测值的方法应该添加到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工具中，以预期和测度

潜在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表２ ４　预 测 结 果

项　　目 犅犕犃预测值 最优模型预测值

损失函数值 ０．３０３ ０．３２９

临界概率阈值 ０．３６２ ０．３５７

正确预警占总预警的比例 ０．８００ ０．７２５

正确的无预警占无违约时期的比例 ０．５９５ ０．６１７

注：结果是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３３７个观测值）的样本外预测。

相对于最优模型而言，这一改进相对不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模型空间后置高度集

中在少数模型上。这一“超级模型效应”与分析中所用的高优指数有关（Ｆｅｌｄｋｉｒｃｈｅｒ，

Ｚｅｕｇｎｅｒ，２００９）。使用高优指数结构可以改进模型的构成成分，但这会大大增加计算量。

结论

我们使用了４６个新兴市场国家横跨２５年的数据库和ＢＭＡ技术来判定债务违约的稳

健决定因素集。初步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具有不同债务水平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平均

而言，外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低于５０％（大约是样本中这一变量的中位数）的国家比外债

水平较高的国家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些国家同样具有基本盈

余。由于这些国家的开放程度不高，与高负债国家相比，他们较少受到外部需求波动的影

响，具有较低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较高水平的储备。

对于整个样本而言，违约概率只与负债水平紧密相关。对于债务与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低于５０％的国家而言，其政策和制度质量也是相关的。对于外债超过国民总收入５０％的国

家而言，通货膨胀和负债与较高的债务违约概率正相关，制度性安排和政策质量的重要性逐

渐消失。

代表债务成本和展期风险的变量并不是债务违约的稳健预测指标。这一结果证实了文

献中的观点，即只有少数宏观经济和制度质量指标在预测违约的时候是有必要的（Ｋｒａａｙ

ａｎｄＮｅｈｒｕ，２００６）。这同时也说明，要确定债务管理在减小违约概率方面的重要性还需要

做更多的分析。

结果说明，模型平均会提高债务危机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并且这一方法应该纳入政策制

定者的政策工具中，用于评估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使用阿尔伯特和齐伯（Ａｌｂｅｒｔ，Ｃｈｉｂ，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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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在ＢＭＡ框架中的结果可知，进一步的改善可以通过全面使用贝叶斯方法得到模型平

均结果来实现。从分析角度来讲，这一改善是显而易见的，但可能会增加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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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临界点： 主权债务何时变成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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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各个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公共债务都大幅增加。历史证据显示，金

融危机以后的债务增加会持续多年（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０）。此外，未来３０

年的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的标准化度量计划显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债务水平是不可

持续的（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Ｍｏｈａｒｔｙ，Ｚａｍｐｏｌｌｉ，２０１０）。如果把与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或有负债相

关的隐性公共债务考虑在内，我们将面临一个大幅放大的债务问题（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Ｍｏｈａｒｔｙ，

Ｚａｍｐｏｌｌｉ，２０１０）。

公共债务的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债务水平是不是达到了可能减缓经济增长的水平。

这样的一个“临界点”是否存在呢？如果债务水平超过了这一临界值，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多大呢？如果债务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上升水平，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根据瑞恩哈特和罗格夫（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的看法，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存

在”。将来自４４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做成直方图，他们发现了一个阈值———中

央政府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９０％———过了这个值，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一阈值引

起了媒体很大的注意，他们将其称作“临界值”（Ｐｏｚｅｎ，２０１０）。这一阈值具有很重要的现实

意义，因为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要么已经达到了这一临界点，要么预期很快达到并将多年内

高于这一临界点。

如果债务临界值存在，就存在理论和实证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一临界值因国家收入

而异。债务可能在低收入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因为低收入国家具有较不发达的国内金融市

场、不同的开放程度（Ｆｒａｎｋｅｌ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９；Ｌｅｖ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ｎｅｌｔ，１９９２）和不同的制度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３；ＡｌｆａｒｏａｎｄＶｏｌｏｓｏｖｙｃｈ，２００８）。债务水平通过通货膨胀渠道

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不同。没有发达的债券市场的国家，政府通过向中央

银行出售债券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因此，实证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相连，而高收入国家并没有这样系统的联系（ＣａｔｏａｎｄＴｅｒｒｏｎｅｓ，２００５；Ｐａｔｔｉｌｌｏ，Ｐｏｉｒｓｏｎ

ａｎｄＲｉｃｃｉ，２００２）。

本章分析了长期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的阈值以及低于或者高于这一阈值时债务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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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ＧＤＰ增长的不同影响。该分析是基于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０）最先提出的估计，同时

还考虑了诸如初始ＧＤＰ、通货膨胀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国家特征。

该分析提供了长期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对长期平均增长率的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方

面的较为严谨的分析，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它与现有文献有以下三个显著的不同

之处。第一，现有文献首先聚焦于外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Ｃｏｒ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ｎｄＲｕｉｚＡｒｒａｎｚ，

２０１０；Ｐａｔｔｉｌｌｏ，ＰｏｉｒｓｏｎａｎｄＲｉｃｃｉ，２００２，２００４）。本章则分析了全部公共债务和增长的关

系。第二，其他研究（Ｃｏｒ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ｎｄＲｕｉｚＡｒｒａｎｚ，２０１０；Ｐａｔｔｉｌｌｏ，ＰｏｉｒｓｏｎａｎｄＲｉｃｃｉ，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ａｎｄ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考查了外债对增长的短期影响，而本章的分析强

调长期的关系。第三，该分析使用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得出主要结论。与之前研究依

靠样条函数（Ｃｏｒ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ｎｄＲｕｉｚＡｒｒａｎｚ，２０１０；Ｐａｔｔｉｌｌｏ，ＰｏｉｒｓｏｎａｎｄＲｉｃｃｉ，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或者直方图（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不同，本分析使用的是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发明的阈值估计方法①。

本章的编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数据描述；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结果；

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

数据

本章分析是基于１０１个国家（７５个发展中国家和２６个发达国家）从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的年

度观测值的数据集（国家在附录中列出）。通过包含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该数据

集在原来的数据集上有所改进②。

主要的变量是公共债务总额、ＧＤＰ增长和一系列人们熟知的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表３ １）③。公共债务由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在考察债务与增长的关

系时，各级政府的债务都需纳入研究，因为这些债务影响到政府实施可能刺激经济增长的逆

经济周期的政策的能力。对于整个样本，债务对ＧＤＰ的比例平均为６７．１％（高收入国家是

５９．９％），平均ＧＤＰ增长是３．８％（高收入国家是２．６％）。

我们将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和初始ＧＤＰ看做控制变量。通货膨胀变量无须说明。开

放程度是由进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计算的。初始ＧＤＰ是１９７０年的人均

ＧＤＰ的对数。为了确保没有内生性，我们选择了一个期初以前的数据。

４５

①

②

③

科迪拉、利齐和路兹 阿兰兹（Ｃｏｒ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ｎｄＲｕｉｚＡｒｒａｎｚ，２０１０）也估计了阈值回归。这些结果不是作为他

们论文的主要信息。

瑞恩哈特和罗格夫（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分析了２０个发达国家；其他研究特别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例如，

帕梯罗、波尔森和利齐（Ｐａｔｔｉｌｌｏ，ＰｏｉｒｓｏｎａｎｄＰｉｃｃｉ，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和科迪拉、利齐和路兹 阿兰兹（Ｃｏｒ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ｎｄＲｕｉｚ

Ａｒｒａｎｚ，２０１０），每一组都研究了６０个以上的国家。

实际ＧＤＰ是按２０００年的不变美元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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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　数 据 来 源

变　　　量 时　间　序　列 数　据　来　源

实际ＧＤＰ增长 ＧＤＰ（以２０００年不变美元计算） 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公共债务
一般政府债务总额

ＧＤＰ（以现值美元计算）

世界经济展望（ＩＭＦ）

开放程度

商品及服务进口（以现值美元计算）

商品及服务出口（以现值美元计算）

ＧＤＰ（以现值美元计算）

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通货膨胀 消费者物价指数 世界经济展望（ＩＭＦ）

初始ＧＤＰ １９７０年人均ＧＤＰ（以２０００年不变美元计算） 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研究方法

分析的主要结果使用的是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发明的阈值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我们还使用了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来将我们的结果与瑞恩哈特和罗格夫（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

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的结果联系起来。研究方法的描述主要集中在阈值估计方法上（我们不解释

回归中潜在的内生性）。

我们使用阈值估计是因为它比其他用来估计非线性函数的方法更高级。使用这一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数据，同时确定阈值水平、显著性、不同制度的系数以

及它们的显著性。

阈值回归模型

阈值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犢犻＝β０，１１｛犡犻≤λ｝＋β０，２１｛犡犻＞λ｝＋β１，１１｛犡犻≤λ｝＋β１，２１｛犡犻＞λ｝

　＋β２，１犠犻１｛犡犻≤λ｝＋β２，２犠犻１｛犡犻＞λ｝＋μ犻
（３．１）

其中，１代表一个指示函数，当括号内的事件发生时取值为１，不发生时取值为０；犢表示

长期平均实际增长率；犡表示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例的长期平均值；犠 表示控制变量；犻表示

不同国家。未知的阈值λ以及系数β０，１到β２，２是用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的阈值最小二乘法估计

的。方程３．１可以被写作两个方程，其中，第一个表示低于阈值的体制，第二个表示高于阈

值的体制：

犢犻＝β０，１＋β１，１犡犻＋β２，１犠犻＋μ犻　　　当犡犻≤λ时

犢犻＝β０，２＋β１，２犡犻＋β２，２犠犻＋μ犻　　　当犡犻＞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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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更具体的方法是将阈值设定在选择的控制变量上。如方程３．１所描述的那

样，我们从一个更一般的具有两个单独体制的方法开始。

阈值检验

我们通过检验长期平均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１９８０—２００８）与长期平均增长率的关

系来检验方程３．１中的模型。零假设是，这两种体制下的斜率系数和截距相等。在方程３．１

中，通过使用一个异方差一致拉格朗日乘子检验（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我们检验以下的零假设：

犎０：β０，１＝β０，２，β１，１＝β１，２，β２，１＝β２，２ （３．２）

如果不存在阈值，则不能拒斥３．２式，则只要估计一个简单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如果

存在阈值效应，则估计包括未知阈值λ在内的方程３．１。正如韩森所揭示（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

的，出于这一目的，我们使用了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值，因为它们可以复制渐近分布。

结果

总体来看，长期平均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与长期ＧＤＰ增长率的关系中存在阈值。

结果还说明，考虑初始ＧＤＰ很重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阈值不同，随着时间推移超过

债务阈值的成本很大。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是要考虑到长期平均债务所具有的潜在内生性。因为在这里我

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期平均债务和长期ＧＤＰ增长率的关系上，我们没法使用坎奈和韩森

（Ｃａｎｅｒ，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４）使用的工具变量阈值法，因为这一方法使用短期平均值作为工具变

量。短期平均债务可以被用来处理另外一个不同的研究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在一个面

板数据分析项目中解决。

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估计中增加初始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１９８０）来控制

忽略变量偏差和反响因果性。结果在阈值上两者并无质的差异，两个场合下的系数变化也

很小。

全部国家的债务阈值

第一个主要结果是，整个样本中７９个国家的平均长期债务占ＧＤＰ比重对ＧＤＰ增长

的阈值水平是７７．１％［（没有２２个国家的初始ＧＤＰ的数据），（表３ ２）］。如果债务超过

这一水平，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体的实际年度平均增长将减

少０．０１７４个百分点。这一效应非常显著并且在数量上很重要。低于这一阈值，新增债

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估计系数为０．０６５）。这一结果与理论上一致，即在适当的债务水

平下，较高的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事实上可能说明信贷约束较松，经济体具有较多的资源

可以用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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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　不同债务阈值水平下阈值回归结果

变　　量

场合１（债务≥７７％） 场合２（债务＜７７％）

斜　　率 标 准 差 斜　　率 标 准 差

初始人均ＧＤＰ对数值（１９７０）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贸易开放度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２

通货膨胀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１６４

债务／ＧＤＰ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１２８

注：被解释变量是实际平均ＧＤＰ增长。第一种体制和第二种体制的Ｒ２分别是０．９８５和０．９８７。第一种体制下有１２个国

家，第二种体制下有６７个国家。根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使用的似然比检验，在第一种体制下债务与ＧＤＰ比例的９５％置

信区间是［－０．０１９５，－０．０１５４］，第二种的是［０．０４０２，０．０９０５］。阈值估计的９５％置信区间是［０．７７０５７４，

０．７７０５７４］。

表示使用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的标准正常临界值，在５％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些结果是当排除方程３．２以后，从方程３．１中的模型得到的，这一方程最早由韩森发

明。我们控制的变量是初始人均ＧＤＰ（１９７０年，取对数）、通货膨胀以及贸易开放度。拉格朗日

乘子检验的统计检验量为１４．２１。由于极限值不标准并且可以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６）重新获得，由１０００次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复制得到的ｐ值是０．０９３，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通

货膨胀的系数不显著。贸易在高负债体制下具有正效应，这很可能是因为贸易可以获得更多

的信贷。初始人均ＧＤＰ的系数是显著的并且在低负债体制下高于高负债体制。

除去初始犌犇犘的债务阈值

第二个主要结果是，在估计中包含初始ＧＤＰ很重要。去掉初始ＧＤＰ重复进行估计会大大改

变阈值。债务与ＧＤＰ比例的估计阈值为９７．６％（表３ ３）。影响很小但有很显著的正效应。

表３ ３　除去初始犌犇犘，在不同的债务阈值水平下阈值回归结果

变　　量

场合１（债务≥犌犇犘的９７．６％） 场合２（债务＜犌犇犘的９７．６％）

斜　　率 标 准 差 斜　　率 标 准 差

贸易开放度 　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通货膨胀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１０３

债务／ＧＤＰ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０６９

注：被解释变量是实际平均ＧＤＰ增长。第一种体制和第二种体制的Ｒ２分别是０．９７６和０．９６９。第一种体制下有１１个国

家，第二种体制下有８８个国家。在第一种体制下债务与ＧＤＰ比例的９５％置信区间是［－０．０１７３，－０．０１３０］，第二

种的是［０．０６８８，０．０９４６］。估计值是基于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的似然比检验。阈值估计的９５％置信区间是

［０．９０７４，１．０４４１］。

表示使用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的标准正常临界值，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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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是通过对方程３．２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得到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检验统计

量为１２．７５，在１０％置信水平下显著。样本覆盖了全部９９个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债务阈值

第三个主要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阈值有很大不同。对由发展中国家构成

的子样本进行重复估计得到的债务／ＧＤＰ阈值为６４％。并且债务超过这一阈值的影响稍微

大于其在全部国家的样本值（系数为－０．０２０，全部样本的系数为－０．０１７）。我们本想对发

达国家的样本也做这样的操作，但因样本容量（２６）太小而不能做。全部样本和发展中国家

的子样本的阈值不同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较低的债务水平时就面临着增长率问题。

这些基于对方程３．２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说明了阈值的存在性（表３ ４）。拉格

朗日乘子检验的系数为１８．６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值为０．００２。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容量为５５（由于

有些国家初始ＧＤＰ值无法得到而缩小）。控制变量的系数显示了预期的迹象。有趣的是，

对高负债体制来讲，贸易开放度的系数是正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低负债体制来说却

是负的，这可能是因为贸易壁垒的存在。

表３ ４　发展中国家阈值回归结果

变　　量

场合１（债务≥犌犇犘的６４％） 场合２（债务＜犌犇犘的６４％）

斜　　率 标 准 差 斜　　率 标 准 差

初始人均ＧＤＰ对数值（１９７０）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４

贸易开放度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７

通货膨胀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３１１

债务／ＧＤＰ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０９３

注：被解释变量是实际平均ＧＤＰ增长。两种体制的Ｒ２都是０．９８。第一种体制下有１６个国家，第二种体制下有４０个国

家。在第一种体制下债务与ＧＤＰ比例的９５％置信区间是［－０．０３１２，－０．００８８］，第二种的是［０．０４９１，０．０９６５］。

这些结果是基于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的似然比检验得到的。阈值估计的９５％置信区间是［０．６３３５，０．８５２４］。

表示使用韩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的标准正常临界值，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超过债务阈值的总成本

第四个主要结果是，债务／ＧＤＰ超过阈值的影响以ＧＤＰ增长率来讲，代价巨大（表

３ ５）。最极端的例子是尼加拉瓜，如果其债务水平能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阈值６４％的水平

上，其平均年度实际增长率就可以提高４．７个百分点。高负债使ＧＤＰ实际增长率每年损失

４．７个百分点，也即在考查的２８年里总共损失了２６４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一例子说明了

持续超过债务阈值水平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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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５　各国超过债务阈值而损失的增长

国　　家

如果债务／犌犇犘处于阈值

水平的增长率

（实际平均增长率％）

实际犌犇犘增长率年度

损失百分点

２８年的累计损失

（实际犌犇犘增长

率损失百分点）

安哥拉 ３．２ １．２ ６２．８

比利时 ２．７ ０．６ １８．４

玻利维亚 ２．４ ０．１ １．６

保加利亚 ２．５ ０．６ １６．７

布隆迪 ２．６ ０．８ ２４．３

加拿大 ３．１ ０．４ １１．６

刚果共和国 ５．０ １．０ ３２．７

科特迪瓦 ２．１ １．２ ４１．１

克罗地亚 １．５ ０．２ ６．０

厄瓜多尔 ３．０ ０．１ １．５

希　腊 ２．２ ０．０ ０．５

几内亚 ４．０ ０．４ １３．０

匈牙利 １．８ ０．１ ３．２

印度尼西亚 ６．８ １．３ ４５．２

意大利 ２．１ ０．４ １０．９

牙买加 ２．０ ０．２ ５．１

日　本 ２．９ ０．６ １８．６

约　旦 ５．１ ０．１ ２．３

老　挝 ６．８ ０．８ ３３．０

拉脱维亚 ２．５ ０．１ ３．１

黎巴嫩 ５．２ ０．４ １１．７

马达加斯加 ２．４ ０．５ １５．３

马　里 ３．３ ０．２ ５．２

尼加拉瓜 ６．６ ４．７ ２６４．６

尼日利亚 ３．４ ０．２ ４．７

菲律宾 ３．２ ０．０ １．２

塞拉利昂 ３．１ １．０ ３３．０

新加坡 ７．３ ０．４ １３．０

坦桑尼亚 ５．０ ０．２ ６．３

注：发达国家使用的债务阈值为７７％，发展中国家为６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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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与瑞恩哈特和罗格夫的结果的比较

可以通过对瑞恩哈特和罗格夫提供的高于和低于债务阈值的子样本进行简单混合最小

二乘回归来比较我们的结果与他们的结果。正如瑞恩哈特和罗格夫基于直方图的分析所

示，在混合回归中，我们发现一个９０％的体制转换点。然而，按照６０％的阈值重复进行混合

回归也会有一个体制转换点。这些结果说明他们的方法并不能得到清晰的阈值水平。而

且，鉴于控制初始ＧＤＰ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直方图和混合回归的使用只是象征性的，必

须谨慎理解其含义。至少从较长时期而言，公共债务在较低的债务水平上就可能损害经济

增长①。

与瑞恩哈特和罗格夫做法一样，我们将相同的２０个工业国的ＧＤＰ增长率和政府债务／

ＧＤＰ的数值放在一起，然后对两组国家进行简单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存在异方差修正错

误）。第一组包含的是债务水平至少为９０％的国家（表３ ６），第二组包含的是负债率低于

９０％的国家。我们比较这两组国家回归的债务与ＧＤＰ比率的斜率系数，可以得到比瑞恩哈

特和罗格夫更精确的债务水平低于和高于阈值的国家的比较。正如瑞恩哈特和罗格夫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０）认为，债务与ＧＤＰ比率为９０％时，存在一个体制转换点②。

我们将这一简单的操作扩展一下，考虑债务与ＧＤＰ比率为６０％的情形。第一组观测值

对应的是超过６０％的负债率，第二组对应的是低于６０％的负债率。与９０％的阈值相比，这

两组的斜率系数差异很小。然而，在这些回归中，在阈值水平存在一个体制转换点，而在高

于阈值时，债务对ＧＤＰ的影响变为负值。

表３ ６　犌犇犘增长率和负债率

负 债 率 斜　　率 标 准 差 狋检 验 狆　　值

≥９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６５ －２．１０ ０．０３８

＜９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５ ０．２３ ０．８１９

≥６０％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３７ －２．４３ ０．０１６

＜６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３ ０．５１９

结束语

这一分析控制住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实证检验了阈值的存在并估计了阈值，

０６

①

②

我们使用的时间段比瑞恩哈特和罗格夫短，并且我们使用的是一般政府债务而不是他们使用的中央政府债务。

简单混合回归并不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也不检验阈值的存在性，因此，应该谨慎地理解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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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债务与增长关系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加入人均收入会使阈值受到影响，并且当在

样本中去掉高收入国家时，阈值会减小。

主要的研究结果是，对于整个样本而言，平均长期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率对ＧＤＰ增长

的阈值是７７％，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一阈值为６４％。超过这一阈值对国家来讲代价很

大，如果债务水平在很长时期内超过这一阈值，则要损失ＧＤＰ增长。

债务阈值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对于阈值水平一定要审慎理解。我们的分析

是基于近３０年的长期平均值的，因此，暂时偏离平均值不一定会对增长有负作用。如果一

个国家由于衰退而有一到两年负债率超过阈值，其长期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受损（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０）。债务阈值的存在并不会妨碍短期的财政稳定政策（Ｌｅｅｐｅｒ，Ｂｉ，２０１０）。然而，如果

债务激增使负债率在数十年内超过阈值，则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受到损害。

附录：覆盖的国家

表３犃 １　按类型覆盖的国家

经 济 类 型 国　　　　家

发展中国家

（７５个）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贝宁、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

索、布隆迪、喀麦隆、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

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肯尼亚、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摩洛哥、尼加

拉瓜、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尼日尔、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

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泰国、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

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

发达国家

（２６个）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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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４

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的决定因素

迪米特里·贝拉斯　迈克尔·帕佩约阿鲁　艾娃·裴特罗娃

在当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主权债券利差都在显著扩大。这

种情况的恶化已经被归因于国内金融体系和财政刺激方案支持的大型公共干预带来的不利

影响，从而导致迅速增长的公共债务和资产负债风险。负有大量债务和不具备健全银行部

门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

这些发展已促使人们对主权债券利差的决定因素产生了新的兴趣。本章将通过调查基

本的（宏观经济）和临时的（金融市场）因素对主权债券利差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为人们认识

这个问题助一臂之力。

许多研究探讨了主权债券利差与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和变量之间的关系（Ｂａｌｄａｃｃｉ，

ＧｕｐｔａａｎｄＭａｔｉ，２００８；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Ｍｏｄｙ，１９９８；ＫａｍｉｎａｎｄＫｌｅｉｓｔ，１９９９；Ｍｉｎ，

１９９８）。这些研究探讨了债务、财政变量、储备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及不同期限利率在

解释主权债券利差中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发现了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尤其是

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和特定时间跨度的情况下，但关于哪些是决定主权债券利差的稳定且重

要的因素在这些研究中尚远未解决。

这些研究的一个扩展是用动态误差修正模型来确定主权债券利差的短期和长期诱因

（例子包括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ｉａ，Ｇｏｅｄｄｅ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０；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

２０００）。费鲁齐（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认为在给主权风险定价时市场要把宏观经济基本面考虑进

去。外债占ＧＤＰ的比例、开放程度、摊销占储备的比例以及经常项目收支占ＧＤＰ的比例都

与主权利差显著相关；利息支付对外债的比例和短期外债的比例也与主权利差相关，但是更

弱。就像主权利差和外部因素之间所显示的强有力的实证关系一样，如全球流动性状况和

美国股票价格，费鲁齐还发现非基本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与主权债券利差相关的金融部门和危机因素。艾伯纳（Ｅｂｎｅｒ，

２００９）发现在中欧和东欧，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的政府债券利差有显著的差异。根据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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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危机期间宏观经济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重要性，而市场的波动性、政治上的

不稳定或不确定性以及全球性因素解释了利差的上升。戴拉米、马森和帕道（Ｄａｉｌａｍｉ，

ＭａｓｓｏｎａｎｄＰａｄｏｕ，２００８）提出了一个框架，违约的概率是无风险利率（美国国债）的一个非

线性函数，这意味着美国利率本身是不足以解释利差水平的。债务动态的严重程度、全球流

动性状况、对风险的偏好和震荡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重要，并且要在危机和非危机时期

之间做出一个区分。

莫迪（Ｍｏｄｙ，２００９）研究了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券利差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联系。他

认为，金融脆弱性（由国家金融部门的股票指数与整体股票指数的比率来衡量）与利差变动

密切相关。例如，从欧元的引入到２００７年７月之间的这段时间，市场认为主权债务违约的

概率可以忽略不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利差上升，因为投资者总是寻求无风险

资产。在２００８年３月援助贝尔斯登（ＢｅａｒＳｔｅａｒｎｓ）之后，国家之间的利差出现分化，主要原

因是各国国内金融业发展前景的差异。２００８年９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差异开始扩大，因

为一些国家要为其高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例而受到更多的惩罚。

一个已经受到很大关注的相关议题是主权利差和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主权债券利差被

广泛认为是对一个国家的整体风险溢价的综合测量指标，涉及市场、信用、流动性和其他方面

的种种风险。卡色雷斯、古佐和色格费阿诺（Ｃａｃｅｒｅｓ，ＧｕｚｚｏａｎｄＳｅｇｏｖｉａｎｏ，２０１０）控制了全球

风险厌恶和宏观经济基本面，从信用违约互换利差中提取信息，建立了主权利差联合概率困扰

的模型。他们的做法有助于评估欧元区主权利差波动较大的程度，反映了全球风险厌恶情绪

的变化和国家特定风险的上升。结果表明，在危机早期，全球风险厌恶情绪的激增是影响主

权利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最近，国家特定因素正在开始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模型通过引入金融压力指数（该指数试图刻画一个国家金融健康状况），从而扩展

了费鲁齐（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的框架。这样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与金融脆弱性相关的新兴市

场主权债券利差的变动以及金融危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

脆弱性在解释短期内的利差变动时似乎是一个关键因素，而这种脆弱性由ＩＭＦ工作人员提出

的新兴市场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这一发现与金融危机时期可能对主权债券发行人的还本

付息能力造成不利影响的观点一致，这也反映在他们发行的债券收益率的溢价上。从长远

来看，影响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和可持续性并且因而影响其债务偿还能力的宏观经济因素以

及政治风险成为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本章编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理论框架和所使用的变量；第二部分提出校准模型、选定

的变量以及数据；第三部分列出基于静态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算法和汇集平均群方法；第四

部分讨论结果；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方法框架

我们提出一个把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消费选择形式化的主权借贷模型。根据该模

４６



第四章　
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的决定因素

型，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平滑其消费路径———国内资源稀缺时从国外借贷，国内资源丰

富时偿还债务。在这一背景下，外资银行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体是否有生产出足够

的外汇资源以满足偿付其外部债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政府是否有生产足够的国内资源以

购买外部债务所需外汇的能力。我们通过延展费鲁齐（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模型以形式化此

框架。

我们分析的出发点是新兴市场主权债券的违约概率狆和无风险利率（即等于到期美国

国债利率狉）之间的简单关系。具体而言，基于总体的假设，新兴市场主权债券的预期收益

（利率犻）应该与美国国债得到相同的收益１＋狉＝（１＋犻）（１－狆）＋０·狆，基于该国可能面对

财务困境的因素，我们调整违约概率，在这种情况下违约概率更有可能由如下公式表示：

１＋狉＝（１＋犻狋）（１－狆·犐狋）＋０·狆·犐狋 （４．１）

这里，犐狋是金融压力指数。我们假设金融压力指数取值在短期大于０，从而使１－狆·

犐狋＞０，在长期等于１；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看似无关要紧的财务状况也可以减轻或放大违约

的概率。例如，一个如目前的金融危机的高压力时期可能会暂时增加主权债务违约概率，而

这将提高国内利率以恢复与无风险利率的等价关系。从长远来看，违约概率是常数且仅由

宏观经济基本面决定，如下文所述。

美国国债的利差可以写成：

犛狋＝犻狋－狉＝
１＋狉

１－狆·犐
（ ）

狋

－１－狉＝（１＋狉）
１

１－狆·犐狋
－（ ）１

＝（１＋狉）
狆·犐狋

１－狆·犐狋
（４．２）

我们假设，如果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市场分两阶段获得融资。因此，只有当期偿还债务

且上一期未发生债务违约，政府才有能力通过发行债券来应对其资金需求。鉴于主要公共

开支（犌狋）和现有外部债务存量的利息支付（犻犇狋）由税收（犜狋）和债务发行（犇狋＋１－犇狋）来支

持，如果政府有金融市场准入的话，政府在狋期的预算约束如下：如果在上一期政府以概率

狆·犐狋－１发生了债务违约，则在狋期的预算约束为犌狋≤犜狋＋犇狋＋１狋∈犖，狋＞０；则政府在上

一期违约概率为狆·犐狋－１，且若犌狋＋（１－狆犐狋）（１＋犻）犇狋≤犜狋＋（１－狆犐狋）犇狋＋１狋∈犖，狋＞

０，则政府在上一期未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为１－狆·犐狋－１；且在当期未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

为１－狆·犐狋－１。

这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犝０＝∑
犜

狋＝０
β
狋
狌（犆狋）

约束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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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０＝犜０＋犇１

犌狋＋（１－狆·犐狋－１）（１－狆·犐狋）（１＋犻狋）犇狋≤犜狋＋［狆·犐狋－１

　＋（１－狆·犐狋－１）（１－狆·犐狋）］犇狋＋１，狋＞０

犢狋＝犆狋＋犌狋

犜狋＝犳（犢狋）

犢狋＝（１＋犵）犢狋－１，

其中，犝０是基于消费（犆狋）的跨期福利函数，β是贴现因子。

前两个约束是政府预算约束。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所有的外债都是公共的。第三

个约束是一般的会计等式，即国内总产出（犢狋）等于私人和政府支出总和。系统阐述的最后

两个方程是为完成模型所需要的，并且定义税收作为产出的一个函数，其随时间的推移而根

据产出演变（为简化起见，假设是外生的）。

在此方案中，最大化问题的解应满足：在狋－０期，犌０＝犜０＋犇１；且

　犌狋＋（１－狆·犐狋－１）（１－狆·犐狋）（１＋犻狋）犇狋

＝犜狋＋［狆·犐狋－１＋（１－狆·犐狋－１）（１－狆·犐狋）］犇狋＋１，狋＞０

在稳态下，

（（１－狆）
２
犻－狆）犇＝犜－犌，（狉（１－狆）－狆

２）＝
犜－犌

犇
（４．３）

利用公式（４．２），我们可以把狆表示为狊的函数：

狆＝
狊

狊＋（１＋狉）
（４．４）

其中，债务违约概率和主权债券利差同步上升。公式（４．３）在长期情况下的解有如下含义。

● 如果财政平衡收支和国内产出之比（犜－犌）／犢上升，狆和狊会下降（也就是说，较好的

财政形势会同时降低主权债券的违约概率和利差）。

● 较高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较高的违约概率与较大的主权债券利差相关。

● 如果债务存量高于财政赤字，无风险利率（狉）的增加会导致更高的主权债务违约概率

和更大的主权债券利差。鉴于这一条件总是满足，所以可以肯定地得出无风险利率和主权

债券利差正相关①的结论。

这三种关系确定了长期中（犜－犌）／犢、犇／犢、狉、狆和狊的预期理论符号。我们把狆和狊看

做（犜－犌）／犢，犇／犢和狉的函数。在短期中，利差也受到金融压力指数的影响，较高的压力

指数意味着较大的利差。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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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选择和数据

我们用下面的变量来解释利差水平。

● 外债／国民生产总值

● 外债利息支付／储备

● 短期债务／储备

● 外债摊销／储备

● 财政收支差额／国民生产总值

● 贸易开放度

● 经常账户余额／国民生产总值

● 金融脆弱性（金融压力指数）

● 无风险利率（美国３月期国库券和１０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宏观经济变量

我们的理论框架意味基本因素的选择，如无风险利率（狉）、债务存量（犇）、国民生产总值

（犢）和财政收支（犜－犌），是主权债券利差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流动性和可持续性指标需

要被考虑进来，以评估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流动性指标衡量其发行人履行当前义务的能

力。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储备存量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对国外流动性的缓冲，可用于偿还

债务①。因此，我们用包括（如储备比率）外债摊销、利息支付、短期债务总量以及财政收支和

经常账户余额一起来描述该国的总融资需求。我们预计这些变量对主权利差有一个正的影

响，即高的融资需求意味着高的风险补偿。

对外偿付能力与一个可持续的外部负债及影响它的因素相关联，如经常账户和贸易开

放程度（用进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特别是，开放程度低会影响贸易盈余，进而

增加外债违约的概率。因此，我们认为经常账户和贸易开放程度都有负的影响。

金融脆弱性和危机时期

仅采用宏观经济基本面来解释利差而不把政治和危机考虑进去，还不能充分捕捉债务

动态和违约概率（因此而影响利差）。使用经常在计量经济工作中应用的０ １二元变量（见

Ｍｏｄｙ，２００９）不能给压力的强度提供一个很好的测度，并且经常忽略模糊的“似是而非”的

事件，例如，２００６年６月，在新兴市场的销售加剧了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国家的价格波动，

７６

① 我们省略了一些文献中使用的变量。更复杂的模型会包括外部竞争力指数，如汇率（Ｂｏｒｄｏ，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ａｎｄ

Ｗｅｉｄｅｎｍｉｅｒ，２００９；ＭｃＧｅｅ，２００５），这些指数会影响贸易活动和财政可持续性。我们的模型包含一个贸易相关指标———

贸易，定义为进出口总额所占ＧＤＰ的比例———作为竞争力的替代。由于许多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都是商品出口国，所以

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是商品价格指数。我们用开放程度和ＧＤＰ来估计这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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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宏观经济只有轻微的影响。因此，我们运用由巴拉克利什兰（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０９）发展的新兴市场金融压力指数，它对新兴经济体的压力提供了一个高频测度。这个指

数的组成部分如下。

●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其随汇率贬值或国际储备下降而增大。

● 违约风险测度（主权债券利差）。

● 银行业的β，基于标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超过１２个月的滚动窗口（一个大于１

的β表示银行股的波动比例大于整个股市的波动比例，这意味着银行业从整体来说风险大

于市场）。

● 股价收益，按股票价格的下跌与市场压力增加相对应的方式校准。

● 渐变股票收益率波动，其中，较高的波动会引起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所有的估计中，我们修改了金融压力指数，通过剔除其主权债券利差部分，从而避免

了内生性问题。该指数越高表示压力越大。

政治上的不稳定已经被发现会损害发行人的信誉并增大违约概率（Ｂａｌｄａｃｃｉ，Ｇｕｐｔａ，

Ｍａｔｉ，２００８）。增加一个政治风险的测度会加大主权债券利差。

数据描述

数据集涵盖１４个国家从１９９７年第一季度到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间的状况。因变量是二

级市场利差，由ＪＰ摩根新兴市场债券指数（ＥＭＢＩ）提供。这个利差由一个指数测量，此指数

包含满足在交易时具有一定流动性的主权和准主权（用主权担保）工具。一个工具（债券）的

利差用新兴市场对具有较成熟功能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溢价来计算。一个国家的利差指数由

所有满足入选标准的债券的平均利差（即工具的市值的加权平均）来计算。这种指数的一个

好处是它的时间序列是连续的，债券到期前无间断。

模型右侧的变量包括具体国家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外部流动指标以及政治风险和金融

压力指数（表４ １）。我们编制系列数据用到了几个数据源，包括ＩＭＦ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

库和全球数据源以及哈佛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４ １　变 量 描 述

变　量 描　　述 单位 频率 插值 来　　　　源

利差

二级市场利差，由对具有

较成熟功能的美国政府

债券的溢价来计算

基点 每季度 无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ＥＭＢＩＧ

Ｉｎｄｅｘ）；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

国民生

产总值

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当前

价格水平下
美元 每季度 无

Ｈａｖ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ＭＦ２００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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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描　　述 单位 频率 插值 来　　　　源

外债 外债存量 美元 每年 有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

公共债务
公共债务存量与国民生

产总值之比
百分比 每年 是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ＩＭＦ

２００９ｃ）

短期债务 短期外债 美元 每年 是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

利息 外债利息支付 美元 每年 是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

储备
国际储备存量，不包括

黄金
美元 每季度 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ＭＦ２００９ｂ）

折旧 偿还外债的本金 美元 每季度 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ＭＦ２００９ｂ）

财政收支
财政收支与国民生产总

值之比
百分比 每季度 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ＭＦ２００９ａ）

经常账户 经常账户余额 美元 每季度 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ＭＦ２００９ｂ）

开放程度 进口＋出口／ＧＤＰ 百分比 每季度 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ＭＦ２００９ｂ）

政治风险

指数

总政治风险得分 （０—

１００），评价一系列与政治

稳定性和有效性相关的

因素，得分越高意味着政

治风险越大

指数 每季度 否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Ｕｎｉｔ

（２００９）

金融压力

指数

标准配置：外汇市场压力

指数（它取决于汇率和储

备变动）；主权利差（不

含）；银行业股票回报率；

股票收益率波动性

无 每季度 否 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９）

美国３月

期国库券
美国３月期国库券利率 百分比 每季度 否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

美国１０年

期政府债券

美国１０年期政府债券

利率
百分比 每季度 否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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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对变量（图４ １和表４ ２）统计数据的简单汇总显示，新兴市场债券的利差与外债（公

共和私人）占ＧＤＰ比例和公共债务（外部和内部）占ＧＤＰ比例高度正相关。利息支付比储

备、短期债务比储备和摊销比储备在较小程度上也与新兴市场债券的利差呈正相关，政治风

险指标和金融压力也有同样的影响。财政收支和经常账户与利差并非高度相关，且在估计

利差时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外部和公共债务比率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０．８）。为了最大限

度减少重复，我们用总外部债务比率来计算结果，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数据。三个流动性测

度———短期债务、利息支付和摊销比储备———同样是高度相关的，这表明在估计利差时，每

次估计只能使用一个变量。

图４ １　新兴市场债券利差的决定因素

校准和模型估计

如同费鲁齐（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戴拉米、马森和帕道（Ｄａｉｌａｍｉ，ＭａｓｓｏｎａｎｄＰａｄｏｕ，２００８）

一样，我们应用佩萨然、辛和史密斯（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１９９９）提出的汇总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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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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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水
平
在
１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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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ＰＭＧ）估计量来得出季度频率数据的结构。ＰＭＧ估计量与模型的短期和长期参数不

同，它允许短期参数来自各不相同的国家，同时保持长期弹性不变。使用这样的模型而不是

静态固定效应估计量有几个好处：模型的动态方面控制可能的协整性；模型把共性强加于

长期系数，但并不限制短期系数，这在经济上更加合理；把长期和短期分开考虑的观点，允许

在短期内把各个国家的一些特定变量考虑进去。巴勒塔吉和格里芬（Ｂａｌｔａｇｉ，Ｇｒｉｆｆｉｎ，

１９９７）、波德和（Ｂｏｙｄ，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０）验证了汇集估计量具有理想特征，可能在使用上胜过其

相似的异构体。他们发现，即使对比相对较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汇集模型往往能产生更

为合理的估计，并且它们提供全面的、优越的性能预测。这种估计方法适合在短期动态变化

中需要跨国变量而在长期则需要共性的框架，假设已经达到平衡（稳态）。这些假设似乎和

问题的本质相符。

许多研究者已经使用过基本对数模型，即：

ｌｏｇ狊犻狋＝α＋∑
犑

犼＝１
β犼狓犼犻狋＋ε犻狋 （４．６）

由于面板数据集的时间序列维度，所以正确的模型可能包含滞后因变量，这会造成标准

固定效应估计的偏差。如果假设各国的参数各不相同，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动态面板模型来

表示：

ｌｏｇ狊犻狋＝μ犻＋λ犻ｌｏｇ狊犻狋－１＋∑
犑

犼＝１

γ１犼犻狓犼犻狋＋∑
犑

犼＝２

γ２犼犻狓犼犻狋－１＋μ犻狋

通过重新排列，可以得到误差校正方程，即：

Δｌｏｇ狊犻狋＝犻ｌｏｇ狊犻狋－１－α犻－∑
犑

犼＝１
β犼犻狓犼［ ］犻狋 －∑

犑

犼＝１

γ２犼犻Δ狓犼犻狋＋μ犻狋

其中，犻＝－（１－λ犻）α犻＝
μ犻

１－λ犻
β犼犻 ＝

γ１犼犻＋γ２犼犻

１－λ犻

（该模型的这种形式同时适用于固定和Ｉ（１）系列）。括号中的术语是指利差狊和解释变

量的向量狓之间的长期关系，其中，β犼犻代表变量犼与国家狋之间的长期弹性。长期共性的假

设要求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些弹性不能不同，即意味着对于所有的犻，β犼犻 ＝β犼。

因此，估计方程为：

Δｌｏｇ狊犻狋＝犻ｌｏｇ狊犻狋－１－α犻－∑
犑

犼＝１
β犼狓犼［ ］犻狋 －∑

犑

犼＝１

γ２犼犻Δ狓犼犻狋＋μ犻狋 （４．７）

结果讨论

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估计系数，即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方程（４．６）和用ＰＭ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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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来估计方程（４．７）。总的来说，估计方法显示了决定主权债券利差的一些重要规律。

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方程（４．６）的基准模型（表４ ３中的模型２）包含所有的变量。模型（３）—（７）排除

了某些共线性的向量（流动性指标、利率）。模型１被设置为与基准模型的一个对比，用来论

证将财政压力指数运用到估计上的影响。基准模型在解释力（Ｒ２为０．７６）、标志和显著性方

面是令人满意的。财政收支和经常账户以外的所有系数都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债务储备

比率和债务摊销以外的所有系数都拥有预期的（负）符号。

所有流动性指标的总和为正，这表明，在一般情况下，相对于流动资源，更大的融资需求会增

加主权债务利差。这层含义由基准模型（３）—（５）所确定，这３个流动性指标单独使用时都有正

的符号，并且其中的两个（短期债务与储备比率、利息支付与储备比率）在统计学上高度显著。

表４ ３　固定效应估计

系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外债／ＧＤＰ
　３．４８５


　３．３６９


　３．０９９


　３．２３５


　２．９４４


　３．４３０


　３．４６２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４）

短期债务

／储备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６ －０．２３８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利息支付

／储备
３．１７４ ２．７９７ １．７１７ ２．９６４ ２．７７２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８） （０．２１４）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８）

摊销／储备
－０．４６６ －０．５５５ ０．０７３６ －０．５７８ －０．５２７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８）

财政收支

／ＧＤＰ

－０．９２７ －０．２８５ －０．９３５ －０．３６３ －０．４６６ －０．３５８ －０．３６２

（０．４２３） （０．４１４） （０．４４１） （０．４２３） （０．４０５）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２）

经常账户

／ＧＤＰ

－１．２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３５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２

（０．４５２） （０．５８３） （０．６３３） （０．５９７） （０．５９２） （０．５８４） （０．５８４）

政治风险指数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开放程度
－１．９８３ －１．６８２ －１．６１８ －１．８２０ －１．０５６ －１．８１２ －１．７５５

（０．２２８） （０．３０６） （０．３２９） （０．３１１） （０．２６６）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３）

金融压力指数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美国３月期

国库券利率

２．１２８ ５．００１ １１．６７ ６．６８１ １０．６２ ０．１６６

（２．３５０） （２．３３５） （２．３９８） （２．３５１） （２．２６９） （１．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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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美国１０年期与

３月期债券利差

３．８３３ 　７．２８１


　１３．３１


　８．５６７


　１４．９０


（３．０６７） （３．０７２） （３．２５２） （３．１３３） （３．２１３）

美国１０年期政

府债券收益率
　４．２１２



（２．２７７）

常数
４．２４２ ３．８８２ ３．５６７ ３．８２７ ３．３２９ 　４．１７６

 ３．９５２

（０．２５２） （０．２６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１）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０）

观察次数 ５３２ ４３８ ４３８ ４３８ ５１２ ４３８ ４３８

Ｒ２ ０．７１６ ０．７６３ ０．７１９ ０．７５１ ０．７０９ ０．７６ ０．７６２

国家数量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注：因变量是ＥＭＢＩ利差的对数形式。标准差在括号中。ＥＭＢＩ＝新兴市场债券指数。显著水平为１％；显著水

平为５％；显著水平为１０％。

美国国债利率对新兴市场债券利差有很大影响。具体来说，３月期国库券利率增长１个

百分点，会使新兴市场债券利率差增加４个百分点；１０年期美国政府债券和３月期国库券之

间的利差每增长１个百分点，会造成新兴市场债券利差增大７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的政策

条件和收益曲线的斜率都会影响新兴市场债券利差。

金融压力指数也非常显著地与利差水平正相关，这表明，一个国家的金融环境特质会影

响其主权融资条件。若估计时将此指数（５％）排除在外，则会观察到判定系数（Ｒ２）有一个大

幅的下降，这表明此变量在解释利差水平时起到重要作用。

这一系列的估计显示，对于所有指标来说，财政平衡并不具有一致的统计学意义。这些

研究结果并非都与以往的研究相符，我们发现，在决定国际主权利差方面，本地因素相对于

外部因素起更小的作用。然而，债务对ＧＤＰ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造成利差上升３．５

个基点。若资产负债率的增加是由更高的财政赤字引起的，那么它的影响已经被考虑进去。

在不包含利息支付的模型中，财政平衡的变量系数显著，这表明共线性的存在。

汇总平均集模型

我们运用ＰＭＧ方法来估计方程（４．７），这个方法允许短期参数因国家不同而变动①。

通过估计得到的长期系数与由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系数进行了比较。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

关系是显著的
１

犖∑
犖

犼＝１

犻≠（ ）０ ，这就意味着利差水平不能只用短期变量（表４ ４）来解释。

５７

① 适用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Ｆｉｓｈｅｒ型单位根检验（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拒绝所有变量５％显著性水平

的单位根假设。佩萨然，辛和史密斯（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９）证明了ＰＭＧ估计量的一致性和渐近正态性是建立

在给定平稳性的标准条件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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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　汇集平均集估计

系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长期系数

外债／ＧＤＰ
　３．３１０


　２．７９３


　４．１７５


　２．３８０


　１．６８０


　３．４９０


　２．９２９



（０．３６０） （０．４７６） （０．５１４） （０．５９６） （０．６８１） （０．４０３） （０．４１４）

短期债务

／储备
－０．９７４ －０．９００ ０．４８１ －１．１４２ －０．８７０

（０．１６６） （０．２２１） （０．１６５）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４）

利息支付

／储备
６．２５２ ６．５９１ ３．６２０ ６．１７７ ６．２８９

（０．６３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６４） －０．６５４ （０．７４５）

摊销／储备
－１．２６７ －１．４６５ －１．４１７ －１．２４１ －１．２７９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８） （０．３９４） （０．２５８） （０．２４９）

财政收支

／ＧＤＰ

３．６７７ ４．１４１ ３．０５９ ４．２２８ ６．３１４ ２．７４３ ３．３９３

（１．０１４） （１．１２２） （１．０５７） （１．３２２） （２．１４２） （１．０３３） （１．０１２）

经常账户

／ＧＤＰ

－４．１００ －４．７６２ －２．５９２ －３．７４４ －５．６０４ －４．８０２ －４．５０３

（０．９２５） （１．１０２） （１．１７２） （１．２７２） （２．０９２） （０．９９１） （１．０３５）

政治风险指标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开放程度
－１．００５ －０．４６３ －１．８８９ －１．９３１ －２．００７ －０．７９３ －１．００３

（０．３９０） （０．５２４） （０．４９０） （０．５９２） （０．７３４） （０．４６９） （０．４５７）

金融压力指数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美国３月期国

库券利率

４．０５１ ２．０２３ ２３．４０ ２３．１６ １７．１８ ０．４２７

（０．１６６） （３．８００） （４．４９７） （４．５４１） （７．４５１） （１．７９７）

美国１０年期和

３月期债券利差

８．１５７ ７．０４５ １６．７１ ２４．３４ ２４．７２

（４．４２９） （４．６６５） （６．３１１） （６．２７９） （１０．４３０）

美国１０年期政

府债券利率

４．０９２２

（３．９４１）

误差校正

（ｐｈｉ）
－０．４２５ －０．４６３ －０．３０８ －０．３３８ －０．２１９ －０．４５０ －０．４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３）

短期系数

外债／ＧＤＰ
２．０９７ ２．２４８ １．６３４ ２．５４０ １．４９３ ２．３０７ １．５１５

（１．１５６） （１．３５９） （１．０６２） （１．１５８） （１．５５３） （１．３１５） （１．３４７）

短期债务

／储备
０．７９５ １．３４３ ０．０４６ １．６２６ １．５２１

（０．６６７） （０．７５７） （０．６３２） （０．７９１） （０．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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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利息支付

／储备
－４．７５３　 －８．７２６　 －３．２５９　 －９．１１５　－８．８６５


　

（４．２８８） （４．９８０） （３．６６２） （４．８２５） （５．１１４）

摊销／储备
０．７９５ １．３４５ １．２９２ １．１８５ １．３０２

（０．７８８） （０．９２４） （０．６８２） （０．９３３） （０．９００）

财政收支

／ＧＤＰ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７４ ０．８０２　 ０．６９３ －０．１６２ ０．２５５ ０．２２４

（０．４７２） （０．４７０） （０．５０３） （０．５４１） （０．３８７） （０．４３５） （０．４７０）

经常账户

／ＧＤＰ

１．８２５ １．２９６ ０．９８５ １．０３ ０．６４７ １．４９８ １．１８１

（１．０９１） （１．２０８） （１．２０１） （１．２５１） （０．８１３） （０．８８６） （１．２８９）

政治风险指标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开放程度
１．２８８ １．４５７ ２．４７５ ２．６０３ ２．１７７ １．９０８ １．３５６

（０．８５６） （０．６３９） （０．８１９） （０．８８８） （０．９２８） －０．８０１ （０．８９６）

金融压力指数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美国３月期国

库券利率

－３．５３９ －３．３２ －８．８５０ －１０．９５ －３．４６４ ０．８９３

（３．６０６） （４．４７４） （３．７８１） （４．１４７） （２．８６３） （２．９５６）

美国１０年期和

３月期债券利差

－４．６２２ （４．１９７） －５．７５５ －７．４１３ －４．２７３

（１．９０９） （２．９４８） （２．１５４） （２．４６２） （１．９４１）

美国１０年期政

府债券利率

－３．０２７

（２．４５２）

常数
１．２７９ １．４２３ ０．６３０ ０．８４９ １．１６７ １．２５３ １．５４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５１） （０．２１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５９）

观察次数 ５１７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９９ ４２５ ４２５

国家数量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注：因变量为ＥＭＢＩ利差的对数形式。标准差在括号中。ＥＭＢＩ＝新兴市场债券指数。显著水平为１％；显著水

平为５％；显著水平为１０％。

ＰＭＧ估计模型（２）包含了所有选定变量，表明了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几个重要区别。首先，

基本变量（债务比率和经常账户比率）、流动性指标（其和为正效应）和政治风险指数都为长期

显著而非短期。正如预期，这些变量决定主权债券利差的稳态水平。３月期美国国库券利率、

１０年期与３月期债券利差长期系数也为正，但只在模型（３）—（５）下显著，因为在这些模型下流

动性标量被一次包含在内。开放程度的长期系数只在模型（３）—（５）下为显著（负号）。

７７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其次，模型（２）下的短期系数为显著的变量仅有开放程度和金融压力指数。对于开放程

度，模型结果显示出短期与长期之间十分有趣的动态关系。虽然开放程度与更好的经济表

现相关，从而导致主权利差长期趋于较低水平，但它在短期带来的剧烈波动会对主权融资条

件造成压力。金融压力指数仅在短期为显著。由理论框架可知，它不影响稳态条件，这意味

着股票市场收益和外汇市场经历的波动对主权利差仅有一个短暂的影响。高误差修正系数

表明每期朝稳态的调整发生的概率为４６％。

总体而言，这些具体模型指向了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如债务及债

务相关变量、贸易开放程度、无风险利率、政治风险等）之间的稳固的长期关系。然而，部分

影响主权债券利差的变量———特别是在短期———似乎可以用国家的金融状况健康程度来解

释，即可以由金融压力指数来代替。这种效应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金融困境会增加违约

的概率，因而增大主权债券利差。这些结果与其他一些研究的发现相一致，特别是与费鲁齐

（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２００３）一致。

结语

本章利用新兴市场债券的二级市场利差分析了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和一系列宏观经

济及金融压力变量之间的短期与长期关系。为了确定变量的选择，我们引入了一个能够帮

助我们形成一定先验知识的框架。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模型以及ＰＭＧ估计技

术，这些模型使我们能够区分短期和长期效应。我们允许短期参数来自不同国家并考虑数

据的聚簇短期性质，这是合适的做法。模型的结果在符号、显著性和解释力方面都是令人满

意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分析表明短期内决定利差的因素中，金融波动比基本面指标更

重要。金融压力指数的短期系数在所有的估计中都是高度显著的，而基本面变量的短期系

数则只有较低的稳健性。这是一个创新的结果，它扩展了莫迪（Ｍｏｄｙ，２００９）和其他研究人

员的结果，他们使用危机时期虚拟变量证明金融波动和主权利差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从长期来看，基本面是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的显著性决定因

素。然而，鉴于其他因素（如政治不稳定、腐败和信息不对称等）对政府偿还债务能力的潜在

影响，它们也可能影响利差水平。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证明了政治风险是主权债券利差的一

个重要的长期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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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困境和企业外溢冲击
曼苏尔·戴拉米

债台高筑的发达经济体的主权信用风险连年攀升，这已成为政策关注和市场担忧的一个

主要问题。渐渐出现的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在

于提出一套更加系统的债务管理方案，而且它还为我们揭示主权债务与企业债务之间的互动

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一互动关系在投资者对政府运用公共财政的手段来稳定经济并为困

境中的企业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一个互为因果的负反馈循环。

尽管此类主权信用事件尚属少见，但在当今全球金融市场依旧动荡和许多国家的公共财政已

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它们发生的可能性却在增加，甚至是在那些外部债务管理系统看似有效

的国家也可能发生。在这种形势下，公共和民营信贷风险的市场评估与一般时期相比呈现出

完全不同的动态变化，因为在一般时期，市场相信政府的税收和开支可以为宏观经济冲击提

供缓冲。因此，理解这一市场动态机制，对各国能在投资者对政府丧失信心从而导致私人企

业难以获得外国资本的困局出现之前制定出缓冲和支持政策而言至关重要。

本章探讨企业在以债券市场利差超过某一临界值来衡量的市场动荡时期，对主权债务

违约风险的认知会对新兴市场中企业债券收益率的决定因素产生哪些影响。通过使用涵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在全球市场发行债券的新兴市场几乎所有企业和主权实体的全新的数据库

（４４４１宗交易，金额达１４６００亿美元），开发出一种实证方法来分析主权风险定价是否由企

业债券利差、特定债券属性的控制和共同全球风险因素决定。通过建立模型把企业债券利

差归纳为三种风险溢价，即企业违约、本国主权债务困境以及伴随着全球经济周期和全球金

融市场环境的改变而系统变化的新兴债券市场利差的补偿。

覆盖５９个国家，实际上涵盖了过去２０年所有主要新兴市场危机①，这样的数据集是充

１８

①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新兴市场危机一直不断：由比索的贬值造成的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墨西哥的龙舌兰危机；构成一次
主权债务危机的１９９８年俄罗斯州短期债券违约（ＧｏｓｕｄａｒｓｔｖｅｎｎｙｅＫｒａｔｋｏｓｒｏｃｈｎｙｅＯｂｙａｚａｔｅｌｓｔｖａ（ＧＫＯ））；以及从固定
汇率制度下的国际收支危机开始的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最终都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破坏。

２００２年的巴西经济危机和土耳其的外部债务问题都直接与市场对这两国大选的政治风险的认知相关，对全球市场也具
有负面的影响。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在范围上是空前的，事实上它起源于核心金融市场并且通过流动性
紧缩和寻求资金安全进而影响到新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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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翔实的，它允许对主权和企业信贷风险之间的联系做出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的研究。过去

２０年中每次冲击新兴市场的危机的独特本质都为差异的确定提供了额外的度量，从而可以

识别潜在的经济机制和途径。贯穿这些事件的一系列常见现象是强烈的风险厌恶以及随之

而来的由于投资者察觉到本地或全球风险因素而抛售新兴市场资产所造成的债券利差

扩大。

本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的内容突出了企业债务在决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部金

融状况中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为未来几年即将到期的企业债务再融资进行评估。

之后的内容介绍了存在主权风险激励实证分析情况下的两期企业债券价格估值模型，并归

纳了主要结果和发现。最后一部分内容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今后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关键

问题做出总结。

日益重要的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债务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投资和融资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这已成为２１世纪

头十年中融资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中，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主权需求呈下降态势，市场注意力转移至企业部分，它产生了新一

代新兴市场信贷和股票产品。在许多方面，伴随着融资渠道、债务可持续性和长期的投资

增长的发展启示，新兴的信贷市场已经向企业部门转移（同时包括民营和公共实体，如国

有银行和公共企业）。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间，新兴市场的企业债券市场

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灵活的、活跃的市场，向许多总部设在拉丁美洲、亚洲和中东的蓝

筹股企业提供了跨主要货币区和国家的大量外国资金的机会。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年

底，７２７家新兴市场的私有企业通过国际债券市场筹集到总计３３６７亿美元的外部债务资

金。宽松的融资条件也为进入国际银团贷款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１５８４家新兴市场民营

企业进入海外市场，通过２５９５笔贷款共筹集总计６４０．４亿美元的外币信贷。在此期间

通过债券和银团贷款而增加的国外资金总额达９７７０亿美元，而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仅为２２２０

亿美元（图５ １）。许多企业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购置石油或天然气、银行业务或者为积

极的跨境并购交易提供基金支持。基于新兴市场这一平台，跨国企业进行了更多的跨境

并购交易，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３９笔交易、价值１２０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８５７笔交易、价值

１０７０亿美元（Ｄａｉｌａｍｉ，２０１０）。

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新兴市场的民营部门借贷比公共部门借贷增长更快，至２００７年

其借贷总额已迅速增长至新兴市场总借贷的６９％（图５ ２和５ ３）。由于新兴市场企业

借贷者主要来自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从事如银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业的大型民营企

业，它们进入海外市场不仅巩固了长期增长态势和竞争力，而且还能使政策制定者在更大

的范围内向优先区域配置资源，如在农村或小商家的投资，同时做到不挤占企业部门的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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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　新兴市场私营企业对外债务发行（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ＤＣ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数据整理而得。

图５ ２　按部门划分的新兴市场债务总量（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ＤＣ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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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　按部门划分的新兴市场债券发行（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ＤＣ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数据整理而得。

　　新兴市场民营企业的巨大外币债务风险主要形成于经济繁荣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这产

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其一是债务可持续性，其二是为企业债务重组和负债管理而

设计的国际体制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部分时期，主权融资是新兴市场融资的

典型特征，并逐渐形成了市场惯例主体、信贷风险评估标准、债务重组和解决争端的国际

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内部和国际之间的政策与监管问题的完整体系。新兴市场融资的市场

格局从公共借贷到民营借贷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新的政策挑战以及制定相应

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估民营企业风险和违约概率的需要。与此同时，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

的几个鲜明特点———全球经济的严重低迷、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地方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危

机全球性———都可能意味着比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东亚金融危机经历更艰巨和漫长的债务重组

周期。

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企业部门的影响

遭受了信贷萎缩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重创，新兴市场企业部门能否以其以往的势头成为全

球债券发行市场的主要来源？在一些饱受出口大幅下滑和国内股票市场低迷之苦的国家，其

政府追求在实施紧缩的国内货币政策同时允许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来抵御外部冲击，而这些

国家的企业也已经遭受了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在这些国

家，金融危机对其新兴市场企业部门造成重创。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民营企业债务占新兴市场

债券总发行量的比例已经跌至约１４％，而这个数据在２００７年第二季度达到峰值，为７６％。

与此相反，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权债务发行所占比例大幅攀升。相对于新兴市场主权债

券利差，外币新兴市场企业部门债券利差在危机一开始便飙升至更高的水平，即使在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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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月之后，当主权债券利差开始收窄，外币新兴市场企业部门债券利差仍旧保持在高位。

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新兴市场的企业几乎被排除在国际债券市场之外（图５ ４）。

图５ ４　新兴市场私营企业债务发行（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ＤＣ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数据整理而得。

注：柱状图表示私营企业债券的价值。趋势线表示交易数量。数字代表季度数据

再融资需求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市场大幅波动、银行信贷萎缩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主权借贷

者剧烈竞争的环境中，以新兴市场为平台的企业在维持其巨额债务偿还义务时面临巨大挑

战。作为未来几年新兴市场企业债券发行量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即将到期的大量外币债务

的再融资需求将变得尤为巨大。来自债券和银行借贷市场的大约８９２０亿美元新兴市场企

业债务即将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到期，其中的８０％来自银团贷款市场。

鉴于国际银行业的脆弱性，若离开债券市场吸收一部分这些贷款的帮助，新兴市场银行

贷款要实现完全转变似乎不太可能。包括评级水平、其他可用融资方案（包括股票市场）、特

定贷款特点以及契约条款等这些因素将会决定能够进入债券市场的、即将到期的贷款的量。

假如２５％的民营企业借贷者决定从债券市场再融资，从这个来源产生的债券发行量依次为

２０１０年７１０亿美元、２０１１年５７０亿美元和２０１２年３４０亿美元。

作为跨国企业增长和扩张战略的一部分，对跨境合并收购业务追求也会在未来几年有

助于新兴市场企业债券发行的反弹。涉及新兴市场企业的并购交易支付的详细数据尚未披

露，但这样的交易可以通过现金、股份互换或信贷提供资金。除了中国国有企业这一主要的

例外，我们可以假定新兴市场企业依靠债券市场来为他们的交易提供资金。由跨国并购需

求引起的新债券发行量增加的估计量预计在２０１０年为４３０亿美元，在２０１１年为４７０亿美

元，在２０１２年为５２０亿美元（图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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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５　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再融资需求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而得。

存在主权风险下的新兴市场企业债务利差决定因素

企业结构型和简化型的标准企业债券估值模型在发达国家企业融资的文献中占主要地

位（参见Ｂｌａｃｋ，Ｃｏｘ，１９７６；Ｄｕｆｆｉ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１９９９；Ｊａｒｒｏｗ，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１９９５；Ｌｏｎｇｓｔａｆｆ，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５；Ｍｅｔｏｎ，１９７４）。这些模型把主权债券视为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无风险资

产，并且是基于利率风险而不是信用风险。因此，企业债券价格取决于发行企业的特殊风险

因素，从这种程度来说，公共债务发挥间接作用，因为人们认为它会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由

于主权信用担忧在假设中被排除，因此，我们几乎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或建立关于发达国

家企业债券定价方面的主权和企业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的明确模型。

在新兴市场———如同高负债的发达国家一样———主权信贷风险如何影响企业部门在国

际市场借贷的问题需要得到明确关注，因为主权债券风险是一类资产类别的固有特征，这类

资产影响投资者如何进行贸易和如何形成对市场发展的观点。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成立以

来，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市场已被作为风险资产进行定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美国的高收益

率债券资产相媲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这个市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根据布雷迪计划

把银行问题贷款转换为可抵押市场化债券工具的时期。因此，研究新兴市场企业信贷利差

决定因素的一个关键并且优先的问题是关于主权债务风险的认识如何对企业进入国际债券

市场的渠道等一些事项造成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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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信贷风险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到企业部门。首先是流动性下降的可能性，如果一个

国家的主权债务日渐增长，市场担忧会导致这个国家所有的债务发行人风险偏好的降低。

反过来，投资者对主权债券的较大系统性风险的认知会转化为更高的风险溢价，而这必然会

提高在海外市场发行的企业证券的价格。由于企业债券的定价通常是以主权债券曲线和主

权债务对基本宏观经济风险的承受力为基础，所以主权债券与企业债券之间存在着结构性

关联。这种关联一般是由新兴市场中的各种资产有限的流动性强化，特别将由企业资产所

强化。此外，在具有大规模企业外债再融资需求的新兴市场中，这种机制很可能起到作用。

尽管从２００８年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市场条件较为宽松，但流动性问题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

融资压力很可能给从国际银行市场再融资的企业带来风险。随着高达９５１０亿美元的新兴

市场企业债务即将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到期，流动性降低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值得特别关注，尤

其是在欧洲，其银行业持有新兴市场企业外债的大部分份额。

第二个将主权信任危机传播到企业的机制除了财政空间以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高

负债的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为依赖信贷约束环境的企业借贷者提供缓冲时，拥有更小的选

择范围。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被债务困扰的政府为大型企业债务重组的一般需求提供

保证的能力是有限的①。

第三个机制是在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实行财政调整。这可能导致大量的溢出效应从主

权债务转移到企业债务，因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具有负面的实际经济影响，而这会对企业的获

利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在企业部门，银行业最容易受到主权债务压力，这是因为国内

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并且政府的担保在主权债务压力中价值下降观念的存在使银行

融资成本伴随着主权债券利差的扩大而上升。

事实上，大多数在新兴市场开拓国际债务市场的企业都具有大型的并且具有相对较高的

杠杆率的特征，进而造成企业面临债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大，这也会波及主权债务方面，因为处

在困境中的企业可能需要政府的支持（财政的和非财政的），在企业的债务重组过程中需要通

过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形式的介入。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相对

有限，但大量未偿还的外部企业债务及其复杂的状况仍然是担忧和关注的一个来源。

分析框架

为了说明主权债务风险如何能够影响企业债券市场，以一个结合了企业和主权债务风

险的两期模型中的一个高度简化的企业债券价值估计模型为开端。该方法以莫顿（Ｍｅｒｔｏｎ，

１９７４）的观点为基础，并增加了企业现金流的复杂条件———企业的现金流不仅由其本身的实

物投资资产而且由其本国政府的财政稳定状况所决定。在主权债务风险存在的情况下，投

资者对企业债券的评估依靠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特定因素，二是主权债务运营遇到财务问

７８

① 一个例子是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Ｎａｆｔｏｇａｚ）案例。作为其债务重组的一部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提出了

将其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到期的５亿美元贷款参与票据转换为具有无条件及不可撤回的主权担保的新票据（五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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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概率———这与企业及时履行其债务义务的能力有关。

考虑一个企业在狋＝０期发行一个面值为犉美元的债券来为一个项目融资，以保证这个

具有一个随机现金流犡美元（外币等价）的项目可以在狋＝１期实施。定义犡包括资产清算

价值扣除运营成本的现金流。此债务合同是一个固定的义务，承诺在狋＝１期支付犇美元

（包括利息和本金）。为了加入主权债券风险，定义一个随机变量犣，为了简单起见，犣可取

两个值：以概率狆取值为０表示主权债务陷入财政困境；以概率１－狆取为１表示主权债务

运行良好。在主权债务困境的情况下，该企业及时履行其偿债义务的能力会受到一系列复

杂因素的不利影响———经济整体性衰退、外部流动性状况紧收紧缩、汇率贬值或管控———这

会转化为企业现金流分布的下移。

在这种设置下，债券持有者的回报犢
～
将同时是主权债务风险和企业债务风险的函数：

犢
～

＝犵（犡
～
，犇，犣

～
）＝

ｍｉｎ（犇，犡
～
），犣＝１

αｍｉｎ（犇，犡
～
），犣＝０

烅
烄

烆 ，
（５．１）

这里，０＜α≤１，且

ｍｉｎ（犇，犡
～
）＝

犇，犡
～

≥犇

犡
～
，犡
～

＜犇
｛ ．

（５．２）

一般情况下，其中的犡（项目现金流）和犣是不相互独立的，条件分布也不相同。此外，

假设给定犣
～
之下的犡

～
的条件分布是正态分布，其均值为犿１、犿２，方差为σ

２
１
、σ
２
２
。因此，债券

持有人的预期回报可以表示如下：

犈（犢
～
）＝狆α∫

犇

０
狓犳１（狓｜狕＝０）犱狓＋犇∫

∞

犇
犳１（狓｜狕＝０）｛ ｝犱狓

　＋（１－狆）∫
犇

０
狓犳２（狓｜狕＝１）犱狓＋犇∫

∞

犇
犳２（狓｜狕＝１）｛ ｝犱狓 ，

（５．３）

犳１（狓）和犳２（狓）分别是犡
～
在犣＝０和犣＝１两种情形之下的条件密度函数。方程（５．３）

把债券持有人的回报预期值描述为根据政府是否处于困境的情况而分开计算的期望值的加

权平均，而此加权平均反映此类事件相关的可能性。

在债权人是风险中性的假设下，企业债务犞的市场价格是犈（犢
～
）的现值，以国际无风险

利率狉折现：

犞＝
犈（犢

～
）

１＋狉
（５．４）

为评估企业债券定价如何依赖于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为不同的参数值（图５ ６）建立了

模拟方程（５．４）。假设在国家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下外币贷款被偿还的份额（α）为６０％，那

么在政府是否存在财务困境的这两种情况下，企业现金流遵循条件正态分布（如图５ ７所

示），其标准差为２５％，如果此国家发生债务违约，则标准差为３０％。偿还义务可以通过把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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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定在面值为１００的债券的７．５％来获得。主权债务违约概率从２．８％（相应的信贷

违约互换利差为１２０个基点）上升至２３．８％（相应的信贷违约互换利差为８２０个基点）会导

致企业债券价格下降９％。

图５ ６　企业债券价格模拟结果和主权债券违约概率

资料来源：作者。

注：图显示的是以１００美元面值发行的为一个债务对股东权益比为５∶１的项目融

资的企业债券的价格。

图５ ７　两个主权债务违约场景下现金流预测概率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

注：犳１表示当狕＝０时，企业现金流条件密度概率分布，狕＝０指政府陷入财政危

机的情况；犳２表示当狕＝１时，企业现金流条件密度概率分布，狕＝１指政府有偿债能

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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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方法与规范

在给国际上发行的新兴市场债券估价时，投资者会把许多风险因素考虑在内。他们通

常把由公共机构（政府和国有企业）发行的和由民营借款者提供的债券区分开来。他们还会

考虑其他因素，如本国宏观经济状况、全球金融市场条件以及债券和企业特定因素（到期日、

货币面额、司法、契约、部门以及企业评级通常会受到主权债务限额的影响）。由于这些因素

的影响，相比公共债券工具，投资者通常会对民营债券工具附加一个更高的风险溢价。

从形式上看，关于主权与企业债务风险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如下一系列的回归分析，

分析中明确了主权与企业债券发行利差是如下项目的一个函数：供给期限；工业；发行人所

在国家的各种宏观经济、金融和机构控制变量；以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周期状况。主权债券利

差由下式给出：

犢狊，犻犼狋 ＝α狊，犼＋β′狊犡犼狋＋ψ′狊犞狋＋γ′狊犣犻 （５．５）

企业债券利差由以下方程给出：

犢犮，犻犼狋 ＝α犮，犼＋β′犮犡犼狋＋ψ′犮犞狋＋γ′犮犣犻＋δ′犮犠 （５．６）

此处，下标狊和犮是指主权债券和企业债券；犻犼狋是指狋时间在犼国家发行的债券犻；犡犼狋代表

系统性（宏观）因素；犞狋代表全球风险因素；犣犻代表债券特有的特征；犠 代表企业具体

特点。

对新兴市场民营企业借贷者和他们本国主权债务之间的相关风险的计量经济分析是建

立在一个包含４４４１种债券的样本之上的，这些债券是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在５９个新兴经济体中

由政府、公共机构、民营机构以美元或欧元计价发行的①。这个样本采用了一个范围较广的

债券的横截面数据，包括国家、产业和债券属性（包括到期日、数量、优惠券、评级以及适用的

法律和管辖权），如表５ １所示。筹得的资金总额已达１．４万亿美元，其中的８０％是以美元

计价的债券，其余是以欧元计价的债券。主权债券（由政府、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发行的债

券，其偿债支付由政府明确担保）占债券总发行量的６０％，但只占交易数的４０％，这意味着

它们具有更大的交易规模。

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和民营企业债券之间的其他几点差异也值得关注。相比于民营企业

债券而言，主权债券往往具有更大的规模、更低的利差和更长的到期期限。主要有两点原

因：首先，企业部门比具有主权资格的部门面临更大的信息障碍和更加严格的市场约束，因

０９

① 这５９个国家是阿根廷、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

亚、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加纳、危地马拉、匈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

摩洛哥、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共

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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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１　新兴市场主权及企业债券发行的汇总数据统计（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

发行者
发行债券

支数

筹集资金

总额（１０亿

美元）

以美元发

行（１０亿

美元）

以欧元发

行（１０亿

美元）

平均量

（１０亿

美元）

平均利差

（基点）

平均到

期年限

（年）

平均

信用

评级

主权机构 １７７１ 　８６６．６ 　６４９．２ ２１７．４ ５０６．５ ２８３．５ ９．１ ＢＢＢ－

　政府 ９４９ ５７７．９ ４１０．２ １６７．７ ６０８．９ ３３９．９ ９．８ ＢＢ＋

　公共部门 ７６２ ２８８．７ ２３９ ４９．７ ３７８．９ ２１３．３ ７．２ ＢＢＢ＋

民营企业 ２７３０ ５９６．７ ５３７ ５９．６ ２１８．６ ３１０．７ ６．５ ＢＢＢ－

总计 ４４４１ １４６３．３ １１８６．３ ２７７ ３２９．５ ３００．２ ７．３ ＢＢＢ－

为主权部门会受益于其多边金融机构成员的资格以及具有以国家为中心的性质的国际经济

秩序；第二，即使是在当地信誉良好的企业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评级往往会受到

主权限额的影响，企业资产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抵押并不容易，新兴市场主权债券信贷衍生

品的互换市场比企业债券发展的要好，并具有更高的流动性，鉴于主权关系是由政治和经济

因素共同作用的，民营企业借贷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国外债权人的联系主要是出于经济考

虑而形成的①。

估计结果

首先，通过方程（５．５）和方程（５．６）分别做出估计，以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民营和主权债

券市场之间建立起经验性结构差异。这两个方程的因变量都是发行债券利差，援引以基点

并且以与之匹配的美国国库券到期收益率之间的利差来测量，如果是在以欧元计量的情况

下，则与德国国债相比较。债券发行利差的主要数据来源是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ＤＣ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和彭

博社；通过估计债券发行利差和利用可得到的到期收益率或票面收益率（１６６２笔交易）填补

了数据缺口。使用上市发行债券收益率利差具有一定优势，其能够更好地反映出投资者的

情绪和意见；同时，它具有引入债券发行时机内生性问题的缺点———在经济不景气时，借贷

者可能决定推迟或取消债券发行。借贷者决定到市场来筹集资金很少会是偶然事件；它通

常是在平衡成本和收益的深思熟虑过程的产物。成功的筹集资金依赖一系列的因素，包括

交易结果、分配、市场营销、管辖权与监管法律以及进入市场的时机等。把这些因素调整至

合适的程度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利的市场反应会造成相当高的信誉成本，正如２００８年第四

季度新兴市场债务发行所表现出的萧条。

为获取一般的本地和全球系统性风险因素，引入每个债券发行者所在国的宏观经济、体

制与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数据以及国际利率数据，这些数据都来自多种渠道并且与月份、季

１９

① 我的分析还把关于信贷收益率利差决定因素的实证文献考虑在内，这些文献强调了主权债务在分析主权债券和

企业债券之间溢出效应时的基准地位（Ｄｉｔｔｍｅｒ，Ｙｕａｎ，２００８；Ｙｕａｎ，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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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者年份的债券相匹配。方程控制了全球投资者情绪状态这一变量以说明同时影响民营

和公共债券市场的一般冲击，用由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ＤＣ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定义的债券发行人的一般行业

组织来控制这些部门。其结果列在表５ ２和５ ３中。

表５ ２　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利差决定因素

变　　量 （１） （２） （３）

本国宏观经济变量

ＧＤＰ增长率
－８．３４　　　 －７．１９　　　 －７．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人均ＧＤＰ
－４．８２ －３．４４ －４．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通货膨胀
１３１．５９ １３７．７３ １４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民营信贷／ＧＤＰ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１６７） （０．２６６） （０．２４８）

财政收支／ＧＤＰ
－１．０８ －２．３９ －１．３６

（０．４９３） （０．１３２） （０．３８２）

出口／ＧＤＰ
１．０８ １．８４ １．４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９）

国外银行债权／ＧＤＰ
１．４５ １．５ １．３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３）

国家信贷风险评级指数
１５．５５ １５．８７ １５．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国家金融危机虚拟变量
８０．７３

（０．０００）

全球因素

美国１０年期国库券收益率（基点）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美国１０年期国库券收益率减去美

国两年期国库券收益率（百分比）
１７．７９ １５．３ １７．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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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波动性ａ
４２．６４　 　 ３８．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年百分比增

长率）
－９．４８７　 　

（０．０００）

债券性质

以欧元定价的债券
－６．０５ －６．９８ －６．９６

（０．５７６） （０．５１９） （０．５１５）

Ｌｏｇ（到期）
－４．７３ －６．３９ －２．９０

（０．４６３） （０．３２０） （０．６５０）

Ｌｏｇ（价格）
－６．９４ －７．８１ －５．６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９０）

浮动利率票据
－９４．１０ －９５．６６ －９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保单
２２．３９ １５．４１ ２５．８２

（０．１０６） （０．２６６） （０．０６０）

欧元债券
０．６３ １．９２ ０．２４

（０．９５２） （０．８５５） （０．９８２）

规则１４４Ａ
－６．４４ －３．０９ －６．５０

（０．５２３） （０．７６０） （０．５１５）

非负抵押发行人
１０．５７ １１．９９ １０．７３

（０．２１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９９）

即将发行的债券评级
１３．８７ １３．５４ １４．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察次数 １０８７ １０８７ １０８７

方差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７１

注：括号里面的数字是Ｐ值。国家效应并未报告。

ａ：波动性指标由几个变量的一般因素分析推导得出：测度股票市场波动性的ＶＩＸ；主要货币交换比率波动性；商品价格

目录波动性（农业、能源和工业金属）；以及ＴＥＤ差额，如戴拉米和马森（Ｄａｉｌａｍｉ，Ｍａｓｓｏｎ，２００９）描述。

显著水平为１％；显著水平为５％；显著水平为１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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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３　新兴市场民营企业债券利差决定因素

变　　量 （１） （２） （３）

本国宏观经济变量

ＧＤＰ增长率
－１１．３４　　　 －８．７３　　　 －１０．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人均ＧＤＰ
－０．６８ ０．６ －０．３９

（０．５８１） （０．６２９） （０．７５２）

通货膨胀
１９９．４ ２１３．０２ ２００．９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民营信贷／ＧＤＰ
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２０） （０．９８３）

财政收支／ＧＤＰ
－０．６５ －２．６５ －１．１０

（０．７２５） （０．１５８） （０．５５４）

出口／ＧＤＰ
２．０２ ２．５４ ２．０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国外银行债权／ＧＤＰ
１．０２ １．４７ １．０４

（０．３５３） （０．１７９） （０．３４２）

国家信贷风险评级指数
１７．８９ １６．０６ １７．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国家金融危机虚拟变量
５８．８４１０

（０．００４）

全球因素

美国１０年期国库券收益率（基点）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美国１０年期国库券收益率减去美

国两年期国库券收益率（百分比）
２４．０３ ２５．８ ２３．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波动性ａ
４３．７９ ４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年百分比增

长率）
－１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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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债券性质

欧元命名债券
－１５．５１　　　 －１７．６０　　　 －１５．９１　　　

（０．３５５） （０．２９４） （０．３４１）

Ｌｏｇ（到期）
８．８１ ８．３９ ９．１３

（０．１５８） （０．１７９） （０．１４３）

Ｌｏｇ（价格）
－３１．５２ －３２．２５ －３１．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票据
－１１４．３９ －１１６．１５ －１１２．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保单
１７．５３ １８．８５ １７．５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０）

欧元债券
－０．２９ ４．３ １．８６

（０．９８１） （０．７２７） （０．８８０）

规则１４４Ａ
３３．１９ ３５．３６ ３４．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非负抵押发行人
３５．０５ ３６．１４ ３４．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即将发行的债券评级
２６．０２ ２６．１２ ２６．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部门

金融
－３４．７５ －３２．５７ －３５．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油气
－５２．５４ －５６．２９ －５４．３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矿业
－９０．２０ －９９．０４ －８７．７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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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公共设施及能源
－７５．０３　　　 －６８．２２　　　 －７２．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观察次数 １４２７ １４２７ １４２７

方差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６５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Ｐ值。国家效应并未报告。

ａ：波动性指标由几个变量的一般因素分析推导得出，测度股票市场波动性的ＶＩＸ；主要现金交换比率波动性；商品价格

目录波动性（农业、能源和工业金属）；以及ＴＥＤ差额，如戴拉米和马森（Ｄａｉｌａｍｉ，Ｍａｓｓｏｎ，２００９）描述。

显著水平为１％；显著水平为５％；显著水平为１０％。

结果证实了新兴主权债券市场与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新兴主权

债券市场在债券属性方面（如规模、到期期限、币种以及评级）都有着更优越的性质。在控制

这些因素的情况下，相对于民营企业债券而言，主权债券对其发行地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

更为敏感。此结论与迪特莫和袁（Ｄｉｔｔｍｅｒ，Ｙｕａｎ，２００８）的观点相一致，他们认为主权债券

只承受宏观经济风险而企业债券同时受宏观经济与行业特定风险因素的影响。

表５ ３显示的结果表明了债券特有属性、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和全球风险因素对新兴市

场企业债券定价的重要性。首先，宏观经济状况对投资者观念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们对企

业盈利能力及现金流状况的评估来实现的，企业盈利能力及现金流状况主要依赖于当地经

济状况，如经济增长表现、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以及地方财政介入等。特别有趣的是国外

投资者的企业风险认知对国内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估计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他们考虑购

买债券的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前景相当重视。相反，企业所在国的通货膨胀通过使发行

者的国内业务风险增加而使得该国债券利差增加。

其次，建立在发达银行系统基础上的（即民营信贷占ＧＤＰ比例较高）国家的新兴民营企

业发行债务支付的成本明显要少。这些结果证实了非正式的论据以及以往的研究结果，即

本地金融发展对促进新兴市场企业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正确的信号，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

在获取外国资本上支付的成本更少。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均收入可以代

表一个国家体制发展水平及相关的政府机构和透明度指标。所有全球性因素指标都是统计

显著的并且是正确信号。

从主权部门到企业部门的溢出效应

为了估计从主权部门到民营企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定义了一系列国家特定危机虚拟变

量以区别主权债务困境的是否发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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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犼狋＝
１ 如果第犼个国家二级债券市场在时间狋大于等于临界值

０｛ 其他

我们对确定主权债务困境的方法依赖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信贷利差，而不是违约事件的

发生，这与近期关于债务违约成本方面的文献一致（Ｄａｓ，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Ｔｒｅｂｅｓｃｈ，２０１０；

Ｔｒｅｂｅｓｃｈ，２００９）。这篇文献认为，尽管在过去的２０年里新兴市场借贷者已经经历了几次偿

债困难和市场动荡的严重情况，但主权债务违约的迹象非常罕见，特别是在债券市场偿还义

务方面（Ｐｅｓｃａｔｏｒｉ，Ｓｙ，２００４）。在过去的１０年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银行业和货币

危机，但发展中国家的外币主权债务违约仅仅发生了１４次①。

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外债偿债困境为何没有导致债务违约的一个原因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出现和发展的新兴债券市场相关，其通过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通过债务重组和改善负债

管理（债务回购和互换）以避免违约所造成的沉重代价（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Ｒａｍｌｏｇａｎ，Ｐｏｌａｎ，２００７；

Ｍｅｎｄｏｚａ，Ｙｕｅ，２００８），为处于困境中的借款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改善债务国国内宏观经济

状况，同时改革国际资本市场对主权债券合同和文件，例如遵照纽约州法律的在主权债券合

约方面采用集体行动条款的转变，都帮助与减少外币债务发生概率。违约很少发生的另一

个原因是与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借贷者通过负债管理和回购以及布雷迪债券的退出来提高他

们外债收益所采取的努力相关②。

我使用二级市场债券利差来集中研究主权债务偿还问题，是因为主权债务困境可以

表现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包括政策、官方援助成果和与以往相关的信贷评级。当主权借

债者以高于美国国库券至少１０００个基点的利差进行债券交易时，定义债务困境事件发

生。这个定义撷取了一些特定时期，即在这些期间标准普尔将这些国家归类为可选择性违

约（表５ ４）。

表５ ４　选择性主权违约事件与外币债券市场利差

国　　家
二级市场

利差（基点）

选择性

违约日期
发生日期

选择性违约

发生所用时间

阿根廷 ５３２０ １１／０６／２００１ ０６／０１／２００５ ４３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６１６ ０２／０１／２００５ ０６／２９／２００５ ５

厄瓜多尔 ３６５４ １２／１５／２００８ ０６／１５／２００５ ６

俄罗斯联邦 ２５３７ ０１／２７／１９９９ １２／０８／２０００ ２２

７９

①

②

这些违约曾发生在阿根廷、伯利兹、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印度尼西亚、巴拉圭、俄罗斯、塞舌尔

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标准普尔２００９）。

一个国家可能会因为整个新兴市场资产类别的传染效应和债券价格联动效应而非因为其自身的过错同时面对

市场动荡和资本流动逆转（Ｄａｉｌａｍｉ，Ｍａｓｓｏ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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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二级市场

利差（基点）

选择性

违约日期
发生日期

选择性违约

发生所用时间

乌拉圭 ９２９ ０５／１６／２００３ ０７／０２／２００３ １

委内瑞拉ａ ４４６ ０１／１８／２００５ ０３／０３／２００５ １．５

平均值 ２２５０ 　 　 １３．０

资料来源：违约信息来自标准普尔２０１０；主权债券利差来自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ＥＭＢＩＧｌｏｂａｌ。

ａ：在委内瑞拉的案例中，信贷机构关于违约发生所有时间存在争议。显然，投资者不会对标准普尔评级下降做出反应。

可以进行一系列回归分析，利用了主权债券利差的系统性组成部分（由方程（５．５）估计）

和国家特定风险虚拟变量相互作用：

犢犮，犻犼狋 ＝α犮，犼＋β′犮犡犼狋＋ψ′犮犞狋＋γ′犮犣犻＋δ′犮犠＋θ犛犛犚犼狋＋η（犛犛犚犼狋×犐狋） （５ ７）

其中， 犛犛犚犼狋＝α^狊，犼＋β′^狊犡犼狋

即使方程中存在着可以解释决定新兴经济中债券市场利差的变量，主权债务系统风险

（ＳＳＲ）的估计系数仍然是正的且在统计上显著。ＳＳＲ与国家危机虚拟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为主权债务困境和金融危机时期主权债券风险如何影响民营外部借贷资产成本提供了一个

度量。表５ ５中，所有方程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且显著的。

表５ ５　从主权部门到民营企业部门的溢出效应

变　　量 （１） （２） （３）

主权系统风险（ＳＳＲ）
０．９７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犛犛犚国家风险虚拟变量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本国宏观经济变量

ＧＤＰ增长率
－３．４７４

（０．４７７）

人均ＧＤＰ
２．８３

（０．２０７）

通货膨胀
６９．１２

（０．５３２）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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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民营信贷／ＧＤＰ
０．４９　　

（０．３８３）

财政收支／ＧＤＰ
１．３２

（０．５７３）

出口／ＧＤＰ
１．７８

（０．８４２）

国外银行债权／ＧＤＰ
０．２１

（０．８７８）

国家信贷风险评级指数
－０．４３

（０．３４０）

全球因素

美国１０年期国库券收益率

（基点）
－０．３１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美国１０年期国库券收益率减去美

国两年期国库券收益率（百分比）
２３．２４ ２２．８６ １６．７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波动性ａ
４３．２１ ４８．５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债券性质

以欧元定价的债券
－１６．１５ －１５．２４　　　 －１２．１６　　　

（０．３３５） （０．３６５） （０．４６５）

Ｌｏｇ（到期）
９．１２ ７．６２ ８．８４

（０．１４３） （０．２２６） （０．１５６）

Ｌｏｇ（价格）
－３１．３７ －３０．９１ －３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票据
－１１３．０９ －１１５．４５ －１１２．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保单
１７．４３ １３．０１ １１．０４

（０．０９２） （０．２０８） （０．２８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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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１） （２） （３）

欧元债券
０．９４　　 １２．１１　　 ５．９４　　

（０．９３９） （０．３２１） （０．６２４）

规则１４４Ａ
３３．４３ ３６．３４ ３２．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非负抵押发行人
３４．５８ ３２．９７ ３１．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即将发行的债券评级
２６．５ ２５．４２ ２６．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部门

金融
－３５．２９　　 　 －３７．７９　　　 －３９．５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油气
－５４．２１ －５４．７４ －５６．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矿业
－８８．３６ －９９．５０ －９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公共设施及能源
－７３．３２ －７５．０３ －７６．８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国家效应（此处未记录）

观察次数 １４２７ １４２７ １４２７

方差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６３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Ｐ值。

ａ：波动性指标由几个变量的一般因素分析推导得出，测度股票市场波动性的ＶＩＸ；主要现金交换比率波动性；商品价格

目录波动性（农业、能源和工业金属）；以及ＴＥＤ差额，如戴拉米和马森（Ｄａｉｌａｍｉ，Ｍａｓｓｏｎ，２００９）描述。

显著水平为１％；显著水平为５％；显著水平为１０％。

结语

在企业界，借款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和筹集资本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借款人的信

誉，而且也取决于对借款人所在国发展的判断和风险认知。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借款人，鉴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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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政府的高信贷评级地位和与之相关的能感知到的关于法律、透明度和企业治理因素

方面的强有力的体制，其国家风险并不像传统上那样重要。相比之下，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民

营企业借贷者，在决定资金成本方面，主权违约风险依然具有重要性。

本章使用了比普遍应用的二级市场债券利差更能准确反映新兴市场借贷者真实资金成

本的一级市场债券利差，介绍了债务困境如何能够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民营企业外部债务的

成本造成潜在的影响。本章为思考主权和企业信贷风险的关联性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并

为确定主权债务困境时期民营借贷者所承受资本成本增加幅度提供了初步依据。

这种相关性的来源因国家而异。一个重要的来源可能是企业和其所在国政府在相同的

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和全球经济环境下运作。因此，经济衰退增加了企业的违约概率，同时也

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而弱化了其偿债能力。第二个来源是当政府本身信用保证出现

问题时，其为处在困境中的民营企业提供紧急援助的能力受到损害。第三个来源可能是，在

许多国家，本国银行在其资产负债表中持有大量政府债券，这削弱了他们在高主权违约风险

时期对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的能力。

通过这些分析得出了一条重要的政策建议，即关于在投资者担忧情绪出现进而可能导

致恐慌性抛售主权债务之前提高主权信誉的需求。本章所提出的计量经济学证据印证了以

下观点，即新兴经济体投资者对主权债务问题的认知将转化为对本国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者

来说更高的资本成本，一旦主权债券在利差高于１０００个基点以上进行交易，这个资本成本

就会提高。对于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推行的正在进行的债务可持续工作来说，本章的结果

更加强化了对主权债务违约国家的国内成本给予更多关注的必要性。本章也突出了在声誉

和惩罚理论基础上，用主权债务国的国内成本增长来解释主权债务的可行性问题的显著性，

而这一理论是在伊顿和格索维兹（Ｅａｔｏｎ，Ｇｅｒｓｏｖｉｔｚ，１９８１）和巴楼和罗格夫（Ｂｕｌｏｗ，

Ｒｏｇｏｆｆ，１９８９）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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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６

　在持续金融危机浪潮中的债务可持续性与债务
困境问题： 以仅获犐犇犃援助的非洲国家为例

列奥纳多·黑楠德兹　波利斯·伽玛拉

近几十年来，与以往的危机有所不同，当前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影响发展中国

家。当前的金融危机尤为特别的是起源于发达国家，这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

１９９４年的龙舌兰酒危机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仅举几例）等大不相同。在过去

发生的１２２次衰退中，仅有４次同时囊括了信贷紧缩、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股票价格泡沫

破灭的症状，而这次危机就是这４次全面危机中的１次（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Ｋｏｓｅ，ａｎｄＴｅｒｒｏｎｅｓ，

２００８），这意味着更加漫长的恢复期。最后，平均来说，这些危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较以往危

机时期拥有更强的经济基本面的时期，而这恰恰是过去几年这些国家追求稳健的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的结果。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危机的第一阶段（即金融阶段）并没有

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是东欧和中亚国家，

其银行系统直接或间接地暴露于如欧洲或美国的银行一样的不良资产；或者是那些国内市

场经历过快速扩张时期或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一般不

会受到严重影响，唯一出现的问题是为时不长的流动性紧缩。这个问题因世界各地的中央

银行通过积极干预而得以解决。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发展中国家受到出口量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这是由发

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导致的。的确，全球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在２００８年底出现了大幅下跌

（图６ １和图６ ２）。此外，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债务流量）相比２００７年的

峰值出现大幅下跌（图６ ３）。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受到汇款数量大幅下降的

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失业率的上升，这种情况在２００９年进一步深化①。由于发达国家经济衰

退，官方发展援助资金预期也会减少。总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出

５０１

① 一些国家经历了汇款增加，这是资本东道国将资本遣返的结果。这是种一次性的现象，反映了发达国家经济衰

退导致的家族企业倒闭。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图６ １　商品出口季度增长（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３月）

注：图表示季度性因素调整后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测数据库。

图６ ２　商品价格（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７月）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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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３　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入（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发展金融数据库。

图６ ４　向发展中国家汇款的增长（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

资料来源：Ｒａｔｈａ，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ａｎｄＳｉｌｗａｌ，２００９。

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数据为实际数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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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私人和官方资本流入以及汇款的急剧下跌，而非来自危机的金融层面因素。这种情况在

低收入国家尤为突出，由于这些国家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程度有限，使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免受通过金融渠道而来的冲击。

本章分析了低收入国家外债负担指标潜在的恶化现象，这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危机引起

的出口下降所造成的。这些分析利用了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低收入国家制定

的债务可持续研究框架（ＤＳＦ），预测了今后２０年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出口、国内生产总

值、财政收入等）和债务。国家债务负担指标的运行影响其风险评级（低、中、高风险或处于

债务困境）和对国家获得优惠资金来源限定条件。在ＤＳＦ下需要考虑的五项债务负担指标

是债务现值／出口、债务现值／ＧＤＰ、债务现值／财政收入、债务清偿／出口以及债务清偿／财政

收入（见附表６Ｃ １）。这些分析是通过模拟在国家通过借贷来缓解危机影响之后对国家债

务的不同出口冲击影响而展开的。本章的主要结论是：确保这些国家能够持续获得优惠

（宽松的）融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这些国家融资条件收紧时债务困境发生的概率显著升

高；此外，包括社会支出与投资的财政政策的调整需要避免违约，在更严格财政政策下这种

情形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如果全球危机被证明是长期危机，优惠融资需求就将变得更为紧

迫，为了避免违约，获得这样的融资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需要调整财政。

本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一些模拟演练并提供了相关方法论信息；第二部分分

析了对一个典型低收入国家和样本中的３１个低收入国家进行的模拟结果；最后一个部分提

出了一些结论。

方法

本节介绍如何利用ＤＳＦ来进行模拟。这种方法描述了包含３１个国家的样本，然后解

释了这些国家遭受冲击的类型。

样本

样本包括具有从国际发展协会获得援助资格的３１个非洲国家，我们对于此样本作债务

可持续分析所使用的数据至迟可延伸至２００９年７月底①。该模拟是建立在这些危机在

２００９年席卷所有样本中的国家的基础上的。模拟过程中通过与相关的每个模板的基线相

比较，预计了２００９年７月的债务负担指标。

８０１

① 这３１个国家是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莫桑

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和赞比亚。除以下１１个国家，最近的

ＤＳＡ数据是２００７年年底的实际数据（预测数据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其中三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和赞比亚）的最

新的ＤＳＡ数据是从２００７年底开始的。另外八个国家（安哥拉、贝宁、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加纳、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和塞

内加尔）的实际数据更新至２００８年年底（预测数据始于２００９年）。



第六章　
在持续金融危机浪潮中的债务可持续性与债务困境问题：以仅获犐犇犃援助的非洲国家为例

尽管在２００９年，大部分低收入国家通过出口渠道产生的危机影响效应已经开始进一步

深化，ＤＳＡｓ所操作的数据是不同时期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用于比较我们的预估的基准

线对于除了８个样本国家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而言可能都过于乐观了①。对于其他２３个国

家，债务负担指标的实际恶化（把这些指标与指示性政策相关阈值相比较而带来的债务困境

的相关风险）可能比模型模拟的预测更低，因为冲击的规模及其相联的债务变动与基线呈正

比关系，而阈值却是常数②。

冲击：深度、持续时间以及向其他地区的经济的传导

考虑到出口冲击的深度和持续时间，这些模拟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设之上的（表６ １）③。

相对于基准年（２００９），我们分别模拟出口幅度下降１０％、２０％和３０％。我们假设在最初的

出口下降之后，这些国家将在二、四、六或八年内回归到ＤＳＡ基线预测的水平。我们假设回

归ＤＳＡ基线水平的过程是线性的。

表６ １　出口冲击的深度和持续期

冲击深度（％） 冲击持续时间（年） 年恢复率（％）

１０ ２，４，６，８ ５．０，２．５，１．６７，１．２５

２０ ２，４，６，８ １０．０，５．０，３．３３，２．５

３０ ２，４，６，８ １５．０，７．５，５．０，３．７５

注：冲击的深度是指与２００９年基线水平偏离的百分比。冲击的持续时间是指达到根据ＤＳＡ基线预测的出口水平所需的

年数。年恢复率是指与基线水平偏离的百分比除以冲击的持续时间。

冲击根据严重程度指数在采取措施之前进行排序，而严重程度指数定义为出口相对于

ＤＳＡ基线（表６ ２）的累积亏损（偏差）。一个持续两年的３０％的冲击的严重指数为４５（第一年

损失３０％，第二年损失１５％），这个数值与一个持续八年的１０％的冲击的严重指数相同。

我们考虑在分析这些冲击对国家债务负担指标影响时的两种方法。在第一种方法下，

出口的下滑由国内需求的增加所弥补，因此，它对总产出没有造成不利影响（即失业率未受

影响），这与ＤＳＡ模板下的压力测试的一些假定相同④。这种情况发生在特定的情况下，例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石油和粮食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暴涨，可以说是对早前的ＤＳＡｓ基准的偏离。这些偏离的符号取决于每个国

家的出口结构。

这种对国家债务负担指标的恶化的潜在高估，专指对分子（债务或债务现值）的五个债务负担指标的影响。对分

母的影响是反向的，特别是对总出口。

这些假设只是为了说明低收入国家可能发生的情况；它们并非基于某个特定原因。对于每个国家，这些假设情

况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相符明显取决于该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以及其出口的多元化程度。

我们采用局部均衡法，这种方法是在构建ＤＳＡ模板时的替代方案。出口的下降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较低的ＧＤＰ；

ＧＤＰ需要手动键入宏观框架。ＤＳＡ 模板内置敏感性分析的机制在 ｈｔｔｐ：／／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ＩＮＴＤＥＢＴＤＥＰ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ＳＡＧＵＩＤＥ＿ＥＸＴ２００６１０．ｐｄｆ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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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２　出口冲击的严重程度指数

冲 击 类 型 冲 击 深 度 冲击持续时间

严重程度指数（相对于

犇犛犃基线水平的累积

百分比损失）

９０２ １０ ２ １５

９０４ １０ ４ ２５

８０２ ２０ ２ ３０

９０６ １０ ６ ３５

９０８ １０ ８ ４５

７０２ ３０ ２ ４５

８０４ ２０ ４ ５０

８０６ ２０ ６ ７０

７０４ ３０ ４ ７５

８０８ ２０ ８ ９０

７０６ ３０ ６ １０５

７０８ ３０ ８ １３５

注：冲击类型包含两组数字：前两个数字（９０、８０和７０）代表冲击后出口水平占基线水平的百分比。第二部分（２、４、６和

８）代表出口恢复至根据ＤＳＡ基线预测的水平所需的年数。

如，当政府购买所有企业不能出口的产品（以保持充足的就业资源）时或者当企业建立起自

己的存货时（商品不易腐烂时，如钻石或铜，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在第二个方法下，出口

下降未得到补偿，因此，总出口和失业率受到影响。第二种方法通过ＧＤＰ的传导显得更为

现实，并且与第一种按出口占ＧＤＰ的份额成比例有所不同。用所占ＧＤＰ和财政收入百分

比所表示的债务负担指标在第二种方法下将进一步恶化①。

为了部分抵消危机对于ＧＤＰ的影响，国家采取了财政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替

代方法为金融危机对国内债务负担指标的实际影响提供了下限和上限。

对冲击的调整：边际财务状况

国家可以通过严格制约总支出（即减少进口）以适应危机。然而，如果没有采取措施缓

冲出口冲击的影响，这将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为了避免消费和投资的大幅调整，允许

增加债务将是理想的选择，增加的债务要保持在其不会导致在后续期间更大调整的程度，这

个更大的调整可能是国家陷入债务困境并最终导致债务违约的情况。

０１１

① 在ＤＳＡ模板中，财政收入被视为ＧＤＰ的一部分而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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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在表６ ２中列出的１２类冲击之下债务增加对国家债务困境风险的影响，我

们在假设不存在国内需求减少（即国家为每减少１美元出口收入而借入１美元）的前提下预

测了债务负担指标①。债务负担指标的恶化取决于新债务签订的财务状况。我们分析了在

四项指标（表６ ３）下签订新债务合约的影响。

表６ ３　签订新债务合约所依据的条款

财政状况指数 利率（％） 到期期限（年） 宽限期（年）

ＦＣ１０ ０．７５ ４０ １０

ＦＣ２０ ２．２５ １０ ５

ＦＣ３０ ５．２５ １０ ０

ＦＣ４０ １０．２５ ５ ０

　　在我们的分析中，低收入国家能够获得融资的条件是武断地选择的。然而，由于危机造

成了优惠融资条件的日益减少，这些国家的融资条件可能比以往更严厉。与此前讨论过的

情景相反，新债务以１∶１的比例替代出口的假设为危机对国家债务负担指标的恶化的实际

影响明确提供了一个估计上限，因为国家借贷仅能部分地弥补出口收入的下降。

冲击影响的测度

我们在分析中运用了一种测量指标对一系列国家的冲击和借贷影响进行评估：即缺口

的数量、与阈值的平均偏差、与阈值的最大差距。对于一个给定的国家，缺口数量等价于与

做出预测的时期（２００９—２０２７）年份内背离相关指标性的债务阈值的数量。由于连续背离被

分开计算，因此，一个国家可能有多达１９次背离阈值。对于所有国家的集合来说，这个指标

等于不同国家背离阈值次数的总和。一个特定国家的测量值与阈值的平均偏差即是测量指

标体系中相应的阈值的平均偏差（即阈值的百分比），这在背离阈值被观察到的年份里可以

计算出来。对于所有国家的集合来说，这个指标等于各国平均值的总和。一个特定国家的

测量值与阈值的最大差距即是测量指标体系中相应的在整个预测期间与阈值指标的最大距

离（作为阈值的百分比）。对于所有国家的集合来说，这个指标等于各国最大差距的总和。

对于五个在使用ＤＳＦ中的指标中的每一个，这三个互补性的测量指标都会被计算出

来。背离阈值的次数提供了判断一项冲击影响是否深远的指标；与阈值的平均偏差和最大

距离表明了冲击影响的深入程度。因此，它更好地代表了对有可能发生债务困境国家的

影响。

１１１

① 以１∶１替代出口的新债务并非与危机对ＧＤＰ造成的影响自动相联系（即我们之前讨论的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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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节探讨不同的出口冲击和财政状况的组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债务和与之相关

的债务困境评估风险。分析采用前文所述的三项措施。

样本中一个典型国家的债务负担指标

附录６Ａ说明了假设的冲击和新的借贷对样本中一个典型国家的债务负担指标的影响。

就表面的目的来看，分析中的数据对应于可以传导至ＧＤＰ（即对失业造成消极影响）的一个

２０％的出口额度下降的假设，这代表了对国家实际影响的上限。（其他情况下的结果是定性

相同的，可向作者索取。）我们还讨论了不同借贷条件下的所有１２种出口冲击的平均结果①。

一个（预期的）结果是，对于给定的借贷条件，债务负担指标与冲击的持续时间（严重程

度）单调相关。这个结果源于一个事实，即更持久（深入）的冲击迫使一个国家产生额外的借

贷来缓解危机对国内需求的影响，这对于偿付能力和流动性指标（见附录６Ａ中图６Ａ １至

图６Ａ ５中右侧的数据）都有一个单调不利的影响。

较宽松的借贷条件也意味着对债务负担指标的一个轻度调整（即在较为宽松的财政状

况下，与严格的借贷条件相比，债务负担指标的恶化最初较轻，但同时回到基线水平的时间

也越长）。这意味着当债务负担指标背离了相应的阈值时，在较宽松的借贷条件下（表６

４），这些数值更倾向于在高于阈值处停留更长的时间，因为在较严格的新的借贷条件下还款

期限更短。然而，这种基本关系并非完全单调的，因为到期日更短的新的借贷被认为具有更

高的利率———同时考虑在基准情形下相应的债务负担指标的行为———也会影响与相关阈值

（为常数）交叉的次数。

表６ ４　不同财政状况下跨越１２种出口冲击的事件平均次数

指　　标
基线水平

事件发生次数

犉犆１０

（０．７５，４０，１０）
犉犆２０

（２．２５，１０，５）
犉犆３０

（５．２５，１０，０）
犉犆４０

（１０．２５，５，０）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５ １８ １７ １１ ９

债务现值／出口 ０ １２ １３ ６ ４

债务现值／政府收入 ０ ０ ８ ５ ３

债务清偿／出口 ０ ０ １０ ７ ５

债务清偿／政府收入 ０ ０ ０ ７ ５

注：最上面一行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表利率、到期期限和宽限期。

２１１

① 对于每个国家，４８种情况（４种财政状况，每种状况下１２种不同程度和持续期的冲击）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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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价值的指标不是债务清偿支付（它的行为可以由债务清偿指标很好地描述）的线性

变换。基于这个原因，这些指标没有随新的借贷条件的收紧而表现出单调的恶化。如表

６Ａ ４和６Ａ ５所示，其基于债务清偿的指标（即债务清偿与出口比率和债务清偿与财政收

入比率）都被观察到有这样的一种单调关系存在。

除了更高的利率之外，更加严格的新的借贷条件也表明了一个更短的还款期限。因此，

债务负担指标以更快的速度回归原来（基线）水平，假设国家能够成功“适应”由严格的财政

状况引起的时间更短、不过更困难的时期。在如表６ ４所示的结果下，债务负担指标的恶

化是显著的（在基准情形下，只有一个指标超过阈值，在１９年的预测期内发生了５次），但它

对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可能性没有提供一个清晰或完整的描述。当阈值被违背时，与

阈值的距离（以百分点表示）更好地描述这样的情景。模拟的结果如附录６Ａ（对于２０％的出

口冲击）所示，并在表６ ５和表６ ６（对于所有出口冲击）中总结。

表６ ５　不同财政状况下跨越所有１２种出口冲击对阈值的平均偏离

指　　标
超过基线阈值

的百分比点数

犉犆１０

（０．７５，４０，１０）
犉犆２０

（２．２５，１０，５）
犉犆３０

（５．２５，１０，０）
犉犆４０

（１０．２５，５，０）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１．８ ２１ ２９ ２９ ２５

债务现值／出口 ０ ６ ３１ １７ １１

债务现值／财政收入 ０ ０ ２７ ３１ １３

债务清偿／出口 ０ ０ ３ ５ ８

债务清偿／财政收入 ０ ０ ０ ５ １２

注：最上面一行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表利率、到期期限和宽限期。

表６ ６　对阈值的最大偏离：不同财政状况下平均跨越１２种出口冲击

（百分比点数）

指　　标
超过基线阈值

的百分比点数

犉犆１０

（０．７５，４０，１０）
犉犆２０

（２．２５，１０，５）
犉犆３０

（５．２５，１０，０）
犉犆４０

（１０．２５，５，０）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４．３ ２９ ４８ ４９ ４３

债务现值／出口 ０ ２２ ４７ ３１ １９

债务现值／财政收入 ０ ０ ４６ ４４ １９

债务清偿／出口 ０ ０ ３ ８ １４

债务清偿／财政收入 ０ ０ ０ ８ ２１

注：最上面一行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表利率、到期期限和宽限期。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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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６ ５和表６ ６可以清晰地看出，即使在相对宽松的财政状况下（即ＦＣ２０），债务困

境的概率相对于基线也上升了，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财政调整可能无法避免。平均而言，发

生债务困境概率显著增加———在基准情形下违背阈值的唯一指标增加约１０％———并且与紧

缩的财政状况几乎单调相关（在债务清偿比出口和债务清偿比收入指标的情况下单调）。这

些观察表明，平均而言，对于所有的冲击，一个国家在冲击之后几年内没有能力履行其财政

义务的概率（由以百分比表示的对不同阈值的平均和最大偏差来测度）明显高于基准情形。

当观察附录６Ａ的数据时，出现了同样的结论，附录６Ａ的数据表明，在更为严格的新的

借贷条件下债务困境指标初始恶化更为严重，尽管它们往往处在高位的时期较短。然而，如

表６Ａ ４和表６Ａ ５所示，最初的恶化可能足够大以至于使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在更严格的

财政状况下维持国内的平衡发展，并将因此在危机的后期阶段到来之前而被迫违约。在现

值指标的情况下，由于上文提到的非线性，这一结论并不明显。然后对于不同冲击在短期内

的影响的评估，流动性指标比现值指标显得更具相关性，因为它们估计了危机发生后的每年

内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履行其财政义务的可能性。

对同一问题的另一种看法是，需要国内需求减少多少才能确保一个国家不发生债务违

约从而安全度过危机。在更严格的财政状况下，调整的规模需要更大，虽然调整时间更短，

这意味着社会服务或公共投资的需要更大规模的减少或者根本不可行。

冲击的严重程度由债务负担指标的恶化来评估（事后），并不一定会导致如表６ ２所示

的完全一样的排序（与表６Ａ １—６Ａ ５左侧面板相比较）。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现值计

算、ＤＳＡ基线下的指标的预测轨迹、冲击的严重程度（深度和广度）和国家获得融资的成本

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存在非线性变换。

全样本的债务负担指标

把３１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比较了不同假设下的总体测度和基准情形下的相同测

度。附录６Ｂ中的数据显示出对于各种出口冲击和财政状况总的测度情形。对于这个样本，不

同冲击的相同的结果的平均值在表６ ７—６ ９中给出。出于表示性的目的，我们检验了传输

到ＧＤＰ的情况（即出口的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其他结果都可向作者索取。由不同

债务负担指标恶化评估（事后）的冲击的严重程度不能得出与表６ ２完全一样的顺序。

总体而言，如预期的一样，在给定新的借贷条件下，随着危机的深化，债务负担指标逐步

恶化。对于一个给定的冲击，各项指标随着新的借贷条件的收紧而恶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

单调的（见附录６Ｂ）。尤其是在严格的财政状况下危机逐渐加深时，对于流动性指标其相应

的测度值达到ＤＳＡ基线情形的好几倍。短期内发生债务困境的概率由债务清偿与出口比

率和债务清偿与收入比率评估，其恶化基本与收紧的财政状况单调且显著相关。的确，在一

些情况下，与阈值的差距（最大值或平均值）达到基线水平的好几倍（表６ ８和表６ ９；附录

中表６Ｂ ２和表６Ｂ ３）。较早提出的同样的论点在这里也适用，其认为财政调整的规模需

要确保在收紧的财政状况下能够清偿政府的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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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７　不同财政状况下跨越所有１２种出口冲击的事件平均次数（全样本）

指　　标
基线水平的

事件发生次数

犉犆１０

（０．７５，４０，１０）
犉犆２０

（２．２５，１０，５）
犉犆３０

（５．２５，１０，０）
犉犆４０

（１０．２５，５，０）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１１３ １６６ １８４ １６２ １４７

债务现值／出口 １４５ １９２ ２１４ １９６ １８５

债务现值／财政收入 ７８ １０２ １１４ １０５ ９７

债务清偿／出口 ２６ ３２ ５０ ９１ １２１

债务清偿／财政收入 ２７ ３２ ４７ ７４ ８８

注：每一格中的数字对应所有国家的总和。第３—６列中这一总和平均了不同的冲击。最上面一行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

表利率、到期期限和宽限期。

表６ ８　不同财政状况下跨越所有１２种出口冲击对阈值的平均偏离（全样本）

指　　标
超过基线阈值

的百分比点数

犉犆１０

（０．７５，４０，１０）
犉犆２０

（２．２５，１０，５）
犉犆３０

（５．２５，１０，０）
犉犆４０

（１０．２５，５，０）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２４２ 　３１７ 　３６８ 　３８１ 　３７８

债务现值／出口 １４８８ １９０１ ２０６１ ２１１４ ２１１８

债务现值／财政收入 １２４５ １５２２ １７０４ １７９９ １８０６

债务清偿／出口 ２０ ３４ ３６ ６３ １４４

债务清偿／财政收入 ４６ ５０ ５０ ９３ ２０５

注：每一格中的数字对应着每个国家与阈值的平均偏差总和。第３—６列中这一总和由不同冲击平均得到。最上面一行

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表利率、到期期限和宽限期。

表６ ９　对阈值的最大偏离：不同财政状况下平均跨越１２种出口冲击（全样本）

指　　标
超过基线阈值

的百分比点数

犉犆１０

（０．７５，４０，１０）
犉犆２０

（２．２５，１０，５）
犉犆３０

（５．２５，１０，０）
犉犆４０

（１０．２５，５，０）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５０８ 　６５３ 　７３０ 　７６６ 　７７４

债务现值／出口 ２５２２ ３４６９ ３７０４ ３８０１ ３８４７

债务现值／财政收入 ２４６２ ２９３６ ３１８３ ３３１１ ３３４７

债务清偿／出口 ３４ ６６ ７２ １１５ ２５１

债务清偿／财政收入 １０７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８３ ３６５

注：每一格中的数字对应着每个国家与阈值的平均偏差总和。第３—６列中这一总和由不同冲击平均得到。最上面一行

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表利率、到期期限和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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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分析当出口下降引起失业与出口下降未引起失业（即出口的影响是否传导到ＧＤＰ）这

两种情况的不同结果是很重要的。在未发生向ＧＤＰ转移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产量保持不

变，或者是因为企业增加了存货，或者是因为政府购买和储备了这些未出口的产品，或者两

者兼有。发生转移和未发生转移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只在少数情况下差异大

于１０％，并且最大差异为２０％左右（表６ １０）。尽管幅度较小，但我们认为分析发生向

ＧＤＰ转移的情况更为相关（现实）。

表６ １０　存在和不存在向犌犇犘转移情况下的总指标最大差异（全样本）

指　　标 事 件 次 数 与阈值的平均偏差 与阈值的最大偏差

债务现值／ＧＤＰ ４．０ １４．４ ２０．７

债务现值／出口 ０ ０ ０

债务现值／财政收入 ７．８ １５．７ １４．８

债务清偿／出口 ０ ０ ０

债务清偿／财政收入 ８．３ ２０．３ １７．６

注：数据显示存在出口冲击向ＧＤＰ转移情况下计算出的指标百分比超过不存在向ＧＤＰ转移情况下的计算出的相同指

标。每格中的数字代表所有出口冲击和金融状况的４８种可能组合的最大差异。

各种出口冲击和财务状况下的风险评估

这一部分，我们分析出口冲击和新的借贷的不同组合假设对国家风险等级评估的潜在

的恶化影响。我们通过对上述所定义的对每个国家的三种测量指标的分别观察以及把它们

与基准情形比较进行分析。这里用到的风险评级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ＤＳＦ

所使用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基于表６ １１所示的标准把存在债务困境的国家分类。

表６ １１　用于评价不同冲击对国家风险评估影响的风险评级标准

债务困境的

风险水平

债务现值

／犌犇犘

债务现值

／出口

债务现值

／收入

债务清偿

／出口

债务清偿

／收入

规划期内事件（或违反）发生的次数

低 规划期内违反阈值少于５次

中等 规划期内违反阈值５—１０次

高 规划期内违反阈值大于１０次

预测期内与阈值的平均偏差犪

低 ≤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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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债务困境的

风险水平

债务现值

／犌犇犘

债务现值

／出口

债务现值

／收入

债务清偿

／出口

债务清偿

／收入

中等 ５≤１０ ２５≤５０ ２５≤５０ ２．５≤５ ２．５≤５

高 ＞１０ 　＞５０ 　＞５０ 　 ＞５ 　 ＞５

预测期内与阈值的最大偏差犫

低 　≤１０ 　≤５０ 　≤５０ ≤５ ≤５

中等 １０≤２０ ５０≤１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５≤１０ ５≤１０

高 　＞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注：ａ．运用的逐级递增对应于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ＩＭＦＤＳＦ框架下风险评级系统的半级或一级增长。

ｂ．运用的逐级递增等于或两倍于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ＩＭＦＤＳＦ框架下用于评估国家风险评级的增长。

ＤＳＦ通过所有五个债务负担指标来考察一个国家的行为，与之相反，我们分别单独考

虑五个债务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使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如表６

１１所示，而不是实际上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ＤＳＡ［例如，在标准ＤＳＡ下，如

果一个国家的所有五项指标都远低于国家特定的阈值，这个国家会被评定为低风险（见附

录６Ｃ）］。

表６ １２—６ １４中的结果显示，此处定义的国家风险评估相对于基准情形有显著变

化，尤其在长期持久的冲击和收紧的财政状况下①。用债务现值占ＧＤＰ的比率衡量，一个需

要八年时间恢复的３０％的出口下跌（Ｘ４０８ｘ）幅度，一个１０．２５的利率［期限五年，并且没有

宽限期（ＦＣ４０）］，导致评级在中度债务困境风险的国家数量增加到１０（从基线的２）；用债务

现值占出口比率衡量增加到１３（从基线的３）；用债务现值占收入比率衡量增加到７（从基线

的２）；用债务清偿占出口比率衡量增加到２１（从基线的０）；用债务清偿占收入比率衡量则增

加到１５（从基线的１）。

当研究高债务困境风险增加的情况时，表６ １２中债务困境评估的风险恶化并不显著：

因为在同样的出口冲击和财政状况下，只有债务清偿与出口比率显著恶化，上升至五个级别

（从基线的一个级别）。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其出现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收紧的财政状况具有

更短的偿还期限———也就是说，这里定义的“时期”的数目在更加收紧的财政状况下增加得

更少。

因此，对于平均值和最大值（表６ １３和６ １４），在偏离阈值的情况下风险评级的变化

更加显著，除债务现值对出口的比率外，大多数国家的风险类别从低变高。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是在较温和的冲击和较宽松的财政状况下这种恶化依然存在。

７１１

① 文中表格突出了那些显著大于基线水平的某些情况发生的次数（即债务困境高风险国家数目至少是基线水平两

倍的情况和债务困境适度［中度］风险国家数目多于基线水平两倍的情况，运用表６ １１提供的定义）。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表６ １２　不同出口冲击和财政状况下国家超过阈值事件总数的风险评级（全样本）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基线情形 ２５ ２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６ ２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犡７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１６ ３ １２ １１ ６ １４ ２１ ４ ６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３ ５ １３ ８ ７ １６ １９ ３ ９ ２３ ３ ５ ２４ ２ ５

ＦＣ３０ １４ ６ １１ ８ １１ １２ ２０ ５ ６ １４ ８ ９ １７ ９ ５

ＦＣ４０ １６ １０ ５ ９ １３ ９ ２１ ７ ３ ５ ２１ ５ １３ １５ ３

犡７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１８ ２ １１ １３ ５ １３ ２２ ３ ６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５ ３ １３ １１ ６ １４ ２１ ３ ７ ２５ １ ５ ２５ ３ ３

ＦＣ３０ １５ ７ ９ １１ ８ １２ ２１ ７ ３ １７ ７ ７ ２１ ５ ５

ＦＣ４０ １６ １１ ４ １３ １０ ８ ２１ ７ ３ １３ １５ ３ １９ １１ １

犡８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１９ ２ １０ １３ ６ １２ ２３ ２ ６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６ ３ １２ １２ ５ １４ ２１ ４ ６ ２６ ３ ２ ２６ ４ １

ＦＣ３０ １６ ６ ９ １１ １０ １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６ ５ ２２ ４ ５

ＦＣ４０ １７ １０ ４ １４ ９ ８ ２１ ７ ３ １４ １４ ３ ２０ １０ １

犡７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１９ ４ ８ １７ ６ ８ ２３ ３ ５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６ ４ １１ １３ ６ １２ ２１ ４ ６ ２８ ２ １ ２７ ３ １

ＦＣ３０ １６ １０ ５ １３ １０ ８ ２１ ７ ３ １９ ７ ５ ２２ ６ ３

ＦＣ４０ １９ ８ ４ １７ ６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０ １０ １ ２３ ７ １

犡８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２０ ３ ８ １８ ５ ８ ２３ ４ ４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７ ３ １１ １３ ６ １２ ２２ ３ ６ ２８ ２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１８ ６ ７ １５ ８ ８ ２２ ６ ３ ２３ ５ ３ ２３ ５ ３

ＦＣ４０ １９ ８ ４ １６ ７ ８ ２２ ６ ３ １８ １２ １ ２３ ７ １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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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犡８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２ ８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９ ４ ８ １７ ６ ８ ２３ ４ ４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２０ ６ ５ １９ ４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６ ４ １ ２６ ４ １

ＦＣ４０ ２０ ７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４ ６ １ ２５ ５ １

犡７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８ １ ２

ＦＣ２０ ２０ ３ ８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７ １ ３

ＦＣ３０ １９ ８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７ ３ １ ２３ ５ ３

ＦＣ４０ ２０ ７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４ ４ ３ ２７ ３ １ ２４ ５ ２

犡９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１９ ４ ８ １８ ４ ９ ２３ ４ ４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１９ ６ ６ １８ ５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１ ２ ２６ ４ １

ＦＣ４０ ２０ ７ ４ １９ ４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４ ６ １ ２４ ６ １

犡９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３ ８ ２４ ４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２１ ３ ７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２１ ５ ５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２ １ ２７ ３ １

ＦＣ４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４ ４ ３ ２７ ３ １ ２６ ４ １

犡８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２ ４ ５ ２０ ３ ８ ２５ ３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７ ３ １

ＦＣ４０ ２２ ５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９ １ １ ２６ ４ １

犡９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２ ４ ５ ２０ ３ ８ ２６ ２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９１１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续表）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ＦＣ２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５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４ ４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７ ３ １

ＦＣ４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５ ３ ３ ２９ １ １ ２７ ３ １

犡９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２ ４ ５ ２０ ３ ８ ２６ ２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２０ ２２ ４ ５ ２０ ３ ８ ２５ ３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３０ ２２ ５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６ ２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ＦＣ４０ ２３ ４ ４ ２０ ３ ８ ２６ ２ ３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１ １

注：灰色部分表示超过阈值情况次数显著大于基线水平次数［即债务困境高风险时超过阈值情况国家数目至少是基线水

平两倍，债务困境风险适度（中等）时超过阈值情况国家数目超过基线水平两倍，利用表６ １１提供的定义］。

表６ １３　不同出口冲击和财政状况下国家超过各自阈值平均偏差的风险评级（全样本）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基线情形 ２３ ５ ３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２ １ ２７ １ ３

犡７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４ ５ １２ ２２ ０ ９ ２４ ３ ４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５ ３ １３ １１ ５ １５ １８ ３ １０ ２０ ６ ５ ２３ ３ ５

ＦＣ３０ １４ ３ １４ ９ ６ １６ １８ ３ １０ １２ ３ １６ １８ ３ １０

ＦＣ４０ １３ １ １７ １０ ５ １６ １９ １ １１ １ １ ２９ ８ ２ ２１

犡７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１７ ３ １１ １７ ２ １２ ２２ ０ ９ ２６ ０ ５ ２６ １ ４

ＦＣ２０ １４ ６ １１ １３ ６ １２ ２０ ２ ９ ２５ ２ ４ ２５ ２ ４

ＦＣ３０ １４ ５ １２ １１ ６ １４ ２０ １ １０ １５ ４ １２ ２１ ０ １０

ＦＣ４０ １４ ３ １４ １２ ４ １５ ２０ １ １０ １ ３ ２７ １０ ３ １８

０２１



第六章　
在持续金融危机浪潮中的债务可持续性与债务困境问题：以仅获犐犇犃援助的非洲国家为例

（续表）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犡８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１９ ４ ８ １９ １ １１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８ ３ １０ １５ ５ １１ ２２ ０ ９ ２６ ３ ２ ２７ ０ ４

ＦＣ３０ １７ ３ １１ １７ ２ １２ ２１ １ ９ １７ ７ ７ ２１ ２ ８

ＦＣ４０ １６ ４ １１ １５ ５ １１ ２０ ２ ９ ７ ８ １６ １４ ２ １５

犡７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０ ２ ９ １７ ３ １１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０ ５ ２６ １ ４

ＦＣ２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６ ３ １２ ２２ ０ ９ ２６ ２ ３ ２７ ０ ４

ＦＣ３０ １５ ４ １２ １５ ３ １３ ２０ ２ ９ １９ ８ ４ ２２ ２ ７

ＦＣ４０ １５ ４ １２ １４ ４ １３ ２０ １ １０ ７ ６ １８ １４ ２ １５

犡８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１９ ５ ７ １９ ３ ９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８ ２ １１ ２２ ０ ９ ２６ ３ ２ ２７ １ ３

ＦＣ３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７ ３ １１ ２１ １ ９ ２０ ７ ４ ２３ ０ ８

ＦＣ４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６ ４ １１ ２１ １ ９ １３ ２ １６ １６ ３ １２

犡８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０ ４ ７ １９ ４ ８ ２２ ２ ７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８ ３ １０ １９ ２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７ ４ １０ ２１ １ ９ ２４ ５ ２ ２５ ０ ６

ＦＣ４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７ ４ １０ ２１ １ ９ １４ ５ １２ ２０ ２ ９

犡７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０ ４ ７ １６ ７ ８ ２３ ０ ８ ２５ １ ５ ２６ １ ４

ＦＣ２０ １７ ５ ９ １６ ５ １０ ２１ ２ ８ ２６ ０ ５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６ ４ １１ ２１ １ ９ ２４ ２ ５ ２５ ０ ６

ＦＣ４０ １８ ３ １０ １６ ３ １２ ２１ ０ １０ １５ ６ １０ ２１ １ ９

犡９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３ ７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３ ５ ２７ １ ３ ２７ １ ３

１２１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续表）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ＦＣ２０ １９ ５ ７ ２０ ３ ８ ２２ ２ ７ ２７ ２ ２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９ ３ ９ １９ ３ ９ ２２ １ ８ ２５ ５ １ ２５ ２ ４

ＦＣ４０ １９ ５ ７ １９ ３ ９ ２２ １ ８ ２１ ６ ４ ２３ １ ７

犡９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２０ ５ ６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３ ５ ２７ １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９ ５ ７ １９ ４ ８ ２２ ２ ７ ２７ １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９ ４ ８ １９ ３ ９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４ １ ２５ ２ ４

ＦＣ４０ １９ ５ ７ １９ ３ ９ ２２ １ ８ ２１ ６ ４ ２４ １ ６

犡８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０ ５ ６ １９ ４ ８ ２３ ２ ６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２０ ４ ７ １８ ５ ８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９ ４ ８ １８ ５ ８ ２１ ２ ８ ２５ ３ ３ ２５ ２ ４

ＦＣ４０ １９ ３ ９ １７ ５ ９ ２１ ２ ８ ２４ ３ ４ ２４ ０ ７

犡９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５ ５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４ ４ ２７ １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２０ ４ ７ ２０ ３ ８ ２３ ３ ５ ２７ １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２０ ４ ７ ２０ ３ ８ ２２ ２ ７ ２６ ４ １ ２５ ２ ４

ＦＣ４０ ２０ ４ ７ １９ ５ ７ ２３ １ ７ ２４ ３ ４ ２５ ０ ６

犡９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３ ５ ３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５ ３ ２７ １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２０ ２０ ６ ５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２ ６ ２７ １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３０ ２０ ６ ５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３ ５ ２７ １ ３ ２６ １ ４

ＦＣ４０ ２０ ６ ５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２ ６ ２６ ３ ２ ２５ １ ５

注：灰色部分表示超过阈值情况次数显著大于基线水平次数［即债务困境高风险时超过阈值情况国家数目至少是基线水

平两倍，债务困境风险适度（中等）时超过阈值情况国家数目超过基线水平两倍，利用表６ １１提供的定义］。

２２１



第六章　
在持续金融危机浪潮中的债务可持续性与债务困境问题：以仅获犐犇犃援助的非洲国家为例

表６ １４　不同出口冲击和财政状况下国家在规划期内

超过其阈值最大缺口的风险评级（全样本）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基线情形 ２４ ４ ３ ２４ ０ ７ ２４ ４ ３ ２８ １ ２ ２８ ０ ３

犡７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１９ ３ ９ １８ ３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４ ６ １１ １１ ８ １２ １８ ３ １０ ２３ ４ ４ ２４ ２ ５

ＦＣ３０ １４ ４ １３ １１ ７ １３ １８ ３ １０ １４ ４ １３ １９ ２ １０

ＦＣ４０ １４ ５ １２ １１ ６ １４ ２０ １ １０ ０ ２ ２９ ９ ２ ２０

犡７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１ ９ １８ ３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５ ５ １１ １３ ８ １０ ２１ １ ９ ２５ ３ ３ ２５ ３ ３

ＦＣ３０ １４ ６ １１ １１ ９ １１ ２０ ２ ９ １５ ９ ７ ２１ ０ １０

ＦＣ４０ １４ ６ １１ １２ ６ １３ ２０ ２ ９ ２ ５ ２４ １０ ３ １８

犡８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２ ８ １８ ５ ８ ２２ ３ ６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９ ２ １０ １９ ２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２７ １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８ ３ １０ １７ ４ １０ ２２ ０ ９ １８ ８ ５ ２１ ２ ８

ＦＣ４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７ ４ １０ ２２ ０ ９ ９ ６ １６ １６ １ １４

犡７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１ ９ １８ ３ １０ ２２ ３ ６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１９ ２ １０ １５ ６ １０ ２２ ０ ９ ２５ ３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７ ４ １０ １５ ５ １１ ２１ １ ９ １８ ８ ５ ２３ ２ ６

ＦＣ４０ １６ ４ １１ １５ ４ １２ ２１ １ ９ ８ ６ １７ １５ １ １５

犡８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２ ８ １９ ５ ７ ２２ ３ ６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２０ ２ ９ １９ ２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９ ２ １０ １８ ３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２２ ５ ４ ２３ ２ ６

ＦＣ４０ ２０ １ １０ １７ ４ １０ ２２ １ ８ １５ １ １５ １６ ４ １１

３２１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续表）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犡８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３ ７ １９ ５ ７ ２３ ３ ５ ２８ ０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２０ ２１ １ ９ １９ ３ ９ ２２ ３ ６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２１ ０ １０ １８ ３ １０ ２２ ３ ６ ２６ ２ ３ ２５ １ ５

ＦＣ４０ ２１ ０ １０ １８ ３ １０ ２２ ２ ７ １６ ８ ７ ２０ ２ ９

犡７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２ ８ １８ ３ １０ ２３ ２ ６ ２６ ２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２０ ２１ ０ １０ １６ ５ １０ ２２ ３ ６ ２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１９ ２ １０ １６ ４ １１ ２１ ３ ７ ２４ ４ ３ ２５ １ ５

ＦＣ４０ １９ ２ １０ １６ ３ １２ ２１ ２ ８ １６ ８ ７ ２１ ２ ８

犡９０８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２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４ ７ ２２ ４ ５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２１ ３ ７ ２１ ３ ７ ２２ ３ ６ ２６ ２ ３ ２５ ２ ４

ＦＣ４０ ２１ ２ ８ ２１ ３ ７ ２２ ３ ６ ２１ ６ ４ ２３ １ ７

犡９０６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０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２０ ２１ ４ ６ ２０ ４ ７ ２２ ５ ４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２１ ４ ６ ２１ ３ ７ ２２ ４ ５ ２８ ０ ３ ２５ ２ ４

ＦＣ４０ ２１ ３ ７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２ ６ ２４ ４ ３ ２４ １ ６

犡８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３ ７ １９ ５ ７ ２３ ４ ４ ２８ ０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２０ ２１ ２ ８ １９ ４ ８ ２３ ２ ６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２１ １ ９ １９ ４ ８ ２２ ３ ６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１ ４

ＦＣ４０ ２１ ０ １０ １８ ４ ９ ２２ ３ ６ ２５ ３ ３ ２４ １ ６

犡９０４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６ ４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０ ３ ２７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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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债务现值／犌犇犘 债务现值／出口 债务现值／收入 债务清偿／出口 债务清偿／收入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低

风险

中等

风险

高

风险

ＦＣ２０ ２１ ５ ５ ２０ ４ ７ ２３ ４ ４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３０ ２１ ４ ６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３ ５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１ ４

ＦＣ４０ ２１ ４ ６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２ ６ ２７ １ ３ ２５ １ ５

犡９０２狓

ＦＣ１０ ２１ ６ ４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５ ３ ２８ ０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２０ ２１ ６ ４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４ ４ ２８ ０ ３ ２７ １ ３

ＦＣ３０ ２１ ５ ５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４ ４ ２８ ０ ３ ２６ ２ ３

ＦＣ４０ ２１ ４ ６ ２１ ３ ７ ２３ ３ ５ ２７ １ ３ ２５ ２ ４

注：灰色部分表示超过阈值情况次数显著大于基线水平次数［即债务困境高风险时超过阈值情况国家数目至少是基线水

平两倍，债务困境风险适度（中等）时超过阈值情况国家数目超过基线水平两倍，利用表６ １１提供的定义］。

由于还款期限较长，在较为宽松的融资条件下应用“时期”的数量使高风险债务困境情

况发生次数的增加更多（见表６ １２）。例如，在一次出口下降３０％且恢复期为八年的冲击

下，并且在利率为２．２５％期限为１０年宽限期为５年（ＦＣ２０）的情况下———利用五个不同的

债务负担指标来衡量，被列为高风险债务危机的国家相对于基线水平显著增加，相比于

ＦＣ４０的情况，这些国家的数目分别从４增加到１３、从８增加到１６、从３增加到９、从１增加

到５和从１增加到５。

总体而言，利用对低、中、高债务危机风险的特别（但宽松）的定义的模拟结果来突出对

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融资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些国家发生更严重（深度的且持续的）的危机

时。然而，在风险类别显著恶化的情况下，即使是处在最温和的财政状况下，只有这种融资

可能还不够。

结论

在本章，我们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３１个非洲仅获ＩＤＡ国家的影响。特别地，通过观

察危机对五个债务负担指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ＤＳＦ采用的）———债务现值／

ＧＤＰ、债务现值／出口、债务现值／政府收入、债务清偿／出口和债务清偿／政府收入，我们研究

了对这些国家（外部）债务可持续性状况的影响。在１２种不同深度和期限的假定出口冲击

作用下———假设国家在四种不同财政状况下通过借贷来缓冲危机的影响以保证国内需求不

会受到不利影响。我们预测了２００９—２０２７年的这五个债务负担指标，并分析了这些国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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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违背了由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ＤＳＦ制定的该国特定阈值。我们关注每个

缺口的持续时间以及缺口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与阈值的距离），并把其作为债务困境发生概

率的一项指标。在出口下滑导致ＧＤＰ成比例缓慢下降的情况下，我们的分析对整个样本的

指标进行了逐个推导。

正如预期，考虑到一个国家为其减少的出口收入进行融资（替代）的融资条件，所有出现

严重危机的国家其债务负担指标都显著恶化。融资条件收紧导致流动性或债务清偿指标的

显著恶化；由于现值计算的非线性，偿付能力或债务指标现值恶化程度相对较小。更重要的

是，紧缩的融资条件导致债务困境发生概率的显著增加，这一概率可以用与阈值的距离来评

估。而紧缩的融资条件对持续期（或一国背离其阈值的情况发生的次数）的影响比较温和，

是因为更加严格的融资条件意味着更短的偿还期限。然而，更短的偿还期限可能意味着该

国将无法躲避危机并将无法偿付其即将到期的债务。此外，在更加严格的融资条件下，为确

保债务清偿连续性而进行的财政支出和税收调整显著增大（尽管时间较短）。这种较大的调

整可能意味着社会开支和公共投资的较大程度的削减，如果这种削减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

可行的，就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虽然模拟分析高估了金融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实际影响①，但模拟的结果强调了优惠融

资条件对低收入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处在严重（深度的且长期的）危机时。事

实上，如表６ １２—６ １４所示，在更为严格的融资条件和持续的危机下，处在高债务违约风

险的国家数目显著增加，达到整体样本数量的一半左右甚至更多（从基线水平的一、两个国

家）。若危机被证实是长期的，在风险等级显著恶化的情况下，即使面对最温和的负面融资

环境，有条件限制的融资政策可能也不是充分的补救方法。在这些情况下，财政调整可能无

法避免。

６２１

① 对一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受到危机实际影响的初步评估，参见ＩＭＦ，２０１０。



第六章　
在持续金融危机浪潮中的债务可持续性与债务困境问题：以仅获犐犇犃援助的非洲国家为例

附录６Ａ　典型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指标

图６犃 １　出口下降２０％的冲击下债务现值占犌犇犘比率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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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犃 ２　出口下降２０％冲击下债务现值占出口的比率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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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犃 ３　出口下降２０％冲击下的债务现值占收入比率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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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犃 ４　出口下降２０％冲击下的债务清偿占政府收入比率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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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犃 ５　出口下降２０％下债务清偿占出口比率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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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６Ｂ　全样本的债务负担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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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犅 １　突破阈值情况的次数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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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犅 ２　突破阈值的国家平均值总和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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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犅 ３　突破阈值的国家最大值总和

注：见表６ ２对冲击类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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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６Ｃ　债务可持续框架

债务可持续框架（ＤＳＦ）作为分析低收入国家受到相关债务危机冲击可能性的标准工具

被世界银行和ＩＭＦ所采用（参见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Ａ５ＶＦＸＺＣＣＷ０）。其目标是

支持这些国家的努力以满足他们的发展目标而同时不会带来未来的债务问题。在ＤＳＦ框

架下，世界银行和ＩＭＦ每年执行债务可持续分析（ＤＳＡｓ）以评估这些国家在２０年期限陷入

债务困境的风险。这种前瞻性的做法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在对资金的需求和在现在和未来的

偿付能力之间做出权衡。同时也允许债权人特别制定融资条款以预测未来的债务困境

状况。

在ＤＳＦ框架下运行的ＤＳＡｓ对外部公共债务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债务现值／ＧＤＰ、债务

现值／出口、债务现值／收入、债务清偿／收入和债务清偿／出口五个债务负担指标。这些指标

中的每一项在框架中都具有一个指示性阈值，其依据一个国家政策和制度的质量，正如所测

量的三年平均国家政策和体制评估（ＣＰＩＡ）指数并由世界银行每年编制（表６Ｃ １）。

表６犆 １　债务可持续阈值下的外部公共债务负担阈值

政　　策

债务净现值占

下列指标的百分比

债务清偿占下列

指标的百分比

出　　口 犌犇犘 财政收入 出　　口 财政收入

弱

（ＣＰＩＡ指数＜３．２５）
１００ ３０ ２００ １５ ２５

中等

（ＣＰＩＡ指数＞３．２５＜３．７５）
１５０ ４０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强

（ＣＰＩＡ指数≥３．７５）
２００ ５０ ３００ ２５ ３５

资料来源：ＩＭＦ／ＩＤＡ，２００９。

注：ＣＰＩＡ指数为三年均值。

外部债务困境的风险评级由与基准情形、替代情形和压力测试下参考与指示性政策依

赖的阈值相关的债务负担指标的发展推导而来。其共有以下四种可能的评级。

● 低风险：在相关特定国家阈值之下所有债务负担指标表现良好。在任意压力测试和

替代情形之下阈值都不会被突破。

● 中度风险：尽管基准情形并未显示突破了阈值，但替代情形和压力测试导致债务清偿

指标在预测期有显著上升或者突破一个或更多阈值。

● 高风险：基线情形表明滞后突破债务负担阈值，但此国家目前不会面对任何清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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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替代情形或压力测试表明阈值滞后突破。

● 处于债务困境：当前债务和债务清偿比率是对阈值显著或持续的突破。正在或即将

进行的债务重组谈判或者逾期债务的存在一般表明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

ＤＳＦ框架下具有指示性意义的政策独立阈值的设定是为了保证ＣＰＩＡ评级为３．２５、３．５

和３．７５（分别为强、中、弱水平的基准）的国家发生债务困境的概率介于１８％—２２％。因此，

高风险评级（与“处于债务困境”评级不同）不应被解释为与不可持续债务状况等同。

尽管ＤＳＡｓ分析主要集中在公共和公共担保外部债务，但同时也包括对公共债务可持

续性的分析。ＤＳＦ框架中并不包括总公共债务的指示性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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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７

中等收入国家是否仍有能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拉弗·范多恩　维威克·苏里　苏达山·古普图

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面临着有利的市场环境，改善

了它们的债务管理能力，降低了通货膨胀，提高了财政收入和经常账户余额，并积累了外汇

储备。这部分是因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持续地实施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适当的结构改革。

这场危机揭示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２１世纪早期那段时期相

比，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已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全球复苏乏力的话，

其他国家则因内外不平衡的出现而比较虚弱，从而在危机中受到更大的打击，降低了他们在

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以及可能在危机中期的反应能力。

本章显现了２０个中等收入样本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以激发关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未来方向的讨论（表７ １）①。除了匈牙利以外，这２０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匈牙利于

２００８年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毕业”，但仍旧被包括在样本中，因为它经受的全球金融危机

　　

表７ １　样本包括的国家（按收入水平分类）

收入水平 国　　　　　家

中低 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泰国、乌克兰

中高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波兰、俄罗斯、南非、土耳其

高 匈牙利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年的分级编制。

注：这里定义的商品出口国是那些依赖单一初级商品部门并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显著改善其财政收支平衡

的国家。根据此定义，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俄罗斯为商品出口国，而墨西哥则不是。匈牙利

在２００８年年中之前一直被归类为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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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使用地图法（ａｔｌａｓｍｅｔｈｏｄ）依据各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对各国进行了分类。人均国民收入（ＧＮＩ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９７５美元或更少为低收入国家，９７６—３８５５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３８５６—１１９０５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１１９０６
美元及其以上为高收入国家（见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Ｋ２ＣＫＭ７８ＣＣ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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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其后果决定把它与其他１９个中等收入国家放在一起分析是值得的）。样本包括制成

品的出口国和初始商品的出口国，以确保不同初始条件以及商品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和全球

金融危机的传播渠道等影响都能被捕捉到。

样本包括了在人口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上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同时，这些国家又有

很重要的相似之处。样本中所包括的国家都已经开发利用了国际资本市场，成功地吸引到

大量的短期外部融资，并且都有从世界银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

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其他多边机构等非优惠性窗口获得资金的资格。

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与高收入国家相联系。因此，全球金融危机

对他们的影响既有直接的（通过资金流逆转、汇率压力以及国际信贷市场借款利差的扩大），也

有间接的［通过大宗商品价格、出口、投资组合和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以及劳工的汇款］①。

本章架构如下。第一部分描述了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球的和不同国家的主要发展。

第二部分描述了全球危机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直接影响。第三部分分析了从危机伊始一直到

２００９年的财政反应。第四部分评估了在多种场景下的中期财政挑战和财政调整战略。最

后提出了结论。

全球和国别发展（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由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以及审慎的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大多数样本

国家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提高了它们的财政和经常账户余额，并建立了外汇储备。

一些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其他国家实施了精心设计的财政责任框架②。许多国

家都可以用国内以及国外的货币发行债券，这归功于他们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库券之间

出现了创纪录的低利差，而投资者寻找的就是赚取利润的机会。在某些国家，相对宽松的

融资环境导致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外部债务积累，并导致了内部外部失衡，同时变得越来

越脆弱。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商品价格上涨，初级产品出口国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随着食品

和燃料价格在２００７年年末到２００８年年中达到历史高点，初级产品出口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开始在对外收支和财政状况上出现显著的差异。因此，当２００８年危机发生的时候，初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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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低收入国家通常只是通过间接渠道受到冲击，例如初级产品价格、出口、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汇款的变动而受到

冲击，因为只有少数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相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低收入国家通常把更大份额的收入花

在食物上。鉴于这一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和燃料价格暴涨在低收入国家造成的影响比在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的

影响更大也更广泛，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更为虚弱。有的低收入国家受益于债务减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多方和双

边官方债权人那里获得的长期优惠融资和赠款。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１１个样本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它们包括巴西、智利和波兰（１９９９）、哥伦比亚、南非

和泰国（２０００）、匈牙利和墨西哥（２００１）、秘鲁和菲律宾（２００２）、印度尼西亚（２００５）和土耳其（２００６）（Ｒｏｓｅ，２００６）。自

２００２年以来，１１个样本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和波

兰）已经实施了限制债务的财政规则、平衡预算规则以及支出和收入规则（ＩＭＦ，２００９ｂ）。这些规则因政府层级的不同

而不同，因执行力度不同而不同，因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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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国可以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去应对它。

这些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改善使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危机前改善了国内指标。在

大多数国家平均通胀率下降，尤其是阿根廷、俄罗斯联邦、土耳其和乌克兰。在一些国家，金

融部门的发展增加了居民获取信贷的机会。信贷占ＧＤＰ比重之增加在匈牙利和乌克兰尤

其大。许多国家（包括智利、尼日利亚、俄罗斯）增加了其财政和基本收支平衡的余额。土耳

其改善了其财政平衡。这一时期还见证了这些国家总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份额）的下降，部

分原因在于ＧＤＰ的快速增长（图７ １）①。

图７ １　公共债务占犌犇犘比率变动的影响因素（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ｄ整理。

注：公共债务包括国内和国外公共债务。本图把公共债务（按占ＧＤＰ百分比计量）分解为三个部分———以

当地价格计价的公共债务，以不变价格计价的名义ＧＤＰ和ＧＤＰ平减指数———并用对数形式表示其相对贡献。

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百分比）＝公共债务（当地货币）／［ＧＤＰ（当地货币不变价格）×ＧＤＰ平减指数］。用对数表示

相对变化：ｌｏｇ［１＋公共债务的百分比变化（ＧＤＰ的百分比）］＝ｌｏｇ［１＋公共债务百分比变化（当地货币）］－

ｌｏｇ［１＋ＧＤＰ百分比变化（当地货币不变价格）］－ｌｏｇ［１＋ＧＤＰ平减指数百分比变化］

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变成了盈余。

从２００２到２００７年，大多数国家的总外部债务相对ＧＤＰ减少了（图７ ２）。在阿根廷、印度

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相对于２００２年的水平，外部债务占ＧＤＰ的百分比率降幅最大。

相比之下，在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外部债务相对２００２年增长了②。

２４１

①

②

大多数国家降低了他们的公共债务总规模。阿根廷将其债务从２００２年的占ＧＤＰ１７０％（这起因于当年货币贬

值）降低到２００７年的占ＧＤＰ７０％。这须归功于名义ＧＤＰ的快速增长，而且债务存量几乎没有改变。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尼日

利亚与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就取消或偿付几乎全部的对该国未偿债务索取权达成一项协议（ＩＭＦ，２００６）。

匈牙利的总债务从２００２年的占ＧＤＰ５５％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占ＧＤＰ１０３％，但这个数字包括大量的银行和公司间

新增贷款（ＩＭＦ，２０１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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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　外债总额占犌犇犘比率的变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ｄ的数据整理制作。

注：图中的数据单位均为％。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和私人的

无担保债务。位于虚线以上的点表示２００７年年底的外债规模大于２００２年年底。阿

根廷的外债占ＧＤＰ的比率从２００２年年底的１５２％减小至２００７年年底的５９％。

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外部债务减少的国家里，这一下降主要反映了名义ＧＤＰ的快速增

长；汇率升值诚然降低了外部债务的国内货币价值，但在外债减少上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

角色①。在外部债务大量增加的国家，这一变化主要反映借债的增加，这使债务增长速度超

过了名义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鉴于许多国家在危机前的时期（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经历了有利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宏观经

济都有所改善②。为了比较各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我们就每个样本国家每年的宏观经济空间

计算出一个指数（见附录７Ａ）。

该宏观经济空间指数表明，大多数样本国家的空间在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之间增加了。

中国在样本国中具有最大的宏观经济空间，这得益于它的强劲的外部次级指标和有利的财

政和国内次级指标。尼日利亚的宏观经济空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有力的外部次级指标，

如经常账户顺差、高外汇储备以及较低的债务，这些可以抵消私人部门信贷相对于ＧＤＰ的

快速增长，而这些信贷原本将最终导致更高的通胀压力。智利的宏观经济空间几乎完全体

３４１

①

②

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墨西哥，汇率贬值被ＧＤＰ的快速增长抵消。尼日利亚受益于在２００５年大量减少外部

债务。

宏观经济空间的概念与海勒（Ｈ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５）提出的概念相似。他把财政空间定义为：政府在没有危及其财务状

况可持续性和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实施反周期财政政策或者甚至一篮子财政刺激计划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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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审慎的财政政策。匈牙利的宏观经济空间最少，主要是因为它的外部次级指标和财政

次级指标相对较弱。在乌克兰，尽管它有着比一些高评级国家更加积极的财政次级指标，它

的高通胀和弱外部次级指标更加重要。在宏观经济指数排名紧随匈牙利和乌克兰之后的是

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主要的问题是外部次级指标很弱（图７ ３）。

图７ ３　若干国家的宏观经济空间指数（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ｃ、２０１０ｄ数据整理制作。

注：所有的数值都根据２００７年样本平均值和标准方差标准化。

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

当金融危机在２００８年９月成为全球性危机的时候，市场的直接反应通过多种途径打击

了中等收入国家。接下来的季度数据表明，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风险评估变得更加歧视，如利

差、汇率和外汇储备等方面的变化所表明的。大多数样本国家的ＧＤＰ增长受挫，并且由于

不利的汇率变动，它们的外部债务负担增加了。

附录７Ａ

我们的宏观经济空间指数总结了对一个国家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或财政刺激计划能力

有着最大影响的变量。为了使一个国家能够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或者财政刺激计划，拥有

低财政赤字或者低公共债务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国内外的条件能够支持或者限制财政

政策。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有着高通货膨胀、经常账户赤字、低储蓄、高外部债务或者快速增

长的私人部门信贷，财政的扩张就可能会使经济变得不稳定。与之相比，即使有一个国家已

经出现了财政赤字并有了高水平的公共债务，只要市场对该国债务水平保持在一个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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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并且宏观经济稳定不被破坏这两点有信心，它仍然能够运行一个财政扩张政策。这

个指数的非财政构成元素代表了一些市场定期监控的变量。

在那些公共和外部债务水平低且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低通货膨胀、温和的信贷增长和

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平衡有结余或者仅仅有些微赤字的国家，财政扩张有可能带来积极的

宏观经济结果（在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平衡的同时支持经济增长）。这些国家被称为享有宏观

经济空间。在一个私人部门信贷高速增长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增长可能会加速通货膨胀；信

贷的快速增长还可能是预示未来财政资源需要的一个主要指标，因为在金融部门中形成并

累积或有负债。外部需求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并且可能会对汇率造成

压力。在一个固定汇率的政策下，这个国家就会失去外汇储备。面临这些条件的国家被称

为有着有限宏观经济空间的国家。

在大多数国家，这些积极指标和消极指标混存。一个国家可能有财政盈余，但同时依旧

受到高通胀、低外汇储备或者经常账户赤字的困扰。一个有着低通胀和经常账户盈余的谨

慎国家或许能够（暂时地）维持较高的财政赤字，并享有市场信心。

宏观经济空间的指数由在表７Ａ １显示的７个标准化变量未加权加总得出。我们使用

各年的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差对这些变量做了标准化处理。所以，各个变量在跨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

年样本国的分布均以零为中心，按标准差单位进行计量（这种标准化作业的目的在于不让那

些有着典型的高数值的变量在指标中的分量压过其他变量）。汇率和国内利率这两个变量

被明确地排除于指标之外，以排除在这两个变量与指数中含有的７个标准化变量之间的任

何内生性关系。因此，这个宏观经济空间指数能够追踪一个国家在给定的任何一年里相对

于样本国而言进行反周期财政政策或甚至推出财政刺激计划的能力。例如，２００７年的财政

空间是由２００７年样本均值和标准差标准化的财政空间，利用它可以为各国在任何时点的财

政空间进行排名。

表７犃 １　宏观经济空间指数的构成

部门 次　　级　　指　　标
对空间产生消极

影响，如果

对空间产生积极

影响，如果

国内
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占ＧＤＰ百分比，年变化率） 高 低

ＣＰＩ通胀（百分比变化率） 高 低

国外

经常账户（占ＧＤＰ百分比） 逆差 顺差

外债（占ＧＤＰ百分比） 高 低

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比率的自然对数 低 高

财政
财政收支（占ＧＤＰ百分比） 赤字 盈余

总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百分比）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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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９月，在本样本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阿根廷、匈牙利、俄罗斯和乌克兰，主权债

券与可比的美国国债的利息差迅速飙升（图７ ４）①。同时，随着投资组合资本流动的逆转，许

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面临压力。一些国家，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菲律宾和南非，立即在

保持外汇储备的同时调整汇率。其他国家徒劳地试图抵制贬值压力，与此同时失去外汇储备。

图７ ４　外汇储备总额、外汇汇率和对美国国债利差的变动［２００８年１—８月

（危机前）至２００８年９—１２月（危机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ＩＭＦ２０１０ｃ；路透社和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加成指数、世界

银行全球经济监测数据库的数据制作。

注：对于左轴，表示的是从２００８年１—８月最大值到２００８年９—１２月最小值的

百分比变化。对于右轴，表示的是２００８年１—８月最小值到２００８年９—１２月最大值

的百分比变化。没有关于印度、尼日利亚或泰国息差的数据。

在第一波的惊慌平息后，市场变得更加挑剔，并且开始关注各个国家的基本面。对大多

数国家而言，利息差开始减少，尽管一直到２００９年３月他们都尚未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阿根

廷、匈牙利和乌克兰的息差则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汇率变得更加稳定，且一些国家的外汇

储备再次开始增长。比较一下危机前的ＧＤＰ增长的高峰到危机后的低谷的平均值（从２００８

年第三季度到２００９年第三季的真实增长率），即可看到所有的样本国都受到了经济减缓的

打击（图７ ５）。在诸如智利、俄罗斯这样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以及匈牙利、墨西哥、土耳其、乌

克兰等国尤其是如此。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此前的经济衰退相比较，此次经济下跌的

影响更为深远和广大（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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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ＥＭＢＩＧｌｏｂａｌ），该指数跟踪由新兴市场主权和准主权实体发行的以美元计价

的债务工具的总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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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５　真实犌犇犘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到２００９年为止的初始财政反应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以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应对，包括反周期财政政策、货币

政策、银行信贷扩张以及国际流动性支持工具①。在２００７到２００９年间，周期性调整的基本

平衡在除匈牙利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恶化了。在匈牙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财政巩

固支持项目在危机冲击到来之后迅速到位（图７ ６）（ＩＭＦ，２０１０ｂ）②。

那些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非利息支出（不管是按占ＧＤＰ比重还是按真实价值计算）增长最

大的国家，通常在２００７年底有着相对较大的宏观经济空间③。在财政次级指标上处于健康

状态的智利和俄罗斯，出现了非利息开支的最大增长（按占ＧＤＰ比重计量）。中国在外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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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联邦储备与巴西和墨西哥央行进行了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２００８１０２９ｂ．ｈｔｍ）。２００９年４月，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波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灵活的

信贷额度。东南亚国家联盟（ＡＳＥＡＮ）国家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一起扩大了“清迈倡议”（犆犺犻犪狀犵犕犪犻犐狀犻狋犻犪狋犻狏犲，即区域

货币互换协议）的货币互换额度。

关于２０国集团与危机相关自主型财政刺激计划的最新信息，请参阅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文件附录１（ＩＭＦ，

２０１０ｂ），该文件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不同国家调查结果而形成的。

２００７年底的整体宏观经济指数（财政、外部和国内次级指标）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实际非利息支出的变动两者之

间的相关性是４６％。如果仅用财政次级指标与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实际非利息支出的变动构成相关性则结果要低得多

（２０％），说明非财政变量在决定宏观经济空间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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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６　周期调整后基础（非利息）平衡（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级指标上非常之强，但实际非利息支出也大量增加①。尽管增加财政支出帮助抵消了总需求

在其他部门的下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仍无法阻止衰退。用来应对危机的新贷款与

经济增长放缓和汇率贬值一起使这些国家在此前几年中从外部和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

重）减少之中获得的收益的一部分遭到了逆转。按占ＧＤＰ比重计量，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有１１

个样本国的外债增加了；而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只有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的外债增加了。

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和为这些国家实施的一揽子外部支持计划一

起在多个国家导致了更高的公共债务（图７ ７）和外部债务。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曾累积了

相对于国内债务而言更大的外债，都面临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其他国家（如巴西、阿拉伯埃

及共和国以及印度）因更多地依靠内债而非外债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汇率风险。这些证据表

明，国家应该在监控金融结构和债务投资组合上有所作为。

那些在２００８年年末危机发作之初具有宏观经济空间的国家均能迅速做出增加财政支

出的反应。２００７年年底样本国所具有的宏观经济空间与其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基本盈余的变

动看上去是负相关的。然而，在２００９年年底，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危机的初始影响后，最终以

更少的宏观经济空间收尾。各国在宏观经济空间的指数排名上也发生了变化，反映了因为

危机而被“消耗”的相应的空间（图７ ８）。阿根廷和匈牙利等国改善了他们的相对排名，但

其宏观经济空间仍然非常狭窄。

到２００９年年底，尼日利亚、泰国、智利和中国拥有一个可以用于应对更长期危机的最大

的空间。在尼日利亚，大的财政空间反映该国强大的外部次级指标；其他国家则反映了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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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财政刺激方案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在预算数据中见到的，因为大多数反映在银行贷款中（Ｖｉ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０）：国内对私有企业的信贷激增，从２００８年的占ＧＤＰ１０８％增至２００９年的占ＧＤＰ１３４％。这一变化———在样

本国中为最大增加量和最高水平的私人信贷———潜在地减少了中国在未来行动上的财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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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７　公共债务占犌犇犘比率变动的影响因素（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ｄ的数据整理。

注：关于分法的解释，见图７ １。

图７ ８　宏观经济空间指数（２００７年年末和２００９年年末）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０９ａ、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０ｃ、２０１０ｄ；ＣｒｅｄｉｔＳｕｉｓｓｅ，２０１０提供

的数据整理制作。

注：变量系使用各年样本均值和标准方差作的标准化变量。位于虚线上方的国

家在２００７到２００９年间宏观经济空间排名上获得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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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多指标混合①。在样本国中，匈牙利和乌克兰有最少的财政空间，这反映了他们在危机

伊始就存在的薄弱的起点以及危机的强烈负面影响。

在中期财政方面的挑战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财政调整策略

鉴于在危机初期应对后债务水平提高，政策制定者和资本市场参与者应把注意力转向

中期。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展望２０１０》（犠狅狉犾犱犅犪狀犽狊犌犾狅犫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狊２０１０）总

结道：２００８间全球危机将对金融市场产生持久的影响，它将提高借款成本并且降低信用水

平与国际资本流动。这表明，为了让国家适应更严格的全球金融状况，一直到２０１５年或者

２０１７年，发展中国家产出增长可能每年都会减少０．２％—０．７％。鉴于经济的深度衰退和预

期中复苏的疲软，大量闲置产能、高失业率以及弱通货膨胀压力也许会在一段时间里出现在

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

如果没有在中期内调整到基本的平衡，公共债务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各国需要什么样

的财政调整来减少或稳定他们的公共债务存量？如果调整太大以至于变成在政治上不可

行，一个更加渐进的调整计划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一部分将通过对诠释性的场景报

告来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②。

● 基线场景将基本平衡修复至其历史价值，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

据库（２０１０年４月）获得增长率的预测。这个数据库假设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永久性地低于

危机前的水平。

● 场景１计算了各国试图达成债务目标所需的基本盈余。这些债务目标是：如果债务

在２００９年年底时在ＧＤＰ的４０％以上，减少债务占ＧＤＰ的比例，使其到２０２０年的时候达到

ＧＤＰ的４０％；如果２００９年的债务占ＧＤＰ的４０％以下，则目标是永久稳定的国债负担率③。

把如此继续下去所需要的基本盈余和一国历史价值加以比较，即可显示出该国需要在多大

程度上调整他的基本平衡以达到期望的债务目标。

● 场景２与场景１相仿，但假设危机将持续更长时间，各国将需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

政政策，就像他们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所做的那样，这将迫使他们积累更多的债务。然后，在此

基础上，这一场景对一个国家若仍然意欲实现与场景１一样的债务目标———实现的截止年

０５１

①

②

③

这些指标包括多种指标的结合，在中国是财政和外部指标的结合，在泰国是国内和外部指标的结合，在智利是财

政和国内指标的结合。

所有的四个模拟实验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２０１０年４月）的预测。名义中期增长率

使用的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预期平均增长率。历史基本平衡是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基本平衡平均值。至于初级产品出口国

的平均基本平衡余额是非常高的，这是由于初级产品价格暴涨；它们可能无法在中期实现这些盈余。同样的论断也适用

于哥伦比亚、秘鲁和土耳其。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我们使用的是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的（更低的）平均值。对于所有国家，名

义利率增长率微分（ｒ－ｇ）都制定为１％。使用托帕洛瓦和耐伯格（Ｔｏｐａｌｏｖａ，Ｎｙｂｅｒｇ，２０１０）提供的基于市场数据的国别

价值来代表（ｒ－ｇ），并没有导致显著不同的结果。

４０％的ＧＤＰ目标对应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中等收入国家公共债务水平的样本中值（参见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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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２０年———所需要的基本盈余做出估计。

● 场景３检验当使用一个更渐进的方法来调整各国的基本盈余以达到（场景１所规定

的）债务目标时的情形。这种方法对某些国家很可能是必要的，如果如下的情况出现的话：

其一，在前两个场景里需要进行的财政调整非常大，或者在政治上不可行，或者两者兼有；其

二，如果实施这一调整可能引发新的动荡，或者因为没有财政刺激而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导

致新的衰退。

基线场景

在基线场景中，基本盈余被设定在历史平均水平，对许多国家来说，预计２０２０年的公共

债务水平将增加，尤其是那些在２００９年年底有着最高的公共债务的国家（埃及、匈牙利、印

度）。在智利和尼日利亚，公共债务在预期时间里将下降并且变为负数。这表明这两个国家

将积累财政资产（注意：对这两个国家的模拟使用的是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的平均基本平衡额；

如果使用的是更为有利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平均基本平衡额，公共债务将在２０２０年变为更大

的负数）。

哥伦比亚、秘鲁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不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他们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比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有着更高的平均基本盈余。尽管这一增加显示出这些国家财政政策

的改善，但如果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或者全球经济增长减缓，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在后危机时代

保持这样的财政盈余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此，在基线场景下，各国的历史基本财政平衡

余额将由他们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的平均基本财政平衡余额来代表。

场景１：２０２０年的债务目标

在场景１中，各国就其公共债务设定了一个到２０２０年的明确目标。之所以要这样做，

或者是借此对冲政治周期对债务的影响，并借此保证未来政府会信守维持债务可持续性的

承诺；或者是为了受益于“告示效应”，即着眼于向资本市场保证他们债务是可持续的而危机

应对计划确实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国家会采取这两种债务政策之一：如果

在２００９年年末债务超过ＧＤＰ的４０％，则在２０２０年前把债务减少到ＧＤＰ的４０％；如果在

２００９年年底债务水平在４０％以下，则把目标设定成稳定债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智利、中

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秘鲁、俄罗斯、南非和乌克兰将采用债务稳

定目标，其余国家将采用债务消减目标。

在基线增长预估中，为达到债务目标所需要的基本财政平衡，在智利、印度尼西亚、墨西

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那里是低于他们的历史基本平衡的。因此，在这

些国家不需要不寻常的财政调整。中国需要达到一个比其历史基本平衡余额更高的基本平

衡余额，但鉴于其２００９年年末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如果它继续实现其历史的基本平衡，那

么它的债务将依旧在ＧＤＰ的４０％以下。阿根廷、埃及、匈牙利、印度和波兰将需要基本平衡

的大幅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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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个持续的低ＧＤＰ增长率和一个较高的世界利率将增加所需要的调整，其对所需

要调整的影响小于债务目标本身①。然而这些冲击会意味着一些国家（如墨西哥、秘鲁、菲律

宾和土耳其）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基本财政平衡达到债务目标（图７ ９）。

图７ ９　公共债务总额占犌犇犘比率（２００９年年末和２０２０年年末）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ＩＭＦ，２０１０ｄ计算。

注：数据均以百分比形式显示。负数可解释为财政资产。位于虚线上的点表明

其所代表的国家在２０２０年年末的公共债务高于２００９年年末。

财政调整将如何进行？各国将削减公共开支或增加财政收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国财政收入复苏的步调，这反过来将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国际利率和汇率，还取决于现行的越来越高的社会保障净支出给政府预算带来的压力，取决

于削减预算中关键常规性支出项目的政治上的可行性。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对财

政、货币刺激努力以及库存周期的回应水平也将产生不确定性。如果这些回应比设想中要

弱，或者财政金融刺激努力过早地终止，经济复苏可能停止（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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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低增长率的个案是基线增长率的四分之三，利率保持不变。较高的利率个案是比基线高２％，这导致利率增长

率变动３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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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２：延续财政扩张至２０１２年

在场景２中，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的财政刺激支出延续到２００９年后的两年，而各国对这一

延续的财政刺激支出的反应均被设想为内生性的，并且是以与他们在危机发生后立即做出

的反应的方式同样的方式进行。２０１１年之后，当这些额外的财政支出停止时，国家仍被假

定为在相同的基线ＧＤＰ增长率和利率假设下，继续向场景１中２０２０年的债务目标前进。

在场景２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增加了，则它在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继续增加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如果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０８

年和２００９年下降，这一比重将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保持不变（这是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

亚、秘鲁和俄罗斯所经历的情况）。

鉴于一些国家债务累积不断增加，而其他国家债务水平不见下降，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

要在场景２下实现２０２０年目标将变得愈发困难。马来西亚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２００９年

年底的公共债务不到ＧＤＰ的４０％）的债务目标，将从场景１公共债务稳定计划转换为场景

２债务削减计划。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则需要相对于他们的历史平衡，对其基础平衡做

进一步调整（在场景１则没有必要作此调整）（图７ １０）。

图７ １０　场景１和２下相对历史上的基础平衡需要进行的基础平衡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据ＩＭＦ，２０１０ｄ数据计算。

场景３：循序渐进的财政调整

在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者可能认为为了达到债务目标所需要的基础平衡和历史基础平

衡之间的差异过大，以至于在政治上难以接受（或变成不可信的）。在一个已经很脆弱的宏

观经济和增长的环境下进一步财政紧缩可能会导致新的经济滑坡。这一担心可能使各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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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调整基础平衡方面的努力。场景３假定各国采取更渐进的方法来调整其基本平衡，以达

到与场景１中一样的在２０２０年实现的目标（图７ １１）。具体来说，就是把每年的财政调整

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２％之内。

图７ １１　场景１和３下相对历史上的基础平衡需要进行的基础平衡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据ＩＭＦ，２０１０ｄ数据计算。

对于大多数样本国家而言，在场景１中需要调整的基本平衡少于ＧＤＰ的２％。这些国

家可以在２０１０年就完全调整其基本平衡，立即把债务置入下行轨迹，使之稳定下来。而在

那些需要调整量超过ＧＤＰ的２％的国家，则需要更为渐进的方法（在匈牙利为５年、在印度

和埃及为４年、在阿根廷和波兰为两年）。在埃及、匈牙利和波兰（其历史基本平衡赤字很

大），债务会首先在调试阶段增加，在２０１０年或２０１１年达到顶点，然后开始下降。在若干年

中，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大举借款以填补赤字，因此，需要精心监视其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

这些能够从市场获得融资的国家能获得多大数量的融资和以什么条件获得融资将取决于适

用于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市场的状况、他们的调整策略的可信度以及将这些策略与市场参

与者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沟通。

结语

我们的２０个样本国（他们绝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是在不同的初始状态下进入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为了说明这些状况在任何时间点是如何影响这些国家执行反周期财政

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的能力，我们创建了一个“宏观空间经济指标”。直到２００７年为止，

由于有利的全球环境和政策改善，使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初始产品出口国）得以累积

外汇储备，减少内外债务，获得低度通货膨胀和低度财政赤字，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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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然而，其他国家的初始状况在２００７年就已经因高债务、高通货膨胀或持续的赤字而

削弱。这些初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财政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力度。自２００８

年以来，许多国家已经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用掉他们可用的宏观经济空间。大多数国家

不得不诉诸增加其公共机构在国内和国外借款的方法。

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但如果在危机之后仍然实施财政干预政策，中等收

入国家则要注意其（国内外）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和构成。高收入国家的债务水平将保持高

位，其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借款而言，利率可能会上升，并且债务期限

可能会缩短。对债务组合相关的与利率、外汇和初始商品价格风险进行持续的监控将至关

重要。中等收入国家也需要保持可靠的债务管理和融资策略来支持他们的财政支出和后危

机时代的财政调整。

除非马上开始采取严厉的、前所未有的财政调整政策或者被给予比目前预测所允许的

更多时间来进行调整，否则，一些国家的调整空间将是很有限的。尽管传统的债务可持续性

分析将依旧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工具，但这些分析需要佐之以相关政府部门不断进行的对

（国内外）公共债务和中期财政的可持续性的密切观察。同时，政府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监

控和管理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产生一系列或有负债带来的财政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地降

低这些或有负债可能产生的对财政资源提出的不可预知的要求的风险（或有债务的资金来

源可能“大到不能倒”），这样做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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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８

小国，金融危机及其后果
埃德加尔多·法瓦罗　多特·多姆兰德　威廉·欧博乐　梯霍米尔·斯图卡

小国可定义为国家人口小于２００万人的国家。他们面临着独特的经济和公共管理的挑

战①。金融危机对小国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一些国家很严重，而对其他的则相对温和。这次

危机也影响了公共债务的走向，它使一些国家在最近时期里削减债务的成绩得而复失，使本

具有挑战性的债务状况更加恶化。

从危机对小国影响的分析中，我们能够获得如下的发现。

● 这场危机对那些高收入小国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在２００８年，那些ＧＤＰ下降了

１０％的国家的人均ＧＤＰ中位值是１３５７４美元。ＧＤＰ下降了至少４％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中

位值为２８１４美元。那些在向现代经济转化上落后从而与全球经济隔绝度较高的低收入小

国反而不太容易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 在２００７年年底有很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受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②。

●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经常账户赤字起源于私人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而不是公

共部门的缺口。

● 在大多数小国，危机爆发之前都经历了由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刺激的经济繁荣。

● 在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又伴随着金融体系运作的中断的国家，衰退尤为严重，冰岛

和东加勒比货币联盟（ＥＣＣＵ）国家就是如此③。

● 危机在大多数的小国均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而这主要是因税收下降所致。在公

共债务占ＧＤＰ比例高的国家，这样的财政赤字增加尤其令人担心。

● 平均而言，各小国在２０００年代早期取得的债务负担指标的下降因金融危机而被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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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口的阈值是任意的。把人口（而不是领土或ＧＤＰ）用作标准有三个原因。首先，人口和国土面积大小高度相

关，它凸显了小国资源的有限。第二，人口比国土更均匀，这让跨国比较更有意义。第三，使用ＧＤＰ作为划分标准凸显了

小国在利用规模经济上的局限，但这样做将使大小国之间的区分标准复杂化（见Ｍｉｃｈａｅｌｙａｎｄ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１９９８）。

同样的结果对更大的国家也适用（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ＥＣＣＵ）包括安提瓜、巴布达、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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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节描述小国正面临的挑战，并概述他们的经济结构特性；第二节

通过考察公共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和债务负担指标，来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对小国经济的影响；

最后一节给出结论。

小国所面临的挑战

大多数小国很年轻，在过去的４０几年里取得独立的。在表８ １所列的４７个小国中，

有４３个（除不丹、冰岛、卢森堡和圣马力诺以外的全部国家）在１９５９年之后成为独立国家，

其中，有２４个是在１９７３年之后成为独立国家的①。

表８ １　按区域和收入水平分组的小国家

区　　域 低 收 入 中 　等 　收 　入 高　收　入

东亚和大洋洲 所罗门群岛

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帕劳、萨摩亚、东帝汶、汤加、瓦努阿

图、科索沃、黑山共和国

文莱

欧洲和中亚

塞浦路斯、爱沙尼

亚、冰岛、卢森堡、

马耳他、圣马力诺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多米尼加、格林纳

达、圭亚那、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

巴哈马、巴巴多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中东和北非 吉布提 巴林、卡塔尔

南亚 不丹、马尔代夫

撒 哈 拉 以 南

非洲

科 摩 罗、冈 比

亚、几内亚比绍

博茨瓦纳、佛得角、加蓬、毛里求斯、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斯威士兰
赤道几内亚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ｌｅｎ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编制。

政治独立意味着国家机构突然必须提供以前曾经是由殖民体系提供的服务，还意味着

一个渐进的转变，从生产和出口一些农业大宗商品（大多数情况下是香蕉和糖）变成生产和

出口服务，在少数的情况下还要生产和出口制成品（Ｆａｖａｒｏ，２００８）。

这些转变代价高昂并且费时。专门生产糖和香蕉的小国，没有办法在一夜间成为旅游

或者金融服务的供应商；流离失所的农民没有办法突然间提高技术以适应扩大的服务部门

的要求。同时，即使是服务行业也有建立基础设施的成本。尽管转变是必要的，但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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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４８个小国都是世界银行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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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伴随着实验和错误、扩张的政府就业规模和持续的财政赤字，而且在一些国家还有大量

的公共债务的累积。

这种从农业部门向旅游和其他服务部门的转变，并未降低因生产和出口集中于少数几

样产品上所造成的风险暴露。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化对这些国家的ＧＤＰ有着不成比例的巨

大影响，市场规模小也限制了分散风险的机会。

尽管小国在利用规模经济的可能性上不利，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在地理上隔绝和容易遭

受自然灾害的缺点，但他们的人均收入的中位值———按２００８年的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计量———高达５５９７美元。然而，小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甚大，从几内亚比绍的５３７

美元到冰岛的３６９０２美元①。

小国之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反映各小国经济体从世界贸易扩张机会中的获利能

力（包括通过政策和法规融入世界市场能力）的差异。小国一直积极地依靠不断增加的外部

需求，与大国相比，小国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更加开放（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ｎｄ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１９９８）：小

国的贸易比重（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的中位值达１１０．１％（２００８年数据），超过较大国的

７８．９％贸易比重中位值。小国在生产要素的贸易上也更加开放：２００８年，劳工汇款占ＧＤＰ

比重的中位值达２．３％，高于较大国的１．７％。净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在

小国（８．９％）也远高于其在较大国的比重（３．６％）。

政策、制度和监管框架的质量一直有助于一些小国成功地利用国际贸易的机会开发自

然资源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促进制成品出口；或者有利于他们吸引外部储蓄为从农业的单一

生产向服务业的转型融资。例如，在过去的３０几年里，莱索托和毛里求斯有效地利用产业

政策和贸易优惠来促进自己制造业的发展并增加出口；佛得角和马尔代夫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ＦＤＩ）来发展旅游业；巴哈马群岛和巴巴多斯发展了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危机对小国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活动放缓使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规模缩小了１１．３％

（ＩＭＦ，２０１０ｃ）。鉴于小国经济相对开放程度较高，这一衰退是如何影响他们关键宏观经济

指标的呢？

真实犌犇犘增长和经常账户赤字

表８ ２报告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年ＧＤＰ增长率以及２００７年（扩张顶点）到２００９年间的

增长率变化②。除科摩罗和几内亚比绍外，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９年，所有小国的增长率都下降

９５１

①

②

对于较大的国家（定义为人口超过２００万的国家），相应的数据是７９５６美元（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

表８ ２到８ ７显示的经济指标并非所有小国都有。因此，两个表是以小国的一个子集为基础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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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增长率下降幅度在不丹、博茨瓦纳、爱沙尼亚、冰岛、马尔代夫、塞舌尔、所罗门群岛巨

大（大于或者等于１０％）；在巴哈马群岛、巴巴多斯、东加勒比货币联盟（ＥＣＣＵ）、萨摩亚和瓦

努阿图很大（４％—１０％）；在伯利兹、佛得角、斐济、冈比亚、基里巴斯、莱索托、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苏里南、东帝汶和汤加温和（小于４％）。表８ ２所列的２０个国家的ＧＤＰ都下

降了。

表８ ２　所选小国犌犇犘增速（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单位：％）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率

巴哈马 －０．９ －０．８ 　５．７ 　４．３ 　０．７ －１．７ －５．０ －５．７

巴巴多斯 ２．０ ４．８ ３．９ ３．２ ３．４ ０．２ －５．３ －８．７

伯利兹 ９．３ ４．６ ３．０ ４．７ １．２ ３．８ －１．１ －２．３

不　丹 ４．０ ８．０ ７．０ ６．４ １９．７ ５．０ ６．３ －１３．４

博茨瓦纳 ６．３ ６．０ １．６ ５．１ ４．８ ３．１ －６．０ －１０．８

佛得角 ４．７ ４．３ ６．５ １０．８ ７．８ ７．８ ５．９ －１．９

科摩罗 ２．５ －０．２ ４．２ １．２ ０．５ １．０ １．１ ０．６

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
——— ３．９ ５．６ ６．３ ５．２ １．８ －２．４ －７．６

爱沙尼亚 ７．６ ７．２ ９．４ １０．０ ７．２ －３．６ －１４．１ －２１．３

斐　济 １．０ ５．５ ０．６ １．９ ０．５ ０．１ －２．５ －３．０

冈比亚 ６．９ ７．０ ５．１ ６．５ ６．３ ６．１ ４．６ －１．９

几内亚比绍 －３．５ ３．１ ５．０ ２．２ ０．３ ３．５ ３．０ ２．７

冰　岛 ２．４ ７．７ ７．５ ４．６ ６．０ １．０ －６．５ －１２．５

基里巴斯 ２．３ ２．２ ３．９ １．９ ０．４ －１．１ －０．７ －１．１

莱索托 ４．３ ２．３ １．１ ６．５ ２．４ ４．５ １．４ －１．０

马尔代夫 ８．５ ９．５ －４．６ １８ ７．２ ６．３ －３．０ －１０．２

马绍尔 ３．４ ５．６ １．７ １．３ ２．０ １．５ ０ －２

毛里求斯 ４．３ ５．５ １．５ ３．９ ５．４ ４．２ １．５ －３．９

萨摩亚 ３．８ ４．２ ７．０ ２．２ ２．３ ５．０ －４．９ －７．２

塞舌尔 －５．９ －２．９ ５．８ ８．３ １１．５ －０．９ －７．６ －１９．１

０６１

① 选择这一时期的理由是２００７年是全球扩张的最后一年，２００９年是有可用数据的最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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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率

所罗门群岛 ６．５ ４．９ 　５．４ 　６．９ １０．７ 　７．３ －２．２ －１２．９

苏里南 ６．３ ８．５ ４．４ ３．８ ５．２ ６．０ ２．５ －２．７

东帝汶 ０．１ ４．２ ６．２ －５．８ ８．４ １２．８ ７．４ －１．０

汤加 １．８ ０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９ －１．３

瓦努阿图 １４．４ ８．０ ６．２ １３．５ ４．６ ２．３ －３．５ －８．１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ｂ，ＩＭＦ不同年份。

注：———表示没有相关数据。

表８ ３　所选小国家经常账户余额占犌犇犘比率（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率

巴哈马 －５．２ －２．８ －９．６ －１８．９ －１７．５ －１５．４ －１１．４ 　６．１

巴巴多斯 －６．３ －１２．０ －１３．１ －８．４ －５．４ －１０．５ －５．１ ０．３

伯利兹 －１８．２ －１４．７ －１３．６ －２．１ －４．０ －１０．１ －７．０ －３．０

不　丹 －２２．８ －１７．６ －２９．２ －４．３ １２．２ －２．２ －９．６ －２１．７

博茨瓦纳 ５．７ ３．５ １５．２ １７．３ １５．４ ４．９ －５．１ －２０．５

佛得角 －１１．２ －１４．４ －３．４ －５．０ －８．７ －１２．４ －１９．４ －１０．７

科摩罗 －３．２ －４．６ －７．２ －６．１ －６．７ －１１．６ －５．１ １．６

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
－１６．４ －２２．４ －２９．７ －３４．８ －３３．９ －２４．２ －２４．１ ９．８

爱沙尼亚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６．９ －１７．１ －９．４ ４．６ ２２．４

斐　济 －６．４ －１２．６ －９．９ －１８．８ －１３．６ －１７．９ －９．６ ４．０

冈比亚 －４．９ －１０．１ －１８．５ －１３．４ －１２．３ －１６．０ －１４．３ －２．０

几内亚比绍 －３．３ ４．６ －０．２ －５．５ ５．８ ２．８ １．６ －４．２

冰　岛 －４．８ －９．８ －１６．１ －２５．６ －１６．３ －１５．８ ３．８ ２０．１

基里巴斯 －１９．５ －１１．１ －１８．５ －２．９ －１．０ －０．６ －４．１ －３．１

莱索托 －１３．５ －６．１ －７．９ ４．７ １４．１ ９．６ －１．５ －１５．６

马尔代夫 －４．５ －１５．８ －３６．４ －３３．０ －４１．５ －５１．４ －３１．０ １０．６

马绍尔 ——— －３．８ －８．４ －１０．３ －７．１ －１２．２ －１２．１ －５

毛里求斯 １．７ －１．８ －５．２ －９．４ －５．６ －１０．４ －８．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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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率

萨摩亚 －８．３ －８．４ －９．６ －１１．１ －１５．９ －６．２ －２．０ 　１３．９

塞舌尔 －０．２ －５．９ －１９．７ －１３．９ －２０．８ －４４．７ －２３．１ －２．３

所罗门群岛 ６．３ １６．３ －７．０ －１．６ －８．２ －６．４ －２１．２ －１２．９

苏里南 －１８．０ －１０．３ －１３．０ ７．５ ７．５ ３．９ －２ －９．５

东帝汶 －１５．４ ２０．７ ７８．４ １６５．２ ２９６．１ ４０４．８ １９１．０ －１０５．１

汤　加 ０．７ ０．４ －５．２ －８．２ －８．８ －１１．６ －１５．７ －６．９

瓦努阿图 －５．７ －６．０ －８．４ －５．３ －６．９ －５．９ －２．２ ４．７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ｂ，ＩＭＦ不同年份。

注：———表示没有相关数据。

表８ ３列出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经常账户余额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该余额的变化。除

不丹、博茨瓦纳、几内亚比绍、莱索托、苏里南和东帝汶外，自２００７年起，该表报告的国家

都发生了经常账户赤字。在这些国家中，有９个出现了超过１０％的ＧＤＰ的经常收支

赤字①。

对危机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表８ ３中有一半国家的经常账户平

衡改善了（赤字下降或盈余增长），而另一半国家的经常账户平衡恶化了（赤字增加或顺差下

降了）。有两组国家显得特别突出。巴哈马群岛、巴巴多斯、东加勒比货币联盟（ＥＣＣＵ）国

家、冰岛、爱沙尼亚、马尔代夫、萨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该表中的高收入国家———遭遇

了可用外部储蓄的突然下降（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国家同时也出

现了ＧＤＰ增长率的大幅下降。第二组的国家由自然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组成，他们是不

丹、博茨瓦纳、苏里南和东帝汶。由于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这些国家遭受了出口的

大幅下滑，相应的ＧＤＰ的增长率也大幅下降。

为了更正式地探讨小国面临的外部条件变化和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各国ＧＤＰ

（ＤＧ）增长率的变化回归到２００７年的经常账户盈余（ＣＡ０７）和一个代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经济体的虚拟变量上（表８ ４）。这两个变量在统计学上有着显著反比的关系：２００７年的

经常账户赤字每增加１％，ＧＤＰ增长率都会相应地有０．２５％的下降。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

出口的国家在危机时期ＧＤＰ增长率有更大的下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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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了几内亚比绍有可能是例外，这些国家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回归估计显示的是相关而非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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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４　增长率变化和经常账户变化的估计

方程１：因变量：犇犌 系　数 标准差 狋分布 概　率

Ｃ －３．２５ １．６８ －１．９４ ０．０７

ＤＮＲＢ －８．７４ ４．２０ －２．０８ ０．０５

ＣＡ０７ ０．２６ ０．１０ ２．４９ ０．０２

Ｒ
２ ０．２５

调整后Ｒ
２ ０．１８ 　 　 　

资料来源：作者。

注：ＤＧ＝增长率的变化；ＤＮＲＢ＝非自然资源丰富的小国家的虚拟变量；ＣＡ０７＝２００７年经常账户余额。

公共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经常账户余额和储蓄与投资间的差距完全相同。储蓄与投资间的缺口等于公共和私人

部门这些缺口的总和。直接用来分解这两个缺口的所需信息是找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

用经常账户余额和整个公共部门资产的差来衡量私营部门余额（表８ ５，附录８Ａ）。

表８ ５　若干小国经常公共部门总收支平衡（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占ＧＤＰ百分比）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率

巴哈马 ——— ——— ——— －１．５ －２．５ －２ －４．７ －２．２

巴巴多斯 －５．０ 　１．４ －６．９ －５．３ －８ －７．６ －８．４ －０．４

伯利兹 ——— －６．４ －５．４ －２ －１．１ ０．８ －１．０ ０．１

不　丹 ——— ——— －１．２ ０．６ ０．７ ２．２ －３．３ －４．０

佛得角 －３．５ －４．０ －５．１ －５ －０．７ －１．２ －８．８ －８．１

科摩罗 －０．３ －０．５ －１．７ －３．４ －２．３ －２．３ ——— ———

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
——— －４．３ －４．４ －５．１ －４．４ －４．７ －６．８ －２．４

爱沙尼亚 ２．３ １．６ １．６ ３．３ ２．９ －２．３ －３．０ －５．９

斐　济 ——— ——— ——— －３ －１．６ －０．２ －２．９ －１．３

冈比亚 ——— ——— ——— －７．８ ０．５ －２．２ －１．６ －２．１

几内亚比绍 －３．３ ４．６ －０．２ －５．５ ５．８ ２．８ １．６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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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率

冰　岛 －１．６ －０．７ 　２．７ 　３．８ 　５．４ －０．５ －１４．４ －１９．８

基里巴斯 ——— －２３．６ －１５．３ －１５．５ －１６ －１３．３ －１２．２ ３．８

马尔代夫 ——— －１．８ －１１．３ －７．２ －４．９ －１３．８ －２８．８ －２３．９

马绍尔 ——— －１．８ －４．７ １．９ ０．４ －０．３ －０．３ －１

毛里求斯 ——— ——— －５．３ －４．６ －４ －３．４ －４．５ －０．５

萨摩亚 ——— ０．３ －０．５ ０．６ －１．８ －３．９ －７．１ －５．３

塞舌尔 ——— ——— ——— ——— －８．７ －３．３ ２．８ １１．５

所罗门群岛 ——— ５．９ ２．７ １．７ ０．５ １．５ －０．４ －０．９

苏里南 ——— ——— －０．７ ０．９ ３ ２ －２ －４．８

东帝汶 ——— －９．３ －６．２ －６．２ －５．７ －４．６ －５．７ ０

汤　加 ０．３ ２．１ －２．８ １．１ １．７ １．３ －３．９ －５．６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ｂ，ＩＭＦ不同年份。

注：———表示没有相关数据。

表８ ５说明了两个重要事实：在２００７年，一些小国［巴巴多斯、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ＥＣＣＵ）、基里巴斯、马尔代夫、塞舌尔群岛和东帝汶］有至少占ＧＤＰ４％的财政赤字，但大多

数小国则只有很小的财政赤字或者有财政盈余 （如爱沙尼亚、冰岛、苏里南、汤加所经历的

那样）。其次，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大多数小国的整体公共部门平衡都明显恶化了。

表８ ６　若干小国私人储蓄 投资缺口（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

（占ＧＤＰ百分比）

国　　家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相对２００７年的变化

巴哈马 －１５　 　 　－６．７ 　８．３

巴巴多斯 ２．６ ３．３ ０．７

伯利兹 －２．９ －６．０ －３．１

不　丹 １１．５ －６．３ －１７．８

佛得角 －８．０ －１０．６ －２．６

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
－２９．５ －１７．３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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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相对２００７年的变化

爱沙尼亚 －２０．０ ７．６ ２７．６

斐　济 －１２．０ －６．７ ５．３

冈比亚 －１２．８ －１２．７ ０．１

冰　岛 －２１．７ １８．２ ３９．９

基里巴斯 １５．０ ８．１ －６．９

马尔代夫 －３６．６ －２．２ ３４．４

马绍尔 －７．５ －１１．８ －４．３

毛里求斯 －１．６ －３．７ －２．１

萨摩亚 －１４．１ ５．１ １９．１

塞舌尔 －１２．１ －２５．９ －１３．８

所罗门群岛 －８．７ －２０．８ －１２．１

苏里南 ４．５ －０．２ －４．７

汤　加 －１０．５ －１１．８ －１．３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ｂ，ＩＭＦ不同年份。

表８ ６估计了私人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该缺口是用经常账户余额和整体公共部门余额

之间的差来衡量的。２００７年，在大多数可以找到相关信息的国家，私人储蓄与投资缺口的

绝对规模非常大。事实上，私人部门缺口解释了表８ ３所包含的２４个小国（包括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的六个成员）中的１４个小国的７０％或者更多的经常账户平衡。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私

人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变化非常巨大，诸如巴哈马群岛、东加勒比货币联盟（ＥＣＣＵ）成员、爱

沙尼亚、冰岛、马尔代夫和萨摩亚等小国均经历一场激烈而大量的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毫

不奇怪，这些国家均在经历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的国家之列。

我们既不能把哪些部分的私人储蓄与投资缺口归之于储蓄以及哪些部分归之于投资，

也不能测度出哪一部分的融资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新增贷款融资以及哪一部分是通过外国

直接投资融资的。但我们能肯定的是，私人国际资本流动对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经济繁荣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经济萧条都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在这些年里，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规模在

巴哈马、东加勒比货币联盟（ＥＣＣＵ）、爱沙尼亚、圭亚那、冰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都

特别大（表８ 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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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总而言之，就国际收支平衡管理而言，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流入优于短期金融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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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７　若干小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占犌犇犘比率（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巴哈马 　３．５ 　４．８ 　９．４ １１．３ 　１０．９ ——— ———

巴巴多斯 ２．２ －０．４ ２ ３．３ ３．９ ５．２ １．２

伯利兹 －１．１ １０．６ １１．４ ８．６ ８．８ ——— ———

不丹 ０．２ ０．５ １．２ ０．７ ７．４ １．５ １．４

博茨瓦纳 ５．０ ４．０ ２．７ ４．４ －０．２ ——— ———

佛得角 ４．９ ７．３ １．７ １０．２ ９．０ １２ ６．６

科摩罗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２ ——— ———

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
——— １３．６ １７．３ ２６．３ ２７．７ ２２．６ １６．３

爱沙尼亚 ９．４ ８．１ ２１．３ １０．９ １２．８ ３．７ ０．３

斐济 １．６ ６．９ ５．４ １１．８ ８ ８．８ ８．４

冈比亚 ６．０ １４．２ １１．３ １６．２ １０．６ ８．５ １０

几内亚比绍 １．７ ０．６ ２．９ ５．６ １．８ ——— ———

圭亚那 ３．５ ３．８ ９．７ １１．２ １４．１ ——— ———

冰岛 ３．１ ５．７ １９．２ ２４．３ １５．２ ——— ———

莱索托 １１．６ ９．６ ６．７ ７．４ ７．８ ——— ———

马尔代夫 ２．０ １．９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 ０．７

毛里求斯 １．２ ０．２ ０．７ １．６ ５．０ ４．１ ３

纳米比亚 ０．７ １．３ ２．３ －０．４ １．９ ——— ———

萨摩亚 ０．２ ０．６ －０．７ ４．６ ０．５ ——— ———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３．５ ３．３ １３．８ ３０．１ ２４．４ ——— ———

塞舌尔 ８．３ ５．４ ９．７ １５．１ ２７．３ ３８ ２５．１

所罗门群岛 －０．５ １．６ ４．５ ４．１ ８．０ ——— ———

苏里南 －６．０ －２．５ １．６ －７．７ －１０．２ ——— ———

斯威士兰 －３．４ ３．０ －１．８ ４．５ －１０．２ ——— ———

汤加 ０ ３．５ ５．７ ４．９ １０．８ ——— ———

瓦努阿图 ６．４ ６ ３．６ １０．５ ６．７ ——— ———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ｂ，ＩＭＦ不同年份。

注：———表示没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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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负担指标

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使用公共债务抵消国际经济放缓对国内市场影响的机会就

越少。那么，小国的公共债务状况如何？本节将探讨４６个样本国家的公共债务情况。这个样

本数据使用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进行的债务可持续分析和基金第五款工作

报告所提供的最新的数据，对潘尼扎（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８）提供的小国中央政府债务信息做了更新。

这个数据集包含了小国中央政府债务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４年实际和预测的数据①。

在２１世纪初，几个小国经历了公共债务的急剧下滑以及内外债构成的变动（图８ １）。

公共债务总额占ＧＤＰ比重在１９９４年达到平均大约为９０％的峰值之后，在金融危机前下降

到ＧＤＰ的６０％②。公共债务总额下降完全是出于外部公共债务的下降；而国内债务则持续

增加，在金融危机前稳定在约占ＧＤＰ的２５％左右。

决定平均债务对ＧＤＰ比率下降的理由因国家和地区不同而不同。在低收入国家，重债

穷国（Ｈｅａｖｉｌｙ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Ｐｏ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ＩＰＣ）倡议是债务减免的重要来源（如冈比亚）。

决定债务率下降的因素，在有些国家（如所罗门群岛）是债务重组，有些国家（如瓦努阿图）是

更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而在其他国家（如佛得角）则是经济增长。外债占ＧＤＰ的比率的下

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率的变化；平均国内债务占ＧＤＰ的比率在过去

的十年里保持不变。上述平均债务水平的下降预计将因最近的这次危机得而复失，因为平

均债务预期将达到占ＧＤＰ的７０％—８０％的水平。然而在这一次，国内债务预期将在债务累

积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五个小国（科摩罗、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都受益于重债穷

国倡议下的债务减免计划。除科摩罗以外的其他四个国家都在多边债务减免计划（ＭＤＲＩ）

和ＭＤＲＩ相当机制下获得了债务减免。债务对ＧＤＰ比率在没有得到重债穷国倡议救援的

国家那里也下降了（图８ ２）。

当然，平均比率遮蔽了地区间和地区内存在的重大差异。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样本

那里，一旦重债穷国被排除于样本之外，则债务占ＧＤＰ的平均比重下降就不那么显著了（图８

３）。在一些资源丰富的非洲小国，如博茨瓦纳、赤道几内亚和加蓬，高企的初级产品价格使财政收

入可观，并使政府借贷需求下降。在莱索托和斯威士兰，通过收入分享协议［比如南非关税同盟

（ＳＡＣＵ）所建立的］保证了类似的效果。在其他中等收入的小国家，如佛得角和毛里求斯，拥有丰

富而稳定的产出增长使公共债务朝着下降的轨迹前行。公共债务在中期的激增是由两个极端值

（即几内亚比绍和塞舌尔）导致的，两国的债务预期到２０１４年将增至ＧＤＰ的２００％以上。如果不

考虑这些极端值，公共债务的增加预期将是比较良性的，到２０１４年平均大概为ＧＤＰ的６０％。

７６１

①

②

样本包括表８ １所列的除文莱、达鲁萨兰国和科索沃之外的所有小国，这三个国家缺乏充分的数据。样本还包括

了莱索托的数据。到２００７年的数据为实际数据；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是实际与预测数据的混合；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包括估计和预测的

数据；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的数据都是预测的。

如果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的中位值而非平均值来分析，同样的倾向仍然存在。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图８ １　小国实际和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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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　未得到重债贫困国协议救助的小国实际和

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

９６１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图８ ３　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国实际和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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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平均比重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下降了约

２０％。即便如此，它们的公共债务占ＧＤＰ的平均比例依旧高达８０％（图８ ４）。拉美和加

勒比海地区国家也有各不相同的经历：伯利兹和多米尼加从２００４年起设法通过保持相当

大的基本盈余来使其公共债务规模保持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安提瓜、巴布达、格林纳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则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了相当大的公共债务积累。在所有的拉

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危机的到来都逆转了债务对ＧＤＰ比率的下行趋势。到２０１４年，公共债

务占ＧＤＰ平均比率预期将接近１００％。

图８ ４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小国实际和

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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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在欧洲，２００７年之前小国的债务占ＧＤＰ比率平均不到４０％ （图８ ５）。欧洲小国公共

债务占ＧＤＰ平均比率的大规模增加主要是由冰岛推动的，它的债务水平到２０１４年预期将

超过ＧＤＰ的１００％。对平均债务水平剧增做出第二位贡献的国家是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他

们的债务水平到２０１４年预期接近ＧＤＰ的７０％①。

图８ ５　欧洲和中亚小国实际和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

２７１

① 冰岛所经历的金融危机涉及三个主要银行的崩溃和真实ＧＤＰ的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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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南太平洋小国也经历了债务占ＧＤＰ比率的下降，究其原因，可归功于债务减免、

超大规模外援以及某些国家进行的大规模财政调整（图８ ６）。为数可观的外国赠款高达基

里巴斯ＧＤＰ的６０％、马绍尔群岛ＧＤＰ的４０％和帕劳ＧＤＰ的２０％。这解释了南太平洋小

国相对良性的公共债务发展轨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均出

现了财政政策的Ｕ型转变（ＣａｓａｎｄＯｔａ，２００８）。在所罗门群岛，债务状况在霍尼亚拉俱乐

部的债务减免和重组协议之后获得了改善①。

图８ ６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小国实际和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

３７１

① 霍尼亚拉俱乐部（ＨｏｎｉａｒａＣｌｕｂ）是一个指称一系列债权人的术语，包括澳大利亚出口金融与保险公司、欧盟委员会、

欧洲投资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阿拉伯经济发展科威特基金、欧佩克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国际合作与发展基金。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从中期来看，至少就其持续下降的公共债务水平的趋势而言，东亚和太平洋岛国平均而

言并没有受到最近的金融危机的太大影响。然而，债务水平在两个地区的各国之间的分布

极不均衡：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表现出非常小的债

务水平，最高不过ＧＤＰ的２０％上下；与此相比，马绍尔群岛、萨摩亚和汤加的债务水平高达

ＧＤＰ的４０％—６０％。后者的债务水平尽管就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言较高，但和加勒比地区

的公共债务水平相比仍然处于良性的范围。

在南亚，不丹和马尔代夫的债务存量都大幅增长，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图８ ７）。不丹

图８ ７　不丹和马尔代夫小国实际和预期债务存量指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实际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数据为预估值。因为样本

只包括两个国家，所以在此不报告中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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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务累积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为建设水电站而签订的外部贷款。这个先期的债务积累

是用于投资目的，以生产电力而且已有一个买方（印度）将购买这些电力，这一提高不丹的

创汇能力的进展给该国留下了良好的债务前景。与此相反，马尔代夫积累的债务则是严

重的财政和外部失衡的结果。２００７年后，全球经济衰退给出口和旅游收入造成了重大的

负面影响，从而使政府收入减少。由于外部融资有限，国内债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大幅

增加。

就中期而言，预计马尔代夫的公共债务将持续下降到大约占ＧＤＰ的８０％，不丹的公共

债务将在２０１５年达到ＧＤＰ的１１０％的顶点，然后，在水电站投入运营之后债务就会急剧

下降。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小国的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的变化范围可低至微不足道，高达爆发冲天的

水平（冰岛和塞舌尔，图８ ８）。考虑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几个国家债务对ＧＤＰ的初始（危机

前）比率，他们的债务水平上升值得关注。

图８ ８　若干小国的公共债务占犌犇犘比率（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样本数据计算获得。

金融危机逆转了自２０００年代初开始的债务负担平均值下降的趋势。现在，公共债务平

均水平预期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将达到ＧＤＰ的７０％，将对小国经济造成平均而言相当于２０％

的ＧＤ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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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结论

与那些经历了温和的衰退的小国相比，那些在全球金融危机大潮中经历了深刻衰退的

小国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更为紧密地融入了全球经济。这是否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来说与

世界其他国家融合是错误的发展战略呢？这是一个误导性的结论。一个仅靠国内需求拉动

的增长战略肯定会失败的。同时，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也伴随着必须严密监控的风

险———这些风险当一国欠世界大量债务的时候将呈指数级增长。

这场危机对那些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小国和出口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的小国的影响

更大。在第一组国家，危机急剧地减少了他们可获及的外部储蓄（并且某些国家由资金净流

入国转变为资金净流出国），导致国内需求和ＧＤＰ急剧下降。在第二组国家，危机通过出口

需求下降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水平下降而表现出来。

资本流入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对刺激一些小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和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发生

的经济衰退都不能被夸大。这些资金流入的起因主要是私人部门决定增加消费或投资，所

产生的也非公共部门赤字。关于这些资金流入的管理仍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每年的进口

资本高达ＧＤＰ的１０％或更多可能会加速填补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收入上的差距，但当国

际投资者的预期迅速改变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调整风险。

这些风险绝不只是小国独有的。即便如此，与大国相比，小国的调整成本要大得多也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此外，小国几乎没有什么灵活性，把他们的资源从旅游转到其他商品

和服务上；退一万步说，这一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需要其劳动者获得一套全

新的工作技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小国可能不得不面临消费急剧下降、外汇储备减少和大

量公共债务累积等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中，某些小国轻率的财政管理使他们产生了高水平的公共债务。２０００年

代早期出现的债务占ＧＤＰ比率下降的势头已被一扫而空。现在，好几个小国的债务比率将

对基本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鼓励新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这些小国而言，

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环境里管理这些规模增大的公共债务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一个

重大挑战。

尽管挑战无疑存在，但绝不可因此而悲观失望。小国从世界各地不断进步的信息与

通信技术那里以及从放松本国市场管制那里都获益不浅。尽管技术进步使世界上所有国

家都受益，但它们对小国经济体尤其重要，因为技术进步减少了小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沟

通成本，为小国开启了利用那些曾经仅见于高收入国家才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

并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小国只是在最近才出台管制改革措施，而这可能帮助他们利用

这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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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８Ａ：数据集的构建

表８ ２到表８ ７中使用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四款工作报告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ＷＥＯ）。图８ １到图８ ８中使用的数据来自潘尼扎（Ｐａｎｉｚｚａ，

２００８）数据库；我们还使用世界银行的经济政策和债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更新了潘尼扎数据

库。有关数据缺失的详细说明可见表８Ａ ２。

表８犃 １　若干小国经常账户余额（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

巴哈马 －８．６ －５．４ －１１．７ －２２．５ －２０　 －１４．４ －９．４ １０．６

巴巴多斯 －６．３ －１２ －１２．６ －８．４ －５．４ －１０．５ －５．２ ０．２

伯利兹 －１８．７ －１４．７ －１３．６ －２．１ －４．１ １１．２ －６．７ －２．６

不　丹 ——— ——— －４．５ １４．４ －２．１ －１０．１ －７．４ －５．３

博茨瓦纳 ５．６ ３．１ １５．２ １７．６ １９．８ ——— ——— ———

佛得角 －１１．４ －１４ －４．０ －６．９ －１３．６ －１２．４ －１９．４ －５．８

科摩罗 －２．８ －３．３ －６．１ －６．７ －１１．３ －８．０ －１０．４ ０．９

东加勒比

货币联盟
－１６．４ －２２．４ －２９．７ －３４．８ －３３．９ －２４．２ －２４．１ ９．８

爱沙尼亚 －１１．４ －１１．８ －１０．０ －１６．８ －１８．０ ９．５ ３．３ ２１．３

斐　济 －４．１ －１３．６ －１３．４ －２２．６ －１３．６ －１７．９ －９．９ ３．７

冈比亚 ０．９ －７．７ －９．４ －１２．９ －８．２ －１７．３ －１９．３ －１１．１

圭亚那 －６．０ －２．５ －１２．１ －１９．８ －１３．４ ——— ——— ———

冰　岛 －４．９ －１０．０ －１６．２ －２５．５ －１５．９ －１０．７ －３５．８ －１９．９

基里巴斯 ——— －１１．０ －２０．２ －３．１ －１．３ －１．３ －３．５ －２．２

莱索托 －１３．５ －５．３ －７．４ ４．４ １２．７ ——— ——— ———

马尔代夫 －４．５ －１５．８ －３６．２ －３２．８ －４０．１ －５１．４ －２９．６ １０．５

马绍尔 ——— －３．８ －８．４ －１０．３ －７．１ －１２．２ －１２．１ －５

毛里求斯 １．８ －１．８ －５．２ －９．４ －６．４ －１１．３ －８．１ －１．７

萨摩亚 ——— －６．８ －５．８ －１０．６ －６．６ －２．１ －１２．７ －６．１

塞舌尔 －１．３ －８．６ －１９．７ －１３．８ －２８．９ －４４．７ －２２．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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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

所罗门群岛 －１２　 －５　 －２１．８ －２１．３ －１２．４ －１８．７ －１１．１ 　１．３

苏里南 －１２．５ －９．２ －８．１ ５．２ ７．６ ３．９ －２ －９．６

东帝汶 ——— ２１ ７８ １６５ ２９６ ４０５ １９１ －１０５

汤　加 －６．１ －７．６ －６．４ －６．５ －９．６ －２１．３ －５０．１ －４０．５

瓦努阿图 －７．９ －６．８ －９．２ －７．３ －６．８ ——— ——— ———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小国家样本编制。

注：———表示数据缺失。

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库不包括储蓄和投资的数据。为了分解在表８ ３、表８ ５和表

８ ６报告的经常账户余额，我们使用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最新的第四款工作报告。

这意味着这些表中包含的信息与表８ ２中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表８ ３、表８ ５和表８

６中的计算结果与表８Ａ １报告的经常账户数据完全相符，后者是基于ＩＭＦ第四款工作报

告制作的。

表８犃 ２　小国公共债务可用数据和数据缺失情况概览

＃ 国　　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是否完整

缺失数据

外　部 国　内

１ 安提瓜和巴布达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 巴哈马 是

３ 巴林 否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４ 巴巴多斯 是

５ 伯利兹 是

６ 不丹 是

７ 博茨瓦纳 否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８ 文莱 否 所有 所有

９ 佛得角 是

１０ 科摩罗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１１ 塞浦路斯 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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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国　　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是否完整

缺失数据

外　部 国　内

１２ 吉布提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３ 多米尼加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１４ 赤道几内亚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１５ 爱沙尼亚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１６ 斐济 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１７ 加蓬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１８ 冈比亚 是

１９ 格林纳达 是

２０ 几内亚比绍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１ 圭亚那 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２ 冰岛 是

２３ 基里巴斯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所有

２４ 卢森堡 否 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２５ 马尔代夫 是

２６ 马耳他 是

２７ 马绍尔群岛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所有

２８ 毛里求斯 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９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所有

３０ 黑山共和国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３１ 帕劳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所有

３２ 卡塔尔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３３ 萨摩亚 是

３４ 圣马力诺 否 所有 所有

３５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是

３６ 塞舌尔 否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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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国　　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是否完整

缺失数据

外　部 国　内

３７ 所罗门群岛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３８ 圣基茨和尼维斯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３９ 圣卢西亚 是

４０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是

４１ 苏里南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４２ 斯威士兰 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４３ 东帝汶 是

４４ 汤加 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４５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４６ 瓦努阿图 是 　 　

注：４６个国家中有３１个有完整的数据。塞浦路斯和苏里南的数据没有做外债和内债的区分。

尽管这不一致很不幸，但在找到一个更完整的数据集前选择什么都不做似乎比用一个

前后不一致的数据集做分析更糟糕。退一万步说，本章提供的一些参考虽不完美，但也能为

国际组织和小国政府需要搜集哪些数据提供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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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９

欧洲危机： 起源和政策面临的挑战
埃德加尔多·法瓦罗　李英　菊安·普拉德利　拉弗·范多恩

２０１０年５月９日，欧盟财长会议宣布了一个７５００亿欧元（合１００００亿美元）的救助

计划，以平息金融市场上有关希腊及其他各国履行偿债义务能力的不确定性。这项金融

措施确实向债券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并减轻了部分压力，但并没有解决欧元区内部的潜在

失衡问题，也不太可能安抚市场对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偿债能力的担忧（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２０１０）。

本章把当前发生的金融事件放在过去１０年里欧元区经历的旷日持久的巨额经常账户

失衡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并参照其他地方的调整经验分析了扭转失衡的可能性。本章的结

构如下：第一节把当前的债务局面和巨额且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联系起来，并研究失衡的

起源；第二节考察跨境私人和公共债务的累积是如何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政治及经济的方

方面面；第三节通过研究过去４０年里全球通货紧缩经验来阐明基于紧缩的外部调整成功的

可能性；最后一节是结论。

危机的起源

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７年，欧元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常账户收支大体保持了平衡，但在

区内却有巨额的持续性失衡。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都遭受了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爱尔

兰也有较小程度的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德国、卢森堡和荷兰则有经常账户盈余

（图９ １）。

欧洲地区的人均ＧＤＰ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每年增长１．７％，略高于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的年均

增长１．５％。在赤字国家中，爱尔兰（４．５％）、希腊（３．７％）和西班牙（２．３％）都是这十年的经

济增长冠军。葡萄牙（１．１％）有着很弱的增长表现，而德国每年只增长１．５％①。

２８１

① 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它的ＧＤＰ占欧元区ＧＤＰ的２６．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的ＧＤＰ分别占欧元

区ＧＤＰ的１．８％、２．０％和２．６％，他们属于欧元区最小的国家（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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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１　欧元区国家的经常账户收支平衡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注：２００６年之后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

尼亚）被排除在外。

把ＧＤＰ增长率按总需求成分分解可以揭示国家间经济增长来源的显著区别（见图９Ａ

１）。在德国和爱尔兰，经济增长由出口带来；在希腊和葡萄牙，增长来自私人消费的繁荣；在

西班牙，私人消费和投资都带来了增长。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跨境金融和资本流动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１９９９

年，共同货币的采用（这实际上消除了货币风险），金融活动的扩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法国

和德国银行的扩张，如他们对赤字国家资产债权价值上升所证明的（Ｇｒｏｓｓ，２０１０）（图９

２），都促进了跨境金融和资本流动。

这些巨大且越来越多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来源因国而异（图９ ３）。在希腊和葡萄牙，外

部缺口主要源于低储蓄率，而这又反映了两国高的公共和私人消费水平的事实。在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希腊的经常账户赤字从占ＧＤＰ的７．０％增长到１４．７％。赤字缺口扩大的原因是储

蓄率从占ＧＤＰ的１５％下降到７．６％。这个下降包含公共部门储蓄率下降４．２％和私人储蓄

率下降３．３％。投资率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都保持得相当稳定，但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之间下

降到占ＧＤＰ的４％。

葡萄牙的经常账户赤字从１９９９年的占ＧＤＰ８．９％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９．８％。在同一时

期内，储蓄率从占ＧＤＰ的１８．９％下降到１２．４％。而投资率从占ＧＤＰ的２７．８％下降到

２２．２％。在下降的６．５％的储蓄率中，公共部门占１．４％。

在爱尔兰和西班牙，投资热是经常账户赤字的原因。爱尔兰的经常账户余额从１９９９年

的占ＧＤＰ０．３％的盈余下降到２００７年占ＧＤＰ４．３％的赤字。对外收支状况的恶化是因为投

资率上升了２．４％，而储蓄率下降了２．３％（这来自公共储蓄率的下降，但私人部门储蓄率仍

保持稳定）。建设投资从１９９９年的占ＧＤＰ１４．７％提高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０．２％。在危机期间，

投资率缩减了１２％，储蓄率下跌了１０．２％（主要是由于公共部门储蓄下降了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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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　若干欧洲国家外资银行拥有的债权资产（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单位：１０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关于按报告银行国际分类的外国索取权的数据；直接借款人基础。

西班牙的经常账户赤字从１９９９年的占ＧＤＰ２．７％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０．０％。赤字的扩

大是由于投资率的上升，从占ＧＤＰ的２５．１％升至３１．０％，而投资率的上升又是建设投资增

加了５．３％的结果。投资率的提高表明投资的高预期收益率。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储蓄率保持

不变，但储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公共储蓄率的提高抵消了私人储蓄率的下降。

欧元区的外部失衡也反映了不同的出口模式。在德国，出口占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９９的

２９．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７．５％（图９ ４的ａ部分）。在同一时期，出口占ＧＤＰ的比例在希

腊和西班牙基本保持不变，在葡萄牙略有增加，而在爱尔兰则下降了。德国的出口扩张不是

因为欧元区内的市场份额增加，而是因为在中国、印度和东欧地区的份额增长（图９ ４的ｂ

部分）。德国的出口甚至自２００２年欧元逐渐升值以来一直都在增长，虽然升值削弱了欧元

区所有国家的外部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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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３　若干欧元区国家的经常账户、储蓄与投资（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占ＧＤＰ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注：经济账户平衡等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储蓄 投资的缺口或国民储蓄与投资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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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４　德国出口状况（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注：东欧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

　　欧洲各国在出口上的表现差异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战略以及工资和劳动政策上的

巨大差异相关。德国的增长战略是出口导向；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增长战略都是基于国

内需求的扩张。工资和劳动政策支持了增长战略，并最终导致了竞争力的巨大差异。相对

于德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生产力增长和名义工资的膨胀的作用导致他们经

生产力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德国而言，稳步增长，使后者的劳动力成本保持在稳定

平滑的状态（图９ ５）。

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持久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对应的是外国投资者（主要是

出口国／借出国的居民）对进口国／借入国在国内生产的收入的金融和股份的权益的累积。

资金流入的结果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外净资产的下降和支付给外国人的净

要素收入的持续增加①（图９ ６）。希腊和葡萄牙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期是要素收入的净接受国，

但累积的外部债务使收入流动方向完全逆转。到２００７年，对外净支付等于希腊ＧＤＰ的

３．６％和葡萄牙的２．３％，这些支付都占到两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四分之一。西班牙的净对

外支付从１９９９年占ＧＤＰ的１．０％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２％，相当于其对外赤字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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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以１００为基点计算的话，则净外部资产在葡萄牙下降至２５，在希腊下降至２２，在西班牙下降至５１（欧盟委员

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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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爱尔兰有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公司的营运，其对外净支付一直十分可观，在１９９９—

　　

图９ ５　若干欧元区国家的竞争力（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指数２０００＝１００）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注：名义单位劳动成本是雇员平均报酬对整个经济体雇佣的人均真实ＧＤＰ之比。真

实有效汇率是基于单位劳动成本，并反映了２０个工业化国家的相对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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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６　经常账户中的净收益流入（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注：自爱尔兰流出的收入平均值为ＧＤＰ的１２％，图中未展示。

２００７年平均占ＧＤＰ的１５％，耗掉了它的大部分贸易顺差①。

全球经济危机给政府预算和公共债务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引发了对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对外

失衡的担忧。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公共债务的爆发是金融危机与危机处理而采用的强烈的政策反

应的直接结果（表９ １）。欧洲各国政府都诉诸自动稳定机制和经济刺激计划以部分抵消私人部

门需求的突然紧缩。爱尔兰大量增加的债务主要由其国内主要银行的国有化导致②。扩张性的

财政政策最终限制了产量和就业率的下降，但给政府留下了规模空前的债务负担（ＩＭＦ，２０１０ｂ）。

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导致欧元区失衡，并使结构性约束问题凸显（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０）。曾经和人口老龄化对财政预算的潜在影响联系在一起讨论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很

快成为焦点，因为债务存量突然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为减少财政赤字所需的财政整改

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能会危及经济复苏。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也令人担忧，因为进口

国／借入国需要加强自己出口和为出口而进口的能力，以达到能够在无需对当前宏观经济趋

势进行大幅改变的情况下偿还外国私人和公共债务的目的。

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是否具有偿债能力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欧元区

的借款国将如何偿还他们已经产生的债务？如何在不抛弃欧元且不诉诸货币贬值的情况下

恢复货币联盟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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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景象：从１９９９年占ＧＤＰ２．１％的国外净要素支付转变为２００７年占ＧＤＰ０．８％的

国外净要素收入（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进口／借款国家在私人部门平衡方面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而该调整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投资和

消费支出的崩溃导致的。以占ＧＤＰ比重衡量，私人部门余额在希腊收缩了８．２％，在葡萄牙收缩了５．７％，在西班牙收缩了

１７．２％，在爱尔兰收缩了１４．０％。与此相反，德国的私人部门盈余保持稳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７％，尽管私人支出略有下降

（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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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１　若干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占犌犇犘比率（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国家／年度 债务规模

债务规模变动

基本赤字 债务动态 其他债务生成流

德国 　 　 　 　

２００８ ６６．０ －２．７ ０．９ ２．７

２００９ ７３．２ ０．７ ５．１ １．５

希腊 　 　 　 　

２００８ ９９．２ ３．１ －０．５ 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１５．１ ８．５ ５．８ １．６

爱尔兰 　 　 　 　

２００８ ４３．９ ５．９ ２．５ １０．６

２００９ ６４．０ １２．２ ７．０ ０．９

葡萄牙 　 　 　 　

２００８ ６６．３ －０．１ １．６ １．２

２００９ ７６．８ ６．６ ３．９ ０．１

西班牙 　 　 　 　

２００８ ３９．７ ２．５ ０．４ ０．７

２００９ ５３．２ ９．４ ３．２ ０．９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欧盟委员会的ＡＭＥＣＯ数据库制作。

注：债务动态表示利率增长差对债务占ＧＤＰ比例的动态影响。其他债务生成流包括私有化收入、银行再资产化以及隐

性负债的确认。

未来的政策挑战

最近的发展显示了欧洲危机的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政治经济因素对欧盟层面政

策决定的限制；第二个是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对那些具有巨额对外与财

政失衡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可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工具的评估。

１９９９年以来持久的外部失衡而导致的跨国私人和公共债务累积以及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危

机期间出现的大规模财政失衡对欧洲危机的政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三类利益

相关者在制定应对金融动荡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们是债权人、欧元区债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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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状况比较强的欧盟国家政府（法国和德国）。债权人对欧洲债务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

心存怀疑，并期望欧盟强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向债务国提供资金，以用来偿还债务。如

果对偿付能力的担忧最终导致债务重组的话，债权持有人（尤其是那些在危机前以更高价格

买进债券的投资者）将不得不吞下损失。欧元区的债务国政府期盼来自较强欧盟国家的政

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支持，从而减轻未来的财政调整带来的经济萎缩和通货紧缩

的影响。欧盟强国政府（也许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得不提供融资以避免危机蔓延到

其他国家并确保欧元区的生存（法国和德国不仅是欧元区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其中央银

行大量持有欧元区债务国的负债）。

在对欧洲经济危机的诊断中，有这样一个共识：为了扭转失衡并重建国际收支和财政

的可持续性，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必须提高竞争力和巩固公共财政。最近，由几个

欧洲国家提交的财政调整计划表明，减少开支的政策被视为达到这个目的的适当方法。从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问题的诊断是债务国面临

的是流动性问题而非偿付能力问题。在这个计划下，欧元区债务国政府必须调整预算赤字；

而且，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如果市场不愿让债务国延期偿还到期债务而是试图减少持有政

府债务的话，债务国应该得到融资支持（Ｒｏｕｂｉｎｉ，２０１０）。进而言之，没有任何关于重组公共

和私人部门债务的建议作为需要进行调整的一部分被提出来。

既然重组现有的债务并不在政策选项考虑范围内，那么，债务国对外债务的减少目标必

须通过创造经常账户盈余（即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或者两者兼有）以使贸易顺差超过净要素

支付的方法方能实现。就短期和中期而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可以通过实际汇

率的贬值促使资源的重新配置，从不可贸易的物品生产转向可出口的物品生产，以此来提高

他们对欧元地区的贸易伙伴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力。然而，由于欧元区的所有成员对维

护共同货币做了强烈的承诺，通过名义汇率贬值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不在政策选择的考虑

范围。因此，这些国家只能通过降低成本（特别是可贸易部门的成本）来达到增强对外竞争

力的目的。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就试图降低债务国总需求并抑制其物价和工资的

上涨，从而帮助他们实现相对于贸易伙伴而言成本紧缩的目的。因为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货

币政策作用下，欧元区的平均通胀率相当低，成本紧缩的目的只能通过调整国家进行价格和

工资紧缩的方式实现①。

然而，如果只运用减少支出政策来作为诱致名义通缩发生的手段，就可能产生多重的风

险。首先，名义通缩会压缩企业的利润，降低生产积极性，从而可能延缓经济复苏，甚至延长

经济衰退。第二，价格和工资的下降可能会增加政府和私人债务的实际负担，使债务的可持

１９１

① 增强对欧元区外的贸易伙伴的竞争力的政策举措，归根到底无非是以欧元贬值为目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

欧元区各国在调整出口战略以避免出现欧元区内部国家的外部失衡的同时，坚守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战略的

话，这样的政策应对借出方／出口者有利。然而，这一战略可能面临一个不利的全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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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问题越发严重。第三，欧元区债务国的贸易伙伴自身也受到危机影响，并正在努力整治

其财政赤字；因此，他们可能并不愿意配合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试图通过扩大出口

来推动经济复苏的努力。

最近发生的通缩调整经验

基于抑制需求和寻求名义通缩的调整战略成功的可能性是多少？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调查过去３０年发生的通缩调整经验，并评估它们的成功记录。

通货紧缩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对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１８３个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

通胀的４６３２个国别年度观察中，只有２３２个观测是通货紧缩，仅占总数的５％。

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可以和持续时间（通过ＣＰＩ连续下降的年数来判断）以及价格下降

的强度（通过测量那些年ＣＰＩ下降的累计值）联系在一起考察。大多数通缩是短期的（一到

两年）；长期性的通货紧缩（三年或三年以上ＣＰＩ下降）非常少见（图９ ７）。

图９ ７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通货紧缩的次数和持续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ｃ的数据整理。

通货紧缩在强度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持续性和强度这两者间也没有任何明

确的关系（图９ ８）。在１３２次短期通缩里，ＣＰＩ平均累计下降了４．１％；在１７次长期通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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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ＣＰＩ平均下降了７．０％。ＣＰＩ累计下降最厉害的情况出现在短期通缩个案中①。ＣＰＩ累

计下降值的中位值会随着通缩事件的持续时间而增加，但在短期通缩个案中，通货紧缩的强

度呈现出高度的离散性。

最重要的几次通货紧缩为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发生于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法郎区的通缩、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国家的通缩、１９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代石油输出国家的通

缩以及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阿根廷的通缩。在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法郎区和东亚国家的个案

中，通货紧缩伴随着经济放缓或衰退；而在石油输出国，通货紧缩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统计学

关系却不太清楚②。

图９ ８　不同时长通货紧缩累积状况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ｃ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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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大的累计通货紧缩发生在萨摩亚群岛（１９８５年下降３２％）、柬埔寨（１９８７年下降３１％）、赤道几内亚（１９８６年到

１９８７年下降２９％）、老挝（１９９０年下降２６％）、利比亚（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下降２２％）和刚果共和国（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８９年下降

２１％）。在赤道几内亚和刚果共和国发生通货紧缩时，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的法郎兑美元价值刚巧上升了２０％。这些

严重的通缩案例对欧元区国家来说不大可能有什么参考意义。

石油出口经济体的特点与欧元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没有什么参考意义。石油输出国经历的通缩与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年及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巴林在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２年，沙特阿拉伯在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１年，阿曼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２年）的石油价格

下降相关。在这些国家中，通货紧缩并没有伴随着严重的ＧＤＰ增长放缓。例如，在巴林，五年的年均ＧＤＰ增长率从通缩前

的５．０％下降到通缩时期的４．５％。实际上，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在通货紧缩期间的增长速度比通缩前的五年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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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法郎区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像欧元区一样包含了一个多国央行，

同时保持了和一个大的经济体（法国）的固定平价汇率。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３年，非洲金融共

同体（ＣＦＡ）法郎区通胀率的中位值为年０．３％ （图９ ９），但有几个国家（包括乍得、喀麦隆

和刚果共和国）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经历了通货紧缩。在通货紧缩时期内ＧＤＰ的增长速度放

缓，年增长率中位值从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的２．３％下降到１．５％。伴随着国际收支平衡危机、银

行危机、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的法郎相对法国法郎的大幅贬值，通货紧缩于１９９４年结束。

货币贬值最终成功地刺激了出口和产出，并终止了通货紧缩：从１９９５到１９９９年，年均ＧＤＰ

增长率的中位值为４．６％，通胀率中位值为１１．７％。

图９ ９　犆犉犃法郎区的通货膨胀和增长的年度变化（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ｃ的数据整理。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出现了通

货紧缩。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大幅度货币贬值后，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中国内地保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允许轻微的货币

贬值。结果，这四个经济体失去了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竞争力，随后经历了严重的增长放

缓（表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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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　部分亚洲经济体通缩前和通缩中的犌犇犘增速

（年度百分比变化）

经　济　体 通缩前年度犌犇犘增长 通缩中年度犌犇犘增长

中　国 １１．５（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７．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中国香港 ４．７（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１．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日　本
４．０（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１．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新加坡 ９．５（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３．５（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中国台湾 ５．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１） ２．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ｃ的数据编制。

阿根廷在经受了三年的轻微通货紧缩后，在２００１年陷入经济崩溃（图９ １０）。在１０年

的固定平价和实际汇率升值期间，它的竞争力问题逐步显露①。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该国

图９ １０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和犌犇犘增长的变化（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ｃ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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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竞争力的丧失，往往发生在固定汇率安排被采用、然后较高的国内通胀随之出现的时期，或者

发生在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真实的错配水平（即在真实面上汇率高估）的时期。有的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汇率高估存在于许多

欧元区国家，它们在采用欧元的时候就选择了错误的真实汇率平价，尽管后来人们看到在欧元区内通货膨胀因国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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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ＧＤＰ从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年均增长４．１％转变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每年萎缩２．９％。在阿根廷

货币对美元贬值之后，它的产出在２００２年收缩了１０．９％，但此后恢复了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的平均增长率达８．８％。通胀率加剧，在２００２年达到２６％，此后的五年平均为９．４％。

从这些通货紧缩个案中可以得到两个启示。首先，在名义通货紧缩和ＧＤＰ增长率之间

存在着一个反比的关系。这一点尤其见于竞争力恶化的国家，如１９９０年代初期的非洲金融

共同体（ＣＦＡ）法郎集团、１９９７年没有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的东亚国家（地区）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的阿根廷。这些国家在某个时点都出现了多年的温和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乏力。这些

局面对改善竞争力难有助益，充其量不过对通过缩小进口降低外部失衡有所帮助。

其次，由于价格和工资紧缩对解决竞争力问题几乎毫无助益，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法

郎区和阿根廷最终还是依靠货币贬值来加速外部调整①。改变汇率平价可迅速减少用外国

货币衡量的国内成本价值，从而增加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盈利能力，并把实际工资往低处

调整。

结论

近来，在希腊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出现的财政和再融资困难，

起源于过去十年里持久而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希腊和葡萄牙，外部赤字源于私人储

蓄率的下降和公共部门的扩张；在爱尔兰和葡萄牙，外部赤字则源于私人投资的繁荣。在同

一时期，德国经历了大规模和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主要由于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和私人

部门的投资下降。

全面了解爱尔兰和西班牙案例，对中等收入国家转型和资本流入管理非常重要。这两

个国家的过去十年可以解释为一个趋同的过程，正如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Ｓｏ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来预测欧元区一样。资本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流入爱尔兰和

西班牙，因为预期投资收益率比其他地方更高，并且风险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因共同货币的

存在而降低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把资金借给私人公司来开发新的投资项目（尤其

是用于住宅建设）。这一转型和危机一样都是由私人部门主导的。由于存在私人部门可能

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金融争端的风险，所以，政府没有把调整留给市场力量。政府必须

介入和协调宏观经济的调控，并调解损失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

关于这些事件的解释对经济政策有着以下几个启示。第一，高而持久的经常账户赤字

可能加速各国收入差距的减小，但也造成了巨大的调控风险。私人部门产生的经常账户赤

字不应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的主张是不正确的。第二，在国际借贷中已经嵌入了外部

效应，该效应状况如何可能取决于私营部门的借贷的规模，而它在私人部门开展业务时不被

列入考虑范围。金融和资本流入不应该逃避某些要求各方使外部性内在化的监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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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阿根廷以及非洲金融共同体（ＣＦＡ）法郎区的国家那里，通货紧缩伴随着银行挤兑、国际信贷配给和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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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质量不好的贷款流动或组合资产的问题得到了确认，推迟问题的解决（包括分配相应的

损失）是一个降低福利的策略，因为惯性将阻碍信用体系的运作，而且这样做不能消除风险。

各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分配现有的损失，并继续前进。

在１９９９年之后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经生产力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稳步上

升。与２００２年后的欧元升值一起，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趋势阻碍了他们对包括欧元区在内

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相比之下，德国生产力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在十年里都保持稳定，

为其出口占ＧＤＰ比重的稳定上升提供了支持。在固定汇率的环境中降低生产成本是一个

重大的挑战，而本章所考察的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战胜这个挑战。在过去的十年里，德国能够

在劳动力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成本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未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

西班牙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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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９Ａ　选定的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按照总需求增长来源的分解

图９犃 １　若干欧元区国家按累积需求来源对增长的分解（总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ＩＭＦ，２０１０ａ的数据计算。

注：真实ＧＤＰ增长系年百分比变动。其他变量均为以百分点计量的对真实ＧＤＰ增长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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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０

规避可避免的债务危机： 从最近主权债务违约中
获取的经验
李月芬　洛德利格·奥利法勒斯 卡敏纳　乌戈·潘尼扎

本章研究最近出现的对外借债和主权债务违约是否揭示出了一些可供我们选择来减少

债务危机可能性的政策经验。危机早期大规模的金融救市规模空前，从而可能延缓了危机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借债影响的显现。因此，我们运用最近债务违约的四个案例进行分

析，强调外部冲击、过度借贷以及那些用来重组未偿债务的法律技术的重要性。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单回顾有关主权债务和主权债务违约的法律与经济文

献。第二部分利用５６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样本数据，考察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如何影响对外借债的演进。证据表明，债务水平是有所增加但还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可

能是因为国际投资者日渐增加的风险厌恶情绪阻止了一些低收入国家更多对外举债的企

图。第三部分是对伯利兹、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和塞舌尔的案例分析。最后两部分讨论减轻

未来债务危机可能性的政策选择并给出总结性评论。

主权债务的法律和经济学

主权债务不同于私人债务，因为没有一种管理主权债务违约的结构化路径或者一种履

行主权债务契约的有效程序。两个主要原因导致债权国的法律资源有限。第一个原因与主

权不可侵犯的原则有关，该原则声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没有得到它同意的情况下，是不能

在外国法庭被起诉的，除非它放弃其管辖权或者出于其他例外情况（如商业性活动）。第二

个原因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关，那就是即使债权人获得了有利裁决，主权债务契约实施仍然

步履维艰，因为债权人实际上不能查封债务国国境之内的资产。有关主权债务的法律文献

认为，主权国家不能被宣告破产。

既然债务契约不容易被执行，为什么主权国家还要偿还债务呢？（或者说，为什么借贷

方愿意借贷呢？）这必然是因为偿还要比违约成本更低。当然，我们都知道偿还的成本是什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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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贷款的价值），但违约的成本是什么呢？更好地理解违约的成本乃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和设计能够同时降低主权违约发生率和成本的一个必要条件。

有关主权债务的经济学文献集中在违约的声誉成本和贸易成本。集中探讨声誉成本的

经济模型提出假设认为，违约要么会导致更高的举债成本，要么会导致更多的国际金融市场

准入限制，极端的情况就是被这些市场长期排除在外（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Ｇｅｒｓｏｖｉｔｚ，１９８１）。强调贸

易成本的经济模型则认为，违约者将遭受国际贸易的减少，或者是因为直接贸易制裁（Ｂｕｌｏｗ

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１９８９；Ｄíａｚ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１９８３），或者是因为贸易信贷的匮乏。虽然这些经济模

型存在一些理论性问题（参见Ｐａｎｉｚｚａ，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９的一个文献述

评），但实际问题是这些假设似乎都并不适合真实的世界。声誉成本似乎是短命的

（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９），而且，虽然存在一些违约影响贸易的证据（Ｒｏｓｓ，２００５），

但却没有正式贸易制裁的证据（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由贸易信贷所导致的在违约

与贸易之间的强有力因果关系（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９）①。

一类前景看好的理论模型将注意力从非居民的行动转向违约的国内影响。这些理论模

型提出假设认为，政府是同时与几个行动者在打交道，这些行动者并不确信与他们打交道的

政府是“好”的或是“坏”的。违约能够揭示出政府的“真实”类型并且会更改所有依然在与政

府打交道的行动者的行动，而非仅仅外国债权人的行动（ＣｏｌｅａｎｄＫｅｈｏｅ，１９９８）。这种解释

的一个问题是即使只专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演进，所观察到的违约成本仍是有限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ｎ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８；ＬｅｖｙＹｅｙａｔｉ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ｍｚａｎｄ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７）。

可能只有策略性违约（即能够轻易被避免的违约）才产生高成本。确实没有能力偿还债

务导致的违约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类违约无法提供关于政府类型的任何信息，并且也没

有带来高成本（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ＶａｎＨｕｙｃｋ，１９８８）。在了解策略性违约的高成本情况下，主

权国家将会避免这种违约。在相反的情况下，它们可能甚至宁愿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推迟一

个必要的违约的出现，以向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释放出违约的确是无法避免的信号

（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９；ＬｅｖｙＹｅｙａｔｉ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相关的法律文献主要集中在主权债务的重组方面。宽泛地说，主权债务重组可以理解

为一个主权国家用来防止或解决债务问题以及实现债务可持续水平的机制。重组分为程序

性的和实体性的两个主要方面。程序性方面集中在重组应该被实施的方法（即重组的体系

结构）；实体性方面是指债务的实际重组，通常包括改变摊销时间表和注销债务本金

（ＯｌｉｖａｒｅｓＣａｍｉｎａｌ，２０１０）。

为了私人索赔而实现一个改造的主权债务重组过程，这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

４０２

①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经验研究的概括，例如托姆兹（Ｔｏｍｚ，２００７）就认为，声誉方面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他

描述了历史上一些违约的确影响声誉的案例。科勒辛和奥康奈尔（Ｋｏｈｌｓｃｈｅｅｎａｎｄ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０６）展示了某些贸易信

贷在违约后下降的案例，但并没有进行正式的检验或尝试建立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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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过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ＡｒｏｒａａｎｄＯｌｉｖａｒｅｓＣａｍｉｎａｌ，２００３）：法院监

督下的破产型诉讼的重组或者纯自愿的债券重组（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Ｇｕｌａｔｉ，２００２）。决策者需

要选择一种既能提供有序的重组又能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权益的模式。

当前的争论发生在两类重组模式之间。第一类模式依靠既存的国际破产体制。第二类

模式使用自愿的、契约性的安排，如债权转股权、集体行动条款以及其他服务。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ＩＭＦ）相信，过去运用的一些自愿机制的适用范围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这一局面的出

现主要是因为主权借贷中发生了从银团贷款向债券转变的缘故。这种转变导致了债权人与

债务人分布大大扩散和债务契约更加多样的结果；它又与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展和整合以及

寻求外资方法的创新联系在一起（ＵＮＣＡＤ，２００１）。

记录在银团贷款中的债务相对容易重组，因为它们是在伦敦俱乐部的框架之内进行重

组的①。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晚期（以及之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阿根廷危机），大多数观察者都认

为债券债务要比银团贷款更加难以重组。这些担心是由如下的事实驱动的：即债券是不同

类型的债权人持有，并覆盖了不同的利息条件（多重合法性的问题）。人们还认为，债券债务

的重组由于许多未偿付债券受不同的适用的法律的管制而难以实行（因为债务人的重组方

案选择取决于所适用法律，所以，当一个主权国处于困境时，适用法律就是必须考虑的问

题）②。然而，这些担忧并未成为现实。即使阿根廷的债转股交易在第一次交易出价中的预

期接受率为７６％，但它仍然以比许多人预期更大的成功而结束③。

主权债务重组运用的方法和技术与企业债务重组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最显著的不同之

处在于企业重组中的双方当事人———债务人和债权人———都知道，直到债务重组过程失败

之前都存在着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案（破产），而这点在主权国家的场合下是不存在的。

危机中对外借债的发展

美国住房市场崩溃所点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最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

家的长期性债务可持续性造成严重影响（Ｌｉ，２０１０）。为了捕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

对外借债最近的发展，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引用了世界银行的《对外债务统计季刊》

（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犈狓狋犲狉狀犪犾犇犲犫狋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ＱＥＤＳ）的数据，该季刊提供了到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为

止的对外借债的信息。

虽然本章集中在主权债务和主权债务违约上，但也会讨论公共的、公共部门担保的和总

５０２

①

②

③

伦敦俱乐部是由商业银行联合在一起针对主权债务人为其诉求进行谈判的非正式组织。

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阿根廷债务危机期间，１５２套系列债券由８个不同的法律所管辖。交易由当事方选择的法律所

规制；就债券发行而言，是由发行人决定应该适用什么法律（ＯｌｉｖａｒｅｓＣａｍｉｎａｌ，２００５）。据估计，在违约的时候，阿根廷在

全球拥有７０多万债权人。

一组新的理论文献研究了为什么债券债务重组的实施要比预期的更容易（Ｂａｉ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８；Ｂｉ，Ｃｈａｍｏｎ，

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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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对外借债（公共的和私人的）的发展。将总体对外借债囊括进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数次

危机现在已经完全让劳森 罗布切克（ＬａｗｓｏｎＲｏｂｉｃｈｅｋ）学说名誉扫地，该学说认为只有公

共的对外借债才能导致高成本的债务危机①。众多的例证表明，私人债务（尤其是银行的私

人债务）代表着公共部门需要承担的一种巨大的或然负债，当下的危机正是这类例证之一。

一旦银行部门陷入危机，这类或然负债就变成显性负债了。关注总体对外借债的第二个原

因是公开获得的数据无法把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的（ＰＰＧ）债务与完全由私人债权人拥有的

债务区别开来②。

《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资料显示，５６个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的平均总对

外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的增加超过了８个百分点（表１０ １）③。这

与过去４年的趋势完全相反，过去４年对外借债（总体的以及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的）下降

了２０多个百分点。

表１０ １　描述性统计

变　　　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２００９年之前所有国家的数据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５６ 　０．４３８ ０．２８２ 　０．０２２ １．２２３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５３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０ ０．８３６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５６ ０．５２０ ０．３９９ ０．０２３ １．８５９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５３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６４３

对外借债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５６ ０．０８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９４ ０．７４６

ＰＰＧ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０ －０．１９４ ０．２７６

对外借债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４６ －０．２２１ ０．３１８ －１．１２５ ０．７１４

ＰＰＧ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４６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１ －１．０８７ ０．０４５

６０２

①

②

③

劳森 罗布切克（ＬａｗｓｏｎＲｏｂｉｃｈｅｋ）学说的称呼来自尼格尔·劳森和瓦勒特·罗布切克（ＮｉｇｅｌＬａｗｓｏｎａｎｄ

ＷａｌｔｅｒＲｏｂｉｃｈｅｋ）在１９８８年关于英国经常账户赤字的一次讲演中，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宣称英国的地位是强大

的，因为经常账户赤字是由私人部门举债而非公共部门举债导致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主

任的瓦勒特·罗布切克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私人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之间存在着差异。

实际上，由于国内债务的膨胀经常成为对外债务危机的根源（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９），我们在本研究中应该

更有雄心，对国内和对外债务均予以充分的关注。我们集中考察对外债务，只是因为缺乏总体（对外和对内的）公共债务

的数据。

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包含６０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只有５６个国家的数据更新到２００９年第３
季度（见附录中表１０Ａ １）。世界银行的《对外债务统计季刊》搜集了两类报告系统的数据，即特殊数据公布标准（ＳＤＤＳ）

和一般数据公布标准（ＧＤＤＳ）。有些国家这两类报告系统数据都使用了。一般数据公布标准遵循与世界银行的《全球发

展金融》数据相似的规范；它包含总体对外债务、总体公共债务以及总体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的长期对外债务的数据。那

些通过特殊数据公布标准报告数据的国家所报告的数据包括一般政府债务、金融机构、银行、其他部门以及国外投资者的

分散的数据。对于这些国家，我们把他们的一般政府债务与金融当局债务加总计算出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债务。我们承

认这么做可能低估了总的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债务，因为一些银行和其他部门债务也可能由公共部门来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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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２００７年全球发展金融数据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 １２３ 　０．５１９ ０．５３１ 　０．０３４ 　４．４２１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 １２３ ０．３３６ ０．３３４ ０．０１８ ２．０９７

２００９年之前欧洲和中亚国家的数据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１ 　０．６４０ ０．３０７ 　０．２１３ 　１．２２３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５３７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１ ０．８７５ ０．４３２ ０．３４７ １．８５９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１ ０．２２５ ０．１４８ ０．０２１ ０．５６４

对外借债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２１ ０．２３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２２ ０．７４６

ＰＰＧ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２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３ ０．２７６

对外借债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２７６ －０．４３９ ０．７１４

ＰＰＧ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１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９６ －０．３４０ ０．０１３

２００９年之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６ 　０．３３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２２ 　０．８０９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４ ０．１９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０ ０．６０７

总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６ ０．３７２ ０．２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８９９

ＰＰＧ对外借债／ＧＤ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４ ０．２１７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５６０

对外借债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５ ０．３８０

ＰＰＧ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５ ０．１８７

对外借债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２６ －０．３４０ ０．２７９ －１．１２５ ０．０４５

ＰＰＧ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２６ －０．３１３ ０．２６１ －１．０８７ －０．０５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ＰＰＧ表示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

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所涵盖的国家案例要比经常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

济国家对外借债的那些国家数量要少得多①。涵盖在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中的国家

平均债务水平明显地要比那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水平低。由于债务累积可能存

在重大的惯性，因此，所有国家案例中展示的债务增加可能要比表１０ １记录的规模更大。

所以，这一部分的统计结论应该慎重对待。

遭遇这场危机的东欧和中亚的转型经济国家有着比跨国平均水平更高的对外借债水

７０２

① 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金融数据包含１２０多个国家的数据，但是它们只更新到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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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它们全都被全球危机重创，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１０％下降到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０％，而平均对外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则从４２％暴涨到８８％。

相反，遭遇危机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总对外借债水平总体上要比跨国平均水平要

低，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对外借债水平也只是刚刚超过跨国平均水平。在危机爆发过程中，

平均来说，他们经历了总对外借债和公共与公共部门担保对外借债方面相对温和的增长（尽

管在该组中有些国家的债务增加了３８个百分点）。

２００５年，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涵盖的所有各组国家对外债务水平是相似的（图

１０ １）。尽管大多数国家削减了他们的债务水平，但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却快速累积了

债务责任。这个地区的国家还是以最低的公共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平均水平进入危机

的，并从２００８年末开始累积公共债务；到２００９年末，他们已经有了与低收入国家相当的公

共和公共部门担保债务水平（图１０ １）。到２００９年末，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所涵盖

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总对外借债达到４万亿美元。这些债务的７３％为私人债权人

所持有；剩下的２７％为公共或公共部门担保债务。

案例研究分析：过去１０年的后半段的主权债务违约

虽然从当前的危机中汲取明确的教训可能还太早，但对伯利兹、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和

塞舌尔四个新近的主权债务违约片段的考察还是有益的。尽管样本很小，但它们却涵盖非

常不同的经验，因此能够为未来的债务危机提供一些教训。

伯利兹

在世纪之交，伯利兹政府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债务融资项目，该项目旨在重建被１９９８

年至２００２年袭击该国的一场飓风和热带风暴所摧毁的基础设施。大量的重建努力又恰逢

一些出口货物价格的下降并导致了持续性的贸易赤字。

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下降，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８％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

５４％，而进口却保持不断增长。导致经常性账户赤字大幅度增加，在２００３年达到国内生产

总值的１９％。

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公共部门的对外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１９９９年的４６％增加到

２００６年的８２％。规模如此之大的债务偿付需求不断滚动，导致了一系列的再融资操作，而

其融资利率水平也越来越高；２００６年，伯利兹将２７％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其债务利息。同

时，财政赤字还在上升（平均财政赤字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８％），而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却在不断收缩。

伯利兹不可持续的状况导致了２００６年８月２日一项“迫在眉睫的债务重组”的宣布。

政府决定采用建设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它开始了一个与其债权人密集磋商的过程，这被

它认为在界定借款条件上非常有帮助。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财政部一份新闻稿发布了债权交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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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１　外债、私人外债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外债占犌犇犘比重（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世界银行的《对外债务统计季刊》的数据计算。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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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主要金融条件。伯利兹唯一的并且是“非官方”的债权人委员会通过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

日的一份新闻稿认可了该债权交换，并表明委员会成员已一致决定参与。国会批准了债权

转换的条件，转换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６日得到了执行。构成合格索赔方

面９６．８％的全部本金清偿都获得了接受。２００３年，由于集体行动条款［（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ＣＡＣ），该条款受纽约州法律管制］在以美元为计价的债券发行中的运用，这一金融

重组所覆盖的全部资金相当于合格索赔资金的９８．１％。

伯利兹是７０多年来在主权债务重组过程中第一个使用集体行动条款来修正债券偿还

条款的主权国家（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Ｋａｒｐｉｎｓｋｉ，２００６）。２００３年债券中包含一个集体行动条款，

需要至少８５％的债券持有人的书面同意，这极大地促进了交换。８７．３％纽约集体行动条款

债券的持有人接受了伯利兹的债权转换，因而同意了该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将“旧”债券条

款与“新”债券条款匹配。这一债权交换的实施使伯利兹债券评级升级。

伯利兹为主权债务重组工具箱做出了两个重大贡献。第一个是透明的方案。伯利兹将

所有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信息在网站上披露出来，包括可能的重组情况和对需要的债务减免

的清晰说明（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Ｋａｒｐｉｎｓｋｉ，２００７）①。第二个贡献是邀请债权人组建委员会。债

权人委员会的创建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创建的同类委员会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异。伯利兹

建立了债权人委员会构建的标准及其程序规则，在这一过程中，它吸收了早期组建这些委员

会的经验，融汇了那些在债权人之间增强对话和参与的因素，并且规避了阻碍谈判协商的因

素。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债券持有者委员会组建了，但它却没有满足政府的要求条件，而

这样的条件是政府承认作为一个正式的债权人委员会所必须具备的。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的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是本章个案研究中最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债务重组的经

历和债务违约之前石油高价导致的储备积累，市场参与者都不认为厄瓜多尔存在一个不可

持续的债务环境。厄瓜多尔决定停止向其对外债券的一个子集还本付息，因为２００６年一项

总统法令授权成立的债务审计委员会（ＣｏｍｉｓｉóｎｐａｒａｌａＡｕｄｉｔｏｒí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ｄｅｌＣｒéｄｉｔｏ

Ｐúｂｌｉｃｏ，ＣＡＩＣ）发现，这些债券是没有合法性的或是非法的（见附录表１０Ａ ２）②。紧随债

务审计委员会的建议之后，厄瓜多尔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对２０１０年被视为非法的全球债券暂停

了支付利息。在一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厄瓜多尔正式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进入主权债务违

约。债务违约之后，厄瓜多尔拥有三种未偿还的系列债券，即利率１２％的于２０１２年到期的

美元全球债券、于２０３０年到期的美元递升全球债券以及２０１５年到期的美元全球债券。

０１２

①

②

发布的信息包括其自身起草的文件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财务顾问提供的文件。这些文件涵盖国家的经

济状况、财务预测、债务偿付能力以及与国家经济状况及其未来前景有关的问题。

债务审计委员会的目的是审计公债担保的过程，在把法律和金融方面的问题纳入考虑，把经济、社会、性别和环

境影响纳入考虑以及把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纳入考虑之列的情况下，以决定公债担保过程是否合法与合规、是否透明以

及是否是有质量的、有效益和有效率的。审计的内容范围涵盖协议、合约和其他发生在１９７６—２００６年的公共财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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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债券是在２０００年发行的，以重组布雷迪债券。２０１５年债券的发行是

为了购买２０１２年债券的一部分，其根据是后者发行条件中规定的强制性提前还款安排的发

行条款。尽管债券审计委员会总结认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３０年债券以及一些其他债务

工具是非法的或不具合法性的，政府还是决定只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债券上进行债务违约。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厄瓜多尔推出了现金购回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的债券的要约。要约于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过期。购回交易以一种修改后的荷兰式拍卖进行组织，最低价为０．３０美

元兑换每１美元未偿还本金。债券持有人提出来的要价被认为是不可撤销的。购回要约突

出了不参加回购邀请的风险。

最终回购价为０．３５美元兑换每１美元未偿还本金，为９１％的债券持有人所接受。在

２０３０年债券最初发行额２７亿美元和２０１２年债券最初发行额５亿１千万美元中，分别仅有

的７．２％和１８．７％还留存在市场中没有得到偿还。

厄瓜多尔债务违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因为它是在现代历史中第一个偿还能力几

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违约案例①。厄瓜多尔是否会为其行动支付长期声誉成本或者对其他新

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权债务来说其行动是否能对市场产生效果，仍有待考察。

厄瓜多尔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债券上的违约以及它的收购交易，可能导致主权债务

工具中的一些变化。新的主权债务发行将包括严格的契约条款以提高后违约情境中受托

人的责任标准，并且加强债务人收购其违约债务能力方面的规制（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Ｇｕｌａｔｉ，

２００９）。

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违约债券的价格跌至谷底而官方的延期偿付尚未宣布或违约尚

未实际发生之际，据称厄瓜多尔通过中介机构开展了积极的二次回购（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９；

Ｐｏｒｚｅｃａｎｓｋｉ，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厄瓜多尔债券包含一种债务收购条款（强制

提前还款安排）。这种契约性安排需要为每种债券收回未偿还总额，对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３０年债

券来说分别是６年和１１年，以后以每年一定比例收回，收回方式是通过在二级市场进行购

买、以股抵债或其他任何方式②。

厄瓜多尔债券中契约性条款清晰地表明，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务人自身的债务不仅是合

法的而且是受欢迎的，因为它能够减少未偿还债务总额从而使其更加容易管理。但是，厄瓜

多尔的债务回购是在可能对债务工具的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特定事件后发生的，这些事件

包括利息支付的延迟和财政部长与他人私下讨论债务工具的录像曝光（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２００７）。

这种行为显示了影响“市场诚信”的系统性失败，因为厄瓜多尔本可以在决定是否违约时披

１１２

①

②

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厄瓜多尔票据持有人通告中，它宣称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内债和外债总共构成国内生产

总值的２６．１％，而这是比较容易管理的。一份２００８年的财政报告宣称，“依然很难认为厄瓜多尔的债务面临可持续性的

问题……当前的情况是由缺乏支付意愿引起的（而不是缺乏支付能力）”（ＤｅｕｔｓｄｅＢａｎｋ，２００８，ｐ．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这种情况的目的在于给予债券持有人一些信心，即在它们到期之前新债券

的总额会被减少到一个容易管理的规模，同时能给予厄瓜多尔管理其债务组合的灵活性”（ＩＭＦ，２００１，ｐ．３３）。如果厄瓜

多尔无法实现削减的目标，将会引起相关债券的强制性部分赎回，赎回量等于该国未能达到的应削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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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影响市场的信息①。因此，即使二级市场的行动者与厄瓜多尔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待证实，

实际的违约使一个不受欢迎的行为（因为违约发生了）非常难以为人们所接受，于是，自然孕

育出可能为蓄意操控市场的指控②。

格林纳达

格林纳达，一个小岛经济国家，带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３％）和大量的对外借债进入了２００４年。与前些年相比债务和赤字都一直在萎缩，国家似

乎正走上实现对外可持续性的道路。２００４年９月，飓风“伊万”袭击之后情况改变了，这次飓

风带来超过格林纳达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０％的经济损失。飓风让７０％的宾馆房间无法使用，

并且摧毁了７０％的肉豆蔻种植园生产面积，这些都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③。结果，失业率

飙升，并且经常账户赤字几乎翻了三倍。２００５年７月，格林纳达又被飓风“艾米莉”袭击，造

成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１２％的损失。

格林纳达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回应这些巨大的外部冲击和经常账户赤字，因为它的货

币是与美元挂钩的。结果，其产出在２００４年缩水了近６％。尽管生产在２００５年得到恢复，

但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又收缩了２．４％，而这时经常账户赤字已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的４０％。

格林纳达在２００４年秋停止了为其对外债务还本付息；２００５年９月，格林纳达对符合条

件的商业债券持有人做出了一个交换要约。８５％以上的合乎资格的债务持有者（债券持有

者和其他类型的商业债务持有者）接受了该要约。大约１５％的债权人既没有交易他们的债

务工具，后来也没有达成协议。这就把格林纳达推入一个死锁的情境，因为它不想拒付其债

务，但又没有办法满足拒不合作的债权人的要求。格林纳达以类似于多米尼加联邦２００４年

交换要约的语言表达了这个议题④。格林纳达没有承诺任何额外的资金来为非拍卖债券还

本付息，但肯定了一旦有额外的资金即支付这些债务的可能性。虽然没有任何的实际承诺，

但债务并没有被拒付。

格林纳达提供的对拒不合作的债权人的措施———也就是既不否认债务又不偿还债务，

但会一直等待，直到有一个更清晰的前景———可以被命名为加勒比方式［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Ｋａｒｐｉｎｓｋｉ，２００６）］。该名称是恰当的，不仅因为格林纳达遵循多

２１２

①

②

③

④

正如普兹坎斯基（Ｐｏｒｚｅｃａｎｓｋｉ，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指出的，违约期间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储备的下降与二级市场的债券

购买之间具有清晰的联系。据称所使用的工具是太平洋银行，通过经纪人来运作。

据称，厄瓜多尔想方设法从二级市场购得每个系列债券一半左右的未偿债务总额，这一回购作业产生的结果可

能使人们读取的信息是被歪曲的。

肉豆蔻树需要５—８年时间成熟。这个部门的恢复因而需要时间。

在题为“非拍卖合格索赔的处理”的部分中，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要约表明，“如果任何与本要约有关的合格索赔未

被拍卖，当政府拥有用于这些索赔的资金时，政府会支付这些未拍卖合格索赔。然而，政府无意于对未拍卖合格索赔做任

何支付，如果当这样的支付到期时，在任何短期债券、中期债券或长期债券中存在着支付违约。”为了达到澄清的目的，多

米尼加发行的由交换要约导致的新债券被称为“短期债券”（１０年）、中期债券（２０年）和长期债券（３０年）（参见２００４年４
月６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合格索赔交换要约》对２０１４年、２０２４年和２０３４年到期的３．５％ＸＣＤ债券的规定）。



第十章　
规避可避免的债务危机：从最近主权债务违约中获取的经验

米尼加的重组经验，还因为该术语是由加勒比裔美国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在１７９０年一份美国交换要约中创造的。尽管当事主权国家没有提供

一种实际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给那些决定不参加交换要约的债权人以合法的依据进行

以拒付债务认定为基础的声索。

格林纳达交换要约的其他相关特征是在信托契约之下个别执法权的构建，它受制于纽

约州法律。就受托人执法权力的程度而言，英国信托契约和美国信托契约之间存在着重大

的差异①。

塞舌尔

塞舌尔是一个小型岛国，严重依赖进口商品和旅游收入（旅游构成外汇总收入的７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特征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性失衡的不断增加。虽然被高估的货币造

成的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已达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３２％的水平，但中央银行出于对

负资产负债表影响的财政成本的担心，一直对货币贬值犹豫不决。尽管占国内生产总值

３．７％的财政赤字并不是很高，但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是导致了对外借债的快速增加（绝

大多数是向商业债权人借的），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要高出两倍多。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全球危机之后旅游收入的崩溃放大了这些结构性失

衡的影响。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塞舌尔通知债券持有人，它有意于对将在２０１１年到期的价值

５．４８亿欧元（约合７．８亿美元）的私募债券进行违约。该国政府指出不进行偿还的原因是存

在着“债券发行审批过程中的违规和票据文件中缺乏透明度”的问题（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０８）。

当塞舌尔的外汇储备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基本耗尽时，政府宣布无法对价值２．３亿美元的

欧元债券进行交换券付款，而是将与债权人寻求达成一个全面的债务重组协议②。交换要约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发起并在２０１０年１月中旬结束，８９％的合格索赔资金总额得到了结算。

该违约过程还伴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项目，后者旨在支持公共债务重组和恢

复对外举债的可持续性。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塞舌尔同意以一个全面的改革计划换取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为期两年价值１．７６亿特别提款权（大约２．６６亿美元）的待用安排。该项计划的主要

内容包括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和更加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旬，巴黎俱乐部债权人授予塞舌尔在巴黎俱乐部埃维昂方式（Ｅｖｉａｎ

３１２

①

②

在英国信托契约下，执行权属于受托人，他有（因信托）收到付款的权利，因此，他对任何付款都有要求执行的权

利。如果受托人放弃债务工具的执行，债券持有人就将恢复他们的执行权利。相反，美国信托契约受制于１９３９年信托契

约法（ＴＩＡ）第３１６条（ｂ款）。第３１６条（ｂ款）保护债券持有人有在到期时募集本金和利息的权利；而且，债券持有人还有

在必要时提起诉讼的权利，且无须获得集体执行行动中其他债券持有人的同意。因此，在英国信托契约下，只有受托人才

能执行债券持有人的权利（除非他放弃这一权利）；在美国信托契约下，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能受到合格数量债

权人的侵害。虽然信托契约法并不适用于在美国发行的主权债券，但没有任何主权国敢引入任何与信托契约法３１６条（ｂ
款）相冲突的、对执行权进行限制的条款。格林纳达是第一个纳入英国信托契约式债券执行权限制而又受纽约州法律管

辖的主权国家（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Ｋａｒｐｉｎｓｋｉ，２００６）。

标准普尔将这一欧元债券（９．１２５％于２０１１年到期）的评级调降到Ｄ（违约），并给予它４分的回收评级，这表明违

约债务的预期收回率平均为３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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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之下特殊的债务处理方式，减少两个阶段中名义条款下价值１６．３亿美元初始债

务存量的４５％，并同意对剩余的债务作１８年偿付的安排，其中包括为期５年的宽限期。他

们还同意推迟部分在未来几年偿还的付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２００９年７月进行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发现，塞舌尔的公共债务依

然是不可持续的。该结论可能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商业债权人负有重大的负债，这些负债可

能在２０１０年１月已通过债券交换得到了解决。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在成功的债券交换之后，

惠誉的塞舌尔债券发行人违约评级（ＩＤＲｓ）在长期外币债务方面为Ｂ－评级，在其地方货币

债务上为Ｂ，即有积极的前景。

塞舌尔实施的重组计划包括对部分利息支付的担保，这种担保来自非洲发展银行的支持；

这是一个旨在使条件变得让债权人容易接受从而促成协议的新的元素。该担保以附加协议的

形式执行，但协议文本是被包括在债务重组计划书中的。该担保承诺，如果塞舌尔无法在新的

债券下支付利息，非洲发展银行将对１０００万美元累积的最大担保额负责。该担保是由非洲发

展银行实施的一个优先偿付的、非隶属于其他款项的、无条件的以及无抵押的责任。应付款项

不包括本金、成本、费用、支出或者其他总计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款项或支付利息。

缺失了什么？新政策与新制度

前面部分的讨论强调了债务危机的三个基本原因：公共或私人部门的过度借债；要么

由自然灾害导致，要么由外部需求的突然下跌导致的重大的外部冲击；以及有争议的债务合

同的存在。旨在减少债务危机可能性的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政策应该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

避免过度借债

有利的外部和国内环境经常导致一种全球乐观主义的氛围。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基于

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允许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维持越来越高的债务水平的事实，开始认为发展

迅速的债务累积是合理的。这类故事通常以悲剧告终，在信贷快速扩张期的末端，违约接踵

而至（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９）。

这一发展模式表明，迈向实现债务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是基于正确的理由而借债，并且

在“好光景”时期不要借太多债。债务应该被用来资助那些产生比收取的贷款利率更高回报

的项目上（这类项目可能包括特定类型的社会支出，如教育，它们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

用），并且国外货币借债应该被限定在特定的项目上，这些项目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产生债

务还本付息所必需的外汇（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８）①。

４１２

① 因为货币是可替代的，所以，外汇借入应该仅限于或直接或间接产生为债务还本付息所需的外汇的项目的说法

不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当一个国家对外借债时，无论如何，它都需要确定其经济体能够生产出为还债所

需的外汇资金。



第十章　
规避可避免的债务危机：从最近主权债务违约中获取的经验

旨在限制过度借债的政策需要认识到政治经常居于借债决策中心。政治家们倾向于在

选举预备期间过度借债以维持经济增长，实现再当选可能的最大化。而且，任期有限的政治

家可能会举债以避免困难的财政调整并把还债负担留给他们的继任者。公共部门的过度借

债可以通过增加预算过程的透明度、增加财政和债务统计的可靠性以及通过维持一个运作

良好的自动财政稳定器系统来进行限制。

低收入国家的情况要比中低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为复杂，因为许多低收入国家

维持债务的能力有限但又需要外部的资金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支付社会开支。理想的解

决方案是增加向这些国家援助的流量。然而，对于任何既定的援助项目，都需要在最佳减让

程度上作出艰难的决策。极而言之，这种决策归结为捐助者是否应该只给予赠款还是赠款

与贷款的混合。按照目前的做法，捐助者首先是进行债务可持续性前瞻分析，以分析的结果

来决定捐助和贷款之间的混合比例。由于赠款多寡取决于贷款的折扣水平，债务可持续性

操作的结果也决定了总体转移支付的规模①。尽管这个做法从理论视角来说有意义，但它遭

遇到了严重的执行问题。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评估长期债务可持续性需要预估未来

２０—３０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这种预估经常以完全无效而收场②。

私人债务也能导致公债危机，这或者是作为或然负债的结果出现的，或者由于私人需求

崩溃，政府可能需要介入以维持总需求所致。实际上，存在着私人对外借债可能产生比公共

部门对外借债更多的脆弱性的状态（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过度的私人部门借债可以通过对银

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审慎监管来限制。由于复杂衍生工具的使用和滥用限制了规制者

监督私人部门对外借债到底有多大规模的能力，有实例表明引入控制资本流动的机制是限

制私人部门过度借债的唯一有效方式。

走向或然债务契约

债务危机和违约经常由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引发。这种冲击的形式可以是自然灾害、

外部需求的突然下降或者外部金融环境的突然紧缩。

在外部冲击之后主权国家如何才能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呢？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自我保

险，它包括不积累对外净负债（主权国家可能依然有一个与其外汇储备累积规模相适应的总

的对外债务）。这正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

以来正在做的事情。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进行自我保险的。而且，自我保险似乎

也只是次优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使资源束缚于外汇储备，被投资于像美国政府债券之类的低

５１２

①

②

国际发展协会（ＩＤＡ）运用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将所有国家划分为红灯组、黄灯组和绿

灯组三组。第一组国家被认为是受到高风险的债务困扰因而只能接受赠款。第二组国家被视作受到中等风险的债务困

扰因而可以接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它们一半是赠款，一半是优惠贷款。第三组国家被认为只受到低风险的债务困扰，因而

能够接受甚至更多的转移支付，所有的转移支付都是优惠贷款。

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估计，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在控制了各国的特质因素下预测他们的增长趋势。这个预测方法的

问题是，跨时期的增长率相关性非常低（０．１—０．３），而国家特质倾向于不变（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１９９３）。另外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把商业循环从趋势增长区隔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ＡｇｕｉａｒａｎｄＧｏｐｉｎａｔｈ，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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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资产。

一个替代的方式是从第三方购买保险。国家可以购买标准保险合同或者发行或然债务

工具（也就是偿还依赖于实现既定事件的债务合同）。这种债务工具是存在的，但由于逆向

选择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它们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利用①。

逆向选择与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关，即只有那些认为自己面临显著存在的风险的国家才

有激励去购买保险，这就减少了保险库中国家的数量并增加了保险的成本。而且，购买保险

的决定可能导致保费贴水的增加，因为保险公司可能将一个国家购买保险的决策解读为这

样一种信号，即该国的决策者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关于被保险的风险确实将实现的几率的

信息。

政治经济的障碍甚至更重要。自利且任期有限的决策者在实施或然债务合同上的激励

是很有限的，因为或然债务合同意味着必须马上支付的成本，而收益则可能在数年后才能实

现②。即使是利他型的政治家也可能会遇到使用或然债务工具的困难，因为如果冒险没有得

到实现，他们会被控告浪费国家的钱财。例如，墨西哥在２００８年夏天花费了１５亿美元为其

所有的石油出口投保以防止石油价格突然下跌的可能性。在２００９年，当石油价格下跌时，

墨西哥财政部部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ＡｇｕｓｔｉｎＣａｒｓｔｅｎｓ）因购买了这些债务合同而被全

世界称赞，当国家最需要钱的时候，这些合同提供了８０亿的意外收获。然而，如果石油价格

没有下跌，可以想象出墨西哥公众的反应。在最好的情况下，卡斯滕斯可能被批评浪费了大

量的公共财产。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被指控为彻头彻尾的腐败。但是即使价格已经上

涨了，投保的决定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在高石油价格下，墨西哥在深陷危机之时就不会需要

尽可能多的额外货币）。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根源是任何最优契约都会使当事国在一定的世

界局势下付出代价③。

一个迫使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发行或然债务工具的普遍性强制应该可以解决逆向选择和

政治经济问题。尽管将或然债务契约强加给无意于此的主权举债国和私人贷款人是不可能

的，但官方部门可以通过只使用或然贷款来推动这类合同的运用。

应对违约

即使有更好的国内与国际政策与制度，违约仍然终归还是要发生的。国际金融架构依

然缺乏一种机制迅速解决这种违约并限制违约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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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另一个问题与创造新的债务工具涉及大量的固定成本，而个人机构支付这些成本的诱因有限这一事实相关。而

且，这些债务工具往往倾向于弄得很复杂，并非所有的债务管理办公室都有能力来评估和发行与管理债券有关的成本和

收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正在为债务管理办公室提供支持，以帮助他们形成更健全的风险管理技术，并转向发行或

然债务工具。）道德风险看起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决策者似乎不可能会为了限制债务支付而自愿调低其国家的增长前景

或夸大自然灾害的影响。

或然契约需要在好光景时期发布，因此带有一笔即付成本。

例如，澳大利亚财政部在一个季度遭受巨大损失后不得不放弃其成功的外汇战略。作者感谢ＭａｒｋＬ．Ｊ．Ｗｒｉｇｈｔ
推荐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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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都是欠官方债权人的（多边的或

双边的）或者是欠银行的。这意味着债务重新谈判涉及的当事方数量相对要少。在布雷迪

交易将拖欠银团的贷款转换成布雷迪债券之后，决策者开始担忧大量分散的且异质的债权

人会导致长期和高成本的债务重组谈判。这些担忧激发了一些旨在减小集体行动困境的建

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是第一个呼吁利用国家破产法（尤其是美国破产法

第９章和第１１章）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借债建立一个有序解决程序的国际组织

（ＵＮＣＴＡＤ，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成立一个主权债务重组机制（ＳＤＲＭ）。

然而，建立这样一个机制的建议最终还是被拒绝了。市场的反应是使用合约性质的机制：

退出同意或退出修订以及使用集体行动条款①。

有些学者认为，无法建立旨在更快速和更有效率的解决违约问题的机制对国际债务市

场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他们的理由是违约的成本维持了国际债务市场的存在，任何旨在

减少这些成本的政策将会使国际借贷收缩，让其变得更昂贵或者使借贷收缩、借贷价格更贵

等问题同时并发（Ｄｏｏｌｅｙ，２０００；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３；关于另一种观点，参见本书第１２章）。但

是，主权国家或许会次优地尝试延迟无法避免的违约的可能性，给旨在减轻违约成本国际政

策的可取性讨论加入了一个有趣的看点。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其名誉而进行的努力真的

会产生无谓的损失，设立一个具备证明违约行为原因能力的机构就能使那些“好”国家的声

誉得到潜在的保护，从而不至于被迫经历一个痛苦的拖延不决的债务重组过程。这种证明

将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能够潜在地降低违约的成本，与此同时，它能增加违约债务的

回收价值，并增加当事国获得借贷资金的机会，从而减少举债的总成本（参见ＬｅｖｙＹｅｙａｔｉ

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本书第１４章）。

推动负责任的主权借贷原则

建立危机解决机制的建议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１年，当时，７７国集团采取了“利马行动纲领的

宣言和原则”②。该纲领呼吁建立一个有序的债务处理程序，明确将沉重的债务负担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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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退出同意是可供违约债券持有者使用的一项技术，该技术使那些决定接受交换要约的债券持有人对进入交换程

序的债券的某些条件的修改事宜给予他们的同意。因此，交换要约之成立就得以债权人接受这一最低限度的门槛为条

件，而一旦大多数债权同意这一要求达到，对债务条件的修正即可实行。通过这些修正，受制于交换要约的违约债券就变

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在法律和财政方面），从而迫使大量的债券持有人接受该要约。如果拒不合作的债券持有人不接受

交换要约，他们将持有一种减值的、不再具备原合同所规定的某些收益保证的债券。如果债券招股书包含了集体行动条

款，这些条款需要债券持有人的互动。有四类集体行动条款，它们是集体代表条款、多数行动条款、共享条款以及加速条

款。多数行动条款为官方部门和许多学者所强力追求；它们被有效地纳入到债券保险中。如果其中所要求的大多数能够

建立，多数行动条款使对债券的任何条款和条件（包括偿还条件）的修正成为可能，只要契约规定的必须达到的大多数条

件得到满足。在大多数国家那里，为修正包括多数行动条款在内的债券条款的门槛是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的７５％。伯

利兹是唯一一个要求８５％的国家。

７７国集团是于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结束时发布的“７７国联合宣

言”而成立的。它之所以成立，是为了表达和推动成员国的共同经济利益，加强他们在联合国体系内就所有主要的国际经

济问题进行联合谈判的能力，并就发展问题推动南南合作。７７国集团成员已经扩展到１３０个成员国，但这个原始名称由

于其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而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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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纳入考虑的范围，并且强调创立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新国际机制①。这个

建议提出后近４０年过去了，但在建立这个机制上依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个事实表明在

这个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是多么不容易。

在这个机制不存在的情况下，就负责任的主权借贷行为形成一套普遍同意的原则，将能

促使各方按规则行事，并拦阻冒进无妄的主权借贷行为发生。它也会导致评估主权债务契

约是否被负责任地实施的标准的建立，这些标准既有关于契约签订前的要求，而在某些场合

下，也有关于契约签订后的要求。于是，在争端出现之时，各当事方不仅有一个共同的参照

点，而且他们也会被鼓励去遵循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增进负责任行为的原则。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就构成合法的和负责任的主权借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非政府

组织以及一些主权国家对契约当事方的合法性、借贷目的、环境与社会后果以及一系列其他

因素提出了疑问。在这股讨论势头基础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启动了一个旨在制定一

套指导方针和原则的项目。

各国政府的受托责任是这套原则的基石。当制定债务合同时，借债与举债的政府都应

该以当下与未来公民的最佳利益为指导。

对借债国来说，做合乎实际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符合举债国与出借国的共同利益。签

订契约和履行主权债务义务的过程必须在事前是透明的，并且政治上是可问责的，尤其是当

借债可能对未来几代人收入流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法律层面应该与各国和国际法对主权借

贷的规制相一致，并且把诸如对各当事方主权和义务的尊重这些基本因素纳入考虑之中。

应当全力以赴地使契约得到适时的批准和契约内容得到恰当的披露。在社会层面上，诸如

人权、环保以及对各国国内社会问题、劳工和环保最低标准的尊重等要素均应体现于契约的

签订过程之中。此外，诸如债务重新谈判、可比拟处理以及低收入国家的利益———仅举几个

例子———均应进入考虑之列。

结语

本章通过对四个案例的考察，研究全球经济危机是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

济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的。它表明，在三个国家（伯利兹、格林纳达和塞舌尔）那里，债务违

约的根源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小型的、缺乏多样化的经济体，对其经济所遭受的巨大外部冲

击的回应能力有限②。在这三个案例中，政策行动受到固定汇率制存在的限制而导致真实货

币汇率升值和重大的外部失衡。在伯利兹和格林纳达，这些外部失衡因过度的公共部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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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做的一项决议，“债务重组的标准和程序……应检讨和修订以确

保债务重组不会干预债务国发展计划的有序过程；同时还应该进行系统地设计，以防止长期发展计划的中断和反复重组

的需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机制内部应该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探寻发展中国家债务还本付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格林纳达和塞舌尔人口都少于１０万人，并且国内生产总值都小于７亿美元。伯利兹有大约３０万居民和１４亿美

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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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而放大。在格林纳达和塞舌尔，违约由一场巨大的外部冲击引起（格林纳达的是飓风“伊

万”，塞舌尔的是全球经济危机）。相反，伯利兹的违约更多的是过度的公共开支直接造成的

（尽管支出增长是由先前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这些观点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依然缺乏足够的保险。推进或然债务的使用可能有助于改进这些国

家的债务可持续性。

伯利兹、格林纳达和塞舌尔似乎也都同样地有意于保护他们的声誉。三个国家都选择

了相似的对债权人友好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债务。除了与债权人合作，三个国家还从国际

社会寻求建议和金融帮助。

伯利兹、格林纳达和塞舌尔是三个具备可预防因素的主权债务危机案例。如果那些能

够避免过度借债且鼓励负责任的主权债务实践的政策都到位的话，再加之以国际社会都走

向或然债务契约以使外部冲击的影响最小化，这些国家发生的结果就不会那么严重。

违约债务的合法性问题在厄瓜多尔债务违约中居于核心位置。厄瓜多尔声称它在两笔

债券上违约，是因为总统拉斐尔·科雷亚（ＲａｆａｅｌＣｏｒｒｅａ）创建的债务审计委员会发现厄瓜

多尔外债中的这一部分是不具合法性或非法的。关键的问题是厄瓜多尔是否会为其对债券

违约的决定承受一项长期的声誉成本。尽管研究表明声誉成本往往是短命的，但厄瓜多尔

的案例可能以不同的结论收场，因为市场可能会将政府这种行动看做策略性的。也有可能

市场参与者的记忆是短期的，过时即去，而厄瓜多尔最终将为其最近的违约只支付有限的成

本。更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厄瓜多尔这个里程碑式的决定是否会对国际主权债务市场的运

作产生影响。如果产生了影响，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对这些行动产生预期，并会为特定新兴市

场经济举债国的主权风险重新定价。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与１９９８年俄罗斯危机之后相似

的信贷枯竭（ＫｏｇａｎａｎｄＬｅｖｙＹｅｙａｔｉ，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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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０Ａ

表１０犃 １　若干低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负债比率（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

国　家

公共与公共部门担保总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对外总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

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阿尔巴尼亚 ０．１６６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０ ０．３４７

阿根廷 ０．２６１ ０．２２０ ０．４６５ ０．４１２

亚美尼亚 ０．１４４ ０．３３１ ０．２６１ ０．５４１

巴哈马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５

白俄罗斯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５ ０．２１３ ０．３９４

玻利维亚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６ ０．３９７ ０．３４８

巴　西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０

保加利亚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２ ０．９３６ １．２２８

喀麦隆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智　利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３２７ ０．４５８

哥伦比亚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２ ０．２０９ ０．２２４

哥斯达黎加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７ ０．２９２ ０．２８６

克罗地亚 ０．１５８ ０．１０５ ０．７５９ １．０２２

捷克共和国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９ ０．３８７ ０．４３４

多米尼加 ０．６４９ ——— ０．６４９ ０．５５５

厄瓜多尔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８６ ０．２８１

埃及阿拉伯共和国 ０．１６３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５ ０．１７２

萨尔瓦多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４ ０．４８２ ０．４６０

爱沙尼亚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１．０７６ １．４１９

埃塞俄比亚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４

格鲁吉亚 ０．１７９ ０．３２７ ０．４７０ ０．７６５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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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公共与公共部门担保总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对外总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

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洪都拉斯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７ ０．２３９ ０．２２７

匈牙利 ０．３４８ ０．５６４ １．１１３ １．８５９

印　度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９６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８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６

以色列 ０．１９５ ０．１４０ ０．５３０ ０．４０７

哈萨克斯坦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８９９ １．０３７

韩　国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１ ０．３２６ ０．４９７

吉尔吉斯共和国 ０．５３７ ０．５３９ ０．８０９ ０．８３１

拉脱维亚 ０．０４８ ０．２７３ １．２２３ １．７７７

黎巴嫩 ０．８３６ ０．６４３ ０．８３６ ０．６４３

立陶宛 ０．１１２ ０．１８０ ０．６６８ ０．９４８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０．１８５ ０．２２３ ０．４７８ ０．６１８

马达加斯加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４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６

马来西亚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２４ ０．３７２

墨西哥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０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４

摩尔多瓦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０ ０．７０５ ０．８０５

尼加拉瓜 ０．６０７ ０．５６０ ０．６７５ ０．６３０

尼日利亚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巴基斯坦 ０．２６７ ——— ０．２８２ ０．２６６

巴拉圭 ０．１６９ ０．２８６ ０．２５３ ０．２８６

秘　鲁 ０．２０１ ０．１５６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０

波　兰 ０．１８１ ０．２０９ ０．４９１ ０．６５０

俄罗斯联邦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５ ０．３３８ ０．３８１

卢旺达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４５

斯洛伐克共和国 ０．１２５ ０．４０１ ０．５２９ ０．７８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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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公共与公共部门担保总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对外总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

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７年第３季度 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

斯洛文尼亚 ０．２０１ ０．２８９ ０．９７１ １．１８９

南　非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７４

泰　国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９

突尼斯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０ ０．５７４ ０．５４８

土耳其 ０．１３３ ０．１５４ ０．３６３ ０．４６０

乌干达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１

乌克兰 ０．０８０ ０．２０９ ０．５１８ ０．８９９

乌拉圭 ０．４２０ ０．２５６ ０．４４９ ０．３８９

也门共和国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世界银行《对外债务统计季刊》整理。

表１０犃 ２　厄瓜多尔的债务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报告

结　　　　论 观　　　　察

美联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晚期增加利率构

成了非法行为。
厄瓜多尔没有权限决定美联储金融政策的合法性。

在逾期利息（ＰＤＩ）布雷迪债券和利益均衡

（ＩＥ）布雷迪债券中转换拖欠的应计利息会

产生复利（利生利），因而是非法的。

将拖欠的应计利息转变为布雷迪债券意味着原始债务的

更替，从而产生一种带有自己条款和条件的新债务工具。

把利率包括在债券中是一种普通且合法的行为。

提交外国法院管辖与厄瓜多尔的法律是相

违背的。

国际主权债务交易中提交外国法院管辖是普遍的实践。

正如债务审计委员会报告中承认的那样，特定例外通常

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产生的。

放弃主权豁免与厄瓜多尔的法律相违背。

放弃主权豁免在国际主权债务市场上是普遍的实践。在

英国和美国，那些基于商业活动的行为被认为是一般国

家司法豁免的例外。

和多边组织保持关系与厄瓜多尔的法律相

违背。

以书面契约的方式同意厄瓜多尔会与多边组织维持正式

的关系（即继续成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这样的组织的一员）是非法的行为。

某些债券未在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注册

是违背法律的。

根据美国证券法，债券可以通过美国境外的非注册证券

商私募方式出售给合格的机构购买者。这样做需要披露

的信息大大减少，发行成本也降低了许多。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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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结　　　　论 观　　　　察

选择外国政府的法律在厄瓜多尔的法律下

是非法的。

在国际主权债券保险中选择外国的法律是一种普遍的实

践，它通常是通过特别授权其作为一般规则的例外方式

来解决的。例如，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发布的厄瓜多尔票据

持有人通告，在提出使用修改后的荷兰拍卖方式以获取

现金时就称，在公共债务领域选择外国法影响到国家主

权。但是，该通告本身又受英国法律管制，英国法律对类

似的情形是负责的。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债务审计委员会２００８年审计报告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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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第十一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１

地方政府信贷与违约风险管理
刘莉莉　迈克尔·外倍勒

国家与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半公共机构债务担保在发展中国家变得越发重要。巴西地方

政府债务占到公共部门总净债务的３０％①。印度各邦的债务占到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７％

左右②。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在美国已处于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２００９年年底，美国未偿付

的地方政府债务高达２．３６万亿美元③。

地方政府债务在总公共债务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并不限于联邦制国家。在中国，城市投

资公司一直在向金融机构借款以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筹措资金（Ｌｉｕ，２００８）。在法国，地

方政府占到公共投资的７０％以上。

地方政府债务的越发重要反映了支出责任、税收权利以及借贷能力与其他因素一起向

地方政府的不断分权。发展中国家规模空前的城市化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吸

纳大量涌入的乡村人口。地方政府借贷更加平等地在基础设施服务的代际使用者之间为基

础设施融资，因为受益者还本付息的期限能够更好地契合债务融资资产的经济寿命。但实

际上，地方政府却经常为当下的支出借款。

与地方政府借贷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破产的风险④。全面的地方政府破产可能会阻

碍地方政府资本市场的发展，压缩社会投资的财政空间，并威胁到金融稳定以及核心的公共

服务，这将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提供财政支持以确保持续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

更多地自主增加了加强财政责任监管的需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以及俄

罗斯这些国家都发生过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最终带来地方政府借贷与破产的监管体系的

６２２

①

②

③

④

地方政府一词在此处指联邦或中央政府以下的所有层级的政府和公共实体，包括州、县、市、镇、公共事业公司以

及其他特定目的享有借债能力的公共实体。在巴西，净债务是总债务和资产之差，数据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ｗｗｗ．ｂｃｂ．

ｇｏｖ．ｂｒ／？ＦＩＳＣＰＯＬＩＣＹ）。

数据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ｗｗｗ．ｒｂｉ．ｏｒｇ．ｉｎ）。如果包括平衡表中诸如水电一类完全或大部分为州所有的债务，债

务会更高。

见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

在法律意义上，地方政府破产指在债务到期时无力偿还。不过，破产的定义因国而异。除了违约（无法按照债务

工具的条件进行偿还）外，破产还具备如下的特征，它是真正的而非仅仅暂时缺乏资源偿还债务（ＬｉｕａｎｄＷａｉｂｅ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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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

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地方政府融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Ｃａｎｕｔｏ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０ａ）。

尽管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出现了地方政府融资恶化的情况。由

于税基的减小、支出压力或支出刚性以及不断增加并越发昂贵的债务，评级机构将经济下

行对地方政府信贷质量的影响评定为显著（Ｆｉｔｃｈ，２００９；Ｍｏｏｄｙ，２０１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ｏｏｒ，

２０１０）。

全球复苏的疲软加之公共债务的增长使慎重管理地方政府违约风险变得更为重要。除

了当前的危机，分权化与城市化的结构性趋势将会强劲持续，也要求审慎管理地方政府违约

风险。

本章从过往的地方政府财务困境以及其与主权违约之间互动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

训，并特别关注支撑地方政府破产过程中债务重组与财政调整程序的法律与制度性原则。

纵观各国，尽管历史环境与改革的切入点对其差异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破产的监管体系

有着一些共同的核心特征。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处理软预算约束与地方政府过度

挤占公共资源的问题。为地方政府而定的财政规则或事前监管试图降低地方政府违约的

风险；可以预见，在为有序地债务重组和财政调整以及提供持续必要的公共服务带来喘息

空间的同时，事后监管也实现了违约风险的分配。然而，单独的事前和事后监管体系并不能

确保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超出本章范围的政府间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同样

重要。

本章结构如下。第一节展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的动机和原理。动机因国家而异并

决定了监管体系的设计。第二节总结各种监管体系，集中于对地方政府在债务发行以及规

定发行目的、种类、数量和债务融资持续等方面的财政规则。第三节探讨破产机制设计方面

的关键问题，集中于保护债权人的合约权利和维持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均衡。最后

一节为结论与政策经验。

监管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原理

作为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地方政府财政困境与债务危机的回应，巴西、印度、墨西哥和俄

罗斯等国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监管体系。一些新的分权化国家（如秘鲁）汲取其

他国家与分权相关的财政风险的经验，在分权化的初始阶段就形成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

管体系。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其各自的地方政府破产经历，这些都推动了风

险监管体系的建立。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尽管收入支出不平衡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债务融资的监管体系深刻影响着地

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财政赤字的累积只有当赤字得到融资填补的时候才可行。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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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融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直接借贷和经常性欠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不受监管的地方政府借贷在匈牙利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发展迅速，由此

带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分权化也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借贷，它在赋予地方政府在债务融资

方面实质性自主权的同时却不能施加硬的预算约束。

不受监管的借贷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下尤为危险，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就体现了这一点。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８９个地方政府中至少有５７个发生偿债违约。地方政

府借贷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尤其是新兴、投机性和监管不善的债权市场，超过了稳定的

收入流以及完善的监管体系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环境不明和有货币投机风险

的情况下，外国借款十分昂贵（Ａｌａｍ，Ｔｉｔｏｖ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４）。由于包括利率和汇率在

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主权的评级也会影响对其地方政府实体的

评级①。

如果借贷是为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融资，那么财政赤字本身可能并不会成为问题②。然

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像匈牙利、印度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大量借贷以弥补大量的运

营赤字，导致债务路径的不可持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的印度，为弥补收入赤字而产生

的借贷推动了各邦财政赤字的增长③。在危机的高点，一些邦超过７０％的新债被用来偿付

现有的债务④。

地方政府的一些债务状况有其固有的延期付款的风险，这在宏观经济和金融冲击之下

会更加严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墨西哥以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的俄罗斯宏观经济

危机到来之前，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就蕴藏着危机———债务期限短、偿债比率高、

利率水平不稳定。宏观经济危机将地方政府的脆弱性暴露在这些财政状况之前，并引发了

普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⑤。

软预算约束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受到政府间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质量以及金融市场结

构的深远影响。市场参与者或许会容忍地方政府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如果历史经验支持

他们的观察，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会暗中担保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Ｉａｎｃｈｏｖｉｃｈｉｎａ，Ｌｉｕａｎｄ

８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主权评级如何影响次主权评级的讨论，见盖拉德的研究（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２００９）。关于国际评级机构如何评定地方

政府信誉，见刘和谭的研究（ＬｉｕａｎｄＴａｎ，２００９）。

这句话假定经济增长将会转化为还本付息能力的增强，但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利用好其不断扩大的税基，这种转

化仍然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借贷依然引起财政危机，即使当收入已经各尽其用。这句话还假定总的政府债务与市

场融资能力是相符的，不会排挤私人需求。

收入赤字是总收入减去当前支出（如工资、养老金支出、补贴、转移以及运营和维护）的差。

埃莱娜、刘和纳加拉贾（Ｉａｎｃｈｏｖｉｃｈｉｎａ，Ｌｉｕａｎｄ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２００７）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稳定的关键因素。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俄罗斯８９个地方政府中至少有５７个出现违约（Ａｌａｍ，Ｔｉｔｏｖ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４）。２００１年，比

索危机六年之后，墨西哥地方政府中有六成依然在做财务上的挣扎（Ｓｃｈｗａｒｃｚ，２００２）。墨西哥与俄罗斯之间一个有趣的

不同点在于，在俄罗斯，地方政府被允许向海外借债，而这种借债在墨西哥是被禁止的。然而，墨西哥的地方政府并没有

被隔绝于海外交易风险，这种风险通过通货膨胀和利率传递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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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２００７）。例如，填补缺口的资金转移体系就会一方面减小地方政府扩大收入的激

励，另一方面增加其支出的刺激，从而助长财政赤字的延续。在很多国家，缺乏自有收入削

弱了地方政府进行财政修正的能力，而这却是任何债务重组程序的核心要素。此外，地方政

府借贷的风险和收益由竞争性资本市场定价，这帮助了对地方政府借贷的筛选和监管。国

有银行主导对地方政府的借款却有可能削弱这一市场纪律。废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

的直接担保并不足以培育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包括间接担保在内的一系列因素也会影响

地方金融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软预算约束———财政激励关键的一个方面———使地方政府能够超支运营，从而消除竞

争性激励并滋生腐败和寻租（见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７，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框架内的文献综

述）。全国性政府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地方政府实体的无条件救助会导致道德风险，并且暗示

着主权担保，这会助长财政不负责和草率借款的风气。在美国，不救助原则在１９世纪４０年

代第一次地方政府违约中就得以建立（Ｅｎｇｌｉｓｈ，１９９６；Ｗａｌｌｉｓ，２００４）。在匈牙利，对地方政

府破产建立监管体系的一个动因就是降低道德风险，对市政公债实施硬预算约束，削减中央

政府的或有债务，并改变债权人默认存在主权担保的观念（Ｊｏｋａｙ，ＳｚｅｐｅｓｉａｎｄＳｚｍｅｔａｎａ，

２００４）。在多次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困境之后，巴西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要求地方政府财

政调整以获取财政支援，具体如下文。

巴西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改革①

为了应对不断发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巴西切实加强了它的事前监管。巴西一

直都对地方政府借款实行法律控制———对新的借贷以及总的债务存量的控制，表现为

占收入的比重———但地方政府使尽各种办法规避这些监管。监管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期得到加强，促成了２０００年的统一监管体系。联邦政府在危机初期救助地方政府债务

人，但１９９７年第三次债务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州政府承担艰难的财政和结构改革。１９９７

年没有采取无条件的救助就是为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强化后的事前借贷监管表现在

１９９７年２５个州与联邦政府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中，并以法律的形式批准通过。２０００

年通过的《财政责任法》将各种零散的法令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体系。

凯曼妮（Ｋｈｅｍａｎｉ，２００２）检验了联邦国家中公共池塘博弈暗含的预测，地方政府更有可

能出现高的财政赤字，因为他们不需要内化财政挥霍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她发现

１９７２—１９９５年，在印度的１５个主要邦中，当邦政府与统治中央政府的属于同一个政党时，邦

的支出和赤字明显更高（超出样本平均水平的１０％左右），并且政府间拨款补助常常对支出

和赤字产生负向影响（这有违人们的直觉）。这些发现显示了政治制度———相对于政府间转

移支付的具体规则———在决定综合政府赤字方面的重要性。印度在２１世纪最初几年采取

的一项实质性改革就是制定《财政责任法》。

９２２

① 资料来源：Ｄｉｌ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２；Ｗｅｂｂ，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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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债务融资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允许这些政府在一个共同

的框架内进入金融市场。地方政府会因为各种原因而采取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内在的激

励促使它搭便车，因为它只需要承担部分代价就可以享受到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

所有利益。实现这些利益有赖于其他地方政府健康的财政行为。因此，一个抵制欺骗和搭

便车的规则体系使所有政府共同受益。这一承诺机制控制和协调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的地

方政府，使他们共同致力于未来的政府建立一个共同的借款框架（Ｗｅｂｂ，２００４）。

建立监管体系

各国建立监管体系的动因千差万别，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特点以

及触发事件。这些不同会影响改革的切入点、体系的设计以及它与地方政府借款立法的关

系。特别是地方政府借贷融资和重组的框架决定了政府不同分支和层级的角色；一个国家

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在设计的形成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例如，美国破产法第九章被认为是在成熟的政府间财政体制和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

的背景下，特地为解决所谓钉子户问题而制定①。尽管美国的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但

不能不假思索地加以复制。南非地方财政管理法案（２００３）致力于应对一系列挑战———包

括建立多样化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信贷市场在内［南非财政部（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２００１］。匈牙利市政债务调整法（１９９６）试图对地方政府施加硬的预算约束，建

立透明的、以法律为基础且没有临时政治干预的债务重组程序，不容任何或明或暗的主权

担保假设。

地方政府违约风险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加以管控：对地方政府在债务融资方面的

财政规则（即对借款的事前监管和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监控）以及地方政府无力偿

还时的事后债务重组。很多国家的监管体系仍在演变，整合所有监管要素的步伐各

有不同。

事前财政规则和事后破产机制互相补充，破产机制增加了债权人和地方政府债务人规

避事前财政规则的痛苦，因而提高了预防性规则的效果。没有破产机制，事前规则会导致过

度的行政控制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②。然而，对事前规则的过度依赖也会削弱市场在

监控地方政府借贷和债务方面的作用。在加拿大和美国，市场在监管地方政府借贷方面扮

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市场机制的形成需要时间，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渐培育市场在

设计监管体系中的角色③。

０３２

①

②

③

钉子户问题是在如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具有不同利益、其所持债权有不同的债务担保的个别债权人要求得到

特别的优遇，从而威胁到大多数债权人与地方政府债务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债务重组计划（见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ｒ，

１９９３）。

本章的关注点是需求方的监管。在供给方，金融体系的不同方面，包括竞争和审慎的管控，都会起作用。

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再造其市政财务和管理制度法律体系的一个清晰的目标是培育一个私人投资能在其中

起主导作用的竞争性私人市债市场（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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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财政规则：事前监管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财政规则处理的是债务发行的程序问题。它们规定债务融资

的目的、类型、数量、程序及其监控。各个国家的债务融资监管体系都有所加强（表１１ １）。

刘莉莉和外倍勒（２００８）总结出一些国家事前借款监管的共同特征。首先，只允许长期

公共资本投资的借款。像德国和英国这样的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制定了要求公共投资平衡预

算编制的财政规则（所谓“黄金规则”）①。这一规则认为只有这样的借款才是有益的（或许也

符合未来几代人的利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印度、秘鲁、俄罗斯和南

非，最近都采纳了这一黄金法则（详见ＬｉｕａｎｄＷａｉｂｅｌ，２００８）。

表１１ １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财政规则

国　　家 规　　　　　则

巴　　西 财政责任法（２０００）

哥伦比亚 法３５８（１９９７），法６１７（２０００），财政透明与责任法（２００３）

法　　国 各种借贷监管和平衡预算规则

印　　度 州财政责任和预算管理法，第十二届金融委员会的建议

秘　　鲁 财政责任和透明法（２００３），总债务法（２００５）

波　　兰 公共财政法（２００５）

南　　非 市政财务管理法（２００３）

土 耳 其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各种监管条例

美　　国 州的监管条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正在进行的研究。

其次，这些体系为诸如财政赤字、基本赤字、偿债比率和担保发行的上限这样的关键财

政指标设定了界限。在印度，第１２届金融委员会为所有的邦制定了财政责任法，要求消灭

收入赤字并在２００９财年内将财政赤字压缩到邦国内生产总值（ＧＳＤＰ）的３％②。哥伦比亚

建立了交通灯体系以监管地方政府借款（１９９７年的法案３５８和２００３年的财政透明与责任

法）。评定在红灯区的地方政府被禁止借款。当利息与运营成本比超过４０％并且债务存量

与当下收入比超过８０％时，就会被划入红灯区。在巴西，联邦政府与各州的债务重组协议规

１３２

①

②

为运营资金而进行的短期借贷仍然是允许的，但必须加入这样一个条件：禁止政府以滚动借债变相进行为弥补

运营赤字的长期借债。

为了应对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财政目标有所放松（ｗｗｗ．ｒｂｉ．ｏｒ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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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一系列完备的财政目标，包括债务收入比、基础财政收支、人事支出以及将被私有化或

特许经营的州属企业或银行的名单。在美国，各州自己设定借款上限，除个别例外，也为其

地方政府设置借款上限。

第三，一些法律框架（如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包括程序性要求，地方政府需要建立

中期财政框架和透明的预算过程。这一要求是为了确保财政账户在可持续的债务道路上运

行，并且财政调整能够采取中期措施以更好地应对冲击和影响地方政府财务的关键宏观经

济指标的不同轨迹。透明的预算过程引起了行政和立法在支出优先项目、资金来源和规定

的财政调整上面的争论。

财政透明正在逐渐成为财政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透明包括拥有一个独立的地方政府

财务账户审计、按期公开发布关键的财政数据、公开隐蔽债务和预算（包括预算外债务）。例

如，在巴西，财政责任法（２０００）第４８款将财政透明奉为新体系的关键组成。广泛发布提案、

法律和账目，包括使用电子传媒的方式（所有报告可在财政部网站上获得）。第５４款要求所

有层级的政府发布包含主要财政指标并标明财政目标完成度的季度财政管理报告。依照第

５７款，由审计法院批准这一报告。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财政规则将推动对债权人的监管。为了提高财政透明度，墨西哥

引入了对地方政府的信贷评级体系。尽管地方政府参与出于自愿，２０００年推出的对资本风

险占银行贷款比重的要求以及２００４年推出的对风险准备金的要求，旨在通过对地方政府信

贷的市场定价来推行地方政府财政纪律。在哥伦比亚，财政透明和责任法（２００３）加强了对

供给方的监管。金融机构和地区发展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借款必须符合各项法规（如法６１７

和法８１７）的条件和限制。如果不符合规定，信贷合同无效并且借入资金须立即归还，不产生

利息和任何其他费用。

控制和监管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破产的危险，下面举两个不同的案例：单一制国家法

国和联邦制国家美国的俄亥俄州，后者的地方政府是州的政治分支。

尽管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的财政自主，法国的中央政府通过三个机构对地方政府的财务

账户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分别是地方行政长官、地区账目办公室（ＣＲＣ）和公共会计。在出现

预算赤字、滞后批准或非预算强制支出（如还本付息）时，地方行政长官（以及任何有心人士）

可以诉诸地方账目办公室。如果地方政府不服从地方账目办公室的建议，地方行政长官可

接管预算。地方账目办公室也参与了金融监管。

法国内部控制的关键在于将决策（由具有订立支出合同权力的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

把握）从实际支付（作为中央政府一部分的公共会计处理）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意味着两

套部门账目的并存，两者必须一致。公共会计自身要受中央政府的审计与控制。

俄亥俄州的财政观察项目由州审计办公室实施，充当早期预警系统以防止地方政府陷

入财政困境，包括县、市、学区和州立大学以及学院①。根据具体财政指标规定，当地方政府

２３２

①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ｔａｔｅ．ｏｈ．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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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出于紧急状态时，将被置于这个财政观察项目。

置于这一项目之下的地方政府将采取财政修正措施。在审计人员认为危机情况已消失

并撤销观察之前，或者在审计员根据预先设定的财政指标判定把地方政府置于财政紧急项

目的情况下，财政观察一直有效。财政紧急项目会为地方政府组成委员会，以协助准备和实

施地方政府和委员会认可的长期财政恢复计划。州审计办公室将充当委员会的财务监督

员，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建议。委员会同样检查政府账目和报告体系，指出需要加以改进的

项目。

在两种情况下，委员会将终止其行动。第一种情况是财政紧急状况的解除，这一紧急状

况促使地方政府对其账目和报告体系宣布和实施必要的改进，解除时则终止。第二种情况

是当地方政府实现了财务恢复计划预先设定的目标，并制定了符合州审计长评价标准的五

年财务展望。如果在未达到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就结束紧急状况的话，州审计长需要监督政

府的进程，以确保有效的会计体系的完全实施，确保导致财政出现紧急状况的条件完全得到

解除。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监管体系：破产机制

事后监管处理的是破产的地方政府①。尽管有事前控制的财政规则，由于地方政府自身

财政的管理不当或宏观经济以及外部冲击，违约仍有可能发生。一个良好的破产机制有多

重目标，如对地方政府实施硬的预算约束、在重组债务的同时维持必要的服务以及恢复地方

政府的财务健康以重新进入金融市场等。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来处理债务声索。各个债

权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益，持有的债券也许担保约定不同，他们可能会要求得到特别的优遇，继而

威胁到大多数债权人与地方政府债务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债务重组计划，即所谓的钉子户问题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ｒ，１９９３）。个人的单独协商代价昂贵、不切实际并且有悖于大多数债权

人的利益。如果债务集中在少许银行，钉子户问题将不那么严重。由于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拥有成千上万的债权人且更为发达，一个处理破产重组的共同框架就更为重要。

清晰的债权人补偿使集体执行变得容易，并推动有效的债务调整。在执行离散的未偿

付债务问题上，有效的做法是依靠契约法规定的债权人补偿机制，而非破产法机制。然而，

如果存在集体无力偿还的情况，单个诉讼和协商也是无效的。钉子户问题将带来不确定性，

并延长债务重组的过程。解决钉子户问题是美国制定第九章的主要动因。（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

Ｐｉｃｋｅｒ，１９９３）

针对破产程序———即公共与私人破产之间的根本不同，司法与行政手段之间的选择

３３２

① 事前监管与事后破产的界限并不明确。例如财政责任监管可能包含事后结果的成分。韦布（Ｗｅｂｂ，２００４）所论

及的事后结果中，包含转移拦截（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和债权人控制机制。此处的焦点是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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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破产程序自身的操作都是需要考虑的关键设计因素。接下来将检视每一个设计

因素。

公共与私人破产

政府提供服务的公共性质是公共破产与私人企业破产之间的本质差别。作为一项公共

政策，公共健康、福利和安全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必须加以维持。这一考虑导致了保护债权人

权利与维持必要公共服务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处理违约企业相比，债权人在处理违约的地

方政府时享有的补偿较少，这会导致更大的道德风险（策略性违约）。当私人企业破产时，公

司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扣押。与此相反，债权人扣押地方政府财产的能力在很多国家都受到

极大的限制。如果地方政府破产，破产机制通常是重组而非清算财产。此外，地方政府通常

享有税收的权力。

债务免除保护着地方政府实体及其民众免于公共服务提供锐减所带来的长期伤害。因

此，破产体系要求平衡地方政府实体走出破产的激励措施和偿还债权人的需要。设计这些

法律时的关键问题是私人债权人法律上的契约利益与必要公共服务之间的平衡，同时还要

灵活帮助地方政府走出财务困境。

债务人的公共性或许能为限制债权人的合约补偿提供正当性———这一正当性并不适用

于私人债务人。债权人将坚持履行并偿还所有有效的债务。事前，地方政府实体或许会以

所有财产担保财政资源；事后却声称许多财产因为服务于公共事业而无法用来满足债权人。

债权人权利与地方政府债务人无力偿还之间的紧张就在于此。在债务免除时，这一紧张关

系达到顶点。

从原则上看，要想回答这些竞争性利益，一个破产机制应着眼于平等地分担痛苦，限制

地方政府提供非必要服务的能力，限制债权人的补偿（包括债务免除）。在解决互相竞争的

债权人声索何者优先、何者次之的问题上，地方政府破产机制同样提供了指导。清晰的规则

使维持必要的最低限度服务与尊重债权人合约权利这两种需要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相对容

易解决。这一利益分配冲突的解决不仅具有事后而且具有事前的意义，因为它塑造了债务

人与债权人在下一轮借贷中的预期和行为。

司法和行政路径

处理地方政府破产主要有司法和行政两种路径，各种混合途径也同样存在。司法程序

中法院占据主导位置。法院做关键性裁决以指导重组过程，包括何时以及如何实施地方政

府破产，建立一个债权求偿分配何者优先、何者次之的架构，以解决竞争性的声索，并决定哪

些公共服务需要维持。由于债务免除相当复杂，司法路径的优势在于重组时中立于各种政

治压力。然而，由于预算事务的管理在很多国家属于行政和立法机构，法院影响地方政府实

体财政调整的能力有限。

与此相反，行政干预通常允许高层级政府干预涉及的实体，临时担负起财务管理许多方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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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直接政治责任。这种干预或许同样会在债权人中间造成一种中央政府会干预的印象，

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路径的选择因国家而异，取决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建立破产机制的初衷。匈牙

利在救助破产的地方政府时，出于中立于政治压力的考量选择了司法路径。南非处理地方

破产的法律框架是这两种路径的结合体，混合了行政干预和法院在决定债务重组和免除方

面的决策角色。在经历了债务危机初期救助破产的地方政府实体之后，巴西联邦政府选择

了行政路径处理第三次债务危机，推行了基于改革条件的财政和债务调整方案。

美国同时拥有司法和行政路径。为了应对大萧条时期大面积的地方违约，美国国会在

１９３７年通过了熟知的美国破产法第九章①。第九章是关于美国各州政治分支和机构债务的

重组机制，它提供了一种程序性机制，通过它，被主要债权人所接受的债务重组方案对持不

同意见的少数债权人也有约束力。

许多州采取了他们各自的框架来处理地方财务困境，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地方

是州的政治分支。其次，州的同意是地方在联邦法院诉诸第九章的前提条件。此外，联邦法

院可能对债务人的政策选择和预算优先不具管辖权。各州没有统一的路径②，１９７５年纽约

市的破产和俄亥俄州对地方财政监控系统的预警是州直接干预处理财务困境的两个突出

案例。

破产程序

一个有效的破产程序包含三个主要步骤，即对程序中破产触发机制的定义、债务人为使

支出与收入相符和借款与偿还能力相符所做出的财政调整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为重组

债务责任而进行的协商。具体的法律定义为破产过程的开始提供程序性触发机制。匈牙利

（市政债务调整法，１９９６）和美国（第九章）将破产定义为无力偿还；南非对严重的财务问题设

定了一套触发机制，为持续不断地毁弃金融承诺设置了另一套触发机制（市政财务管理法，

２００３）。在这三个国家，破产法授权破产法院不予受理企图不良的诉讼。由于破产程序有权

免除债务，地方政府实体可能单纯为逃避债务责任而提出申请。首先，必须判别其情形反映

的是真的无力偿还是不愿偿还。美国破产法对地方申请提出比私人债务人更高的申请障

碍，以阻止策略性地方破产申请。

破产程序由何方启动因国而异。在美国，只有市政当局在已经破产、已经制定出或正在

制定处理其债务的方案并得到州授权提请破产时，才能申请破产。根据美国破产法第九章

提出破产申请，相比依据第十一章提出破产申请，要满足更为严格的要求。这部分反映了美

国宪法第十修正案所施加的约束，它规定债权人不可以违背市政当局的意志而将其控告到

５３２

①

②

１９３８年破产法［钱德勒法案（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Ａｃｔ）］５０Ｓｔａｔ．６５４（１９３７）是对１８９８年美国破产法修正而来的法案。它是

全世界第一个处理市政破产的法案。

一些州无条件地同意市政当局向联邦法院申请，一些州附加一些重要条件，还有一些州视具体情况而定（见

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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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院。像第九章一样，施瓦兹（Ｓｃｈｗａｒｃｚ，２００２）的地方政府破产示范法只允许市政当

局申请破产。在南非，任何债权人都可以提请破产程序［第九章，第十五节（ａ），２００３市政财

务管理法案］。在匈牙利，债权人在市政当局连续拖欠债务超过６０天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

提请破产程序［市政债务调整法（法ＸＸＶ１９９６）］。

财政调整和巩固是解决财务问题的前提。通常，地方政府自身财政管理不当是破产的

根源。即使当地方政府破产由宏观经济冲击引发时，财政调整对任何破产程序来说也都必

不可少，要求在削减支出、增加收入之间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甚至必须同时选择两者。

埃莱娜、刘和纳加拉贾（Ｉａｎｃｈｏｖｉｃｈｉｎａ，Ｌｉｕａｎｄ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２００７）提供了分析地方政府

财政调整的框架。实际利率、地方政府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以及地方政府的基础财政收支决

定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然而，他们认为地方政府财政调整与全国性财政调整具有

质的不同。由于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地方政府不能通过铸币税来融资。又因为政府间财

政制度下对税收和支出体制的限制，他们也不能自由地调整其基础财政收支。

债务重组处于破产体系的核心位置。在行政干预中，较高级别的政府经常将地方政府

债务责任调整为长期债务证券。以纽约市为例，在实施财政和金融管理改革的情况下，设立

市政协助公司发行长期州债权以偿还到期的短期债务（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８４）。关注事前监管的巴

西联邦政府与２６个州中的２５个州达成的１９９７年债务协议或许可以被看做事前干预，因为

协议作为债务重组的条件是与各州逐一达成的。

债务免除是对契约必须履行原则的最大背离①。为了确保债务免除能以公平且平等的

方式进行，需要一个成熟的司法机制。例如，在南非，市政当局需要到法院提出债务免除。

行政程序则没有免除债务的权力。

债务责任的调整是对合约权利的重大干预。破产法试图平衡债权人权利、地方政府实

体偿债能力的不足以及依旧存在的地方政府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需要。它体制化了财务困

境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破产法以新的法案来延缓违约以维护法律秩序②。地方政府

破产程序承认，以法律为指导的机制来解决财务困境优于通过不断的、昂贵的且通常不成功

的讨价还价的做法。

关于债务重组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各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谁拥有强制性批准的

权力③。在美国破产法第九章中，市政债务人提出债务调整方案，它可以调整现存的债务证

券。这些调整方案可以在拒不让步的债权人反对的情况下加以采纳。第九章还体现了第十

一章的基本要求：至少有一组利益受损的声索者同意重组计划，而且得到担保的债权人必

６３２

①

②

③

美国宪法的契约条款（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１０．１）将协约必须遵守（狆犪犮狋犪狊狌狀狋狊犲狉狏犪狀犱犪）的原则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美国的经验表明，在缺少破产体系的情况下，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共实体将使用各种可能的技术手段挑战他们未

偿债务的有效性。１９世纪违约风潮形成的广泛的挑战导致了债券咨询意见的发展，得到这些意见确认的债务是合法的、

有效的且必须履行。

强制性批准涉及法院在一些债权人反对的情况下对破产方案的确认。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１１２９（ｂ）节中，

如果一个破产方案被至少一组利益受损人接受，并且不以不公平的方式搞歧视，具备公正性和平等性的话，则法庭将确认

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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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至少获得受担保财产的价值。无担保的债权人因此经常利益受损（案例见Ｋｕｐｅｔｚ，１９９５；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ｒ，１９９３）。

与私人实体不同，地方政府没有股东。他们的官员不需要偿还无担保的债权人就能保

全其权力。无担保的债权人受到第九章中第９４３款（ｂ）节第（７）项的保护，它要求法院判决

方案“最有利于债权人的利益并切实可行”。法院要确保债权持有人切实获得没有破产情况

下他们应得的收益①。

在匈牙利，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委员会负责准备重组计划和债务处理方案②。如果获

得占总争议债权主张三分之二的债权人中至少一半人的同意，债务处理方案即告达成。同

一类别的债权人必须得到平等的待遇③。法律还规定了资产分配的优先顺序。如果对分配

有意见，由法院做出最终裁决，且不得上诉④。

南非的法律规定债务免除和争议处理必须由法院通过。在市政财务管理法案之下，债

权主张依照以下顺序处理：有担保的债权人（条件为诚意担保且至少在强制干预的六个月

之前做出）；１９３６年破产法规定的优先者；非优先的债权主张⑤。

清晰地处理竞争性债权主张的优先结构会加快达成债务重组。由于债权人集团遭受的

损失可以提前预测，优先顺序结构还减小了分配过程中债权人资产缩水的痛苦。因此，这些

优先顺序更有可能被接受。此外，此结构可以控制损失的绝对数量，因为协商漫长且诉讼的

成本高昂，另外，这些成本支付通常优先于其他债权主张。优先顺序是一种包含了各种妥协

的政策选择。优先顺序支持资源的重组协商，因为债权人知道破产程序中他们在偿还等级

中的位置。优先顺序的影响甚至塑造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破产之外讨价还价的能力。

分配破产中可得资源不仅仅关系到效率和平等待遇。哪种政策最为适合将取决于相关

社会的分配偏好，取决于选定的优先结构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它在流动性紧缩时对新的

融资的冲击。在总的优先顺序框架内允许足够的灵活性同样十分重要。

结语

作为世界范围内分权化的结果，地方债务在各国公共债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

７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最优利益检验保证了无担保的债权人在破产中受到像破产之外一样的对待。不过，债权人仍有可能得不到百分

之百的债务主张。无担保市债债权人需要得到保护，以免于受机会主义破产申请的道德风险问题之害；这一保护不是依

靠强制执行限制而是凭据债权人标准的最优利益而成立的（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ｒ，１９９３）。

市政债务调整法，ＬａｗＸＸＶ，１９９６，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Ｉ，§９（３）规定了金融信托人的独立性。

市政债务调整法，ＬａｗＸＸＶ，１９９６，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ＩＩ，§２３。

市政债务调整法，ＬａｗＸＸＶ，１９９６，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Ｖ，§３１，资产按照以下顺序分配给债权人：普通人事收益，包括解

雇费；证券化债务；应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社会保险债务，公共捐款以及税收；其他债权主张；以及破产程序期间延续的

债务的利息和费用。

南非，市政财务和管理法案，２００３，第１３章，１５５（４）节。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对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将继续向公共财政体系施加压力，从而为

可持续投资提供资金。在许多国家，分权化已经将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的责任转移到地方

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和它的持续性对一个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系和主权财务健康

至关重要。

正如卡努托和刘（Ｃａｎｕｔｏ，Ｌｉｕ，２０１０ａ）注意到的那样，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融资成本的

不确定性以及基本财政收支的压力，金融危机已经对许多地方政府的财务账目产生了深远

影响。除了当前的危机，分权化和城市化的结构性趋势以及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将

依然存在。

各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的地方政府得益于其在财政规则和监管体系方面的改革，从而

在步入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时，具备了比之前要强得多的财政实力①。然而，全球公共债务市

场的不稳定性、不断上升的资本成本可能带来的风险、全球复苏的疲软、货币不确定性以及

相关的再融资都在继续给地方政府财务施加压力（Ｃａｎｕｔｏ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０ｂ）。

不断增加的或有债务也有风险。把借贷转移到预算外管理或许会成为规避财政规则的

一种便利途径。地方政府可能转向基础设施投资的替代形式，包括公私合作、特殊目的收入

和预算外融资。如果监管不当，这些融资将增加政府的或有债务。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向市场准入转型的低收入国家也在考虑扩大地方政府借贷和债

务融资。做此之前，他们首先需要建立清晰的财政规则以规定借贷的种类和目的，确认削减

债务的程序性步骤，确定对借贷的任何限制，控制和解释预算外债务。

事后破产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尽管很少被采用，但这些

机制却设定了当事方对违约发生后状况的预期，并鼓励利益相关者有效地解决财务困境。

尽管单个地方政府会有种种财政问题，但一个有效的破产体系能帮助保持公共金融市场

向其他地方政府开放。关于偿付优先顺序的清晰且可预测的规则能够平息争执，更快解

决财务困境。有效的破产和债权人权利体系使财务风险的优化管理成为可能②。

地方政府违约风险、更广范围的宏观经济以及制度改革三者交织在一起。宏观经济稳

定和主权国家强大的能力比地方政府的金融评级更为重要，因而影响了地方政府获得资金

的几率和成本。此外，政府间财政制度支撑着地方政府财政道路的基本面。没有扩大的财

政自主和更大的自有收入，地方政府很难靠自身持续借贷。违约风险管理并不意味着最小

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形成一个竞争性且多样化的地方政府债务市场

对连接国民储蓄和基础设施融资非常关键。有效的地方政府违约风险管理机制也因此与资

８３２

①

②

在巴西，地方政府的净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８％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在印度，各邦的财政赤字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占ＧＤＰ４％的平均水平下降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１．５％，并且邦实现了正的运营平衡。哥伦比亚地方政府

总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６％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４％。中国和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在２００７年实现了正的财政

平衡。

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５）强调了公司破产情况下的债权人权利和破产标准。在考虑公共和私人破产差别

的情况下，关键原则适用于地方政府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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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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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私营部门债权人主权债务重组： 理论与实践
马克·莱特

重组主权债务耗时颇长且花费巨大。纵观历史，对商业银行和债券持有者等私营部门

债权人所欠的主权债务违约平均需要十年才能清偿。最近的研究也发现，私有债权人平均

损失了他们债权主张的４０％价值，并且当债务国停止违约时，他们的负债水平与开始违约时

持平，甚至已经超出。

受这些事实的启发，这一章将从探究发生机制和引出政策启示的角度，通过经验证据来研

究涉及私营部门债权人的重组谈判主权债务进行的结果。我们发现不同债务国家间的主权债

务重组结果大为不同。重组低收入国家从外国银行和债券持有者等私营部门债权人所借的债

务是最耗费时间的，平均而言要比中上收入违约国多花费７５％的时间。这种拖延情况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尤为严重。对低收入国家借贷的债权损失在因违约而造成的私有债权人损失中也

是最大的，平均损失超过５０％。相比而言，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借贷只有不到３０％的损失。

最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有如此大的债权人损失，低收入国家所借债款却几乎没有从私有

债权人处获得债务减免。这可以通过比较他们完成重组过程后主权债务所占ＧＤＰ比重与

刚开始重组过程时的比重进行测量得知。实际上，当违约国完成违约债务重组后，所欠私有

债权人的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与开始违约时的比重持平甚至高于后者。这一现象对低收入国

家尤其明显：他们的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上升了５０％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超过了一倍。

本章的结构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对违约和债务重组的最新经验研究，并呈现不同

区域不同发展层次国家债务重组所带来的显著不同结果。第二部分从寻找产生这些结果的根

本原因的角度，回顾新近关于涉私营部门债权人的重组债务的理论文献。本章发现多种原因

能够解释在完成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拖延长短问题，其中一些还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债权人损

失规模大小。然而，这之中很少有能解释债务显著增长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实践中的主权债务重组

这一部分将通过经验证据来回顾实践中涉及私有债权人主权债务重组所带来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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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描述数据来源后，我们将依次呈现重组中的拖延情况、债权人损失情况和债务变动

状况。

数据

我们的注意力将限制在对商业银行和债券持有人等私营部门债权人的主权债务违约

上，因为用违约时长来衡量，这些违约在实践中是最难解决的①。做出这种限制有一个缺点，

即我们无法研究从官方债权人处所获得的债务减免与从私有债权人处所获得的减免之间的

相互影响。这一相互影响往往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在重债穷国减债计划中（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Ｐｏ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ＩＰＣ）的债务减免。有资格的国家将从参与这一计划的官方和私

有债权人处获得减免。以２００９年年末净现值计算，这一计划中所承诺的债务减免总共价值

５８５亿美元（７２０亿美元名义值）。私营部门提供了其中６％的债务减免②。在多边债务减免

计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ｂｔＲｅｌｉｅ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ＭＤＲＩ）中，有资格的国家同样获得来自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债务减免。以２００９年年末净现值计

算，多边债务减免计划已累计减免２６６亿美元（４５０亿美元名义值）。

主权债务包括一国政府的直接借债或通过政府担保所借的债务。对私有债权人的主权

债务违约日期及其解除日期最全面和最广泛使用的数据是由标准普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ｏｏｒｓ）

提供的（Ｂｅｅｒ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２００６）。标准普尔认定债务合同违约的标准是款项未能在合同约

定的宽限期内及时付清或者债务被以比原合同具体规定的条款更不利的方式进行重新制

定。标准普尔认定违约解除的标准是当一项解决方案得以实施时，通常是以新债换旧债的

方式或者当它判断“不可能有进一步解决债权人诉求的短期方案”时（Ｂｅｅｒ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２００６，ｐ．２２）。一些国家经常违约，通过发行新债券来重组旧债，然后在同年或次年中再次

违约。标准普尔把这些都视为同一违约周期的部分。

关于私有债权人的损失数据来源于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他们采用

了基于克莱恩（Ｃｌｉｎｅ，１９９５）较早估计的方法。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案例数，并且确保在不

同违约时期间处理的一致性，他们的测量基于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发展数据（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中所估计的债券存货减少、利率和本金豁免以及债务回购。世界银行

对债务账面价值减少的估计结合了对欠款的利息和本金豁免。由于世界银行未区分债务豁

免来自私有债权人还是官方债权人，私人豁免总量是使用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和国际金融研

究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１）所报告的数据，通过重新谈判的债务总量

和其中私有债权人持有比重来估计得出。这一估计过程仅是大致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

错误。

２４２

①

②

关于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重组，一个普遍的起算时间是与债务国达成协议时，而不是当谈判开始时。然而有传

闻性的证据显示这些协议通常很快就能达成。

绝大部分多边金融机构和巴黎俱乐部双边债权人已经在重债穷国减债计划下提供了债务减免。在该计划下私

有债权人的债务减免实施是对这一计划的核心挑战（更多信息可参考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ｄａｎｄＩＭＦ，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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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有债权人损失的研究数据由全球金融发展数据提供，从１９８９年开始一直到２００４

年，覆盖了９０次违约和７３个不同国家的债务重新谈判。关于这些违约的日期和债权损失

数据还结合了不同的经济活动指标，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２００９）中借自私有债权人的长期未还主权债务存量。这里

排除了短期债务，因为无法获得不同债权人种类的分别数据。

这里要强调说明一下，样本选择可能不具备完全代表性。例如，关于债权人损失的数

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关于债务豁免的数据，这一数据无法包括所有时段。而且，并不是所有

的债务违约都发生和结束在我们数据能够支持的１９８９—２００４年。这意味着我们的样本在

时间轴的左右两端都被截断了。然而，这些样本应该包括了这一期间绝大多数对私营部门

的债务违约。汤姆兹和赖特（Ｔｏｍｚ，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报告１９７０年后有１２１次违约，其中，

１９８０年以来有１１０次，说明这里使用的９０次违约数据涵盖了四分之三发生的违约。这些样

本并没有包括由巴黎俱乐部或重债穷国减债计划支持的仅与官方债权人间进行的债务重组

行动。莫赖斯和赖特（Ｍｏｒａｉｓａｎ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８）报告战后有２９７次与官方债权人和１３０次

与私有债权人间进行的债务计划重组。

发现

这一小节将呈现经验结果，我们将首先讨论观察到的债务重组拖延时长，然后转向债权

人损失和负债水平变化。

重组的拖延时长。环视我们所有的对私有债权人主权债务违约的样本，债务重组平均

拖延７．４年①。数据分布是很不对称的，中位数是６年来摆脱违约。这些数据比皮切福德和

赖特（２００７）记录下的对过去两个世纪违约普查得出的平均期限略低，他们发现平均有８．８

年延期；这些数据比他们估计的１９７６年后结束的平均违约期限为６．５年略高。有三个违约

个案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因为标准普尔记录一国的违约在新一次违约开始的同一年或前一

年的时间里已经终止。这些案例与标准普尔一般操作中的把连续性的违约视为同一违约周

期的做法似乎不一致。但即便把这些违约看成是单一违约周期，也仅仅将计算出的拖延时

长略微提高到７．６年。

不同种类的国家间债务拖延时长有相当大的差异。低收入国家违约平均拖延超过９

年，而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用平均５．５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债务重组（图１２ １）②。撒哈

拉以南非洲（８．５年）比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７．５年）或欧洲与中亚地区（４．５年）违约更

久（图１２ ２）。然而，由于一些地区的违约数目较小，我们在做出总体推断时必须十分

谨慎。

３４２

①

②

三个违约个案在时间上是连贯的。这一发现似乎与标准普尔实际中将连贯违约事件合并的操作不同。然而把

这些违约视为单一违约周期仅略微增加平均拖欠时间至７．６年。

高收入的子类别数据被我们删除了，因为这一子类别中只有两次违约。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图１２ １　债务重组的拖延时间和债权损失规模（按债务国收入水平分类）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图１２ ２　债务重组的拖延时间和债权损失规模（按债务国地区分类）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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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损失。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使用和本章相同的个案和时间段

发现，以未付清的债务加权，债权人损失平均达３８％。损失的中位数略高一点———４２％。不

同国家间的损失同样差异明显，一些私有债权人团体在债务重组过程中没有遭受损失而另

一些则损失了多达９０％账面价值。

有一个趋势是，随着债务国收入水平的递增，债权人损失将递减。这些损失在低收入国

家中最高，平均超过了５０％，在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中最低，大概只有３８％。中低收入样本的

平均值是３９％。这些数据还证实了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文章中关于债

务重组拖延时长和债权人损失间的强相关关系：拖延越长的债务违约通常伴随着更大的债

权人损失。

当把数据按地区分解时，会得出略小的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债权人损失最大，平均几

乎达５０％；在较少案例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债权损失大约为３８％（参见图１２ ２）。欧洲与

中亚地区、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总平均损失约为３０％。

负债水平与债务减免。如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所言，对私有债权人

造成重大损失的债务重组并不意味着一国的债务负担将明显下降。至少当债务负担用一国

债务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时是如此。即便一个国家的债务总量固定下来，如果它的ＧＤＰ衰

减了更多，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仍然会上升。稍稍更不明显地，债权损失的计算需要反映等待

债务处置的时间成本，而这个成本是不会反映在一国债务占ＧＤＰ比重上的。最后，由于数

据是一年一年计算的，在同一年度发行新债以处置旧债的国家，将会出现与债权人所获得的

偿付条件不相关的债务增长①。

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发现，使用和本章同样的个案，虽然私有债

权人平均损失４０％，但债务国在解除违约时，欠私有债权人的债务占自身经济规模的比

重中位数与刚开始违约时的比重相当，甚至更多一些。这并不是说一国没有获得债务减

免（一国可能从延迟还款中获益），而是说明债务重组并非总能成功地减少一国的长期债

务负担。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低收入国家需要花费最长时间来重组对私有债权人的债务，但这些

私有债权人也遭受了最大的债权损失。这些国家是否也因此减少了最多的债务负担呢？数

据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解除债务违约时比他们开始违约

时欠债更多（图１２ ３和图１２ ４）。在两组国家中，债务增长都十分显著，低收入国家债务

占ＧＤＰ的比重比原先增长６０％，中低收入国家则增长７０％。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表现更

好一些，但他们债务占ＧＤＰ比重比原先仅下降不到１０％。

南亚负债水平下降了接近１０％，中东和北非下降了５％；其他各地区的负债水平则出现

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尤其明显，那里对私有债权人的债务重组留下了几乎两倍于初

始违约时的债务水平。

５４２

① 对包括官方债务在内的更宽含义的债务测量，可能因为债权人替换了不同种类的融资而出现上升。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图１２ ３　债务重组后欠私有债权人债务水平变化（按债务国收入水平分类）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图１２ ４　债务重组后欠私有债权人债务水平变化（按债务国地区分类）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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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将讨论三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期为上述发现提供更加深入的分析。挑

选这三个国家的依据是他们能充分反映数据的关键特征。尼日利亚在过去４０年里两次违

约，欠私有债权人债务总额从１９８２年初始违约时大约占１０％的国民总收入增长至１９９２年

违约末期的３０％（图１２ ５）。这些增长几乎完全由对“其他私有债权人”类别的债务增长造

成，因为对商业银行债务在违约末期已经偿清并被较小规模的新主权债券保险代替。对私

有债权人所持债券的关注会严重低估包括官方债务后的负债总额增长情况。这在１９８２年

大约占１５％的国民总收入，１９９２年已经上升至１００％。相反，２００２年的违约伴随着各种类

型债务的略微减少。

图１２ ５　尼日利亚主权债务欠债情况（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ｄｓ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计算。

注：阴影方框表示该国在这一时间段内违约。

在塞舌尔，来自其他私有债权人贷款的显著增长同样超过了来自商业银行债务的轻微

减少，结果在总体上导致对私有债权人的债务增加（图１２ ６）。一旦加入官方债务，情形还

将恶化。

在尼日利亚和塞舌尔，对私有债权人的关注使我们容易低估债务处置后债务总量的增

长。在其他一些对私有债权人负债水平下降的国家个案中，对官方债务的增长呈现出性质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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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６　塞舌尔主权债务欠债情况（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ｄｓ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计算。

注：阴影方框表示该国在这一时间段内违约。

上差异明显的图景。塞拉利昂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处于违约状态。第一次违

约结束时，对私有债权人所欠债务已经从超过国民经济收入的５０％降至大概１０％（图１２

７）。然而，这些下降被对官方债务的更大规模的上升所抵消，导致总负债比率从占７０％的国

民总收入上升到超过１００％。相反地，在第二次违约期间，私人和官方债务都上升了，估计是

因为官方债权人借款给拖欠私有债权人的低收入国家。由于这种借款不太可能流向中等收

入国家，因此，它可能使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欠债水平的相对变化恶化。

主权债务重组的理论与政策教训

如何解释上述提到的违约、债务处置、债权人损失和债务减免的相应机制？这些机制是

否会在未来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下去，国内政策制定者、债权人所在国政府或超国家组织可

否做些什么来获得未来更如人意的债务重组结果？

这部分通过回顾对债务重组机制的不同理论解释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中的部分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债务国已经违约，以考察对债务重组后果的理论解释。债权人被典型化地视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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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７　塞拉利昂主权债务欠债情况（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ｄｓ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计算。

注：阴影方框表示该国在这一时间段内违约。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即这里对私有债权人债务重组过程的讨论与对官方债务重组不同，后者

常常需要考虑公平问题。

许多对主权债务和债务重组谈判进行讨论的早期文献是从谈判中拖延的可能性中提取

出来的，或者发现在经济稳定状态中没有拖延。早期债务重组最重要之一的动态谈判模型

是由巴楼和罗格夫（Ｂｕｌｏｗ，Ｒｏｇｏｆｆ，１９８９）提出的，他们通过重复模拟在债务人和单一债权

人之间的谈判，研究了随着时间推移，主权债务是如何被持续不断地重新订约的（在这个过

程中，新的合约均被立即执行）。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１９９１）模型中加

入了更丰富的债务国经济变量，但其模型并没有改变巴楼和罗格夫（Ｂｕｌｏｗ，Ｒｏｇｏｆｆ，１９８９）

模型的基本结果。费尔兰德滋和罗森哈尔（Ｆｅｒｎａｄｅｚ，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同样模拟了不

同时期的谈判，加入了对国内经济体的反馈，但他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跨越不同时期

的个案上。阿加沃尔（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１９９６）提供了一组模型，用来理解在不强调债务拖延情况

下主权债务违约的历史。本章与这些观点不同，我们主要关注在经济稳定发展情况下出现

债务拖延的模型。

本章从头到尾都在讨论那些最理想的政策干预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牢

记，减少当下违约成本的行动与设计一套保证未来有更加优惠信贷条件的行动之间可能存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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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具体来说，一旦一个国家已经违约，它倾向于采取一些减少该国违约成本的措施。

然而，国际信托市场可能视这些行动为激励该国以及其他国家未来再次违约，从而提高了主

权国家贷款所需利率。这是一个经典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一个希望发行债务的国家承诺一

些违约成本高的措施，以使在时下的利率更低，但万一违约真的发生，它不希望真的实施这

些措施。下面，我们将从一个国家能完全或部分承诺的若干改革对欠债国违约的事后成本

和事前福利的可能影响的角度对这些改革加以研究（参见Ｄｏｏｌｅｙ，２０００）。

许多对上述债务重组结果的解释，尤其是对那些在进行债务重组操作中明显拖延的解

释，主要关注债权人在与债务人制定互惠合约中所面临的债权人间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

在转向关注违约国制度环境和影响主权借贷的信息及执行可能的解释前，我们将首先回顾

三种这样的解释。

与不合作的债权人进行重组谈判

债务经常被相当多的私有部门债权人所持有。在１９８０年代债务危机后重组的对银行

欠款中，许多国家不得不与几十个银行进行谈判；在债券发行上，债券持有人有数千人并不

鲜见。因此，对债务重组进行谈判不仅技术上困难（对十分分散的债权人进行分类并联系耗

费巨大），而且还将遇到与债务重组相关的一系列集体行动困境。下面将讨论其中的三个

困境。

第一个集体行动困境是关于债务减免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它在１９８０年代债务危机中

十分突出。如果任何一个银行同意通过减少对一国债权主张额度来给予其债务减免，所有

其他银行的债权主张额度都将增加。这是一个经典的搭便车困境：一些银行不愿提供债务

减免，他们希望能搭由其他银行提供债务减免的便车。

一系列非正式机制被用来解决这一私有债权人间的合作问题，即使它们并不完美。银

行顾问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一个任务是其中一些主要银行债权人的代表负责说服较小银行

参加重组进程。他们采用了许多不同方法。德夫林（Ｄｅｖｌｉｎ，１９８９）认为较大的银行使用他

们在其他市场上与这些较小银行的商业联系作为参与重组进程的吸引物。米利沃杰维奇

（Ｍｉｌｉｖｏｊｅｖｉｃ，１９８５）认为大银行通过对小银行的“影响力网络”来使用这些激励，这一网络包

括威胁将搭便车者排除出未来联盟、中止相应的银行设施报务和切断银行间联系。此外，在

一些案例的重组进程中，债务人似乎已经很排斥一些搭便车银行（Ｃｌｉｎｅ，１９９５；更多的讨论

可参考Ｌｉｐｓｏ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萨克斯（Ｓａｃｈｓ，１９８３）和克鲁格曼（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５）讨论了银

行间共谋以防止搭便车行为的理论模型。

这种意见的一种版本适用于官方债权人提供的债务减免与私有债权人提供的债务减免

间的相互影响上。如果一个国家像低收入国家那样欠官方债权人大量债务，私有债权人有

拖延债务处置的激励，因为这样做可以搭官方部门提供债务减免的便车。应对这一问题，典

型的官方债务重组协议包括一些“待遇可比性”的条款，用以限制私有债权人的这种搭便车

行为。然而，这些条款的实际应用却很有限，因为私有债权人的债务主张与官方的差异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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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很难给他们的债权主张设定可比的待遇（私有和官方债权人之间的合作问题将在下面

讨论）。

第二个集体行动问题涉及一些拒不合作的债权人提起的诉讼。在过去几十年里，伴随

着鼓励偿还的创新法律手段，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更加严重。虽然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由于主

权豁免的信条因美国１９７６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立法而被削弱，使

大部分主要债权人在自己国家里发起对债务国的诉讼成为可能，但扣押债务国财产仍然很

困难。主要困难在于，债务国在债权国国境内往往难有多少资产。在债权国国境内可以被

扣押的一种资产是与新借款和其相应服务相关的基金。一些私有债权人已经成功要求法庭

采用禁令停止这些基金运转。在一个广为人知的埃利奥特私募基金诉秘鲁案件中，秘鲁在

布雷迪计划下原本必须用以支付新重组债务的利息基金被冻结，结果秘鲁被迫首先完全清

偿埃利奥特私募基金，以避免对布雷迪债券违约（参见Ａｌｆａｒｏ，２００６）。

这一结果和其他一些对主权国家成功的法律行动导致了类似法律行动的显著增长。在

过去１０年中，至少有５４起商业债权人发起的对严重欠债穷国的法庭诉讼（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

ＩＭＦ，２０１０）。这些拒不合作的债权人所获得的极高回报（参见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３）已经刺激了他

人在重组过程中拒不合作。

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一原理，假设一个国家已经违约，债务超过了它的偿付能力。结果，

作为整体的债权人必须同意减少一些他们的债权主张额度。但是，因为任一独自行动的债

权人都有能力使用法律策略阻拦新发行债务的偿还，新的债权人将因此不愿意借款给这个

国家，直到每一个这样拒不合作的债权人的债务获得清偿。因此，单一债权人有动机推延同

意任何一个包含有债权主张额度折减的重组计划，以期其他债权人会首先同意，从而让拒不

合作者得以获得全部偿款。皮切福德和赖特（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对此现象建

立的模型表明这一动机强烈到足以解释实践中观察到的在重组中的明显拖延。

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来处理这一难题。早先的建议包括重新引入债券持有人

委员会（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２００２）和引入一个超国家的破产

法庭（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２ｂ）。最著名的建议是在债券条约中引入一个集体行动条

款，允许绝大多数债券持有人对少数不合作者施加共同重组条款（参考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集

体行动条款已经成为在纽约州法律下发行债务的标准。皮切福德和赖特（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ｄ，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在他们调整过的模型框架下研究了这些条款的可能效果。他们发现，这些条

款将减少重组中的拖延，即便不能消除这种现象。他们还证明：即使集体行动条款将鼓励

债务国违约，这些国家借款的成本却不会增加，因为增加的违约风险会被更大和更及时的清

偿结算所抵消。

第三个集体行动困境是潜在的对谈判成本的搭便车行为，是皮切福德和赖特

（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所发现的集体行动条款可以减少但不可能消除重组拖延的关键

原因。当集体行动条款被用来对债券持有人施以共同的债务处置条件时，共同条款减少了

一些特殊优惠条件的操作空间，用以补偿给那些在谈判中带头并因此承担主要成本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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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皮切福德和赖特（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些成本非常高（在一

些复杂案例中超过３％的重组资产价值），而且难以精确计算，因此，很难直接通过偿还这些

带头者的支出来补偿他们。集体行动条款因此可能排除了债券持有人对债权主张总额度上

的不合作行为，却怂恿其在谈判成本上搭便车。

债务国、债权国和超国家组织可以有许多政策选择来处理集体行动困境。从债务国的

角度看，皮切福德、赖特（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研究的结果发现通过发行更易重组的债

务，主权国家实际上可能减少他们借款的成本。旨在理顺债务重组的政策创新可以超越现

在被广泛引入的集体行动条款，扩展到包括仲裁过程，甚至可能包括在２００４年阿根廷债务

重组中讨论过但未完全实施的最优惠债权人条款①。从债权国政府的角度看，已有国际协议

存在，确保债权人不把他们对违约国的声索权出卖给正在进行诉讼的债权人；这一做法在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５年出现在巴黎俱乐部和欧盟国家（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ＩＭＦ，２０１０）。从超国家

组织角度看，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ＩＤＡ）的债务减免机构（Ｄｅｂ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ＤＲＦ）

可以以较高折扣从私有债权人手中回购债务②。至少在一个案例中，它已经回购了正在起诉

的债权人的债权要求。这一做法可以进一步拓展。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回购基金要与所有

正在起诉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并从这些债权人处获得让步，以避免出现类似１９８８年玻利维亚

回购中的相关问题（参见Ｂｕｌｏｗ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１９８８）。

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上述不同国家间债务重组结果的模式？其中的一些集

体行动困境在低收入国家最为严重的看法并非不可置信。例如，与低收入国家的交易成本

可能会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前者缺乏完善的公共债务管理制度和债务持有记录。此外，

如果低收入国家比更高收入国家有更严重的债务负担问题，来自少数债权人的让步（尤其是

来自官方债权人的）将大幅增加所欠私人债务的价值，从而使私有债权人搭便车的问题变得

更为严重。中等收入的国家往往有更多的债务，其中，通过债券发行形成的、且持有人分布

广泛的债务占有较大的比例。在对结果的解释上，这些猜测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具有计量上

的显著性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课题。

与不合作的债务人进行重组谈判

上述讨论假设债务国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决策者，即这些国家内的各组织间合作得很

好。实践中，一些重组中的拖延可能反映了该国国内的议程冲突。特别是，如果重组的成本

不能为一国国内的各个群体均衡负担，就可能存在因为不同群体对其负担成本部分不愿合

２５２

①

②

原则上，最优惠债权人（ｍｏｓｔｆａｖｏｒ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ＭＦＣ）条款允许参与最初交换要约的债权人，在任何后续的交换

要约或债务处置中对他们的新的债权主张进行交易。阿根廷最优惠债权人条款的最终版本取消了最优惠债权人参与未

来处置的权利可参考盖本的讨论（Ｇｅｌｐｅｒｎ，２００５）。

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董事会于１９８９年成立了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适用国债务减免机构。

该机构通过较大折扣的回购帮助消减商业债务。它的目标是帮助正在改革中的严重欠债穷国减少外国商业债务，以作为

债务解决综合方案的一部分。到２０１０年９月，债务减免机构已经在２２国支持了２５次回购，消减了大约１０２亿美元的外

国商业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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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出现的拖欠。正是这一看法奠定了阿莱西那和德雷珍（Ａｌｅｓｉｎａ，Ｄｒａｚｅｎ，１９９１）在经济

稳定政策中解释拖延的模型。他们的观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简单呈现。

假设一个违约国由两个省组成。只要重组计划没有达成，政府支出就会减少，并且两个

省都是输家，因为税收更高，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债务重组要求该国进一步减少支出或者增

加税收，甚至两者皆有，来获得支付给债权人的财政盈余。简单起见，假设财政盈余只能通

过减少对一省或两省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获得，而且没有办法绝对公平地减少对两省的转移

支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两省的居民和代表将有动机承担短期成本，以期迫使另一省同

意减少更多的转移支付收入。特别是，每个省都有动机延迟同意重组计划，以期另一省份首

先妥协并同意减少更多的转移支付。

不同社会群体间对谁应承担更多改革成本的争斗是普遍的。如果这一现象在低收入国

家中更为严重，它也许能够解释前面结果中的差异性。理论上讲，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措施是

采取一种能够对所有争斗利益群体施加公平重组成本的制度结构。但实践中这是很难做到

的：上述谈论过的例子中，对各省转移支付的规模大小可能受限于该国宪法，因此，很难甚

至不可能未经各省同意就做出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债权国和超国家机构可以扮演一些角

色，如鼓励债务国国内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到改革讨论中，并通过给予新的基金（紧急援助

贷款）和更多的债务减免来奖励他们之间的合作。

产生在合作的债权人和合作的债务人间的拖延

债务重组中出现的拖延还可能因为许多其他原因。受违约影响的各笔未付债款需要汇

集和合并，这一过程可能产生拖延［这种情况常见于违约债务国政府为其私营部门代理人承

担起清偿责任的案例中，例如，霍利（Ｈｏｌｌｙ）于１９８７年发表的研究所描述的１９８０年代中期

出现于委内瑞拉的情况就是如此］。另一种原因是，如果预期未来的重组成本将降低，债务

人和债权人都可能同意延迟债务重组，或许因为预期负面冲击的影响将消散（参见Ｂｉ，

２００８；Ｄｈｉｌｌ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６；Ｍｅｒｌｏ，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５）。本小节讨论另外两个从集体行动

困境中衍生出来的谈判拖延原因，聚焦在主权债务借款有关的信息和执行环境方面。

对各种各样情况下违约拖延最流行途径的一种解释是认为谈判各方存在着信息不对

称。在重组主权债务的谈判中，在同意债务处置协议后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上，债务国

通常比债权人有更加完善的信息。债权人这一方则更了解他的资产负债表情况和他拥有的

其他投资机会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方知道另一方对同意和债务处置协议的估值

大小①。

有许多模型讨论了谈判中存在的所谓“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亚德麦提和佩里

（Ａｄｍａｔｉ，Ｐｅｒｒｙ，１９８７）提出了谈判是谈判双方在内生的谈判环境下选择报价时机的主张；

克雷姆（Ｃｒａｍｔｏｎ，１９８４）则进一步研究了这一环境是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景下展开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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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主权债务市场发展中不对称信息和声誉的效果，可参考汤姆兹（Ｔｏｍｚ，２００７）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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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这种情况下，拖延———通过提出不是动真格的报价要约而遭拒从而实现拖延的过程，

起到了揭露谈判各方对债务解决协议估值的作用，而且，各方对他方的估值的认识随着时间

流逝愈发悲观。拖延具有信息揭示之功能，因为谈判各方对协议的价值期待越高，拖延成本

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当最终的报价被接受时，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估值才被揭示出

来。拖延对社会而言是低效率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无其他成本更小的

能揭示参与方偏好的方法？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下，洪纳和萨胡格特（Ｈｏｒｎｅｒ，Ｓａｈｕｇｕｅｔ，

２０１１）证明如果当事方具备通过承诺资源投入（而不是通过耗费时间的拖延）来发现一方偏

好的能力，就确实能够消除拖延。这对政策制定者的启发是，他们应该研究能够更快和花费

更少社会成本的信息揭露机制。

另一种解释债务重组拖延的原因基于合同的有限执行力。特别是，如果重组进程协议

因为产生更好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能够对该国在债务清偿时和未来都产生收益，债权人将

对分享未来收益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代理商足够耐心，这些未来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当前

收益；债权人与债务人分享这些收益的唯一方式是发行债券。然而，如果债权人认为债务人

可能在这些债务上违约，这些债券可能不会很有价值。因此，最优选择是等到未来违约风险

小时才同意债务重组。

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把这种看法给模型化了。他们表明，这种拖延

机制将被进一步强化，因为一国在未来违约风险低时重新进入国际信贷市场获益更多（由于

该国可以有更优惠的借款条件），这给了参与方另一个借口进行拖延。因此，主权债务重组

的结果是由决定未来违约风险的因素驱动的，这些因素包括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该经

济体内政治力量对比情况和影响各方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管理债务重组的机构状况。本杰

明和赖特特别强调，对拖欠私人债务的债务国施以官方借款的做法起到了减少债权人的谈

判能力和延长１９８０年代债务危机的作用。

他们证明，他们的模型经过适当调整可以解释为何债务处置后欠私有债权人的债务水

平通常并不下降。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何所观察到的债务重组操作对私有债权人债务大幅

增长所涉及的多为最低收入国家，包括那些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的模型能够

说明，如果低收入国家产出波动得越厉害或者其债务人的谈判力量越强，则这些国家对私有

债权人的拖延越长，私有债权人的损失也越大。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尤其是当我们

考虑到这样的现象：如果官方贷给低收入国家更多的借款，则意味着对拖欠私人债务的债

务国的官方贷款在影响私人债权人的谈判力量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有哪些启示呢？本杰明和赖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９）强调紧急

救助起到了既是导致拖延的原因又是解决拖延的方法的作用。他们证明，超国家政府以达

成债务处置协议为条件而向一个国家提供资金的紧急援助可以减少谈判拖延，尽管这样做

会诱使该国更易违约从而降低它的整体福利。他们认为对未来紧急救助的可能性和救助规

模的不确定预期会延长拖延期，这突出地说明了在提供紧急救助资金上有一透明且及时过

程的重要性。

４５２



第十二章　
涉私营部门债权人主权债务重组：理论与实践

官方和私人部门之间为保护私有债权人谈判地位的进一步协调也可能是有效的。一种

可能是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债权国政府将他们的债务减免与债务国真诚地与

私有债权人进行谈判的要求挂钩①。反过来，私有债权人可能需要遵守一个标准化的损失规

模并在初始贷款中谨慎合理（如遵守项目融资中赤道原则并只贷款给债务风险较低的

国家）。

结语

重组主权债务是非常耗时的。而且它在保持私有债权人的债权要求或者减少违约国对

私有债权人欠债水平上是低效的。这一章呈现的证据说明这些问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低

收入国家中尤为严重，他们的拖欠最长，私有债权人的损失最大，并且在债务重组后欠私有

债权人的债务大部分出现了上升情形。

理论研究已经发现了许多原因来说明为什么重组债务的谈判会低效而且耗时，其中的

一些能够解释私有债权人的损失规模。相对而言，我们只做了极少工作来了解为何低收入

国家违约后经历了对私有债权人欠债水平的显著提高。这必将是未来研究的优先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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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第十三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３

解决主权债务重组的程序性办法： 常设仲裁庭
克里斯托弗·鲍陆思

目前，主权债务重组问题只是临时给予解决，处理主权国家金融或经济问题并无普遍适

用的程序。这种方案缺乏透明度、预见性和效率性。这三者又恰是债务重组和法治的关键

性因素。希腊及其他欧洲国家最近面临的债务危机问题表明它影响的不只是发展中国家，

而是所有国家。

本章将探讨以往主权债务重组问题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常设仲裁庭

［例如，以伊朗 美国仲裁法庭（ｔｈｅＩｒａｎＵ．Ｓ．Ｃｌａｉｍｓｔｒｉｂｕｎａｌ）为仿照对象］形成处理重组问

题的可行性方案。本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讲述迄今为止债务重组案例中所运用的技

术并对其进行评估，同时指明这些技术的缺陷；第二部分提出建立仲裁庭的方案以及如何处

理与其建立相关的九大重要问题；末尾部分为本章结语。

当前体制的缺陷

过去多年来，当债务危机出现时，主权债务重组是由巴黎和伦敦俱乐部处理的。近年来，

由于资本市场作为信贷的首要来源已经兴起，人们对俱乐部参与债务重组的需求减少了。

对行为准则的呼吁，如法国中央银行前行长特里谢（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Ｔｒｉｃｈｅｔ）所做的那样，

是值得称颂的。这种强调债权人行为重要性的准则将为公平的主权债务决议案的形成提供

额外的工具（见Ｃｏｕｉｌｌａｕｔａｎｄ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３；ＩＩＦ，２００４）①。然而，作为一种“软法律”，行为准

则不带强制性；当没有履行自己规定的义务时却不会受到制裁———至少不受法律制裁。因

此，这种方案缺乏可预测性。

“恶债”（ｏｄｉｏｕｓｄｅｂｔ）这一概念有许多版本，但人们对其中任一版本的法律约束力仍存

有疑问（Ｂｏｈｏｓｌａｗｓｋｙ，２００９；ＭｉｃｈａｌｏｗｓｋｉａｎｄＢｏｈｏｓｌａｗｓｋｙ，２００９；Ｐａｕｌｕｓ，２００８）。就对

“恶债”的讨论进展而言，债权人的共同责任已得到强调，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很可能会逐渐

８５２

① 参见赤道准则（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ｗｗｗ．ｅｑｕａｔ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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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Ｇｕｌａｔｉ，２０１０），但这种共同责任是否同样适用于那些通过资本市场对主

权国家进行投资的普通债券持有者呢？这还很难说。这种方案也许在将来会为债务重组提

供一些帮助，但因其不能管理多数债权人，所以也不是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

集体行动条款也已经被视为应对债务重组的有效机制（见 ＧａｌｖｉｓａｎｄＳａａｄ，２００４；

Ｇｕｇｉａｔｔｉ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４；Ｈｏｐｔ，２００９；Ｓｃｈｉｅｔ，２００７；Ｓｚｏｄｒｕｃｈ，２００８）。这些条款的主

要优势在于其多数决定的原则对所有债权人都具有约束力，从而解决了不合作的钉子户逐

利的问题。当决议需一致同意但可能遭遇战略性延迟或其他行动的阻碍时，集体行动条款

便可阻止这样的行动，对债权人施加纪律（见Ｐａｕｌｕｓ，２００２）。

集体行动条款的问题是它只对单一债券的发行具约束力。如果发行两种或多种债券，

要实现债权人交互产权存在困难（见ＢｕｃｈｈｅｉｔａｎｄＰａｍ，２００４；ＩＭＦ，２００５；Ｓｚｏｄｒｕｃｈ，

２００８）。这个缺陷不应被低估，因为债权人交互产权对实现公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①。

集体行动条款不能解决主权债务重组问题的另一原因是它只适用于债券持有者，而不

能应用于更多的诸如外国政治实体或外国银行那样的传统放款人。如果传统的债务索赔是

构成主权国家债务的主体，集体行动条款这一方案就很可能效果甚微。

考虑到以上这些利弊，解决主权债务重组这一问题的最恰当的办法似乎就是向管治商

业和个人破产的私法模式学习，引入成熟的程序。这一方案的巨大优势是它可确保透明度

和预见性，能通过对所有的（或者至少是多数）债权人施加义务而促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无可否认，设计这样一个程序需要平衡相关利益。仅简单地模仿司法中的破产条例是不足

以解决问题的。

对这一方案的初步探索已经展开了（见Ｂｕｃｋｌｅｙ，２００９；Ｈａｇａｎ，２００５；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５；

Ｐａｕｌｕｓ，２００３ｂ；Ｓｃｈｉｅｒ，２００７）。然而，考虑到政治因素，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一探索发展成

为用于全面解决主权国家的债务清偿程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Ｓｅｔｓｅｒ，２００８）。

程序性解决办法：主权债务仲裁庭

考虑到上文中陈述的现状，放弃建立成熟的破产机制这一宏大目标似乎不失为一种慎

重之举②。在此情形下，更优的方案或许是小心谨慎地迈开第一步，走更长、更艰难的路

（Ｐａｕｌｕｓ，２００９）。

建立主权债务仲裁庭

类似法庭的机构已经存在。伊朗—美国仲裁庭就是最好的例子（Ｇｉｂｓ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ｈｏｚａｌ，

９５２

①

②

（Ｐａｕｌｕｓ）在即将出版的作品中，从所谓的最后通牒博弈（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Ｇａｍｅ）中得出结论，以便解释任何破产体制

的重要性。

这部分由本章作者同斯梯文·Ｔ·卡格曼（ＳｔｅｖｅｎＴ．Ｋａｒｇｍａｎ）合写的一篇未出版的论文为基础发展而来。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２００６）①。重组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债务而建立的仲裁庭是另一个例子，该仲裁庭到目前为止

运营得相当成功 （Ｄｅｅｂ，２００７）。一个按照仲裁庭模式建立起来的主权债务仲裁庭能提供合

法的组织体系，而这些组织体系对建立主权债务重组的顺畅程序性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这样的仲裁庭安置在哪里、怎样组建及运行的问题，不难想象有多种方案。参与方

可以认定一个信用度高、名誉又好而且不是也不会潜在地成为主权国家的债权人的机构。

这些程序可以包括有时间限制的调解；这种调解应在仲裁之前进行或者在重组谈判的过程

中作为一种补充机制发挥作用。主权债务仲裁庭的创立也将为最终实现更远大的改革目标

构建信心。

主权债务仲裁庭的创立可能会遭到质疑、忧虑和其他障碍的阻挠②。由于无强制实施机

制，这样的仲裁庭的建立基础是：利益相关者一致同意将违约主权国的债务问题交由主权

债务仲裁庭而不是在没有这样的仲裁庭的参与下来处理。创建一个国际仲裁庭有以下几个

优点。

● 它是基于主要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而建立的。

● 它是在一个中立的论坛框架下处理债权人与主权债务人之间的争端。因此，它可以

起到缓和情绪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争端各方以冷静的态度谈判。

● 它给那些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最有利结果而各行其是（通常在不同的地方）、缺乏

组织和焦灼不安的利害相关群体建立了一个可能凝聚共识的集体行为平台。

● 与集体行动条款不同，它对债权人及主权债务人都适用。

● 它可使主权国和债权人有信心相信专业仲裁员具备解决主权国家违约的复杂问题所

需的经验和知识。

本章的提议与非政府组织（ＮＧＯ）长期以来提出的通过仲裁解决主权债务重组的建议

并不相同。非政府组织讨论的仲裁一般是指特定类别的商业争端中所用的临时性仲裁程序

的仲裁。在这种临时仲裁中，债权人与债务人通常各委任一位仲裁员，然后由这两位仲裁员

再挑选一位仲裁员。

虽然有一些诸如国际商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那样久享盛誉的国际

仲裁机构在商业争端中扮演着仲裁的角色，但这类机构拥有的潜在仲裁员这一群体数目过

于庞大，以至于存在着匿名性的危险。这一问题会损害连贯性，妨碍仲裁员这一群体持续、

稳定地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导致各组专家的裁决不一致。

与此不同，本章的提议设想了一个仿照伊朗—美国索赔法庭建立的仲裁机构。该机构

由若干知名仲裁员组成。他们将有机会认识彼此，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他们

能够在同类个案的处理上形成共同的思路。

０６２

①

②

有关仲裁庭的详细信息，参见网页：ｗｗｗ．ｉｕｓｃｔ．ｏｒｇ。

在２０１０年春季，德国政府曾提出在欧元区重债国家中实施某种清偿法的建议。在此背景下，建立清偿法庭的建

议曾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得到考虑。最终，清偿法的实施被推迟到晚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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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权债务仲裁庭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就设计和组织而言，这样一个机构毫无疑问

地会促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案例将由少数杰出的国际法官判决，而不是由来自纽约、

伦敦或来自任何相关参与方同意的法官们来参与议事。与传统的集体行动条款相比，主权

债务法庭拥有明晰的程序法规，因而提高了透明度及合法性。对程序性问题施加自我规定

的约束，在涉及被视为（尤其是被非法律行业人员）比程序性问题更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时，将

允许足够的灵活性。

仲裁法庭的创立与组建

为了赢得国际支持和声誉，仲裁庭应在与主权国家无债务关系并享有很高声誉的机构

帮助下建立起来。这一限制便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ＷＢＧ）排除在外了

（Ｗａｉｂｅｌ，２００７）。

虽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ＩＳＣＩＤ）是一个有名望且运行良好的仲裁中心，但以下理由

足以说明它不能充当主权债务仲裁法庭。第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属于世界银行集团，

而后者并不被公认为是不偏不倚的机构。第二，尽管很多主权债务牵涉到投资，但也有很多

并不涉及投资。主权国违约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社

会的，不容被简化而仅成为一个投资问题。

联合国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合适的国际机构。另外，还有一种选择，比方说荷兰或挪威也

同样可以主办那样的仲裁（目前，荷兰正在探索这种可能性）。将一机构设置在多边机构之

外的某地，其优点在于它的创建要比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创建迅速得多，因为联合国参与方

众多。

有一些评论者（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２００３；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０３）提出了另一方案，即建立一个同国际法

院相联的全球破产法庭。虽然这个想法乍听起来很诱人，但即便特定的主权破产商会完全

独立于国际法院的司法系统，它同样也会面临国际法院所遭遇过的认可及执行问题。

不管仲裁法庭是由何种机构创建，牵涉其运行的诸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涉

及备用仲裁员的挑选程序、常驻秘书处的建立、网站的创建、仲裁员的薪酬等其他相关

议题。

至于仲裁员的挑选问题，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建立主权债务重组机制（ＳＤＲＭ）

时所用的方法来处理（Ｐａｕｌｕｓ，２００３ａ）。诸如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具国际名望的公众人物可

选２０—３０名仲裁员（或者为了实现更大的中立性，先选出１０名仲裁员，再由这１０人选出

２０—３０名仲裁员）。挑选将反映国家和职业背景的多元化特点。仲裁员将推选他们当中的

一位为仲裁法庭主席。

以此方式挑选仲裁员的潜在优势是它能增加信任度———鉴于人们对主权债务重组的重

视，对信任度的考虑不容小视。仲裁庭主席的任务是为仲裁庭草拟程序性法规。只有征得

所有或多数仲裁员同意并且负责挑选仲裁员的公众人物被告知提出的法规时，这些程序性

法规才可通过并施行。仲裁员主席还将委任仲裁员处理具体案例。主席是唯一的专职仲裁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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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他仲裁员在受到主席的邀请时参与工作。

专家咨询小组的细节问题可能需要根据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有些案例可

能只需一位仲裁员，而其他的则需多达三位仲裁员。可适用的实体法需根据仲裁庭的工作

范围而定。

任何一个仲裁庭的必要特征是它无自然权威独自启动或决定案例。任何权威将依赖于

所有相关参与方对仲裁的契约协议。这样的仲裁协定是任何国际仲裁进程中的重要基石。

即使情况像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要处理的案例及２００３年后伊拉克债务重组案例那样特别

紧急，仍需事先协定。

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仲裁庭都是在危机开端后就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样

的结果（于事发之后就把仲裁庭建立起来）在每一案例中都得以实现。在多数情形下，一旦

债务危机出现，不大可能出现所有参与方都同意主权国家提出仲裁这个解决办法的情况。

因此，仲裁庭的引入通常依赖于参与方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已达成的共识，这样便使所有主权

债券的发行及其他发行主权债务的工具都包含仲裁这一条款至关重要①。

由于此方案需依赖于参与各方的契约协议，其缺陷也就显而易见了：那些与主权债务国无

契约关系的参与方将不受该仲裁庭的司法管辖。这样的债务必须靠传统的方法得到处理。所

以，这个提议只能用于处理在诸如债券发行等债务工具上有契约义务的案例。人们希望这样

的仲裁庭成立后能逐渐得到普遍认可，并对参与方合法对待其他政治国家的义务产生影响。

仲裁庭的司法管辖与职能

视债务重组机制本身的整合情况而定，债务重组仲裁的任务和义务可以是多重的。机

制的类型取决于人们想扩展仲裁法庭的影响程度。相关债券发行条款或其他相关债券工具

应在任务范围内给予认真描述，以为仲裁做好准备。

按照本章设计方案的实用和渐进原则，仲裁法庭应当至少被授权去解决与核实债权人

索赔要求相关的事务及涉及重组计划的批准之类的表决事务。在这些范围之外的具体事务

是否该授权仲裁庭去解决应由参与方自行决定。除此之外，还必须决定仲裁法庭运行的期

限。一种选择是诉讼了结后解散它；另一种选择是让它运行至所有与案例相关的争端（甚至

是那些在诉讼后浮现的争端）都得以解决。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发行债券的主权国家可以草拟仲裁条款，将之提交给投资方，再由

投资方决定是否接纳这些条款。投资方是被鼓励购买还是被抑制购买主权债券取决于提议

的具体条款。不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该领域的发展，一些特定的惯常做法可能会获得

市场的接受，从而使主权债券的发行这一领域诞生出特定的标准仲裁条款。

还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决定哪些争端的解决属于仲裁庭应有的职能范围。应将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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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这些条款不具追溯效力，当不附带这样的条款的债务义务与这样的条款并存时，问题可能就产生并持续一

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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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庭受理的案例限制在狭窄的、技术性的法律问题范围内吗？其职能范围应限于决定单个

债权人索赔要求的法律效力还是主权国家提议的债务重组的法律效力？可由国际仲裁庭处

理的其他问题（在参与方有事先契约协议的情况下）还包括以下几类。

● 主权债务国可持续债务的来源（在这方面，ＩＭＦ虽不是仲裁的参与方，但若信息敏感，

ＩＭＦ可受特定的机密条款的限制而被允许提交相关陈述）。

● 支撑重组计划的经济假设是否合理①。

● 援引仲裁机制的标准的满意度（如对违约的谅解度）。

● 参与方是否着手诚信谈判。

● 提出的重组计划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 相关债务是否构成“可存放债务”；如果是，它是否是“恶债”，以及从这个结论中可推

出的后果②。

谁受仲裁决定约束？债权人交互产权

协议中可有一条款规定仲裁的决定对其他债权人有多大程度的约束力。倘若仲裁庭被

授权将债权人交互产权纳入其考虑范围内，仲裁庭的决定就将只对那些把仲裁条款写入的

债券发行具有约束力。仲裁庭然后可以权衡债券的不同到期期限、各次发行债券的风险水

平（评级）和承诺的利率等相关细节。

仲裁决定的约束力仅可延伸至那些在签订购买主权债券合约时或在把信用以其他方式

（如通过银行贷款）放给主权国家时同意接受仲裁的债权人。没有签订含仲裁条款契约的债

权人将不受仲裁庭决定的约束。因此，在债务重组时，仲裁（显然不同于集体行动条款）对那

些未同意接受仲裁的债权人的问题的处理只能达到使这些债权人同意在解决债务违约工具

有仲裁条款可用这一水平。

然而，这个看来比较冷静的法律结论并没有排除如下机制存在的可能，这些机制的设计使

半自愿参与主权债务仲裁进程更具吸引力。激励参与的方法之一是把公共部门、银行部门或者

两者的参与都和同意参与仲裁的私人部门债权人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比例之类条件相挂钩。

由于仲裁庭并不是判例法法庭，所以，主权债务仲裁庭判决的案例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实例。尽管如此，由于仲裁庭的权威是建立在其说服力与公正推理的基础

上，其决定（如现有仲裁庭的那些决定）将会成为主权债务重组公法演进实体的一部分，而这

个实体最后可能独立发展为稳固的法律实体。

援引仲裁机制的诱因

违约的公布———正如发行契约中所界定的那样———将引发对仲裁的运用。根据参与方

３６２

①

②

一个主权国家可能已经忽视了减少成本的明显的可能性，如减少国家工作人员第１３个月的工资，当这个群体很

庞大时，这样做会节约大量成本。

由于这里列出的问题都需要做经济分析，因此，备用仲裁员必须包含一些拥有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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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的仲裁条款的措辞，违约甚至可能在违约公布之前（当资不抵债即将发生时）就已开始

了。主权债务发行的参与方应决定仲裁庭的职能范围是否应包含对违约诱因的前提条件实

现与否的决定权。

协议也应明确规定允许哪方———仅是主权债务国一方还是主权债务国与债权人两

者———援引仲裁机制。虽然从约束力角度上看，双方都被赋予此项权力更可取，但主权债务

国可能不愿意让债权人使自己经历这样的仲裁过程。因此，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仲裁可能

由主权债务人单方面援引或由主权债务人与债权人协商采取一致行动。

管理法律与可适用的清偿法规和原则

哪些法律应适用于主权债务仲裁庭的诉讼？如果是某一特定的司法法律，国际公法是

否应该被囊括其中？是囊括全部还是仅包含一部分？有些债券持有者的案例按英国法律审

理而其他的则按纽约州立法律或是德国法律审理时应如何实现债权人交互产权？

鉴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应考虑为创建仲裁庭的机构（如联合国）提供对所有债券

发行都可用的选择方案；在该选择方案中（如果相关债券工具参与方都同意），仲裁庭将采用

类似一般破产法规和原则的法律。为了得到国际社会必要的接纳，这些一般性法规和原则

不是特定的司法法律而是与“商人法”原则相一致的法律。

这样的法规和原则可以在由主要国际机构制定的有关破产法的一般原则中找到［例如，

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ＴＴＲＡＬ，２００４）、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中规定的原则］。但这些国际机构制定的清偿法规只

适用于商业性企业，而不是主权国家。如果主权债务仲裁庭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引，可能需要

对它们做些修改。

当仲裁庭积累了一些经验后，便可针对主权债务重组问题制定实质性法规。有了这样

的法规，便无需拟定契约条款，因为借款人和债务人只需增加一些参考信息，指明是采用所

有这些已制定好的法规还是它们当中一些或是任何一条都不能适用就可以了。

仲裁诉讼中债权人的代表问题

考虑透明度问题，债权人的参与是很重要的。但让所有的主权债权人都参与到仲裁诉

讼中是不现实的。因此，债权人必须发展并规范一种债权人代表机制（参见Ｂｕｃｈｈｅｉｔ，

２００９；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ｅｎ，２００２）。例如，主权债务发行的债券持有者可在基本的债务工具之一

中（债权信托契约，信托契约等）明确规定谁将充当仲裁诉讼的债权人代表①。

如果债券发行国想要一个债权人委员会代表债权人，条款就得处理多种问题。如何挑

选和组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与更大的债权人群体商议还是仅仅代表规定的债券持有者

并听从其指示而行动的契约受托人？在主权债券发行之前就需要面对这些议题。否则，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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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此相伴随的是有一个决定契约受托人的并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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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进程就可能运转不灵，无法产生作用。

先调解后仲裁

作为对本研究主权债务重组仲裁庭这一提议的补充，下面的做法很有价值。让主权债

务发行参与方考虑是否愿意在进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程序之前进行调解，这种行为就

本质而言对参与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①。参与方可在他们的仲裁条款中明确规定，是否当调

解这必要的一步穷尽之后才允许诉诸仲裁。即使没有明确规定将调解作为仲裁之前的一个

正式的先决条件，如果参与方认为调解有助于解决争端或促进重组进程，他们仍可诉诸调

解。为了阻止程序滥用（也为了规范参与方），很可能有必要对调解发起和终结的时间做出

强制性限制。

以调解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为参与方在进入利害关系更大、耗时更长、敌对情绪更浓的

仲裁进程之前，提供了一个较少敌对氛围的论坛。不管调解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仲

裁前提条件，它都可被视为解决参与方在重大谈判议题上产生分歧的工具，帮助正在努力寻

求解决办法的参与者达成重组协议。鉴于此，调解可被看做帮助参与方满足可适用集体行

动条款中设定的得到债权人资助所需条件的有用机制。

仲裁庭的财务与资助问题

仲裁庭最基本的财政资助应来自赞助组织（如联合国或者仲裁庭所在地国家）。经费需

包含以下支出项目：仲裁庭主席的薪酬、办公空间租金、处理一般行政事务（包括让仲裁庭

成员了解主权债务重组的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协调委任仲裁员的执勤工作）的小规模秘书处

运行的资金。实际仲裁诉讼的参与方只负责支付仲裁的费用，包括付给仲裁员的专业咨询

费和因工作需要而做出的花费，这些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

结论

本章只是针对主权债务重组问题提出了一种初步构想。为了应对国家间贫富差距日趋

严重带来的问题，这个构想或许值得认真思考。正如联合国（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

ｐ．２）在其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犃犕狅狉犲犛犲犮狌狉犲犠狅狉犾犱牶犗狌狉

犛犺犪狉犲犱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中所指出的那样：“战胜贫困不仅将挽救千万条生命，而且能加强国

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及核扩散问题的战斗力；发展让每个成员更安全。”另

外，全球化正逐渐增加着主权金融世界的复杂性和参与者的数量。与此同时，人们对建立一

套有预见性的、可靠的程序以解决违约主权国债务问题的需求可能越来越迫切，政策决策者

与参与方都需要关注此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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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仿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ＩＣＳＩＤ）的调节机制。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若本章提议的主权债务仲裁庭得以成功地运用，它将为接纳主权债务改革领域中更远

大的目标树立信心。成功的实践———尤其是一系列成功的实践———可使主权债务重组参与

方更愿意考虑主权债务重组进程中其他重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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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第十四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４

国际最终放贷与主权债务重组
爱德华多·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

金融危机———即正常融资渠道受阻对那些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了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且日益严重的威胁。过去２０多年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中金融全

球化前进不止的步伐都指向了这样一种局面：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国际最终放贷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ｎｄｅｒｏｆｌａｓｔｒｅｓｏｒｔ，ＩＬＬＲ）机制的存在，以备当没有其他放款人能够或有意

愿发放足够多的资金时，能发动起来以有效地应付金融危机。

迄今为止，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最终放贷人的进程，总体看来缓慢且不尽如人意。现在

是时候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授权处理全球危机所创造的势头以及与之相连的多边合作

的态势，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最终放贷人体制。本章的提议支持并基于近来国际国币基金

组织在预防机制方面提出的方案。需特别指出的是，本章的提议将债务重组置于国际最终

放贷人的保护伞下。

自布雷迪债务重组以来的一些国家危机经历表明，现代国际金融具有波动性且易产生

危机。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正在为数目更多的、能够获得商业借款的国家提供重要的教训。

最近的全球经济萎缩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债务的扩张已经严重削弱了一些国家———包括发达

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偿还债务的能力。２０１０年的牙买加债务重组可以说是全球危机形

势明朗后新的危机波浪中第一个采取债务重组的案例①。

尽管从应对最近的危机这一方面看，我们已取得进步（ＩＤＢ，２０１０），但处理金融危机的

多边安全网仍充满了漏洞②。虽然用以解决新的金融秩序中资产流动危机与危机蔓延问题

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已提出有十多年了，但应对资产流动危机的机制仍不完备③。此

外，目前还没有一个用以处理主权债务重组的多边框架。在过去的十年中，重组工作已形成

８６２

①

②

③

继本章写成后发生在希腊的金融崩溃又一次发出了警告。

对过去建立金融危机安全网的失败尝试和现在仍持续存在的缺陷的分析，参见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２０１０）的论述。

参见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伽文、豪斯曼（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Ｇａｖｉｎ，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０）与美洲开发银行（ＩＤＢ，

２０００）的论文，这些论文是在紧随俄罗斯危机之后举行的“华盛顿世界金融稳定会议”的研究论文之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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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方式———有时心平气和，有时剑拔弩张；但总是难以预测，而且总是让富有想象力

的律师赚足了金钱（Ｐａｎｉｚｚａ，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９）。

本章讨论在新兴市场中正被普遍用来应对金融危机的现行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的固有

局限。文中提出由专门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整合而成的一个体系；该体系以现存机构体

制为基础，建立不同层级以容纳不同财政能力的国家。这样的体系利用现存多边工具，提供

了依金融危机演变从而需要从资产流动过渡到调整，然后再到债务重组的过渡性渠道。本

章提议的多边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将允许国际金融体制以强劲的、持续的方式处理主权金

融危机，尽管人们不清楚对于解决危机而言，资产流动性、调整或债务重组是否构成了必要

的或充足的条件。

本章内容如下：第一节以传统的国内最终借贷理论为出发点，概括国际最终放贷人机

构的特征。第二节中评估了该模式在国际领域中运用时的局限性，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一

个可行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框架；该框架整合了流动性安排与可能的调整措施和债务重组。

第三节进一步探讨给主权债权人建立国际破产机构的法律改革将如何大大地提高国际最终

放贷人处理涉及调整与重组的金融危机的能力。第四节讨论在国际最后放贷人体系下多边

发展银行的支持角色。最后一节为结语。

依照最终放贷传统理论建立国际最终放贷机制

以国内环境下预防、缓和国内机构金融危机的最终放贷的传统理论为基础，试图建立国

际最终放贷人的机制十分自然①。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概括传统理论的特征，讨论该模式在

国际环境中运用时的局限性（详细分析参见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２０１０）。

传统理论对流动性危机和偿还能力危机做了重要的区别。在流动性危机中———有偿付

能力的借款人所面临的一种金融危机———存在一个协调问题：正常的借贷安排会产生令所

有人都十分满意的结果，但焦虑不安或受压抑的放款人的大量撤资制造了真正的调整成本

并最终导致偿还能力的丧失，从而自证了其撤资行为的“合理性”。这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

相比之下，偿付能力危机———无偿付能力的借款人所遭受的一种金融危机，就这种危机而

言，仅靠最终放贷人的借款意愿与流动性的安排是不能使金融秩序恢复正常，也不能避免金

融危机。在此情况下，存在一个单一的危机均衡体制；在该均衡机制下，最终放贷人只能通

过减少破产的调整成本和以高效而可持续的方式判别损失，以缓解危机。

传统的最终放贷

在应对流动性危机时，为了获得想要的效果，速度、确定性与控制力对缩小财政缺口以

９６２

① 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伽文、豪斯曼（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Ｇａｖｉｎ，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０）与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豪斯

曼（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２）也参照国内银行（流动性危机）和国内破产机构（偿还能力危机）的最终贷款人

（ＬＬＲ）的古典准则，建立受制于主权限制条件下的国际金融机构模型。这一部分大量吸收了这两篇论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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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除投资者信心缺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白芝浩（Ｂａｇｅｈｏｔ，１８７３）及后来的几位研究人

员已为处理流动性危机的最终放贷机制提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可归纳如下：

● 贷款必须有抵押物，而且抵押物价值应按其正常时期的价值进行估算。

● （应要求）进行大笔金额贷款时，其条件应比正常时期的市场条件更为严苛。

● 事前确立以上原则并自动运用它们。

因为流动性危机以多均衡机制的存在为特征（良好的均衡机制可通过避免对借贷不安

全的自我应验的预测而实现），最终放贷的原则以正常时期的价格为基准（这就是良好的均

衡机制）。惩罚性条款是用来确保最终放贷的资本只在财政困难时期被使用。

在偿付能力危机中，破产诉讼包含了可适用的最终放贷的原则，这些原则可归纳如下：

● 提供或安排紧急财政资金，充当暂时的优先放款人（以此替代惩罚性抵押条款下的自

由贷款），以避免高代价的业务中断。

● 临时中止股东权力，以便当资不抵债机构在被重组或清算时对危机管理与债务重组

进行协调。

● 事前确立以上原则并自动运用这些原则。

应用这些原则遇到的一个实际困难是确定危机是流动性危机还是偿付能力危机。对流

动资金的缺乏应做出临时诊断；如果流动性提供未能产生预期的正常化的结果，则应当再度

进行流动资金缺乏的诊断。除了最终放贷人的财政损失这一风险外，受益者躲避重组与对

经济复苏下赌注这一自然倾向表明，我们宁可过度谨慎也不要冒险。

诊断危机类型的另一个较小的代价是道德风险。就流动性危机中的借贷而言，不存在

道德风险这一问题。如果偿付能力危机被误诊为流动性危机，就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了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１９９６）。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也说明了我们宁可在选择调整上出错也

不要贸然进行融资解救这一做法的正当性。

把传统理论运用于国际情景

在跨国最终放贷人或国际最终放贷人那里，已得到强化的公共部门（包括中央银行）

取代国内机构成为最终放贷的受益者①。国内最终放贷与国际最终放贷人的一个重要区

别在于国际最终放贷人受主权风险的影响。主权国不受在国外法庭中强制实施的法律约

束。因为多边债权人更受大家“偏爱”，多边国际最终放贷人遭受的风险比其他债权人所

受的风险要小。另一与主权国相关的不同之处是多边国际最终放贷人应将其行为带来的

国际联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些国际联系可能在受益国范围之外也造成重大影响，并且

在解决受益国之外的国家所面临的金融压力问题上发挥关键的作用。国际最终放贷人对

０７２

① 介于这两者间的案例在本文中没有得到讨论。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央银行使用其储备金资

助财政账户时的恰当角色是什么。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有意地把面临金融危机而需得到国外援助的公共部门视

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借贷能力与金融需求的币种不协调及国内借贷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传统国

内最后借贷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有限。公司国际化也可导致私营机构的跨国最后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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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具体国家的干预可能因为干预的国际外溢影响而正当化；最终放贷干预则只是基于

国家利益。

在流动性危机中，以上原则适当修改后一般说来可以被运用。虽然常规做法是不会公

布主权国抵押物的，但只要国际最终放贷人在有充分的财政保障（足够的隐性抵押物）下而

被运用，这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抵押物这一规定只是为了确保最终放贷不会在损害受

益者利益的情况下免于财务损失。

在偿付能力危机中，偿付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主权破产不应解释为财务意义上的

偿还债务能力，而应为经济意义上偿还债务的意愿。另外，破产整顿的概念需更具体地界定

为重新获得偿付能力而需要的经济调整与政策改革；这样的改革也可能不包含公司破产中

典型的债务重组。这些区别按理来说不是根本的，因为如何有效应对偿付能力危机的问

题———在涉及主权的情况下意味着恰当的调整与债务重组———仍然存在。

国际最终放贷人的传统原则之所以从根本上说不能被应用，是出于一个不同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在主权背景下，不存在一个破产法或一个法庭的对等物来确保限制股东权益，

以使国际最终放贷人的规定能得以强制实施。在没有类似破产机制的情况下，现有的放贷

人有权选择逃离；而这就使国际最终放贷人提供的资金被吸走（变成对放贷人的救助）成为

可能。此外，对国际最终放贷人而言，在缺乏按贷款先后顺序提供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这一

缺乏使救助努力的财务可靠性打了折扣），很难推进新的借贷①。最后，国际最终放贷人不能

扮演危机治理的角色；原先的“股权所有者与管理”需得到维持。

在主权背景下，用于降低道德风险的传统理论中的审慎管控由于不能强制实施而不可

行。因此，借贷条件似乎便成了自然的替代（ＣｏｒｄｅｌｌａａｎｄＬｅｖｙＹｅｙａｔｉ，２００５）。国际最终放

贷人不能强制利害相关者做什么，而只能在他们单方面同意所做的（如调整和改革）或在双

边协议下所要做的（如市场化债务重组）基础上再做点什么；它唯一的权力就是对利害相关

者特定行为的财政资助施加诸如政策实施条件这样的限制（如在国家的经济调整这一方

面）。国际最终放贷人的作用，由于其融资行为取决于当事国的行为，仅限于选择性地使用

“大棒和胡萝卜”。

使最终放贷的传统理论适应国际环境还需改变的另一关键方面是私营部门的参与。新

的借贷不能获得优先地位的保护这一事实给私营部门信心的恢复造成了根本的障碍。发生

金融危机时，国际最终放贷人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足够强有力的多边保障措施促进私

营部门的借贷活动，但这类补救措施的风险和成本令人难以承受。国际最终放贷人可以鼓

励国家签订保险或类似保险的信贷限额契约，这样当国际最终放贷人采取行动时可能导致

启用有条件的信贷限额机制；这就要求当事国必须愿意当下即支付相当的保险贴水（参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２００７）。

阻止资本外流可能是确保追加资金安全的更有效的途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想出运用

１７２

① 在流动性危机发生的情境下，对私营部门借贷者提供某种担保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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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操控应对资本流动问题以确保其不会引发金融危机（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９）。对由事先认定的

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事件所引发的资本外流而施加的类似保险的管控，如被国际最终放贷人

认可的全面性“突然终止”，也可在合同中加以规定，并在隐性金融危机发生时成为用于保护

民间债权人利益的工具。这些管控应是市场友好型的，并且因为这一点，这些管控意味着当

事国必须支付保险贴水成本①。

在任何情况下，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的启用必须是迅速且及时的。在阻止流动性危机

发展成为偿付能力危机这一点上有必要迅速行动。为了防止经济因为利害相关者之间缺乏

适当的安排而陷于停滞、必须对其进行调整和重组，迅速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可行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毫无疑问应当具有如下四个特征，这些特征与那些触

发传统最终放贷人特征不无相似②。

● 力度———支持规模必须足够大，以满足短期金融债务支付之需要；以防止流动性危机

引发崩溃，不管是需求还是供给崩溃，防止偿还能力危机下调整力度不到位。

● 迅速———及时、迅即支付资金，以阻止危机发生，而不是诊治危机的后果；如果危机已

经发生，则以最少的成本减小并解决危机。

● 确定性———根据预先安排的机制与条件，自动（而非需要批准的）启动金融援助，援助

贷款的偿还期应与超乎寻常的财务需要相匹配（不确定性会动摇最后国际放贷人发挥其作

用的信心，并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 重点———低承诺费或无承诺费，以鼓励对机制的预防性运用；对没有预付款限制的贷

款支付收取相当大的手续费，以抑制机制被用于金融危机之外的领域。

一个可行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具有以下四个需要牢记的特征。

● 财务保障。当没有实际抵押物或不具有优先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时，国际最终放贷人

的金融安全需要满意的国家风险评估作为保障。

● 催化行动。在没有国际流动债券发行人或者缺少批准追加资本优先权的破产机制的

情况下，国际最终放贷人发挥强大的作用需要（预先安排地）同官方借贷人和私营部门合作，

配置一个全面的、规模足够大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的一揽子措施。

● 审慎的条件。在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慎管控的情况下，国际最终放贷人需要通过

附加审慎条件来保证当事国的事前遵从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 调整（与债务重组）条件。在缺乏可强制实施的破产机制有效率地重组利害相关者

的权利时，国际最终放贷人需要当事国和放贷人保证与债务清偿相关的条件都将得到

遵从。

２７２

①

②

类似保险的机制需事先安排，最好使它们成为多边限制条件的一部分。本章集中考察用于应对金融危机发生后

的事后限制机制。

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生在新兴国家的流动性危机之后问世的一个与本章提案的准则相同的提案明确表示国际

最终放贷人（ＩＬＬＲ）需要与过去决裂。关于这个提案，参见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伽文和豪斯曼（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

Ｇａｖｉｎ，ａｎｄ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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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最终放贷人的整合体系

与国内法不同，加诸主权国家的条件是无法被强制执行的。因此，该体系需界定清楚当

条件未能被满足或可能已达到公认的标准的方式被满足时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说满足

某些前提条件是能够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的话，国际最终放贷人就需要界定清楚国家

获得援助资格的条件和标准。

对审慎的条件限制与调整条件限制的需要，可能涉及事前资格条件与事后批准条件，两

者都值得仔细研究。对经济调整、政策改革与债务重组的条件限制将规定解决偿付能力危

机所需的条件。因为事后条件限制意味着就批准条件进行谈判，而这与迅速和确定性原则

发生冲突，所以，事后限制应当只在预计所要求的调整或债务重组被忽略或延迟而使偿付能

力危机持续太久时才被使用。事后运用审慎限制几乎无济于事。限制性条件可在事前得到

更好地运用，以替代缺失的监管和破产规范。因此，国际最终放贷人将在可能的最大限度上

界定符合资格的前提条件。

事前国家资格———以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预设条件为基础，这些条件可以用基本面的

健全度、现行政策的质量以及为维持两者的努力程度加以测量；这些条件中包括与多边金融

安全相关的条件———涵盖了审慎条件和与经济调整或重组相关的条件。一个以促进稳定和

高标准调整为目标的政策框架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准则。

● 审慎的宏观经济流动性政策，如较低的短期债务规模①。

● 审慎的财政政策，如与财政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相一致的财政法规。

● 与财政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相一致的良好的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

● 与政府和民间贷款人、投资人的建设性关系。

鉴于在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中是由主权国家选择这一因素，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设定

条件，都远不等于设定法律意义上可实施的监管或破产法则。最有利的情况是国家的基本

法则和政策框架遵照大家期望的审慎标准，并且这些法则和框架强到我们可以设想当事国

愿意而且能够自动地对负面的经济震荡做出恰当的反应。这样的话，国际最终放贷人可摒

弃大家不想要的事后限制。最近设立的弹性信贷限额（ＦＣＬ）制度可被归为这类情况，这个

制度完全基于事前资格条件而运作。与之前的信贷限额制度相比，弹性信贷限额有了很大

的改进；从多方面来讲，弹性信贷限额的原则与前文概括的可行的国际最终放贷人原则极为

相近。然而弹性信贷限额只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才可找到。若资格条件足够严苛，将有

许多国家选择保持在体系外而不是选择改革以达到标准；这与令人满意的国际最终放贷人

体系是不相符的。

３７２

① 一个政策框架也可包含完备的类似担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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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鼓励措施使当事国将其基本法则与政策框架提升到高标准，以换取符合国际

最终放贷人的资格，这样做能够带来诸多好处；然而，这也会带来这样的损失———符合低标

准的国家被置于国际最终放贷人体制之外。因为一个工作力度强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选

择目标国家时十分严格，这就置多数国家于不受保护的状态；然而，一个保护多数国家的国

际最终放贷人机制对那些非常值得保护的国家所提供的保护的级别将非常之低，显得没有

必要。因此，我们需要适合不同国家能力的机制来提供最好的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国际最终放贷人的特征也视经济震荡的类型而定。在一种极端情形下———

全球流动性危机———一个众多国家均可享用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只提供基本的金融保

障，可能以实行国际友好政策为附加条件）能够使多数国家受益，即使这些国家的政策框架

低于标准，至少在这些政策框架下，当事国并不会被要求对震荡做出很大的调整，此类情况

并不少见。在这类情境下，将多数国家排除在外的成本会很高。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

仅发生在单个国家中的金融危机，他们可能因对该国基本面的担忧而引发，且可能需要相应

的调整———对资格确立严格的标准以确保能有效利用资源解决根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设定更高的标准。

从以上讨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旨在应对产生财政需求的经济震荡的国际最终

放贷人，必须以通用的资格前提和最少的组织体系为基础。弹性信贷限额就是一个完美的

范例。对全球流动性震荡而言，如继俄罗斯危机后新兴市场遭受的流动性“突然终止”，弹性

信贷限额标准或前文列出的资格条件就显得太过严格。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接近于这种状

况。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与这些国家债务的流动性状况有着很大的关联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Ｆａｒｕｑｕｅｅ，ａｎｄＤａｓ，２０１０）。对多数国家而言，低于弹性信贷限额所要求的标

准已足够符合成功的国际最终放贷人的标准了。同时，对少数国家而言，紧随危机而来的全

球经济萧条对他们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甚至债务重

组，而这可能需要事后条件限制。

总之，国际最终放贷人的资格限制条件与运行特点应依赖于震荡或金融危机的类型，以

避免不恰当的或过多的限制。在新的全球金融经济中反复出现广泛的流动性震荡的情况

下，一个与危机类型不相适的国际最终放贷人必定导致僵硬的、过多的限制。一个全能的国

际最终放贷人对资格人必定是严格筛选的，这就把那些可能从较弱且附带事后条件限制的

国际最终放贷人那里获得帮助的国家排除于援助之外了①。我们需要一个由一些专门的机

制整合而成的体系；该体系反映了促成金融危机的可能事件的类型，并考虑到了随国家财经

形势变化的过渡性渠道，以便在任何时候对各国采取恰当的行动。这样的体系也许看起来

很复杂，但一个简单的体系在保护能力或（和）救助国家的覆盖面上一定是无效的。

４７２

① 过多的条件限制也可能由一个旨在于危机时期用国家需求强加（事先或事后）外在条件限制的国际最终放贷人

引起，而实际上为了确保这一特殊的国际最终放贷人的有效运作，并不需要强加这类条件限制。这样的行动可能在那些

不愿进一步“优化”其政策框架的国家那里产生不必要的危机。经验告诉我们官方对最佳政策的评估并不是没有误差的，

这就要求在设置内在的———更不用说外在的———条件限制时需格外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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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兰德滋 阿里阿斯、鲍威尔和雷布齐（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ｂｕｃｃｉ，２００９）

将需要国际最终放贷人资助的经济体分为三类：

● 只存在流动性问题，不需要或极少需要调整的经济体。

● 为偿还债务而需进行调整与改革但不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的经济体。

● 同时需要调整和债务重组才能偿还债务的经济体。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描述针对三种情形的专门机制①。我将提出一个由一些专门的

国际最终放贷人或支柱整合而成的体系；每个国际最终放贷人或支柱用来处理一种类型的

金融危机或状况，并呈等级结构以适应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与能力。具严格资格要求的上

层国际最终放贷人包含较强的自动支持和较弱的事后限制②。当一个或多个状况出现时，每

个国家将有机会向与其层次相符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求助。对状况的确证需要人们做出判

断。如果该判断不是基于客观指标做出，它就可能被政治和经济因素所累。为此，只要有可

能，客观指标可用来作为引致状况存在的间接证据，使相反的主张不得成立。

流动性机制

一个值得特别对待的重要状况是广泛的流动性混乱或流动性的突然全面中止，国际最

终放贷人体制可以基于如新兴市场债券指数那样的指数化信息来确认状况。经由这些指数

测量的流动性机制（它可被系统性的流动性资金短缺而激活）将以情况紧急为由大力提供资

金。位于基本层次、对受助资格要求最低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将覆盖所有信用良好的国

家［即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项条款（ＩＭ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Ｖ）咨询且没有拖延欠款的国家］，

给予这些国家以自动获得一些贷款配额的机会（利率很高，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对稀缺资金的

不必要使用，但紧急状况除外）。更高等级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则附有更多的与良好的基

本面、政策框架相关的资格要求（与低的多边信贷风险）。这一机制将把那些存在着偿付问

题风险的国家排除在外（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ａｎｄ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２）。处在这个层级的国家将

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那些能承诺在市场上兑现国际抵押品（如主权财富基金资产）

的国家可获得额外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机制的设立，可减少单个国家积累过多的国际储

备来自我保险，这种做法在财政上成本高，而且有可能扰乱金融体系的稳定③。

国际金融安全网未能使国际社会免遭全面性流动危机：已有机制大多适合于单个国家

对调整的可能的需求，而不适用于在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大量提供资金的情形。最近

的全球经济萧条使弹性信贷限额机制得以产生。弹性信贷限额为少数国家提供不附任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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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正如一个被认定为流动性危机的现象可能发展成为或转变为需诉诸其他机制才能应对的偿还能力危机一样，不

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的期待和原来所诉诸的机制都可能需要修正。

我在２００９年准备了本提议的第一份草拟稿（ＩＤＢ，２０１０）。写完了这个草拟稿后，我注意到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研究人员论文（ＩＭＦＳｔａｆ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也就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以及国家使用这些机制的资格要求提出了种种设想

方案，这些设想大体上和我的设想是相容的（尽管不能与债务重组功能整合为一体）。

在那些促使储备金积累的是出口的增长而不是风险管理的国家中，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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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资金，但它并非专门设计用来处理流动性危机。本文提议的流动性机制的最主要的贡

献在于它能提供覆盖面甚广、自动的金融支持，而这一金融支持是由系统流动性危机的客观

指标所引致的。

要查明金融危机是否能单靠提供流动性而得以解决十分困难。虽然或许值得尝试这一

温和的解决办法，但流动性机制仍应考虑：这一办法并不能解决危机时需增强偿还能力的

可能性。弱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会指示这样的假设。若增加流动性不能解决问题，则有必

要进行调整。

调整机制

我以这个例子为开端：债务可持续性指标表明调整与改革足以确保偿还能力，这样就

没有必要进行债务重组。然而，唯有在当事国达到最低限度的基本面标准且其政策框架与

负债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才可以不考虑债务重组的必要性。在一种极端情形下，调整机制

可包含符合弹性信贷限额精神的高层级机制；该层级被设计为在应对一切负面经济冲击时，

唯有在借款人达到严格的前提下，才给予其大量的资金援助，且不设置任何事后限制条件。

较低层级的调整机制则可服务一切达到了满意的基本面标准且具备符合要求的政策框架的

国家。这些层级的调整机制具有如下特点：它们所提供的应急自动资助资金更为有限，且

对受资助国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得到资助后必须进行经济调整与政策改革（希望受资助国

不会走到非进行债务重组不可的地步）。我们设置多个低层级的调整机制，各层级对应依据

合格要求的强度而确定不同的自动应急资金支持水平。这种层级制方案的优势在于它给大

多数国家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这些国家无法达到顶层调整机制所设置的资格，从而无法获

得顶层机制提供的自动应急支持；然后，该方案以无缝链接的方式策划带有事后条件限制的

传统型稳定方案。

调整机制在使那些预先选择好的合格国家能够获得第一笔不附带条件的贷款方面已取

得了重大进步。而关于如何形成预防性临时信贷限额以补充弹性信贷限额的争论似乎指向

了预付财政资助与事后限制两者的结合。这个提议支持了这种趋势并突显了机制的层级结

构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特殊的偶发事件也可被这一调整机制包括，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在前述机制提

供的借贷之上，还可能出现更多的追加借贷。例如，一个补充机制可与这样的偶发事件建立

关联：在这些偶发事件中，对当事国的首要冲击是外生性的（如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这一

机制可使当事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应急提款权，而那些由更多与不完善的政策框架相关联的

国内事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国家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机制将承认在这个偶发事

件的背景下，事后限制对当事国成功应对冲击来说可能并不十分必要。关于这一点，该提议

的创新之处是机制适应不同国家的能力且需要依据导致金融需求的冲击类型而设立。当

然，像这种为具体事件而设立的专门机制也可以层级形式组建起来。

虽然很难弄清楚是否需要债务重组以重获偿还债务的能力，但通常随着调整效果信息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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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开与市场对当事国发展的反应，这个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朗。如果市场预期债务重

组，行动迅速至关重要，必须赶在金融形势变得明朗之前行动。实际上，债务重组通常需花

费太长的时间而不能得到实施。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多边机制帮助那些没有成功实施调整

计划的国家过渡到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机制

我们需要一个债务重组机制。债务重组与“破产保护”可能由那些向国际最终放贷人寻

求保护而不受借贷人和其他索要者损害的国家而引发（这些国家同时放弃了其他机制）。但

是，国家在重组其债务时往往出现高成本的拖延问题。弱的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以及人们对

在此前的机制下能否进行有意义的调整和改革从而避免债务重组这种前景所持的消极态度

也可能促使当事国转而求助于债务重组机制①。

适用这个机制的资格应尽可能宽泛，只需排除那些不在多边国际最终放贷人规则下

运作的国家（如脱离了第四项条款中的谈判的国家）。在此机制下，国际最终放贷人将确

定是否需要进行债务重组，也将对临时融资、调整及使用限制权的债务重组进行管理。对

债务重组的合法性与进展的认可就等同于宣告“可谅解性违约”（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Ｖａｎ

Ｈｕｙｃｋ，１９８８）。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不偿债或对资本外流进行紧急控制的声誉成本；如

果这些做法是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条件限制的一部分，它们甚至可以把声誉成本降到

零点。

这个机制的新奇之处在于它将债务重组置于国际最终放贷人的保护伞下，并通过一个

合理的债务解决办法提供资助来处理重组问题，而不是假装调整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获清偿

能力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在该机制下，一旦发现调整不可行时，便由市场来决定哪些没有清

偿能力、哪些具有清偿能力。本研究呼吁重新考虑２００１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的导致

放弃主权债务重组机制（ＳＤＲＭｓ）的讨论，这次我们将主权债务置于国际最终放贷人对合理

债务的资助这一背景中去思考问题。

实施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

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需面对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这个体系必须面对

的一类问题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要求国际最终放贷人采取灵活政策的政治压力。在这

方面，自动性与客观性因素———规则而不是自行决定的自由———是有益于解决问题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２００９）。一个具有这类性质的特别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取消不再符合标准的国家

的资格（如一个在半年度评估中得到消极评定的弹性信贷限额国家）。虽然这个决定不可避

免地向市场传递了信号，但优惠政策的逐渐取消（如通过降低放贷最高额度、大大增加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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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拖欠债务（这使当事国不具备诉诸其他机制的资格）也可以成为启动该机制的一个征兆。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

于本着诚信原则与民间债权人进行谈判的常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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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两者同时并用）是有助于过渡的。这一分层级方案还可通过更顺利地过渡到较低层级的

做法帮助解决国家退出或取消国家资格的问题。

另一个困扰该机制的问题是加入一个提供紧急资助的项目，可能导致名誉上的消极影

响。加入这样的项目表明当事国的虚弱，这导致了临时信贷限额及其前身———弹性信贷限

额机制———的彻底失败，使它们无法吸引到客户；然而，这些机制原本是可以阻止危机发生

的。虽然弹性信贷限额机制只是针对被选的群体而设立，这样做有助于减小污名问题带来

的损害，而且它也已经吸引了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波兰）；然而，那些具备最强有力

的政策框架的国家尚未加入，而且名誉影响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克服尚不清楚。目前，有意向

的国家都是被秘密邀请做出非正式申请，申请结果也是私底下相互沟通；这样做是为了不给

遭拒绝的国家带来名誉上的损失（除非在申请过程中泄露了信息）。然而，除非那些实力最

雄厚的国家也决定申请加入，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将允许污名问题继续存在。一个公开了

准入资格标准的体系可以增加人们的信心，也很可能是进步的体现，但它改变不了实力最雄

厚的国家仍可能不参与其中的事实。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透明的体系是正式产生并公布具备

资格国的名单———即单方面给予一些国家预选资格———确保那些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在名单

中。通过主动出击，按设定的标准产生每一层级的资格国名单，这个选择方案将减少或解决

污名的问题。然而，这样的体系也将公开地辨别出每一层级的不合格的国家。这表明该体

系虽然优于目前体系，但却不会受到一致的好评。

历史上，国家从不依赖这些机制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不信任：当事国需要资金救助时，最

后时刻总有阻止拨款批准的障碍出现，总有一股力量要求获取（也许与资金问题不相干的）

附加条件。为每一个国际最终放贷人层级的自动预付资助预先设定资格，将为资格国消除

这个忧虑（如果预选资格是单方面主动给予的，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根本问题）。尽

管如此，对事后条件限制的不确定性仍存在。新的高层级弹性信贷额以事前条件限制为基

础，不附带额外的启动该机制的条款；它可为一些符合资格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即

使是符合弹性信贷额资格的国家也对那些每半年需重新认可的标准存在疑虑：他们担心会

失去资格国的地位。尽管对限制的设定与核实增补了灵活性，不具资格的国家仍要面对多

数与过去相同的不确定性问题。信任可以通过增加透明度将受托机构整合进程序这一途径

建立起来（这个角色或许可由多边发展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来充当）。

彻底改革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国际破产框架与主权债务重组

在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中，尚没有与处理破产诉讼法规相类似的法规与可执行的法律

存在。当债务清偿与债务积压成为人们首要考虑的事情时，这便极大地限制了国际最终放

贷人的作用。当一个国内机构正在经历破产时，效率原则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与债务重组，但

国际最终放贷人不能靠传统的法律工具产生这些结果。对当事国进行附加条件限制的资金

援助可以使危机解决方案朝着最佳方向发展，但它不能保证解决方案在类似破产的法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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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个意义上而言是可行的，因为严格的限制可能不被履行，而弱的限制必定效果甚微。对

民间债权人行为的管控似乎显得更没有效果。私营部门在国际最终放贷人中发挥有效的参

与作用受到了阻碍，这造成了严重后果，因为私营部门资本流动的总量使他们在遏制流动性

危机和管理偿还能力危机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因为主权的存在，提议创建、授权类似于国内法庭的国际破产法庭是不切实际的。即使

主权国努力尝试事前通过协议同意让与一些主权优先权，以使国际最终放贷人国家限制接

近于法律框架，也不能强制各国履行对这一让与的承诺。然而，就国际借贷人而言，按破产

准则授权国际最终放贷人的国际法律改革无论从条约上或是契约上看都是可行的；同时，它

也可能带来重大的进步①。这样的法律对政府而言可能没有约束力，但它可约束民间债

权人。

当处于欠债情形下需对调整进行资助时，国际破产机制的缺失在这方面制造了两个重

大的限制。第一，利益相冲突的借贷人和其他利害相关者不能被强迫进行合作。国际最终

放贷人除了进行协调外，不能剥夺债权人搭便车和要求兑现的权利；它也不能强迫债权人按

兵不动地等待可行的债务重组安排被设计出来，并在有效的规则下得到各方同意的（债务偿

付的僵局）。为了实现有效的重组，借贷人之间的协调是必要的，但这一点还不足以实现有

效的重组。第二，在重新组织期间，因为没有法庭有能力批准应急贷款的优先权，很难获得

新的借贷；这样就几乎不可能吸引新的私营部门的资金加入进来与国际最终放贷人合作（对

这一点的强调见ＢｏｌｔｏｎａｎｄＳｋｅｅｌ，２００５）。当缺乏法律效力时，国际最终放贷人只能使用间

接方法影响民间借贷人，例如，尝试对集体行动的财政资助，希望他们能协商出一个理性的

反应，正如处理逾期欠款的情形一样。如果没有任何激励私营部门参与的机制，国际最终放

贷人可能阻挠整个合作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主权债务重组机制（ＳＤＲＭ）的提议代表了一种温和的尝试：制定一些促使

债权人针对债务重组采取集体行动，以便在不侵犯债权人权益的情况下克服这些限制的规

则（如延缓付款和诉讼或对旧债给予低级别定位）。但这一尝试仍然不能有效地克服以上两

个限制②。

现在的情形是，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国家只能使用一些笨拙且互相冲突的工具———

如延期还债和匆忙安排的债务重组———来控制资金流动。诚然，人们对后布雷迪时代证

券化了的债券持有者阻碍集体行动发生致使主权债务重组谈判崩溃和债务延期不还长期

化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债务交易也确实得以实现。然而，即使在最佳情况下，基于（一

些合格的多数）“不能拒绝”的提议而达成的重组协议也属于违约；这种情况下的重组协议

即使没有拖延的后果，对将来也存在令人不愉快的后果。像逾期欠债一样，对国家实施资

９７２

①

②

联合国安理会（Ｕ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保护伊拉克石油资产不受国外债权人损害的先例，在所有成员国的司法权

内均有效，这提供了现存制度当如何塑造这一法律改革的典范。

这个提案确实提出了中止付款构想（“杂烩锅”规则）。然而，即使是这个较温和的提案也被搁置了。国际社会接

受的是使用合同方案，在新的债权发行中加入集体行动条款来解决问题，这一做法已经成为现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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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流的管控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如果这样的管控破坏了金融一体化，

它也可能对将来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如果一国正努力并真诚地着手于重组工作，国际

最终放贷人可通过借款给逾期欠债国，帮助它减少一些因延期还债而带来的声誉成本。国

际最终放贷人也可通过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启动借贷，宣布特定的应实行资本外流限制的

金融偶发事件的发生，为身陷此境况（“可谅解性”资本管控）的实施管控的国家提供保护措

施。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依赖于单个国家单方面违背他们的义务且生活在法律及名誉受

损的后果之情形中。

在危机时期，要避免逾期欠债或强制性债务重组并实现金融流动管控与资本外流管控

的最干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一国无足够的能力偿还其债务时，按照类似国内破产法庭的停

止指令之规则，赋予国际最终放贷人批准中止国际还款的法律权力。通过这种方式，国际最

终放贷人能为“可谅解性”违约提供一个标准。同时，那些没有达到标准的国家和单方面违

约的国家也将被国际最终放贷人视为投机分子，这样就可以增加那些不合理违约行为的名

誉成本。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违约行为以及债务重组术语，使低违约成本只适用于按技术

标准衡量并由国际最终放贷人确认的债务重组，这对于确保由国际最终放贷人执行的有条

理的解决方案提高事后效率但不会转变成投机违约行为的鼓励因素来说至关重要

（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７）①。

从法律上中止付款与资本外流的能力，提供了重组时使主权风险置于掌控范围内所

需的弹性，因为一个多边国际最终放贷人是一个没有受主权偿付意愿问题困扰的国际调

解人（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ａｎｄ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２）。赋予这项权威将从三方面给予国际最终放

贷人某些权力。第一，它将使国际最终放贷人能够自动提供资金，而不必担心这一借贷导

致资本外流增加，从而失去真正的效果。第二，它将有助于协调借贷人与投资人，为所有

参与者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适当的债务重组问题争取时间。第三，通过规定取消基于适

当的债务重组协议之上的付款中止之条件，它将为国际最终放贷人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以

确保调整与重组的成功。这一点值得详细讨论，因为它是这一激进的法律改革带来的主要

好处之一。

如同国内破产处理一样，利害相关者需在调整与债务重组上达成全面的方案。国际最

终放贷人旨在促进这样的重组：它以服务国家最高利益的方式结合了国家调整（包括政策

改革）与债务重组。这一组合可能以多种方式出现瑕疵。债权人之间不妥当的协调可能导

致混乱。短视的政府可能倾向于过分减少债务，从而损害国家将来的融资前景。还有一种

情况是重组协商太晚了，因为政府不想面对政治成本，而是选择“为复活赌一把”，这样就导

致了无效的调整（Ｓｔｕ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７）。那些有着不良政府的国家就可能

在过分减少债务后进行过度的调整。

即使债权人之间能够进行完美的协调，政府也以国家福利最大化为目的行事，借贷人与

０８２

① 如果不加区别地降低违约成本，违约激励将增加（Ｄｏｏｌｅｙ，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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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通过双边协议同意减少债务的做法可能太过简单，也无法消除不良债务的积压影

响①。如果国际最终放贷人的融资被认为依一国重组后的财政需求而定，这个可能性就非常

明显，典型的例子就是富裕的第三方在双边协商中占便宜。在找到令人满意的一揽子调整

与债务重组协议并得到借贷人同意之前，保持付款中止的能力以及在当事国未能以建设性

的方式进行调整和债务谈判时具有取消上述中止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将为国际最终放贷人

在调整和债务重组过程中提供强有力的杠杆。

这一法律改革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国际最终放贷人具备给予新的临时借贷的优先权的能

力。一个不同于前文中论及的自愿性新融资的选择是寻求法律优先权的替代者，法律优先

权的实施成本或者很高，或者难以企及。如果这样的替代者是基于官方担保之上的，它们就

成为国际最终放贷人的或有债务，因此，这样的替代者是高成本的。如果法律优先权的替代

者是基于保险合同或债务契约中类似保险的规定之上的，它们就很难实施，而且还通常会被

目光短浅的政府基于人们对传统保险的厌恶情感认为成本太高。更为普遍的是，由于现存

借贷人的债务已受到拖延，他们采取法律干预措施从而使新的借贷人可能无法提供新的资

金。法律优先权可通过建立内置保险机制得以解决。由于金融危机时人们期望的常规债务

成本的降低会引起更大的扩散效应，当事国将支付（强制性的）保险费，从而使风险的成本配

置与收益配置相一致。

通过为新的自发式市场融资创造条件，这一法律权力将充当强效催化剂的角色，减少国

际最终放贷人所需的财政资源。在极端情况下，国际最终放贷人将会把注意力放在管理上

而不是融资上。在批准新融资的优先权的法律权力缺失的情况下，新的资金将可能一直来

自官方，且需要政治协议以持续保持大量基金的存在。

多边发展银行在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中的支撑性作用

官方国际最终放贷人包括多边和双边机构。多边发展银行是国际最终放贷人的天然组

成部分，因为它们是在发展的目标指引下运作的，而这些目标决定，只要借贷具有高的社会

收益，多边发展银行比私人部门的放贷人更愿意在风险较高的环境中提借资金。与此不同，

私人部门放贷人需要获得大量的承诺后，或者需要百般劝诱，才会在金融危机之时放贷。在

困难时期或危机时期，损失的风险很高———但相应的遏制损失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也很高。

同时，鉴于多边发展银行处于各国偏爱的债权人地位，他们更具追讨回风险资本的执行能

力，这使他们更能承受风险。在高风险情况下，如经济严重衰退期或金融危机时期，多边发

展银行与民间借贷人的区别变得很明显。

这些区别解释了为什么民间借贷是顺周期循环的，而多边发展银行提供的借贷则是反

１８２

① 在缺乏风险共享特征如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证券时，经谈判形成的债务削减可能太有限，以至无法使借贷人

以后索要较高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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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循环的。历史记录与计量经济分析证实了多边发展银行的反周期性借贷，填补了民间

债权人的收缩所带来的空缺（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ｒｉａ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６；ＬｅｖｙＹｅｙａｔｉ，２０１０）。在

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里，与民间拨款股份相比，多边发展银行的贷出资金在经济衰退期有很大

的增长，而在经济复苏时则相应减少①。更需注意的是，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里，多边发展银

行拨款的水平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关系。

尽管居于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功能中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与体系中其他国际最

终放贷人的协调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问题在于，在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时期，多边发展银

行的反周期积极作用能否在上文中提议的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下继续发挥那样的作用。就

以下几点而言，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 国际最终放贷人只在极端的金融形势下才可使用。多边发展银行调整具体的发展计

划与政策改革，使之与国家的经济状况相符合；调整的手段包括在促进经济恢复的财政空间

内制定有效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或在确保发展价值的同时限制经济紧缩的规模。

● 在一些方案中，多边发展银行可被动员起来成为国际最终放贷人的合作伙伴。因为多

边发展银行愿意在金融危机时期借贷并且长期有这样的意愿，所以，在正常的业务运行中，

他们依然是国际最终放贷人的合作伙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向某个国家提供充足

的资金，它或许不能充当国际最终放贷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可从作为国际最终放贷人

（明确的）合作伙伴的多边发展银行那里获得收益。对一些小国而言，可以把国际最终放贷

人的功能委派给多边发展银行，并使多边发展银行受国际最终放贷人的监督（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Ａｒｉａｓ，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ｂｕｃｃｉ，２００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许发现这样的做法更为实际。国际

最终放贷人会因国家不具资格、名誉受损或不信任而失去机遇；在这些情况中，与多边发展

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对产生建设性结果是必要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一些特殊的

国家遭遇偿还能力危机时，多边发展银行的参与有助于建立大家对国际最终放贷人调整与

债务重组的信任。

● 国际最终放贷人对向国家提供更大的金融政策框架以构建危机政策至关重要；多边

发展银行在经济困难时期被动员起来，在给定的金融政策框架下参与公共部门活动的实际

再分配。他们通过项目与政策性贷款（包括重新形成借贷投资组合）发挥作用。他们对总体

公共开支框架的关键方面发展的完整性给予支持，而若无此支持，这个总体公共开支框架在

面对财政调整的压力时可能会崩溃；他们帮助设计并保护了那些控制经济萧条、影响到贫民

和将来世代的社会项目；他们还护卫了那些有可能成为无序调整牺牲者的投资项目与政策

改革。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波动性（这是导致他们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多边发

展银行承担起这些责任对经济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一个只关注宏观经济平衡的国际最终放

贷人是无法承担起这些责任的。多边发展银行的参与将减少对国际最终放贷人调整附加条

件的需要。

２８２

① 这个模式表明多数国家逐渐增强的金融一体化趋势将引起对反周期性资助的需求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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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时期也可为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创造机遇，这些改革包括通过政策性贷款

而实现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若没有危机，这些改革或许不会被实施。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负责短期内对预算方案的监督；多边发展银行则关注能为财政政策提供更佳准则的

改革方案。多边发展银行可设计某些财政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可以服务于国际最终放贷人

体制下的财政调整这一目的，而且还可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多边发展银行的参与将改善国

际最终放贷人的条件限制机制。

在所有这种非同寻常的融资情形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多边发展银行需在总体借贷

计划的情境中采取联合行动，确保国际最终放贷人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特别重要的是，多

边发展银行应克制自己的借贷行为，不应在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覆盖的情形下比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更为宽松，因为这样的竞争势必撼动整个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当

然，这就等同于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比多边发展银行更为苛刻的话，国际最

终放贷人体系就遭到动摇。）总而言之，一个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的建立需得到所有多边参

与者的同意与协调行动。例如，一旦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得到各方同意而成立，向多边发展

银行寻求超常融资的国家就可能被要求达到诉诸国际最终放贷人机制的资格标准（如果他

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以便在确定超常融资的条件和要求时，国际最终放贷人评估可成

为考虑因素。这个协调程序也将加强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的成员能力，保障预选资格，而这

两者对危机预防与危机缓解工具的成功运用是十分关键的；在危机预防与危机缓解工具中，

迅速性与确定性至关重要。

在本章提议的这样一个多层级的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中，国际最终放贷人的评估对一

个愿意维持适当弹性的多边发展银行而言极其有用。例如，我们可以强烈地期待，一个达到

高层级要求的资格国（如一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持续弹性信贷限额安排的国家）应有自

由获得特殊融资的机会。与之形成对比，一个甚至达不到最低层级要求的国家将不能获得

这样的融资机会。如果多边发展银行没有对总的结论做出预先判断，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

负担，人们不得不提供证据推翻基于宏观金融指标、其他与宏观经济结构性政策框架相关的

指标与国家信贷声誉的市场指标而做出的一些假设。在其他不易辨认情形的例子中，国际

最终放贷人的地位在形成对多边发展银行的评估方面则不那么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

关注的是短期的发展，而市场只关注商业借贷风险，这意味着两者都可能忽视长期的可持续

性问题和发展问题，而这恰是多边发展银行所考虑的。

结语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发展，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越来越需要一个国际最终放贷

人体系来处理金融危机。解决流动性危机与偿还能力危机的多边进展反复无常，人们并没

有对这两者做出有意义的区分，尤其是还没有形成主权债务重组的框架。本章所提出的方

案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拓展２００９年提出的建立长久解决全球危机的机制之倡议，这些方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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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是基于这些倡议提出来的。

本章所遵循的策略是改进国内最后借贷与破产解决方案的传统机制，以使多边机制能

产生一个可行的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本章提议建立一个由若干专门的国际最终放贷人机

制整合而成的体系，以解决随形势与危机性质变化而产生的流动性、调整和债务重组问题。

每一机制呈层级结构，设有明确的预选资格标准，以满足国家的不同能力的需求。在所有情

形中，这些机制能提供足够的预付资助，以便不间断地安排一个国家方案；如有需要，这个国

家方案将受最小事后条件限制的约束。

诉诸机制的资格依赖于一国的基本面与金融危机的性质（是流动性危机还是偿还能力

危机以及是系统性危机还是个别国家的危机）。例如，一个旨在覆盖系统流动性危机的机

制，将在监督下查明需要诉诸解决偿还能力危机机制的个案，并为几乎所有有需要的国家提

供大量的应急贷款。与此相反，由不完善的经济基本面引起的独特的金融危机将通过一个

调整机制得以解决。除了是最具筛选性这一点外，这个调整机制将把财政支持的一部分与

事后条件限制挂钩。

本章也提议进行使债权人中止兑现并弱化还债优先权的法律改革，就像处理国内破产

一样，当有必要进行债务重组以重获还债能力时，便可授权国际最终放贷人促成有序的解决

方案。这一改革将使高效的金融重组———包括吸引（高级别的）新的民间借贷———成为可

能，从而将国际最终放贷人的金融参与降到最低程度。这样，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下，旧债将

被稀释；国家与债权人的事先激励措施也将趋于一致。债务重组机制之被启用，仅仅或是在

需要“破产”保护的国家要求的场合下，或者在其他机制都被证明不足以对付具体国家的金

融危机时，由国际最终放贷人呼唤所致。国际最终放贷人将设定构成“可谅解性违约行为”

的标准，并运用自身的金融影响力帮助国家进行调整以重获偿还债务的能力。从而在不必

要的违约曝光的同时减少合理重组的成本。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居国际最终放贷人体系的中心，但多边发展银行可在此体系

中发挥支撑性作用。所有参与到该体系中的机构必须共同行动，相互强化国家诉诸紧急机

制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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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管理及其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乌代比尔Ｓ·达斯　迈克尔Ｇ·帕佩约阿鲁

吉列尔梅·裴德拉斯　维威克·苏里　费塞勒·艾哈迈德

主权债务作为一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框架的关键性构成要素历来备受关注。以往的

金融危机确实是由债务危机引发的。政策制定者与金融市场近来提高了对主权风险的关注

度，这是源于人们意识到如何管理债务对整个公共部门决算的健全性与偿付能力的影响很

大。债务管理也被视为是提高主权信用度与声誉的重要因素。同时，它也是影响债务资本

市场与公共债务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债务的剧增及人们对近期危机可通过

金融体系在欧元区扩散的担心已经加强了人们对债务管理的这种认识。

本章将探讨公共债务的水平与管理和金融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阐释两者通过何种

渠道相联系。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表明，债务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应在债务管理对政府收支

平衡、宏观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影响的层面上，仔细分析债务管理战略更深远的意义。

已有的大量文献考察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如何影响一国公共债务结构以及财政政策

和债务最终水平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然而，就我们目前所知，研究者还没有对债务及其

管理是如何影响金融稳定的问题做全面的分析①。此外，只有最近的一些研究才明确承认了

国内公共债务的恰当管理对促进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所发挥的作用。瑞恩哈特和罗格夫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９）指出，国内公共债务违约和重组的案例与国外公债违约和重组

的案例相比要常见得多，这意味着国内债务应当受到更多关注。

阿伦等人（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２）提出了一个通过考察经济体中跨部门平衡表不同组

９８２



①

本章由作者正在进行的一项对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跨国债务责任管理操作经验以及它们对公共

部门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的意义的研究发展而来。本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所有，不应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其执行局或管理人员。

一些研究考察了把（公共）债务用作旨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的战略性政策构成成分的贡献。例如，阿巴斯

和克里斯滕森（Ａｂｂ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７）发展的模型表明，适度的债务水平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更高水平的债务

则损害了经济增长速度。他们总结认为，如果国内债务是可市场化的并且部分国内债务是在银行系统之外被持有，它就

能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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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意义，来探索债务投资组合管理和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之间联系的分析框架。在这个

分析模式中，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被解释为在外生性冲击下经济体不同部门平衡表脆弱性

的函数以及这些发生在特定部门的脆弱性外溢到其他部门的方式。罗森伯格等人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５）则探讨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与债务相关的脆弱性在新兴

市场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然而，缺乏充分的数据仍然对这种分析构成了严重的限制。珍纳和古斯辛纳（Ｊｅｎｎｅａｎｄ

Ｇｕｓｃｉｎａ，２００６）使用了一个涵盖１９个新兴市场国家自１９８０年来的政府债务数据库。他们

呈现了有关债务结构的事实，而且表明世界不同区域国家间的债务结构相差很大。古斯辛

纳（Ｇｕｓｃｉｎａ，２００８）使用同一数据库说明一国债务结构通常反映了这个国家最近的宏观经济

背景，而这一背景对金融稳定具有重大影响。

虽然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模式考虑了封闭型与开放型两种经济环境，但这些模式主要运

用于开放型经济环境，因为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中，研究者能更好地处理资本账户危机发展的

动态进程。然而，在固定兑换汇率或者汇率债券安排下，扩张的财政政策等因素导致国内债

务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而这也可引发通货危机，同时出现此起彼伏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和大

规模的宏观经济失序。当资本控制无效时，金融稳定会因外汇储备的耗尽而折损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虽然这再次涉及债务水平的问题，但它凸显了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管

理体制对公共债务管理的限制。公共债务管理意味着在宏观经济政策所允许的成本风险限

制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合。从长远看，在不健全的政策制定环境下，即使是最优秀的

公共债务管理者也无济于事。

在战略层面上，债务管理以多种方式在保障一个健全的政策框架的经济收益上发挥着

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改善债务结构是对危机后财政政策巩固以确保经济强劲复苏的重要

补充措施。其次，当这些改善在最适时的机会（即在周期复苏阶段）实施时，可以以相对较低

的成本加强反周期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有效性。措施包括：用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债务替

代以外币或与外币相联的货币来计算的债务；在成本合理的情况下延长债务组合的还款到

期年限；对各批债券还款到期做错开安排，以避免出现扎堆的再融资需要的出现；扩宽投资

来源面，例如，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债务市场。

这项任务在操作上十分复杂，要求债务管理者作出艰难的权衡。例如，避免大量债券扎

堆到期这个目标，或许就不得不与设定足以确保证券流动性的债券发行量这个目标权衡加

以评估①。

对债务管理者来说，一个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具重大意义的复杂的战略问题是通过

吸引外国投资者以扩大投资来源的基本面。最近，有一些研究关注外国投资者在降低主权

债务发行成本中发挥的作用。例如，佩里斯（Ｐｅｉｒｉｓ，２０１０）估算了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对新兴

市场政府债券收益的波动性与水平的影响，并得出了外国投资者显著地进入可以减少借款

０９２

① 通过使国内债务被用作央行借贷窗口的抵押品，流动性经常也能够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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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结论。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也需注意到把吸引外国投资者作为扩大投资来源基本面

的战略所带有的成本风险的权衡问题。

在理想的环境中，债务管理者应可发行为外国投资者所需要的低成本证券，这些证券之

所以成本低，就在于它们具有这样一种负债结构，它们的投资者的退出与宏观经济风险因素

或诱发其他投资者退出的因素负相关或弱相关①。如果债务管理者不能做到这一点，从把债

务卖给国外投资者所要承担的风险这一点看，低成本发行债券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

在有些情形下，国外放款人对长期债务工具的需求作出了贡献，但在其他情况中，他们可能

更偏好处在收益曲线上那些由主权国家承担了巨大融资风险的位置；在国内债务的场合下，

他们可能会要求债券与汇率或通胀率挂钩。根据一国具体情形和商业周期所处的阶段，这

样做的风险可能会很高。在保持资本账户开通的条件下，倒汇投资者能因相对较低的利率

而买入，但这样形成的债务的期限通常是非常短的，而且如果宏观经济条件恶化的话，这些

债务的外国投资者常常很快地选择退出。因此，在筹措并管理公共债务上，外国投资者投资

于国内债务市场的规模和性质需要得到认真地评估。

除了通过长期的行动计划取得战略改进外，债务管理者也可通过战术上的决定在稳定

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战术性的市场干预下的积极债务管理能够服务于稳定市场的目

标，例如，通过向外界发出债务管理者有决心并有能力保障其对投资者的责任的价值这一明

确无误的信号就是一个很好的战术性市场干预手段。另外，债务管理者对另寻债务重组战

略对市场预期影响持谨慎的观点，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根据（Ｋｕｍｈｏｆ，

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０５）的观察，考虑到债务重组与债务违约对金融部门造成的潜在损害，债务管理

者在提议债务重组与违约上，比学术文献中的有关论述所提示的更为审慎。

本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定义金融稳定。第二节使用一般的概念语言，概述公共债

务及债务管理对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贡献。第三节深入讨论近期一些国家的经验，这些

经验阐明了通过哪些途径可以使良好的债务管理实践作出与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相辅相成的

改进，从而促进金融稳定。这部分也将概述对处于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这些因

素和途径所具有的不同关联度。第四节简要描述常用的降低风险的政策。最后一节为

结语。

定义金融稳定

金融稳定一般可被视为金融市场的稳定，体现为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指标的低水平波动。

这些指标包括价格、货币供应、对私营部门信贷、汇率、股票价格、债券息差、利率和跨货币交

换比率等。传统和直观的金融稳定概念集中考量单一维度（价格）和特征（低波动性）的相关

１９２

① 如同在战略资产配置中一样，风险对冲需要选择一个跨资产类别的投资组合，这些资产类别的收益之间表现出

负相关性或弱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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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相关的一些例子包括国内货币的名义汇率、股票指数、债券收益率、石油和大宗商品

期货、衍生品合约的套值（如信用违约互换或资产互换利差）。

然而，金融振荡并不总伴随着或产生于价格领域的波动，它也可能源于量域失衡（也即

供需失衡）。因此，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应包括做市商报价的买卖利差和关键市场交易量与营

业额所显示出来的规模和波动。

休本、凯克斯和辛纳西（Ｈｏｕｂｅｎ，Ｋａｋｅｓ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ｉ，２００４）提出金融在现代经济体中

的三个主要角色，它们可以形成一个关于金融稳定的更广泛定义。这三个角色包括：推动

实际经济资源在行为与时间之间的有效分配；便于期限转换以满足债权人和借款人的需求；

适当的定价和管理金融风险。

辛纳西（Ｓｃｈｉｎａｓｉ，２００４）经观察做出了三个能用于定义金融稳定的要点：

● 金融稳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覆盖了金融的不同层面（基础设施、机制机构和市场）。

● 金融稳定意味着资源和风险有效率地加以定价和分配以及支付体系运转正常。

● 金融稳定不仅关系到杜绝金融危机，而且还关系到金融体系防范、控制和处理各类失

衡的金融体系的能力，这些失衡可能对金融体系或经济过程造成威胁。

评估金融稳定的一个标准应当是金融体系能否实现资金的顺畅流动，这样，储蓄才能有

效率地导向投资领域。这一标准预设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管理投资组合的风险。考虑

到政府财政在大多数国家都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标准预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中

介机构愿意并能够持有低违约、低延期偿付风险和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政府证券应当具

有那些使它们成为标杆的特征，经济体中的其他（金融）资产的风险特性可以通过比照这一

标杆而得以测量。政府（尤其是债务管理者）在保障主权债券的低风险和高流动性上发挥关

键性的作用。

于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定义：“金融体系是在一定范围的稳定性。在这个

范围内，金融体系无论如何都能促进（而非阻碍）经济体的绩效，消除金融失衡，不管那些金

融失衡是由内生性因素引起的还是由重大的不利且非预期的事件造成的”（Ｓｃｈｉｎａｓｉ，２００４，

ｐ．８）。这个定义尽管非常灵活，但却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定量测量。金融稳定的概念需要

以具体的方式，解决外生性和内生性冲击对金融体系结构甚至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积极的

和消极的）问题。

公共债务、债务管理和金融稳定

政府财政状况、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绩效与前景是相互依赖的。这一联系在金

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痛苦地显现出来。这一点对银行尤为明显。银行通常（需要）持

有适当数量的政府债券。它们这样做有如下几个理由：节约股权资本融资成本，因为在这

一投资上风险权重通常为零；满足对流动性缓冲的监管和内部风险限制；满足与有资格投资

管制性资本工具的资产类型相关的管制型限制。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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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政府财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联系在整个经济循环中是互相对应的。在

循环的上升期，由于公共债券的低违约、低延期偿付和低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持有的政府

证券的质量非常高。另外，发行政府债券容易有助于使它们被确立为私人部门有效率定价

的（在繁荣期往往达到很小的定价区间）标杆。在循环的下降期，特别是在金融部门失序引

发的经济衰退的情形下，尽管很难确定是否能够维持政府债务资产质量，但它在遏制实体经

济和金融部门朝着恶性的方向发展上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对银行部门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这是因为无论是依据信誉还是流动性风险来衡量，银

行持有的私人部门债券的质量下降得很快。从一开始就不在好的状态的政府财政可能会使

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并且会延缓经济恢复。在最近发生的主要宏观经济—金融危机的事例

中，就包括一些公共债务结构处于薄弱起点的案例（如债务总值规模高，尚未偿还的公共部

门债务数额中的相当比例到期期限很短，或者太多的政府债务是浮动利率的或是以外汇计

量或与外汇挂钩的）。

薄弱的债务结构严重阻碍了主权国家实施有效的反周期性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能

力。市场参与者通常重新评估公共债务的风险，认定它们的评级存在着快速、大幅下调的潜

在可能性，而这限制了政府借债能力，因为投资来源变得狭窄了，并且公共债券发行成本增

加了。薄弱的债务结构还会大大加剧金融机构的收支平衡表、收入以及资本储备的压力，尤

其是当金融机构投资组合中的政府证券按其市场价格计量时，就意味着收入减少，而且，通

过风险权重的增加———对于在巴塞尔第二协议（Ｂａｓｅｌ ＩＩ）标准下，采用高级内部评级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ａ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ＩＲＢ）的银行而言———这也意味着资本的减少。最后，从投资者的观

点看，市场的悲观情绪可能缩小主权债券的投资来源，这又可能导致公共债务流动性的

降低。

经济衰退期需要对国家支持的银行进行系统性的清理和重组，这一局面限制了政府平

稳、可信地执行这些操作的能力，这大大地增加了危机的真实成本和财政成本。不断攀升的

成本反过来又对政府财政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可能产生一种恶性循环。这一动态过程的某

些方面似乎在近期的危机过程中已有所显现；在危机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实体部门和劳动力

市场遭受到的影响愈发严峻，这一局面与它们从一开始就比较薄弱的公共债务组合状态相

互助长，愈演愈烈。

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降低（图

１５１）。对于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该比例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这一局面凸显

了公共债务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日渐增加的重要性①。

一般而言，运转良好的政府债务市场有助于建立和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

３９２

① 这一模式表明近期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市场经济体对债券发行的需求增加，此外，它还显示了全球经济失

衡现象。在主权资产方，这些失衡体现为在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行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资产基础水平得到迅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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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１　若干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经济体政府

债务占犌犇犘比率（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７。

发展对确保经济稳定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健全的金融市场能使一个国家的储蓄更有效率地

流向投资领域。更有效率的金融市场还能为个人和企业提供超长期贷款。这类贷款有助于

以更稳定的方式促进投资，这样金融体系就能推动有效的资本分配和期限转换。相对与其

他国内债券发行方，由于公共债务具备的规模和更低的风险，它们是促进这一过程的适当工

具。这些债券工具的设计应有助于深厚的、流动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这样在经济活动中

私人部门的融资就能够以这一政府债券市场为基准。

债务管理者采取的措施与执行的政策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稳定。在管理近

期危机影响的背景下，他们所承担的角色已经获得了地位上的提升；在这些近期危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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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显著上升。债务水平的提高凸显了市场为了

满足政府更高的资金需求所承担的压力，这一局面会产生抬高收益率和产生次优债务结构

组合的风险（例如，由于受到了出售到期期限更短的债务存量的诱惑）。

在实现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债务管理战略是除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宜的政治环境

以及明智的政策制度选择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经济周期中的有利时机，它可被用来以

较低的成本降低风险。例如，在后危机阶段，财政巩固战略通常是保证经济强劲复苏的一个

核心政策要素。这一战略由于具有逐渐延长公共债务到期期限的有利影响而得到支持，从

而改变债务组合以利于用本国货币的名义发行的债券。

债务管理如何影响金融稳定：一些近期的经验

本节讨论债务水平与构成对金融稳定的意义。分析发现，金融稳定可被视为债务存量

水平、债务状况、投资主体来源、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以及制度因素的函数。接下来，我们将

分析这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公共债务存量

债务存量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金融稳定。首先，由于对决定债务工具价值的变量的

各种冲击可以影响未来的财政成本，债务存量能够影响政府的收支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为了洞察未来偿债能力的问题，应该实施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并对其结果进行严密监控。

高额的债务水平还应该促成降低可能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在极端情况下，还应产生重组

计划。特别地，如果债务过高，一国的主权信用在国际投资者眼中就变得不那么有保证了，

这可能加剧政府债务再融资困境所导致的波动，反过来又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金融不稳定。

其次，更高的公共债务存量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也更高，并相应地影响金

融机构收支平衡的健康。这一影响不仅取决于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数量，而且还取决于

该类资产的结构。

现行的债务存量经常是以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果。它不受债务管理者的控制，

也不是债务管理者的责任，但它却是债务管理者下达指令的重要缘由。债务管理者必须在

这些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约束条件下作出决策。一般情况下，债务存量越高，这些决策的影

响也就越大。

债务结构及组成

脆弱性的不同源头可能产生于债务的基本格局，主要取决于债务结构———债务工具的

构成以及债务工具的到期期限（Ｂｏｌｌｅ，Ｒ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ａｋｏｂｙａｎ，２００６）。不良的债务结构可能

成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渠道和源头（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４）。债务结构

不仅应对政府，而且也应对市场产生低度的风险。相关文献已经集中关注到了脆弱性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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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源头———外汇主导的债务以及短期债务（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ｕ，２００９；文献的简要概述可参见

Ｇｕｓｃｉｎａ，２００８）。

不良的债务结构会导致更高的利息支付。一般而言，成本更低的债务结构（如过度利

用外汇主导的债务）在受到意外的冲击时，将遭受更高的风险。过去，许多新兴市场经济

国家，特别在拉丁美洲，严重依赖于发行同汇率挂钩的工具。墨西哥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在１９９４年年底，一种名叫“Ｔｅｓｏｂｏｎｏｓ”的政府债券（与美元挂钩的国内债券）占

据了几乎整个国内债务的存量，而在一年之前，它所占的比例仅仅为４％。这一增长给国

际投资者拉响了警报。在１９９４年年底，墨西哥本国货币贬值。贬值导致国内债务存量显

著增加，并因而引发了巨大的金融动荡。不久之后，墨西哥的金融动荡蔓延到整个区域。这

一事件是一个薄弱的债务结构如何产生负面金融后果的鲜明案例（ＪｅａｎｎｅａｕａｎｄＶｅｒｄｉａ，

２００５）。危机发生后，为了在与债务相关的冲击面前不那么脆弱，许多拉美国家改善了他们

的债务构成，并发展了他们的国内债务市场（图１５ ２）；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上述情况也在

亚洲国家出现过。

图１５ ２　政府债务平均到期年限（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７。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拉美国家国内公共债务构成的变化，清晰地表明了这些国家为改善其债

务状况所做的努力（图１５ ３）。他们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减少发行与汇率挂钩的债券以及增

发与通胀挂钩的债券，这种做法使他们获得更长的还款期限，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债务风险。

这些战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降低外汇风险，也是为了减低再融资风险。

如果在有利于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外部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良好

的债务管理选择就有可能并且是可行的（图１５ ４）。当这些政策变化在应对国内外商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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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３　国内债务结构（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７。

性冲击表现强劲时，债务结构的变化被证明在更长时期内是有利于宏观经济 金融稳定的。另

一方面，单凭债务管理的努力是无法克服政策框架中的薄弱之处而应对周期性冲击的。

巴西逐步淘汰了与汇率挂钩的债券，因此大大减少了汇率风险。在过去的几年中，它一直

试图使用浮动利率债券和与通胀挂钩的债券，借此增加债务的平均到期期限。同时，它还试图

提高固定利率工具在债务组合内的比例。政府还通过以下措施增强债务管理能力：改善制度

框架；建立与不同细分市场特别是养老金的常态化接触机制；采取措施增加债务流动性。

墨西哥从２０００年年初开始经历了改善其债务结构的类似变化，增强了其应对危机的弹

性。墨西哥采取的措施旨在迈向为财政赤字进行国内融资、延长公共债务组合的期限结构

以及为国内债券发展出一条流动性收益曲线。伴随这些目标的是一项旨在提高债务发行可

预见性和透明度并为政府工具引入市场决策方案的政策。

在债务管理上提出可行的、健全的战略选择对宏观经济稳定和政策框架而言意义重大。

为了揭示这一重要性，我们还考察了墨西哥开始于１９９５年的发展过程。作为对１９９４年危

机的回应，墨西哥改变了它的名义框架，从固定汇率锚过渡为以通胀导向管理来锚定价格的

浮动比索制。稳定的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以及高比例且稳定的国内储蓄率可能是名义债券收

益率长期下滑的重要因素，它们还使债务期限得到延长，国内货币发行的债券数量得到增

长。这些变化降低了政府再融资的风险，并且也相应地降低了投资者扩张与再投资的风险。

在土耳其，由危机所引发的对债务管理的政策工具的调整增强了对金融冲击的弹性。

２００１年的银行业和汇率危机严重弱化了土耳其的公共收支平衡。政府通过发行（与外汇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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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



第十五章　
公共债务管理及其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图１５ ４　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宏观经济发展（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哈佛分析（Ｈａｖｅｒ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注：ＳＥＬＩＣ是巴西市场由一天市场利率均值导出的利率。ＣＰＩ＝消费者价格指

数；ＥＲ＝汇率；ＴＲＬＩＢＯＲ＝土耳其里拉参考利率。

钩的）政府债券来对银行部门进行救助，但救助却导致了公共债务激增、债券期限缩短以及

更剧烈的外汇风险。危机之后，降低高额公共债务所产生的风险成为保证金融稳定的一个

必要条件。在强有力的财政和经济增长绩效的背景下，审慎的债务管理为该国的主权收支

平衡以及金融稳定前景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尽管紧缩型财政政策的优化组合、利率下降以及经济的强劲增长有助于降低负债率，但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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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当局仍然搭了有利的宏观经济形势的顺风车，通过采取包括降低利率水平与利率波动在内的措

施，力图改善债务结构、降低风险以及提高金融稳定性（图１５ ５）。例如，与外汇指数挂钩的国内

债务的比例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６年减少了一半，从３２％降低到１６％，从而显著降低了主权债务所承

担的外汇风险。国内债务中的固定利率债务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２５％增长到４０％以上，而短期

债务的比例到２００６年中期时已经下降到不足债务总额的５％，比四年前下降了２０％以上。

　　　　

　　　　　　

图１５ ５　土耳其公共债务构成（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

资料来源：Ｋｅｌｌｅｒ，Ｋｕｎｚｅ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ｏ２００７。

注：柱形表示各年６个月的观察数。ＣＮＰ＝国民生产总值；ＹＴＬ＝土耳其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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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严重依赖短期工具的债务结构是政府债务脆弱性的根源，因为较短的平均期

限承担着较高的延期支付与再融资风险。在这些情况下，利率上升可能产生不利的财政效

应。期限过短或债务期限可能存在波动的债务结构会潜在地产生信心危机，投资者担心债

券到期时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买回债券，这一担心助长了对政府债券的信心危机。信心危

机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者担忧的程度，它们可能演变成在竞标中对国家金融工具需求的降低，

因而引发自我实现的预言。

设计能够减少这些风险的政策和计划是债务管理者的责任。实现这一责任可以通过以

下举措来实现：提前建设大规模的现金缓冲区；确保与现金管理政策的有效协调；不时地承

担为短期内债务扎堆到期债务先行融资所产生的高额成本，以消除在偿付期到来之际出现

的市场要求债务偿付这一状况的风险。

债务结构也可能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构成阻碍。例如，短期或浮动利率工具，往往降低了

货币政策有效发挥所需要的财富效应。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更大幅度地提高利率，以实

现对通胀水平产生类似的影响，从而对经济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如巴西、冰岛、墨西哥、英国和美国）的债务管理者依靠发行与通胀

挂钩的债券来满足其资金需求。汇率债券已被证明更具风险性，而且它有时还会损害金融

稳定，此外，短期债券也代表着更高的再融资风险。与通胀挂钩的债券倾向于会增加债务的

平均到期期限，而不会增加债务管理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由于一些债务持有人热衷于持

有这种工具，因此，使用该债券同样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投资来源提供了一条途径。然而，与

通胀挂钩的债券能够提高经济指数化水平，产生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债务管理机构应当仔

细评估这些可能会影响一国经济绩效的战略。　

投资主体来源

从债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一个理想的债务结构可能是一个固定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

的组合。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将怎样看待这一债务结构呢？

在大多数国家，金融机构通常持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公共债务。债务管理者必须承认，

他们的行动能够对这些机构的收支平衡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此外，由于金融机构间通常

存在较高水平的相互依存度，这一影响可能具有潜在的系统性意义。这一影响不仅在讨论

可能的主权债券管理和债务重组操作时而且在思考有针对性的债务构成时都具有重大

意义。

短期债务涉及更高的再融资风险，这可能会对国家的金融稳定性产生更高的风险。然

而，对债务持有人来说，长期债务可能代表着更高的风险值（ＶａＲ）。固定利率债券对政府的

风险较低，但对投资者而言，它却可能代表着更高的风险。为了寻求更高利润的个人投资者

如果提高了他们面临的利率风险，并且此时利率上涨，整体市场也就可能遭受损失，因为一

些机构为应对利率上涨而进行的平仓交易可能会引发其他机构风险阈值的产生（关于对印

度这一主题的更好的讨论，参见Ｓｙ，２００５）。债务管理者应该对这一风险抱有清醒意识并努

１０３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力进行监控。

这种风险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尤为相关，这些新兴国家的债务结构仍在进行结构性改

善。在这些情况下，原有的债务结构向更多的固定利率工具和更长的债券期限的债券结构

转型，对这一转型应加以认真评估。在巴西，债务管理者定期监控诸如ＤＶ０１①和市场风险

值之类的测量指标，如果利率上升或波动增加，这些指标会为市场可能面临的潜在危机提供

预警。对评估实施特定战略的意义而言，监控这些指标所提供的预警信息至关重要。

例如，在印度，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上半段时期的历史低位的利率引发了人们的忧虑：

如果利率上升，金融结构的定位（严重依靠固定利率的金融工具）可能代表其收支平衡上存

在着问题（Ｓｙ，２００５）。为了消除这一局面，政府在同一时期增加了浮动利率债券的发行。

结果，浮动利率在债券市场借贷总额中的比例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的１６％上升到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的２９％。

由于投资主体的来源通常包括银行、共同基金、养老资金、外国和散户投资者，债务管理

者必须在满足这些投资群体各方的特定需求与降低政府成本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这样做

需要更好地匹配各类投资方来源面的债务状况，同时还要通过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过多的市

场细分。

债务管理者不应忽视投资主体来源面的重要性。相反，通过发行针对特定投资群体的

工具以及努力提高特定群体对债务或特定工具的参与，可以使他们能够在深入发展投资主

体来源方面起到先发制人的作用。债务管理者经常发行与通胀挂钩的债券，以满足像养老

基金那样的资金需求。巴西历来都吸引着国外投资者购买它发行的一小部分国内债务，这

些债务的期限结构都集中在曲线的短端。随后，一项战略被设计出来，其目的是在国际市场

上发行长期国内货币债券，创建国内货币的利率参照点，并利用这些债券在国内市场上的相

对较长的到期期限。

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可以预期国际投资者应该对持有本国债务证券更感兴趣。由于

外国投资者通常更不惧怕风险，并且倾向于持有长期金融工具，因此，将外国投资者纳入投

资方来源面能够降低与公共债务相关的脆弱性。然而，外国投资者高度集中的国家会更容

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外投资者对持有他国的债权资产所给予的承诺

较低这一事实的话。因此，重要的是在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并努力使外国投资

者占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如果他们的比例太低，一国就可能无法利用投资来源多样化所带

来的潜在收益。如果国外投资者比例太高，该国则可能变得脆弱。

这些例子表明了债务管理政策对金融机构收支平衡及金融稳定的敏感度。这些政策需

要精心设计市场发行的工具；它们同时也指出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的重要性。具备不同的

风险偏好和债务结构不同的投资主体往往对新信息的回应方式也不同。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来源能因此降低冲击的影响。例如，长期的投资主体（如养老基金）可以通过增加其持有长

２０３

① ＤＶ０１是一个用于测量在利率每变动一个基点情况下资产或债务组合价值的变动率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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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金融工具的方式降低可能的利率上涨对市场的影响。

总之，从投资主体的视角来看，在给定他们的收益—风险特征的条件下，最好的工具是

那些能够更好地匹配其债务状况的工具。然而，这些工具可能与债务管理者所偏好的组合

不一致。使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达成适当的平衡应该是债务管理者全权决策的一部分。

债务资本市场结构

发展国内债券市场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体系的运作关键取决于那

些有助于其操作与行动的金融工具。金融体系运作良好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有效的流动性市

场。非流动性市场容易受到资产价格暴跌的影响，这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蒙受重大损失。因

而促进债务工具的流动性应该是债务管理者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实施其战略时，债务管理者应该考虑促进债券流动性的更合适的方法。这样做不仅

会减少发行人的成本，而且也将增强资本市场的效率（Ｃｒｏｃｋｅｔ，２００８）。由于这些原因，它已

成为发行基准债券可接受的最佳做法，而基准债券对创造流动债券来说非常关键。

发行基准债券工具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零风险”收益曲线，这一收益曲线可以作为金

融企业或公司发行其他工具的一个定价参照点。如果公司可以发行它们自己的工具，它们

将更少依赖直接的银行中介，从而减少源于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①。

低风险的基准债券工具可以作为金融市场操作的有效抵押品。价格合理的抵押品的存

在可以降低机构的交易风险，机构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抵消信用风险。在缺失这些工具的情

况下，贷款要么将更昂贵，要么发行量更少，或两者兼而有之。作为金融系统中的利益相关

者，债务管理当局应积极参与到规制计划的辩论中来，并通过改善债务管理政策有效性的方

式努力影响规则，最终取得强化金融稳定的效果。

制度方面

制度方面在增强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方面涉及其他政策的

协调方案、法律框架以及利益相关者间的沟通交流机制。

债务管理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适当协调机制往往导致政府意图信号更好地传递以及透明

度的增加。由于货币政策和债务管理政策并存于同一市场，确保良好的协调机制将十分关

键。在很多国家，缺乏适当的协调机制已经导致了竞争性拍卖和有关货币政策真实信号的

市场混乱。与此相似地，与现金管理协调不良可能会增加再融资的风险，如果短时间内获取

资金存在风险的话。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债务管理法律框架的结构。一个不充分的法律框架可能

导致过于僵化的债务管理结构（例如，那些不允许债务管理者以异于面值的价格买卖金融工

３０３

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亚洲企业广泛依赖于向本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这已经常被引为导致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亚洲金融

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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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对特定类型工具设置预算限制的债务管理结构）。

同市场参与者沟通需要在透明度和灵活性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如果沟通机制能够避

免向市场传递混乱的信号，这种平衡就能够降低中期成本并使市场波动最小化。没有得到

适当沟通的债务战略是不透明的，或者当前方向的急剧变化可能导致投资者投资组合的不

断转变。在这些情况下，投资者不会从中期的视野出发而持仓。相反，他们不得不根据流言

和认知持有不断变化的工具，这增加了他们的风险和政府的成本。跨国经验表明，可预测的

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战略往往会产生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市场波动。

合格的债务管理工作人员也很重要。缺乏专业知识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无法理解金融稳

定的所有环节，这将潜在地引发更高的风险。

债务管理对各类国家的意义

在许多债务资本市场尚未完全结构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空

间。在这些情况下，债务主要由贷款和非交易性证券构成，并且大部分由银行或供应商持

有，通常没有使证券得以交易的二级市场。在收益曲线存在的情况下，它可能作为经济中其

他金融资产定价的参考。在没有可交易债券的条件下，中央银行不能依靠非交易性工具进

行货币政策操作。它们必须采取更直接的机制。因此，缺少可交易的债务工具可能会导致

次优的货币政策。

相对发达的债券市场的存在可以抑制以货币融资填补赤字的做法，而后者本身就可能

是脆弱性的来源之一。债务市场欠发达的国家往往面临着与债务管理和金融稳定之间的货

币纽带有关的弱点。因此，发展本地债务市场是各国实现金融稳定应采取的基本步骤。本

地市场的发展是金融稳定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正如最近发生在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事

件所证实的那样①。

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上面提到的所有渠道都有着广泛的意义。他们的债务结构

还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这意味着财政风险或次优的货币政策，或两者兼有。此外，投

资主体来源还远未多元化，这使债券价格的波动要高于债务结构达到稳定水平下的情况。

发达市场国家通常不会遇到上述问题，债务管理也不会面临与不成熟市场国家相同的

约束。然而，债务与债务管理对这类国家变得意义更加重大。２００８年以来，许多成熟经济

体主权债务存量的剧增使之成为特别紧迫的问题。以上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将不得不加以

处理。

在一些政府债务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投资主体来源可能是脆弱性的一个来源。在这

些情况下，债券价格下跌以及与之相伴的交易对方不愿意购买这些债券可能导致流动性甚

或偿付能力问题。在一个债务存量增加、对政府债券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另一个潜在的问题

４０３

① 一般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阶段与金融稳定之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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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再融资风险的增加（由偿付能力／流动性风险上升所产生），这可能显著地提高融资成

本。以上提出的框架，可以用来评估这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债务构成、投资主体来源结构以

及相关的制度方面。

风险缓解政策

当债务市场变得不稳定以及债务市场动荡危及金融稳定时，债务管理者可以扮演理顺

市场扭曲的重要角色。例如，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达市场国家中的债务管理者使经

销规则变得更灵活，借此努力减轻银行收支平衡的压力。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为了稳定债

券价格，政府已经通过不同的拍卖机制对债券市场加以干预。例如，在巴西２００８年动荡期

间，外国投资者抛售巴西国内市场的债券。这一行动引发了其他投资者纷纷下销售订单，导

致了收益的急增（图１５ ６）。债务管理者通过同时操作购买和出售拍卖进行干预，立即成功

地稳定了收益。投资者对债务管理者不会允许其管理的债券大幅贬值的认知，在稳定债券

市场、防止外部动荡扩散并破坏国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１５ ６　巴西购销拍卖（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巴西财政部。

昆霍夫和唐纳（Ｋｕｍｈｏｆａｎｄ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０５）指出，债务管理者在处理债务违约或债务贬

值时比学术文献所表明的要更为慎重，因为他们考虑了他们的决定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

当债务重组或债务违约进入议程时，债务管理依然极为重要。在政府需要融资才能做下一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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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动作的情况下，融资交易的结果十分关键：错误运作的债务管理会削弱政府在市场内继

续有效地筹集资金的能力。在债务重组的情况下，债务管理者对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如

即将发行和交易的金融工具、价值折扣水平、操作时机———提供评估意见是顺利进行债务重

组不可或缺的要件。

２００３年乌拉圭的债务重组所具备的广泛自愿的特征成功地让投资者只受到温和的影

响。结果，债务重组没有显著损坏乌拉圭在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能力。事实上，乌拉圭政府在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即重组完成后仅五个月）就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筹集新的资金。债务管理有助

于确保恢复金融稳定的过程平稳地进行。

牙买加的债务重组经验与此相似。最近，牙买加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在许

多投资者看来，债务违约问题迫在眉睫。违约会给该国的金融体系带来重大损失，因为这个

是由那些重度持有国内债务的证券交易者占据主导地位的。牙买加当局为此选择了一个不

仅能够在没有向金融机构施加过多压力的情况下降低财政成本而且还保证了市场准入性的

解决方案①。

休本、凯克斯和辛纳西（Ｈｏｕｂｅｎ，Ｋａｋｅｓａｎ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ｉ，２００４）建议使用一些工具来处理

以下三个阶段各自的金融稳定问题。这三个阶段是：预防（执行现有的政策来保护金融

体系稳定）、补救行动（实施前瞻性措施以减少新出现的金融稳定性风险）以及解决（旨在

恢复金融稳定的反应性政策干预）。债务管理对以上每个阶段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表

１５ １）。

表１５ １　金融稳定的债务管理方式

渠　　道 前瞻性政策 风险减缓政策机制

债务存量 发行低成本、低风险的工具 债务回购债务交易

债务状况 发行低成本、低风险的工具 交易拍卖衍生工具

投资主体来源
投资主体来源多样化、监控投资主体来源、风险指数以

及调整适当的战略

债务回购、交易拍卖、投资

者关系计划

债务市场结构

发行基准债券、建立合适的初级交易商和造市商结构、

与监管机构协调、落实适当的法律框架、编制债券市场

发展战略

法律框架和债务战略的

变化

制度方面

协调货币政策与现金管理政策、维持良好的沟通渠道、

在考虑到国际惯例和国内特质和约束条件下采取周详

的计划

来源：作者自制。

６０３

① 政府利用旧债券的购买选择权诱导投资者将那些更高的附息工具交换为新的低息票债券。



第十五章　
公共债务管理及其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结论

不良的债务结构和糟糕的债务管理会通过影响投资者对国家风险的认知、加剧金融机

构收支平衡与收入以及资本储备的压力，极大地抑制主权国家确保金融稳定的能力。在这

些影响中，有的已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事件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些危机事件期间，一些国

家中相对较差的公共债务组合的初始状况对经济绩效和金融稳定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健全的债务管理战略，通过创造一个能在整个商业周期期间维持低水平主权再融资风

险的公共债务负债结构，并且通过保证主权国家在经济下行期以合理的成本发行必要数量

的债务的能力，从而能有助于保证金融稳定。债务管理者拥有广泛的责任，包括：制定和实

施战略；决定将向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及其时机；以及处理制度性问题及与投资者互动，并

在与投资者互动过程中考虑到每个时间点上投资者的风险约束和需求，投资者的风险约束

和需求及其满足都会影响到金融稳定。

此外，打造健全的债务管理过程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贡献是战术性债务管理操作的效

果，在这些操作中，债务管理者在紧急情况下令人信服地干预了国内债券市场，并且迅速重

建投资者的信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低水平的市场发展、新兴市场依旧脆弱的债务结构

以及大量发达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都使健全的主权债务管理对未来的全球金融稳定

来说变得更具挑战性，特别是考虑到更高的全球融资压力。理解各类国家向金融稳定过渡

的风险和渠道是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增强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的一个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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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债务管理： 这次有所不同吗？
菲利普·安德森　安德森·卡普陀·希尔瓦　安东尼奥·韦兰迪亚 卢比阿诺

就程度和其对全球的影响范围而言，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金融危机都是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

来最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未能幸免：在危机最严重的关头，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从

２００７年６月的低基点上升了７００多个基点；全球资本市场向债券发行者关闭了数月。然而，全球

危机的严峻性并没有导致新兴市场产生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

本章将回顾全球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比之前温和的原因，并考察新兴市场债务管理

者面对迅速变化的市场所作出的反应①。第一部分概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带来的结果以

及自２０００年开始的十年中公共债务的构成所发生的变化。它表明改善后良好的宏观经济

基本面、公共债务水平的减少及对公共债务投资组合更有效的风险管理，为多数国家提供了

恢复能力，使他们能安然渡过危机和调整借款计划以成功应对不利的市场环境。第二部分

回顾在市场混乱的高峰时期融资受到的影响。第三部分以作者所做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考

察新兴市场的债务管理者如何对危机作出反应②。最后一部分讲述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以

便服务于将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公共债务管理战略。

新兴市场备战危机的意愿

新兴市场所经历的这段时期前所未有：在该时期内，强有力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与良好

９０３

①

②

本章没有考查金融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因为笔者关注的是２００８年９月到２００９年４月间的第一阶段的金

融影响；当时，这些低收入国家并没有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免受危机的缓冲。危机

的影响是在晚些时候通过实际部门（如贸易和汇款的下降）蔓延至这些国家的。

调查被送至以下２４个国家：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南非、斯里兰卡、泰国、土

耳其和乌拉圭。这些国家中的１４个———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波兰、

罗马尼亚、南非、土耳其和乌拉圭———对调查做出了反应。调查就危机对２４国的融资需求及其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

的主要影响询问了２４个国家的债务管理者。调查也询问了债务管理战略的变化和为应对危机而做的操作性反应，如现

金储备的使用、可替代的融资机制和负债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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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经济环境都扩展了用于降低经济波动风险的债务战略实施范围。因此，大多数新兴

市场经济体的债务管理者能改善他们的债务投资组合。

从传统经验看，弱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债务管理实践这对不恰当的组合已加剧了之前

经济危机和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一次有所不同。

为了估算宏观经济的巨变及其如何影响了债务管理实践，我们从解释观察到的四个宏

观经济层面的重大转变开始。这四个层面是财政账户、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状

况。新世纪前几年的情况与危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之前三年中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①。

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账户有了显著的改善，其中，拉丁美洲的变化最为显著。作为国内

生产总值百分比的一部分，政府的基础财政收支在这期间是极其乐观的或正变得乐观；作为

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综合预算平衡，在所有地区都有了稳步改善（图１６ １）。如果环境发

生变化，这些收支的改善对增强投资者信心———认为新兴市场可更好地采取反周期性政策

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很少有人能预想到即将来临的影响广泛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虽然偶尔有来自商品价格的压力，但通胀率仍处于历史低水平中相对稳定的位置上；鉴

于此，新兴市场的货币政策信用度上升。新兴市场更高的价格稳定性和乐观的预期增强了

人们对长期债券（包括政府债券）的信心。在很多国家中，尤其是那些长久以来受剧烈波动

且高通胀率水平侵害的国家中，这一境况为利率的降低、本币收益率曲线的发展以及国内政

府债务偿还期限的平均时间的延长铺平了道路（如下文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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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国际收支账户与经济增长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理出这些变化中哪些是外源性驱动因

素和哪些是内源性驱动因素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内。



第十六章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债务管理：这次有所不同吗？

图１６ １　按地区分基础和综合财政收支平衡

占犌犇犘百分比（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实时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Ｌｉｖ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多数新兴市场都经历了财政指标、利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决定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关键性因素———的改善；这引起了几乎所有地区中的债务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强劲下降的趋势（图１６ 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之比的下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欧及东欧尤为突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值下降最多的时期。在

列出的２４个新兴市场国家中，有６个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了约５个百分点；１１

个国家下降了２０多个百分点；只有７个国家在２００８年年底比２０００年的比值稍高些。

新兴市场的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反映了他们债务水平的下降以及受外部和资本流动逆

转冲击脆弱性的减小（图１６ ３）。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是由那些导致极高的国际流动性条

件的周期性因素驱动的，但降低债务脆弱性的积极政策（如回购外部债务与转向本地市场融

资）对外部债务脆弱性指标的迅速变化是非常有用的。这一脆弱性的显著降低，体现了当货

币压力与风险规避增强对财政和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产生深刻影响时一些经济体中发生的结

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打破了以往屡次出现的消极冲击循环。

本章关注的２４个国家基本上都呈现了令人乐观的趋势；其他一些中等收入的国家却并

未利用“好时代”来强化他们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减少外部冲击带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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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２　按地区分中央政府债务占犌犇犘百分比（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中央政府债务来自世界银行实时数据库；ＧＤＰ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

标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１６ ３　按地区分外债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百分比（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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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东加勒比海地区，基础财政赤字与自然灾害、缓慢的经济增长一道导致了公共

债务持续增长，使债务达到了对其可持续性担忧的程度①。在东欧国家中，乌克兰没有能够

矫正外部失衡与财政失衡；这两者又与乌克兰银行部门脆弱性一起使该国的私营部门遭受

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这些国家的现状表明，需要在债务循环尚处于温和的时期就出手解

决债务问题，因为一旦危机来袭，可供选择的行动空间很快就变小②。

在更健康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债务管理者对政府债务组合

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他们把重点放在国内债务融资上，包括减少浮动利率债券以降低利率

和利率变化带来的风险。国内债务所占比重的持续增长有助于减少国家外部融资的依赖和

货币风险。更重要的是，国内债务结构自身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随着有关政府

部门进行的市场开发项目而产生的；这些项目使债务管理者得以延长国内债务到期的平均

年限，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是发行长期固定利率债券③。过去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在一定

程度上将新兴市场的债务管理者从按外币计算的长期固定利率工具还是按地方货币计算的

短期工具这两个选择中解放了出来。这一非此即彼的传统困境意味着当事国只能在货币风

险和利率风险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外币借贷的风险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违约或进行外债重组的３４个国家，说明过度外币借贷会削弱一国的金融

稳定性，因为过度的外币借贷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突然中止或本国货币价值急剧下降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９）④。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在国

际资本市场对其关闭、政府无法延期偿还按外币计算的欠款时即陷入流动性危机。新兴市

场也多次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货币贬值；这些贬值与高债务水平结合在一起，使债务偿还成本

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如此之高，以至于使政府不愿履行他们对外部债权人的义务。在某种程

度上，改善政府债务组合可被解释为债务管理者对发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外债

危机作出的政策性反应。

大多数新兴市场政府在降低向外借贷给政府财政带来的风险上取得了重大进步———有

的甚至进步到了变成净外汇债权人的水平⑤。这一点可以在净外汇债权人（按政府外汇债务

总值与外汇储备之差计算）的演变过程中看到。２００１年四个负债最多的国家中的两个（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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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八个负债最多的加勒比共同体（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国家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值，在２００９年超过

了１００％这个阈值。

这些国家是例外，本章研究的国家包括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新兴市场国内债务市场变革的一个共同点是本国投资者来源的扩展和增长，特别是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尤为引

人注目的是退休金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也很重要。在诸如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外国投资者也发挥了主要作

用：在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者对本币长期固定利率工具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违约行为在拉丁美洲有１５起，在非洲有１１起，在亚洲有４起，在欧洲有４起。在拉丁美洲，四个国家在那段时期

有三次违约行为或重组行为。

关于政府财政状况受外币借贷风险影响的完整和详尽的分析，需要获得政府债券和资金流动方面的完整信息。

受数据的限制，本章忽略现金流动并假定主要的政府债券是政府债务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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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俄罗斯）到２００９年成为净债权人（图１６ ４）。墨西哥和土耳其已把他们的外汇净债务

总和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３０亿美元减少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５０亿美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

外汇储备增长了五倍之多：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０００亿美元增至２００９年的两万多亿美元，而在同

一期间，它的外汇债务从４９０亿美元减少到３５０亿美元。

图１６ ４　若干国家的外债总额和外汇贮备（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９。

注：数据不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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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汇储备的作用可能因高水平的私人外债而打折扣，但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的积累

大大减少了本章研究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风险①。在本研究调查的新兴市场中，总外债与

外汇储备比值的加权均值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５降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１．２（图１６ ５）。２００８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仅仅略微逆转了这一比值在过去十年里稳步下降的趋势。

图１６ ５　若干新兴市场国家外债总额对外汇储备比例（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９。

注：平均值按外债加权计算。

外汇储备的积累对降低短期外汇在新兴市场所处的总体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

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是政府债务组合的货币构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外币债务的减少还得益于国内债务的同步增长。本章所选的新兴市场的外部债务对国

内债务的（加权）比值的平均数稳步下跌：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７５跌至２００９年的０．２２（图１６

６）②。外债所占比重在所有地区都下降了；这一点在欧洲与拉丁美洲最为引人注目。欧洲的

外部债务与国内债务的比值直线下降，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５８剧跌至２００９年的０．５８。由于巴西

的金融混乱③，拉美地区的这一比值在２００１年与２００２年有所增长；拉美地区向外借款增长

的同时，哥伦比亚发生了货币贬值；但加权均值从２００２年的大于１降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０．２④。

亚洲地区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加权）比值从０．５跌至０．１５。

较为迅速的债务存量结构调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相关国家执行了一系列改变现

有债务结构的负债管理活动。在所有地区，债务管理者通过回购或交换提前兑付了国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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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许多新兴市场执行的更具弹性的外汇机制也帮助他们降低了波动的风险，促进了对国际收支账户的调整。

在同一时期，未加权比值稳步下跌，从１．４４跌至０．７７。

混乱是由对２００２年左翼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的不断增加的可能性的强烈市场反应引起的。

针对这些地区，我们没有使用未加权均值，因为在小规模的样本中，那些有着低债务储量和高比例的国家（如智

利）会扭曲平均值。未加权平均值的变化趋势也体现了同样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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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６　按地区分外债对内债之比率（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８；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９。

注：在计算外债对内债比率时，与美元挂钩的内债按外债计算。

券，这些债券是那些国家的多边和双边债务。此外，巴西、哥伦比亚、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乌

拉圭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了按本国货币计量的全球债券。即使这些证券对政府债务

组合所作的贡献微不足道（乌拉圭除外），但债券的发行仍然导致了对“原罪假设”的质疑，给

债务管理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１９９９）。

对巴西而言，这条渠道允许政府发行按雷亚尔计量的证券，这种证券具固定利率，且比

本地市场证券偿还期更长；这样便为国内曲线的逐渐延伸创造了有价值的参考对象（接下来

的部分会更详尽地讨论这一点）。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季度统计资料报道，新兴市场发行的未偿清证券结构也证实了外汇

风险的降低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新兴市场发行的未偿清国际债券与证券占其总发

行量的比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３０％多跌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０％左右（图１６ ７）。这个比重因地区不同

而有很大的差异。在亚洲地区，在国外市场发行的证券占其发行的全部债券的比重向来不

足７％；在拉美地区，直到２００２年，一半以上的未偿清证券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的。新

兴市场这个比例下降的趋势被亚洲地区的表现抵消了；亚洲地区２００９年的国内证券储量是

拉美地区的５倍和欧洲的２．５倍。亚洲相对低且稳定的国际证券份额（１％—３％）与拉美地

区形成了惊人的对比：拉美地区的这一比重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０％多跌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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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１６ ７包含的样本调查了相同的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曾跟踪调查过的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证券（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ｉｓ．ｏｒ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ｅｃｓｔａｔｓ．ｈｔｍ）。受本币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的影响，国际证券与国内证券的比例稍稍高于外币与

本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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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７　按地区分国际债务对国内债务比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９。

注：不包括货币市场工具。

在欧洲，国际证券在全部债务中所占比重在１９９６年为３７％，受俄罗斯向外借款的影响，

这个比重到２０００年９月几乎达到了７０％，而在２００９年又跌至３０％。

国内债务组合的变革

新兴市场的国内债务组合在危机发生前的几年时间里，在构成与偿还期限方面经历了

重要转变，降低了经济周期与市场氛围的转变给这些国家带来的风险。这些转变的前提是

影响许多新兴市场好几年的一些限制条件。更稳定的、更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上退休年

金与保险产业的改革改变了投资者来源，此前的投资几乎完全来自商业银行。国内机构投

资者持有的债权稳步上升。退休基金成了新兴市场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它在智利、哥伦比

亚、马来西亚和乌拉圭都有强劲的表现。保险公司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匈牙利、印度和波

兰等国均持有相当大的债务份额①。外国投资者则在巴西与墨西哥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两

个国家，外国投资者对按地方货币计算的长期固定利率工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原先迫

使债务管理者只关注短期或与指数挂钩工具的限制，在这些变化下得以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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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６年４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ＴｈｅＩＭＦ犌犾狅犫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犛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犚犲狆狅狉狋）记载了新兴

市场国内投资者来源的结构性变化，确认机构投资者作为决定新兴市场政府债务计划改善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具有越来越

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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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转变是短期浮动利率债务与固定利率债务（加权）比值的下降：这个比值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０跌至２００９年的０．７０（图１６ ８）。这个比值的下降代表了利率风险的大大降

低。２００２年比值的猛增由巴西的经济困难引起：由于推测对有望组建的新政府会推行不利

于市场的政策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混乱，债务管理者不得不转向浮动利率证券或短期证券。

从样本中剔除巴西后，这一比值就呈现了稳定的、显著的下降趋势，从１．３１降至０．１３。这个

地区两个负债最多的国家———巴西和墨西哥———在２００３年后获得了重大的改善。欧洲取

得的进步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比值从大约２．０跌至０．５。这个指标对亚洲地区来说意义

却不是那么大，因为只有印度尼西亚发行了大量的浮动利率证券或短期证券。亚洲地区浮

动利率债务与固定利率债务的比值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７减少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０．３。

图１６ ８　按地区分浮动利率债务对固定利率债务比率（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８；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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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债务构成的转变大大增加了债务组合的平均寿命，这降低了政府被置于再融资风

险之下的概率。国内债务组合的平均寿命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间稳步上升，部分原因是许

多新兴市场在发行更长期限的工具方面取得的成功。

一些国家首次能拍卖１０年或更长偿还期限且按本国货币计量的固定利率工具。拉美

地区的进展最大，平均寿命增加到了三倍多，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３年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４年。亚

洲地区则增加了差不多３年的平均寿命，其债务平均寿命从６．７年增加到９．４年。欧洲则

增加了８个月，其债务平均寿命从２．４年增长到了３．１年（图１６ ９）。

图１６ ９　若干市场公共债务的平均寿命（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８；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９。

过去十年的国内债务结构呈现的另一趋势是与通货膨胀挂钩的债务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图１６ １０）。

虽然现在在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组合中这些工具没有被运用或不是很重要，但仍

有一些国家曾将他们当成名义固定利率工具的替代工具引进市场，以延长偿还期限、减少货

币和延期偿还债务的风险①。一些国家也发行了与通胀挂钩的债务以实现更佳债务组合，并

将这些工具与固定利率证券结合在一起。例如，南非２０００年还没有与通胀挂钩的证券，而

在２００９年与通胀挂钩的证券就占到了债务组合的１６％。在同一时期内，巴西的与通胀挂钩

债务的份额从６％增长到２２％。在土耳其，２００６年才开始使用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到２００９

年占债务组合的１０％。退休金基金组织和非永久居民对与通胀挂钩的证券或工具有着强烈

９１３

① 例如，乌拉圭已经表明它已依靠与通胀挂钩的工具从外汇债务转向本币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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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１０　与通胀挂钩债务总额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ＢＩＳ２００８；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９。

的需求。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有关政府债券的文献为使用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债务提供了支

持，而这又是因为大部分政府收入（可用于还债付息服务）在本质上是真实的（Ｂａｒｒｏｗ，

１９９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Ｓｈ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只有四个样本国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发行了与外汇挂钩

的国内债务。到２０００年时，巴西２２．５％的债务组合是与美元挂钩的工具；而在２００２年，巴

西停止发行这样的工具。在智利与哥伦比亚，与外汇挂钩的债务在２１世纪初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但到２００９年，他们都把这类债务从债务组合中清除了。土耳其也减少了与外汇挂

钩的债务份额，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５％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６％。这些转变对这些国家改善债务组合

的构成来说很重要。然而，样本中的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在本章分析的这段时期内使

用与外汇挂钩的国内债务之类的工具。

总之，新兴市场进入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他们所有的政府债务组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能适应经济周期与市场氛围的转变。国内债务份额的增长减少了利率波动带来的损害，降

低了资本流动突然中止带来的负面影响。本国货币工具偿还期限的延长为债务管理者提供

了新的选择；债务管理者无须在外币与利率风险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或许，在这个领域上最

重要的成就很可能是融资来源的多元化。政府大大减少了对银行融资的依赖。金融体系的

演变、养老金及保险行业的改革、共同基金产业的增长以及外国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参与改变

了投资的图景，为长期固定利率证券创造了新的需求。

金融部门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多年来共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带

来的结果。同时，当人们决定为了减少风险而借入更多的按本币计量偿还期更长的资金时，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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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需要接受短期内更高的利息成本。这些现实情况突显了过去十年里大多数新兴市

场国家的政策制定的实力。

危机：新兴市场发生了什么？

虽然在危机发生前的几年中，宏观经济指标与债务指标都有了改善，但大家对新兴市场

承受波动的能力仍持很强的怀疑态度。这些经济体尚未遭受一个避险情绪增加，对其资产

购买胃口减小的环境的考验，而这样的环境能够因金融市场的动荡、经济下行的前景所促发

催生。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市场氛围的转变这一点上，强烈的怀

疑态度持续存在。

２００８年之前发生的危机无不触目惊心：劣质债务结构加剧了经济冲击的影响。在此期

间，国际社会已习惯于经济冲击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对新兴市场资产的风险回避感的增加

严重的资本外流、突然的货币贬值以及对债务比例和财政指标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所

有这些事情都强化了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大多数观察者没有预料到的是即将来临的考验规模之大，使之成为自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起初，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影响较温和，但继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雷

曼兄弟破产后，危机的影响显著加剧。在雷曼破产之前，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微不足道，

使人们关注起了这样的一个争论，即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已从先进国家的经济事件中“脱

钩”。几个月后，答案就很明确了：这场广泛的金融危机导致整个世界极严重的经济失衡与

资本外流。

债务管理者见证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条件突然恶化：五年期新兴市场信用违约交换

和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主权债券利差居高不下（图１６ １１）。这些利差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达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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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１１　信用违约交换和主权债务利息差（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彭博信息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ＬＰ）；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注：图上的数据显示的是可以获得数据的国家的全球新兴市场本币债券

（ＧＥＭＬＯＣ）的利息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包括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拉丁美洲

不包括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

到了顶点。斯里兰卡的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利差达到了１４７１个基点；印度尼西亚的五年

信用违约交换利差达到９００个基点，是２４个样本国１０月增长最剧烈的。自那以后，利差在

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同步缩小，到２００９年年底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①。

由于风险规避情绪的增加和更高的借款成本，新兴市场外部债务的发行停止了数月（图１６

１２）。国际资本市场也只是在墨西哥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发行２０亿美元的１０年期全球债券之后才重

新开放的。在墨西哥发行债券之后，巴西、哥伦比亚、土耳其与菲律宾于２００９年１月相继发行全

球债券；其他的债券发行也是在墨西哥之后发生，最终使新兴市场债券的发行恢复到合理水平。

多数新兴市场严重的资本外流增加了债务管理者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仍然依靠

外部融资的国家的债务管理者而言（图１６ １３）。

受２００８年最后几个月资本突然回流的影响，２００７年令人乐观的强势资本流入趋势在

２００８年急剧下降。欧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见证了投资组合资金急剧

回流的情形。国际资本市场的关闭与国际收支账户不平衡愈演愈烈迫使许多国家增加了向

多边机构的借款。

２２３

① 匈牙利和波兰是例外。这两个国家在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２月末和２００９年３月初时，五年信用违约交换蔓延范围

达到了顶点。两个国家金融体系问题的严重程度延长了相对较广并正在逐步扩大的蔓延范围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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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１２　新兴市场国家发行量和交易量（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Ｄｅａｌｏｇ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０。

注：Ｑ１、Ｑ２、Ｑ３、Ｑ４分别为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

图１６ １３　按地区分季度债务组合流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投资组合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数据库；ＧＤＰ数

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２０１０年。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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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本币债券收益的影响同样重大，但在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之后的数

月中，它使各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债券收益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收

益要么急剧上升要么急剧下滑（图１６ １４）。资金向安全投资工具的转移、对经济活动减少

的预期以及随后对货币政策的放宽是使收益减少的主要因素。这些趋势在新兴的亚洲地区

普遍存在，但印度尼西亚与斯里兰卡却是例外：在这两个国家，国内债券的利率从危机开始

时就下降了，尽管下降比成熟市场的要少得多。金融非杠杆化、不确定性及风险规避情绪的

增加（表现为信用违约交换与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债券蔓延）引起了许多市场抛售证券，

从而推动收益上升。这些因素能成为统治性的，尤其是在重大的冲击之后，这时，不确定性

变得更严重，有些投资集团（如新兴市场债券基金）骤然改变其投资组合（图１６ １５）①。拉

美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债券收益到１０月或１１月一直呈

增长趋势，然后开始下滑，而且其下滑态势与新兴市场债券指数的变动方式高度相关。

图１６ １４　若干国家常规性十年政府债券收益指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彭博信息（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ＬＰ）；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

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００。

金融危机对本币债券收益更长期的影响更具同质性：普遍出现下降的趋势，而这与货

币政策反应和经济衰退是相一致的。虽然有些国家反应比其他国家迅速一些，但世界各国

的中央银行的举措使政策利率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在２００９年降低幅度最大。随着金融非

杠杆化失去势头，新兴市场重新获得了投资者的信心，收益在大多数国家下滑到２００８年９

月雷曼兄弟崩溃之前所观察到的水平之下。

４２３

① 新兴投资组合基金研究公司（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Ｆｕｎ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调查了净资本通过债券基金流向一国的情形。

债券基金的净资本流动是通过确定一段时期内债券基金资产的变化，并考虑那段时期配置给特定一国的基金的百分比以

进行加权处理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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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１５　按地区分净债券流入（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新兴投资组合资金研究（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Ｆｕｎ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注：地区数据不包括肯尼亚、摩洛哥和斯里兰卡。

与其对市场利率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不同，金融危机对财政账户的影响是渐进的，主要是

在２００９年对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了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入量和

出口贸易的萎缩而蔓延到新兴市场的。由于多数高收入国家陷入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

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了：从２００７年的７．８％到２００８年

５．１％再到２００９年的０．８％；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①。旨在缓和此次危

机影响的反周期性政策却导致了财政缺口，这个缺口在２００９年变得更大了。财政缺口的大

小在本章所考察的新兴市场中却大为不同。正如所预料的，由于欧盟（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ＥＵ）对资本流入与经济活动有更大依赖性，财政缺口在中欧和东欧大些，而在亚洲与拉美地

区则小些。

借款的需求在本章所考察的新兴市场中都有所增加，但这次新兴市场为应对冲击做了

更好的准备。在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危机的影响更深，借款需求在２００９年增加了两倍②。在

大多拉美和亚洲国家，债务管理者不得不将融资量限制在２００８年融资总量的１．５倍的范围

之内。尽管如此，考虑到在２００８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期间国际资本市场事实上对新兴国

家关闭，且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市场环境恶化的事实，这个任务仍十分具有挑战性。

５２３

①

②

七国集团（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从２００７年的２．５％下跌至２００８年的０．１％，

到２００９年经济增长率为－３．５％。这导致了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减缓。

匈牙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达成的协议迫使其进行财政调整，这个调整使政府赤字保持在相对较窄的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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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者能达到额外的借款要求这一明显的成功，反映了债务组合对外国借款的依赖程

度减少以及基础财政赤字增长有限的事实。此外，关闭了近５个月的外部市场，随着七国集

团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外汇债券利率处于历史低水平重新开放。

这个形势与工业化国家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工业化国家，财政赤字日趋严重，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为维持金融体系运行而实施的多套紧急财政援助措

施、国内信用近乎瘫痪之后发生的经济萧条以及房地产业泡沫的破灭一齐导致了财政赤字

和政府借款需求的急剧增加①。

新兴市场债务管理者对危机的反应

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债务管理者的职能扩展到意外借款之外的范围，他们的行为影

响了对危机政策反应的有效性。一些国家要求债务管理者在投资者紧缩开支的环境中为重

要的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筹集额外的资金。不仅如此，他们必须以一种有助于国内金融市

场稳定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市场已经受到外国投资者出逃和强烈的风险规避氛围的

打击。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中，决策者需要认真地思量他们的政策对利率的潜在影响，并考虑

偿还债务的成本所需要的财政空间、投资者的反应以及对金融市场的整体影响。

债务管理者对危机的反应因国而异，视各国债务管理者可使用的工具和他们在新的不

利的环境中工作的经验而定。全球金融危机考验了债务管理者在宏观经济与市场基本面经

历了巨大转变后调整借款战略的灵活性②。

本节所讨论的新兴市场样本国家的债务管理者主要以三种方式对危机做出反应：使用

其他机制填补部分融资缺口以减少市场压力；调整融资计划以适应政府债券需求的转变；执

行债务管理活动以支撑市场。

运用其他融资机制减少市场压力

用其他方法筹集所需资金以减少市场压力的行为包括三种机制：从公共部门内可用的

过多流动性中取得融资；使用非市场性融资来源，如多边机构；通过使用新的债务工具和分

配渠道拓宽投资者来源。大多数国家通过使用公共部门内部的流动性资源来减少或延迟向

私营部门借款。使用现金储备使秘鲁当局得以置身于市场之外，并成功地做到了比原本的

计划要借得少这一点（秘鲁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现金储备目标）。在乌拉圭，当局通过决定向

多边机构借款以弥补财政缺口并重构流动性缓冲带，从而避免了向市场资源借款。２００５

年，乌拉圭采用了一种预先融资的政策：该政策确立了在任何时候现金储备都应足以应对

６２３

①

②

工业国家的金融救助计划估计已花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３．２％（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ＭｏｈａｎｔｙａｎｄＺａｍｐｏｌｌｉ，２００９）。

罗马尼亚是最鲜明的例子。在２００９年年初，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２．９％，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２％，但

到２００９年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缩水了７％，赤字则上升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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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月的融资需求（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９）。哥伦比亚２００８年的借款１８亿美元，２００９

年的借款３８亿美元，以此实现资产流动性。埃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中央银行

被允许购买政府债券，这就减缓了债券价格的下跌程度。在一些拥有较少发达的本国市场

的国家中，中央银行扩大了政府的信贷限额。

新兴市场的债务管理者也加大了向多边机构借款的力度。匈牙利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获得了巨大的资源以稳定金融部门。印度尼西亚使用了从多边和双边机构中获得的带条件

的资金来满足借款需求。秘鲁使用了与世界银行订立的契约中规定的带条件的信贷限额。

罗马尼亚借款计划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委员会（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和世界银行。对多边贷款之需求的巨大增长给这些机构扩展借款计划能力造

成了巨大的压力。世界银行为应对借款需求的增长将借款量增加到了危机前预计借款量的

三倍①。

一些新兴市场开始或扩展零售债务计划或尝试新的债务工具以使融资来源多元化，利

用一部分以前没有发掘的投资者。同前两种机制相比，这条路径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在有些

国家值得探索。匈牙利为零售市场引入了一种新的与消费物价指数（ＣＰＩ）挂钩的三年期限

工具。印度尼西亚疯狂地扩张其零售计划，引入遵从伊斯兰教教法的债券市场工具，发行了

一种武士债券。土耳其为批发市场引入了新的收入指数债券和与消费物价指数挂钩的

债券。

修改融资计划以适应政府债券需求的转变

对新兴市场政府债券需求的缺乏这一事实迫使债务管理者在应对持续的利率波动和重

新融资波动的同时调整融资战略。为应对外国———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本国机构的———投资

者将资金从新兴市场撤走造成资金外流的问题，债务管理者停止了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

券，并且把发行计划的主体部分集中在最短时期的债券发行人手中，因为来自商业银行的需

求更大。

新兴市场的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发行到２００８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差不多停止了。

在七国集团实施了猛烈的扩张性政策后，新兴市场的经济活动在２００９年才得到了强劲的

恢复。

多数国内市场的市场环境也恶化了，大多数国家也停止或减少了对本币中期固定利率

证券的拍卖。在这方面，危机给匈牙利、土耳其、波兰和罗马尼亚带来了最严重的影响；在这

些国家中，中长期债券的本币债务市场近乎停止运行。秘鲁推迟了对本币证券的拍卖且依

赖大量现金储备。巴西和墨西哥在危机时期大幅度减少了对固定利率债券的发行。虽然危

机给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造成的影响与前几个国家相比不是那么严重，但印度尼西亚和摩

洛哥对危机做出反应相同。在南非、中欧和东欧，外国投资者抛售证券给市场造成的影响很

７２３

① 贷款增长是世界银行向其股东寻求增加资本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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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重要，因为非永久性居民历来拥有可观的本币政府证券份额且这

些地区的资本流动性比拉美和亚洲地区更高。

在一些国家，外国投资者抛售的本币中期固定利率证券部分由机构投资者弥补。在巴

西、哥伦比亚和秘鲁，退休金基金吸收了部分超量供给的中长期债券，使中长期固定利率证

券向浮动利率或短期证券的转变不是那么明显。与之形成对比，在中欧和东欧，甚至机构性

投资者也转而偏向外币或短期本币资产，让银行吸收大部分超量发行的政府证券。

为了抵消对中期债券需求的下降趋势，一些国家转向了国库券。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大

概就是匈牙利了：其融资计划在危机的８个月期间几乎全靠国库券。在同一时期内，波兰

将其国库券份额增加到两倍，从６％增加到１２％；罗马尼亚也大大增加了其国库券数量并引

入１个月和３个月期限的证券；南非则将国库券的发行量增加到三倍。

其他新兴市场将融资从固定利率工具转向浮动利率工具。巴西在危机重创后减少了其

固定利率债券的发行量，而增加了浮动利率债券的发行量。土耳其则增加了短期债券和浮

动利率债券的发行。

由于融资政策发生的这些变化，多数国家减少了偿还债务的期限平均时间。然而，考虑

到金融危机紧张时期的相对短暂性以及新兴市场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重新获得正常准入的事

实，多数对偿还债务的期限的平均时间的减少还是小规模和短期的。巴西、墨西哥和波兰小

规模地缩短了其投资组合的平均寿命。匈牙利对偿还期限的平均时间减少了０．６年，从

２００８年９月的２．７年减少到２００９年７月的２．１年。土耳其的投资组合的平均偿还期限从

２００７年的３４个月减少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２个月，但２００９年又恢复到３５个月。

执行债务管理活动以支撑市场

债务管理技术（如回购和交换）被证明是有效帮助稳定市场的工具。许多债务管理者发

现这些活动减少了市场压力，并且它们在调整债务结构以及使之适应需求的变化特征这一

方面发挥了促进性作用。

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使用了回购技术以缓和抛售压力、加强资产流动性和改善

流动工具的定价体系。由于回购证券是为了变现，这些业务活动就给投资者提供了急切需

要的流动性，使他们松了口气；另外，这些业务活动抑制了抛售压力，尤其是对不易流动证券

的压力①。例如，匈牙利由于外国投资者大量的抛售和对本地债券极少的需求，在２００９年第

二季度便执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回购２５亿美元的计划。这项计划十分成功，使匈牙利的债务

机构能在２００９年４月重新开展对常规债券的拍卖活动。在市场流动性微弱之时，印度尼西

亚通过回购、短期工具置换、提供良好的价格参考以帮助稳定价格②。墨西哥对挑选的中长

８２３

①

②

多数国家使用现金储备或短期融资或通过更多的流动工具的经常性拍卖筹集回购所需资金。

置换战略被频繁地用来减少债务零碎化问题，巩固大规模的基准要求，处理重新融资的风险。巴西和南非也已

使用置换策略来达到这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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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证券的拍卖进行了回购以提高流动性。波兰通过偿清非流动债券换取更多的流动证券以

稳定市场。在危机期间，波兰使用了更多的流动工具替代非流动性的、与消费物价指数挂钩

的长期债券和浮动利率纸币以稳定市场。

巴西所用的同步买卖拍卖既具创意，又十分有效。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巴西财政部针

对一些长期证券就使用了这种拍卖。当参考价格在二级市场不明显或不存在时，这些拍卖

为市场提供了可靠的买卖价格规范。发现价格通常需要对每一工具进行两到三次拍卖。巴

西在最近的金融秩序混乱时期已经对同步拍卖进行了测验，并且发现同步拍卖比单纯的回

购拍卖更能稳定市场。

各国以不同的方式执行债务管理者应对危机的措施。有一些国家被迫重新审议，调整

其债务管理战略；其他有着较松的或更具指导性方针的国家，则可在盛行的政策框架内执行

这些活动。

一些国家把战略表述成管理风险的正式目标，他们被迫重新审议在危机时期的战略。

每年都为债务投资组合的构成设定目标的巴西就重新审议了其战略，这样便为浮动利率债

券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减轻了为固定利率债务设定的目标业绩。巴西债务管理办事处将这

个调整视为一个暂时性的挫折并且在形势恢复正常后逆转了这个调整战略。匈牙利和波兰

评审了他们的战略，提高了接下来几年中的外汇债务的份额，这个战略至少要持续到他们向

多边机构借款的一些款额到期应偿还的时候。

相比之下，那些将债务管理战略表述为显示风险指标的宽泛的指导性目标的国家，并不

需要对他们的战略做正式的再审议。虽然多数国家正式接受了增加融资的要求，但并非所

有的国家都修改了他们的政策框架，他们的债务管理者继续在盛行的框架下行动。波兰为

本币风险指标设定了宽泛范围，所以不需要在危机时期对战略进行修正。墨西哥和土耳其

虽然在降低债务组合风险方面的进展缓慢，但他们的指导性目标也不需要再审议。

结语

全球金融危机对本章讨论的２４个国家的影响以及这２４个国家的公共债务管理者对危

机的反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危机前几年

里实施的健全且协调有序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的基本面状况大大改善，从而起到了危机

的缓冲器作用，为新兴市场更快的复苏做好了准备。虽然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可部分归

因于十分有利的（周期性）环境（这个环境是由充裕的全球流动性和投资者敢于冒高风险的

精神驱动的），但新兴市场的决策者做出的明确政策选择使新兴市场能充分地利用并受益于

这个环境，并减少了它们的脆弱性。一些被实施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善财政政策、积累外汇储

备、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减少公共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将重点放在控制债务组合风险上的公共债务管理行为也提高了应对危机的能力。在这

个过程中，减少外汇风险、延长国内债务偿还期限、减少对浮动工具的依赖程度、使融资来源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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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政策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与此前发生的众多事件相反，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发生

的事件对政府预算的影响因外汇依赖水平的降低（而且，在一些案例中达到净外汇资产的地

位）而表现得比较平缓。

危机发生之前实施的良好、协调有序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谨慎的债务管理行为在危机来

袭时为公共债务管理者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政府能推迟借款，使用非市场性来源的资金，引

进一系列措施在国内证券市场继续进行借贷活动。这样，当市场遭受严重的风险规避氛围

的损害而不能正常运行时，政府能够吸纳部分风险，为本国市场的稳定和复苏作出贡献。

获得多边机构的资助以及多边机构迅速的拨款在那些国际资本市场关闭、对国内政府

债券的投资者撤离市场的案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或有信贷限额被证明是极其有效

的，债务管理者也认识到这些选择方案的重要性。然而，对多边机构借贷需求的巨大增长也

揭示了多边机构在抵消严重的民间资本回流之能力的有限性。

那些拥有更大和更发达的国内债券市场的国家遭受危机的影响往往要小些。在这些国

家中，有的甚至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资本流向政府债券；这正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经历过

的市场运动情况。虽然利息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花费了一段时间，但其他大多数国家还

是能在国内市场上满足其融资需求。

危机突显了过去十年中所考察国家的公共债务管理者能力提高的程度。不少国家的债

务管理者能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助于政府平安渡过金融市场混乱时期的措施，并实施恰当的

反周期性财政政策的措施（债务管理技术、现金储备的使用、债务战略的迅速调整等）。这个

结果强调了政府需要确保财政部门和债务管理办事处能得到适量的资金和恰当的人员

配备。

本章讨论的２４个国家占居住在新兴市场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并约占世界人口的６０％）。

在其他一些国家，金融危机对市场准入和融资成本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些。这些国家中的

大多数是带着糟糕的财政状况、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未解决的债务重组谈判或影响到有

效管控宏观经济政策能力的政治僵局而进入危机的。这些国家所处的困境表明需要充分利

用周期的有利时期解决债务问题，因为一旦危机来袭，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就迅速减少了。

虽然在２００９年６月到２０１０年３月期间，大多数新兴市场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接

下来的时期出于多种原因有着更多的风险。首先，高收入国家有众多的借款要求［他们２００９

年的有价证券净发行量估计是２００７年的七倍多（ＯＥＣＤ，２００９）］，这将导致对资本的激烈竞

争与潜在的市场不稳定性。第二，逐步废除超常规的积极货币政策的过程，因其自身的性质

就会导致风险的增加。朝这个方向行动很可能会增加市场波动性，因为从短期低利率债券

获取利润的“利差交易”并没有被严格管控。货币紧缩的时间必须认真安排，这样做一方面

是为了避免通货膨胀预期增大或经济复苏中断，另一方面是为了使金融部门再获活力。人

们对全球经济恢复的能力和持久性的看法相异；衰弱的复苏能力给大多数政府带来借款需

求的压力的风险仍然存在，而且风险相当大。

鉴于这样的形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维持在过去十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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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债务管理：这次有所不同吗？

效果甚好的谨慎的方案是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将依据单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财政状况较差的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恢复提供了通过逆转为缓解全球危机的影响而实

施的财政调整政策以减少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机会。对拥有更强的财政缓冲能力和

可观的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而言，重点应放在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上，并在保持对通胀预期警

惕的同时允许汇率调整。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管理者都应该明白，需要对市场的

失序做好准备，并且继续寻找机会，将公共债务投资组合的风险控制在确保财政政策不会受

到威胁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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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第十七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７

低收入国家的危机防备和债务管理： 加强制度与
政策框架
丹娜·韦斯特　埃里克·托哥　阿布哈·普拉萨德　威廉·欧博乐

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大

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防止金融和经济的系统性崩溃。这种史无前例的政府行为尽管

十分必要，但却产生了大量的公共负债；这些公共债务和为避免预想的高债务到来而进行的

干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一起本身又成为人们对未来危机发生担忧的来源之一（Ｂｒａｇａ，

２０１０）。事实上，历史证明在主权债务危机来临前，公共借贷往往显著而系统地增长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ｌ，２０１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由于这场危机，２０国集团（Ｇ ２０）

国家的政府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将从２００７年的６２％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８５％（ＩＭＦ，２００９）①。

然而，２０国集团国家有更强效的制度和政策，能更有效地应对此类压力。对那些更为脆弱

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而言，他们是否具有在如此严重的危机下管理公共债务

的能力仍然是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

经验证据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减轻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强效的公共债务管理制度和

政策扮演了关键角色（见第十六章）。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观点在低

收入国家那里也能成立。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积极的政策行为使他们在危机开始前几年就

降低了债务组合的风险。在低收入国家，对外方面的债权人关系历史上一直由官方部门主

导。在许多（但不是所有的）案例中，国内方面的投资资金来源单一性有助于防止债务组合

变成金融脆弱性的源头。在目前的环境下，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管理者们会觉得特别棘手，这

是因为从官方部门到私人部门，那些在金融危机前可行的金融选择如今也许不再可行，或者

可能表现为极为不同的成本或风险。２００８年起产生的新挑战要求对债务管理策略进行重

新评估，而重新评估的关键在于对潜在风险做出评价和缓解。

２３３

① 事实上，债务水平的上升仅来自２０国集团中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总水平预计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４年会

从７８．２％上升至１１８．４％。



第十七章　
低收入国家的危机防备和债务管理：加强制度与政策框架

尽管危机最为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仍然存在许多陷阱，特别是存在新主权债务危机

的潜在可能性（图１７ １）。低收入国家在危机前的情况是令人乐观的。通过重债穷国

（ＨＩＰＣ）倡议和多边债务缓解倡议（ＭＤＲＩ）实现的债务减轻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财力空

间，并重新提振其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引致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有新的债权人以更为严苛的条

件向低收入国家投资。

图１７ １　升级和降级的主权外汇数目及其展望（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２０１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ｏｏｒｓ，２０１０）。

由于国际资本市场情况的恶化与新情况的发生，许多计划都被搁置。更为长期的趋势

表明，随着低收入国家逐渐发展，其可获及的捐助资金正在下降。考虑到金融危机对援助国

的主权资产和负债平衡表产生了严重影响的事实，流入低收入国家的资金的干涸速度甚至

会以比此前预期的要快得多。这种资金流动的转向可能会增加低收入国家按商业条件进行

借贷的需求，如果不能谨慎处理，这种情况就可能会迅速地将这些国家的债务组合置于金融

风险之下。事态的发展印证了建立强效制度和政策的重要性。

尽管人们认识到加强制度的重要性，但正如国别政策和制度评估债务政策指数［ＣＰＩＡ

Ｄｅｂｔ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６）］表明的那样，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管理绩效在过去

几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还有所恶化。据此，以一种适宜本国特殊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方式去

评估提高债务管理绩效的首要领域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那些缺乏支持有效债务管

理的必要立法和制度框架的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寻找并弥补这些缺陷。而对那些已经拥有

有效债务管理框架制度基础的国家而言，关键则在于建立发展中长期债务管理策略的能力，

这种策略可以用来检测确保未来债务稳定性的成本—风险权衡。随着低收入国家逐渐积累

日益复杂且包含了许多来自公私债权人的金融工具的公共债务投资组合，上述策略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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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危机时显得尤其重要。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本章考察了低收入国家所采用的两种全球性公共品：债务管理

绩效评估（ＤｅＭＰＡ）和中期债务管理策略（ＭＴＤＳ）两大工具①。从这两大工具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使用情况中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的运用给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有关成

熟公共债务管理实践和分析能力的宝贵信息。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２００６年所做的一项有关低收入国家公共债务管理的

分析则提供了经验证据，证据表明在低收入国家中提高债务管理能力是必要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ａｎｄＩＭＦ，２００６）。它还表明，在低收入国家中，债务管理政策和高负债是显著相关的。本章

正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检视确认低收入国家债务管理常见的具体缺陷，并为他们增进债务

管理绩效而实施的定向改革项目提供基础性知识准备。

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债务管理和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已经有了大

量的文献（参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Ｔｏｇｏ，２００９；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ａｎｄ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６；Ｍｅｌｅｃｋｙ，２００７；

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８；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ＩＭＦ，２００３）。以这些文献为基础，本

章探讨了那些能够揭示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的新数据，并提示在哪些领域可以获得

改进。

本章安排如下。第一节对金融危机作了简要回顾，特别关注其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第二节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有关债务管理的独特挑战。第

三节聚焦于ＤｅＭＰＡ和ＭＴＤＳ两大工具的效果以及它们所反映出的低收入国家债务管理的

现状。在这一节中我们找出了需要改进的首要领域，强调了目前环境下存在的潜在陷阱。

最后一节提供了一些结论性观点。

全球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显著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貌。危机

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发展性和结构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东欧经济体在金融

危机扩散中遭到严重打击，资本流动也骤然停滞了，而他们曾经与西欧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

并高度依赖后者。相比之下，大部分低收入国家的金融部门没有与世界市场接轨，因而与来

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传染”相隔绝。但是，他们受到出口萎缩和商品价格下降的严重

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更危险的后危机时代环境，其主要后果是中期

增长趋势的潜在下降（图１７ ２）。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除了一些基本面强且拥有大量外汇盈余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外，

４３３

① ＤｅＭＰＡ是由世界银行发起的，ＭＴＤＳ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起的。这两种工具都经历了一

种广泛的咨询过程。在这些咨询过程中，那些活跃于公共债务管理的受援国家和相关国际技术援助的提供者都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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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２　实际和预期犌犇犘增长（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ａ。

注：ＥＤＭＥ为新兴和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缩写，２００６年指数＝１０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都大幅下降。例如，尽管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经恢复到

各自在危机前的水平，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不然（图１７ ３）。类似地，拥有较大现金账户赤

字和更依赖外国资本的中东欧国家于２００９年的私人流动资金已经下降至２００５年的水平

（图１７ ４）。

尽管存在这些萎缩，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需求并没有下降（图１７ ５）。总之，据估计，

２００９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与２００７年顶峰时相比下降了７９５０亿美元，根据目前

账务赤字和成熟民间债务计算出来的外部金融总需求达到了１．２万亿美元。在这种萧条的

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受损最严重，因为他们目前在私人资本流中的份额已下降至２．６％，这一

份额预计在２０１０年下降至几乎为零。尽管按绝对值来算很小，但这些资本流代表了国家收

入、投资和预算支持的显著份额。他们的损失将会对低收入国家平衡自身中短期金融需求

方面产生恶劣的影响（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那些有资格要求国际开发协会（ＩＤＡ）提供软贷

款和援助的国家在２０１０年可能需要多达３５０亿—５００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来维持２００８年的

项目水平，而这还没有包括为满足因危机导致的额外需求所需要的资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

ＩＭＦ，２００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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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３　向发展中亚洲国家流入的私人资本总额（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图１７ ４　向中东欧流入的私人资本（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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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５　２０１０年外国融资需要额占犌犇犘预期比重（按地区分）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

　　高收入国家的严格监管以及跨国银行储备资本的需求同样会阻碍外国银行贷款给发展

中国家。在一些地区，外国银行参与国内金融系统程度的增大有助于国内金融中介的迅速

崛起。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国内信用的扩张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及外国银行在其市场份

额的增加程度直接相关（图１７ ６）。外国直接投资通常较稳定，并且与债务或股票流动相

比，其受危机的影响较小。然而，母公司将会面临更高的资本成本，这可能会降低他们为投

资项目融资的能力。这种下降所造成的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严重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代

表了发展中地区（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固定投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１７ ７）。汇款作为

低收入国家另一种重要的、有弹性的获得资本的来源也急剧下降（图１７ ８），预计一直要到

２０１２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ａｎｄＲａｔｈａ，２０１０）。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资本流动下降的长期效果是严重的，特别是因为国内中介系统的

不足，可能使他们无法弥补外国资本流入的下降。然而，低收入国家并不是没有恢复的潜

力，特别是在完善其政策、制度和总体监管环境等方面。最近的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国内金

融部门的无能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因此，管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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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６　本国货币借贷对外国银行借贷总额百分比（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ＩＭＦ，２０１０ｂ。

注：Ｑ４为第四季度。

图１７ ７　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

注：Ｑ１、Ｑ２、Ｑ３、Ｑ４分别代表第一、二、三、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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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８　国外汇款流入变动（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

资料来源：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ａｎｄＲａｒｔｈａ，２０１０。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数据为预期数。

部门的政策和制度之完善能够推动国内金融中介的发展，使其胜过较高全球风险费用所带

来的潜在消极影响，抵消一部分金融危机的长期效果①。

面对一个更加消极的外部金融系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当局必须采取措施来完善公共

债务的管理实践，采取包括培育国内债务市场和建立必要的制度能力等措施来应对国际金

融环境的变动，以稀释外部震荡的影响。采取这些改进措施将会降低市场的风险观念，提高

成本效率，缓解较为不利的外部金融条件所造成的影响。这些改进措施还会帮助降低未来

危机所造成的脆弱性。

债务管理、危机和低收入国家

有效的债务管理包括如下事宜：保证有效的政策和程序来运行国内外市场间企业借

贷；设计并实施一项中期债务管理策略；把对债务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和报告的有效系统付

９３３

① 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的一项研究表明，年均利差每下降２５个基点，可能会使长期潜在产出增长１３％，

使潜在年均产出增长上升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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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践（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在危机时代，主权国家获得资源（特别是通过外部市

场获得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此时迫切需要谨慎的、有效的债务管理策略和政策以及

规避、减轻脆弱性的程序。

关于债务管理，低收入国家所能做出的选择是有限的。他们的内部挑战在于自身对公共

债务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尚处于发展之中，特别是在建立制度、管理安排、发展分析能力等方

面。显然，就他们用以满足自身金融需求的资源和工具而言，他们的选择更为有限（图１７ ９）。

图１７ ９　按收入水平分公共部门和公共部门担保外债构成（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ｄ。

注：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债权人构成债券投资组合的让步程度上，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显著不同

（图１７ １０）。多边和官方双边债权人占低收入国家持有的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的外部债务

的９５％以上。而在这些债务中，超过９０％又是以优惠条件（即低于市场利息和长期偿还期

的条件）签订合约的。这些债务大部来自以固定利率、让步条件提供资金的机构，从而使其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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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于利率变动的风险显著降低，但他们受制于汇率变动的风险结果仍然是很可观的。相

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公共外债股票中的三分之一是由商业信贷组成的。由商业债务和

由双边和多边机构提供非优惠融资构成的债务组合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债务的一半以上是

在非减让特惠条件基础上订约的。

图１７ １０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公共部门和公共部门担保

外债的债权方构成和优惠程度（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

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策略传统上一直是债务减让特惠的最大化。这种策略使偿债成本最小

化，导致更低的债务抵押风险，提高了债务稳定性。但它也会导致显著的外汇汇率风险（图

１７ １１）。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国内和国外融资的搭配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由国际援助共

同体的意愿及其对外融资提供能力决定的函数，国内融资被用作弥补剩余的资金缺口。援

助性资金的特性可能是高度有利的，但当国内外债务融资组合并非国内政策选择的结果时，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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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且独立的政策制定的范围就受到了限制。仅仅关注融资的外部来源同样可能导致

忽视国内债务市场的发展，而国内债务市场是另一种选择，通常伴随着较低的交易成本，能

向债务管理者提供额外程度的自由。当获取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下降时，这种选择尤为重要。

图１７ １１　低收入国家外债的货币构成（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

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管理者来说，目前的环境尤其具有挑战性，这是因为在２００７年可

行的金融选择在如今已经具有不同的成本和风险特征。对危机影响援助性融资的效果所进

行的分析反映了银行业危机后数年内援助国援助下降的程度，这对低收入国家的财政和债

务稳定性造成了显著影响。

来自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援助国家的援助流入可能在危机后十年或更长时间内显著降低

（图１７ １２）。鉴于债务市场、债主和援助者的不稳定且多变的前景，发展和维持多种融资来

源和一种有弹性的国内储蓄以弥补外部融资短缺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一点上低收

入国家受到了诸多限制，在使用国内储蓄来替代外部优惠资金上没有多少余地可以操作，这

或者是因为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或者是因为缺乏一个可用的国内市场所致，如小国的案例

所反映的那样（见第八章中对小型国家国内债务的分析）。

债务管理者可以通过做一简单的分析来评价举借内外债的优点与缺点。这一分析使用隐

含真实利率所计算得出的在时间为ｔ的远期汇率与使用真实利率计算得出的远期汇率进行比

较（表１７ １）。债务管理者可以从这种分析方法中获得两种不同的理论汇率。理论上，远期汇

率给出的利率应该使人们在举债时在外债与内债之间不存在选择的偏好。如果使用隐含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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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１２　危机和无危机援助国的净援助支出额（１９７７—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Ｄａｎｇ，Ｋｎａｃｋ，ａｎｄ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９。

注：垂直虚线显示的是危机年，该年的指数是１００。数据不包括韩国，该国仅在

１９９０年为援助国。

意味着本币将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以达到均衡点，那么，偏差是指向外债的，这是因为在隐含情

况下，外部选择与国内选择相比较为便宜。这一信息存在两面性。首先，由于存在妥协性，低

收入国家偏向于最大化减让特惠债务（见国家Ｃ和国家Ｇ）。但指向减让特惠债务的偏差并不

总是这样大，并且这种债务不如许多假设（见国家Ａ和国家Ｅ）那样的成本有效。在某些情况

下，尽管有援助者的让步，但由于负的真实潜在国内利率的存在（见国家Ｂ、Ｄ、Ｆ），使内债可能更加

有利。偏向于国内债务的国家或者稍微偏向外债的国家，同样可能使用这种分析方法以支持进一

步发展国内市场的决定。若想权衡利弊，债务管理部门就很有必要使用这一分析方法。

表１７ １　国内外债务偏向的分析

（除特殊标记的地方外，单位均为％）

变　　　量

国　　　　　家

犃 犅 犆 犇 犈 犉 犌

真实利率 ７．８０ －０．４０ ０．８０ 　７．５０ ５．５９ １０．３０ －４．１０

对外真实利率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政府债务的隐含对内真实

利率
３．４０ －３．１０ ７．００ －０．４０ ２．２０ ６．４０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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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国　　　　　家

犃 犅 犆 犇 犈 犉 犌

政府债务的隐含对外真实

利率
－２．８４ 　０．８０ －０．１０ 　－０．２０ －１．８０ －０．４０ 　２．００

真实比率下的未来外汇汇率

（ＬＣＵ／＄）
７１．８７ ６．６１ ６７．７６ ３９１３．２０ ２２７．５７ １１．１４ １１０．４４

隐含 比 率 下 的 未 来 外 汇

（ＬＣＵ／＄）
７３．０１ ６．５６ ７４．０９ ３７３８．１５ ２５４．０４ １１．１０ １２５．３８

未来汇率的分数差异百分比

（正＝外债偏差）
１．５８ －０．６８ ９．３４ －４．４７ １．４２ －０．３４ １３．５３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进行ＤｅＭＰＡ和ＭＴＤＳ分析的七国样本计算而得。美国真实利率和通胀率被用于对外方案；跨利率

并没有被考虑。

注：ＬＣＵ＝地方流通单元。

债务管理绩效评估（ＤｅＭＰＡ）和中期债务管理战略（ＭＴＤＳ）分析工具

尽管债务重组和债务减免倡议已经使重债国家受益匪浅，把他们重新送入债务可持续

的轨道，但他们并没有解决债务压力的成因，在重债国面临危机之时尤为如此。２００３年，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公共债务管理手册》，以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国

际金融震荡时的脆弱性。尽管债务管理的好处日益得到承认，但低收入国家中债务绩效管

理技能并没有得到提高。事实上，正如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ＰＩＡ）债务政策指数测量的那样，债务管理在近几年表现为边际

性恶化，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２下降至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的３．２８。这种恶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因

为低收入国家中债务管理的质量和沦为高负债国家（即目前的债务占出口的比例超过

１５０％）的可能性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一个国家的ＣＰＩＡ债务管理得分与其变成一个高负债

穷国的概率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债务管理质量的单位上升（等于ＣＰＩＡ债务政策指数上升一

分）使一个低收入国家拥有不稳定债务负担降低了２５％，概率结果见附录中表１７Ａ 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６）。这些发现被许多经验文献所证实，这些文献发现债务压力与制度质

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ＫｒａａｙａｎｄＮｅｈｒｕ，２００６；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ＲｏｇｏｆｆａｎｄＳｅｖａｓｔａｎｏ，

２００３）。此项分析所能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尽管ＨＩＰＣ倡议和 ＭＤＲＩ使债务负担指数

下降了，但为了减少债务风险，完善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管理能力和制度仍然是必要的。

债务管理绩效评估（犇犲犕犘犃）

ＤｅＭＰＡ是一种标杆性实践，它评估一个国家债务管理的优劣。它通过覆盖整套政府管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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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的１５个债务绩效指标来检查政府债务管理实践和程序的制度性基础。此外，它也对

实行这些程序的整个环境进行评价。ＤｅＭＰＡ旨在测量政府债务管理绩效和捕捉那些实现

良好债务管理实践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工具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债务管理的过程和

能力，而这正是有效债务管理所需要的。

ＤｅＭＰＡ强调采取任何措施来满足最低要求（即分数至少达到Ｃ）①。这样做反映的是一个

拥有恰当制度和能力的国家进行关键债务管理的有效功能。未能达到最低要求表明这个领域

应该优先引起注意并进行改革。ＤｅＭＰＡ的结果能够用以指导序列和可行改革方案的设计，便

于检测不同时间的绩效，并且在对优先性有普遍认同的基础上与债权人建立良好关系②。

ＤｅＭＰＡ实践的早期结果在界定各国债务管理改革优先领域方面是十分有用的③。由图

１７ １３中的内圈线表明，样本中不到１０个国家的指数达到了最小要求。尽管两组国家的模式

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图１７ １４），但低收入国家在几乎所有指数上的表现都逊于中低收入国家。

图１７ １３　达到最低限度债务管理要求的国家数目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债务管理和绩效评估累计结果计算。

５４３

①

②

③

ＤｅＭＰＡ指数是在Ａ到Ｄ的量表上进行计分的。分数Ｃ或更高表明满足了有效债务管理的最低要求；分数Ｄ表明

没有符合这一要求。

ＤｅＭＰＡ指数和亚指数的详细列表见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ａ）的报告。ＤｅＭＰＡ方面的资料和国家实施情况的

列表参见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ｅｂｔ。

此项分析基于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进行的３４项评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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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１４　按收入组别分达到最低要求国家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债务管理和绩效评估累计结果计算。

优先改革的领域是不足１０个国家满足最低需求的那些领域（表１７ ２）。对这些优先领

域的详细分解见附录图１７Ａ １①，包括以下领域。

● 中期债务管理策略；

● 对债务管理活力、过程和操作进行的绩效审查；

● 分析和记录举借外债的程序；

● 现金管理实践；

● 债务数据的监管、持续记录和报告；

● 可操作的风险管理。

在ＤｅＭＰＡ框架下一半国家符合最低要求的那些领域，与法律体制、管理结构、财政和

货币政策的协调、国内举债的政策和程序等相关。

这些积极的结果能够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以解释：在这轮ＤｅＭＰＡ被评估的国家中，有

一些来自地区性货币联盟，而在这些联盟国家那里，通常是由中央银行来管理国内债务的。

这些中央银行熟练掌握了此类事宜的国际结算程序和求助方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

国家在货币政策指数和国内举债程序上得到的高分。财政互动上的得分可以由若干国家为

后重债贫困（ｐｏｓｔ ＨＩＰＣ）倡议和减少贫困与促进增长（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ＰＲＧＦ）国家这一事实加以解释，这些国家已经拥有有效的中期财政和支出框架。

６４３

① 这并不表明其他领域的改革不重要，而仅仅意味着在本项研究之前几乎没有国家符合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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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２　有待改进的优先领域

领　　　域

不满足最低

要求的国家

数目（个）

占总数的

百分比（％）

债务管理策略

债务管理策略文件数目 ２９ ８５．３

债务管理策略的决策过程、升级和发布 １１ ３２．４

审计

对债务管理行为、政策和操作的内、外部审计频数，包括外部审计的

发布
２７ ７９．４

强调内、外部审计的责任程度 ４ １１．８

外债举借

对大多数利益／成本有效性举借条款和条件的评价 ２５ ７３．５

在国外市场上举债的成文程序的可行性和质量 ２８ ８２．４

立法建议者参与的可能性和程度 １３ ３８．２

现金流预报和现金平衡管理

政府银行账户中现金平衡的累积水平预报的有效性 ２７ ７９．４

政府银行账户中现金平衡的累积水平管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举借项

目整合一体化
２５ ７３．５

债务管理主体在哪里操作运行其银行账户，调整其银行账户的频数 ６ １７．６

债务管理和数据安全

运作债务服务的成文程序的可获得性和质量 ２６ ７６．５

债务记录和确认的成文程序的可获得性和质量以及协议的储存和债

务行政
２８ ８２．４

控制进入中央政府债务记录、管理体系和支付体系的成文程序的可获

得性和质量
２６ ７６．５

债务记录的频数与现场外储存和管理系统备份 ２５ ７３．５

职责分离、员工能力和运营延续性

一些关键功能的责任分离、风险监测和遵从功能的存在 ２８ ８２．４

员工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 ２６ ７６．５

设置风险管理操作计划，包括运行延续和灾难恢复安排 ２９ ８５．３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累加的ＤｅＭＰＡ结果计算而得。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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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样本国家的债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因为举借外债的政策和程序在某些

方面的不到位而被打了折扣。他们在这类指标上的得分反映了他们对大多数有关收益—成

本有效的借款条件的评估浅尝辄止，还反映了他们普遍缺乏有关在国外市场借贷的成文程

序。令人尤为担忧的是，在这些国家中，许多都表示金融风暴平息之后有兴趣即在国际资本

市场上发行债务。尽管大多数国家拥有有效的支撑信贷的立法框架，但是，由于他们尚未采

用常规的绩效审计，因而缺乏问责和透明。

一个令人惊讶的缺陷领域是债务记录和报告。尽管技术援助已持续有年，而且也有现

成可用的软件，但仅有不到一半的国家达到了要求的标准。传闻性证据表明，缺乏关键的、

受过训练的员工和缺乏成文程序是绩效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国家，公共部门政策要求

员工轮岗。私人部门对熟练的债务管理者的良好激励吸引了关键人员。这两个因素导致关

键技术人员成批流失，从而导致债务管理能力的跌落，而能力的重建不得不从头开始。这一

问题又因大多数债务机关固有的基本缺陷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包括缺乏程序手册和

明文规定的工作程序，这些手册和程序本来可以弥补因关键员工调岗或离岗而留下的空白。

被评估国家的现金管理还是初级的。大多数国家拥有许多银行账户，这有时是出于债

主的坚持。在许多国家，关于现金平衡总水平的信息是无法得到或不被监管的，并且现金既

没有用于投资也没有汇入国内债务举借的项目。在一些国家，尽管有些政府账户中的流动

资金非常充裕，但政府仍然借贷，这导致了利息成本，并且剩余资金没有任何回报。ＤｅＭＰＡ

的分析结果揭示了多个国家缺乏预测现金流动和管理现金平衡的分析能力，同时也缺乏可

以使主权国家改善管理成本的单一财政账户。

在许多国家，操作风险管理实践要么是缺乏的，要么就是不够的①。仅四分之一的国家

满足了债务监管和数据安全的最低要求，并且只有６％显示出权责分割、员工能力、运营延续

等方面的有效实践。主权债券投资组合通常是一个国家中最大的投资组合，考虑到相关交

易的高额价值和实际金融损失的潜在结果以及与有关操作失误或失败相连的名誉上的、政

治上的严重风险，缓解欺诈、人为失误和市场的风险至关重要。操作风险管理实践上的这些

缺点又因缺乏准确的、安全的债务记录和透明的监管报告而愈发严重。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有必要增加对这些领域的技术援助，增强相关的能力，再辅之以必

要的程序和制度安排以维持有效的债务管理项目。行政、记录、监管和评估同样值得改进。

中期债务管理战略（犕犜犇犛）

采取一种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来衡量金融选择，就需要把债务管理规划与更广泛的宏观

经济管理更好地融合起来。顾名思义，中期债务管理战略（ＭＴＤＳ）提供了一种设计和实施

８４３

① 对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管理这一领域较为忽视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大部分的借方都能从多边或双边融资来源

获得资金。这种情况缓解了操作风险，因为借出机构通常都有很强的信用保证机制（尽管这并非完善的实践，因为借款者

本应可以独自鉴别、管理这种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低收入国家赋予这个关键的领域较低的优先性的原因，同时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在ＤｅＭＰＡ得分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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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典型是三至五年的幅度）债务管理战略的框架①。它首先关注债券投资组合的恰当

构成。中期债务管理战略对于弄清与不同债务管理战略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对于管理

债券投资组合所带有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对于管理那些因外生发展而导致的潜在偿债成本

的变动及其对预算的影响而言，是十分有用的。

中期债务管理战略形成的第一步是确定国家债务管理的目标与范围②。理想地说，债务

管理目标应当讲明政府根据其成本和风险偏好所具有的筹资需求。中期债务管理战略的第

二个目标通常是扩展国内投资组合的偿还期，发展国内债务市场。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没

有明确澄清其管理债务的目标。在考察替代性的策略选择时，债务管理者需要知道政府是

否乐于承担降低风险或达到其他目标的高成本，如发展国内债务市场等。

在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政府遵循了一个非正式的债务管理策略，这种策略既不由财政

部长明确认可，也不基于对成本和风险的分析。低收入国家采取这种非正式的策略来最大

化其优惠借贷。在国内市场方面，此项策略降低了再融资的风险，因为短期债务占国内总债

务的份额在许多国家一直很高。这些非正式策略通常是通过说理启迪的方式获得的，即便

是对定量分析基础上建立的策略而言，这一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现存债务管理策略所反映的那样，样本中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投资组合是以官方部门的

优惠性融资为主的。然而，在外债和内债的比例上以及在国内市场的相对深度与广度上，样本国

之间存在着极大不同（表１７ ３）。那些接受重债贫困国倡议、中期债务管理战略（ＭＴＤＳ）和其他

外部债务减免的国家的投资组合经历了向更大国内债务份额的快速转变（图１７ １５）。结果，外汇

依赖显著下降，尽管采用ＭＴＤＳ的大多数国家的外债占总投资组合的比例仍然超过５０％。

表１７ ３　六个样本国家的现存债务投资组合的关键风险指标

（除特殊标记的地方外，单位均为％。）

项　　　　目 犃 犅 犆 犇 犈 犉

累计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 ４８ ７１ ２３ ３３ ４３ １２

外汇汇率风险

国内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 ４６ ４２ ３６ ２９ ５１ ５８

风险强化

内债偿还期平均时间（年） １．６ ３．９ １．０ ５．３ ４．３ ２．７

９４３

①

②

ＭＴＤＳ包括一个工具包，以帮助政府在把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纳入的情形下分析和发展ＭＴＤＳ。

关于如何发展并形成ＭＴＤＳ，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ＩＭＦ，２００９ａ）。就落实完

善的ＭＴＤＳ而言，定量分析并不必要。如果一个国家遵守指导手册，并且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策略，这个国家就能形成

一系列可以接受的策略供决策者选用。即便一些结果是明显的，但为弄清采用无效率融资策略的机会成本，明确量化某

项策略的成本和风险结果仍是十分有用的。如果一国把发展国内债务市场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量化发展国内债务

市场的边际成本同样也是十分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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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犃 犅 犆 犇 犈 犉

外债偿还期平均时间（年） １６．２ １５．８ １２．５ ２０．６ １１．５ １０．９

未来１２月内偿还内债占内债总额比重 ３８ ２１ ５４ １２ ３９ ３３

利率风险

固定利率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 ９５ ９９ ７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

总债务偿还期平均时间（年） ８．６ １０．９ ８．４ １４．７ 　７．７ ５．９

未来１２月内会重定利率债务占总债务比重 ３９ １１ ５６ ９ ２５ ２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样本国家、使用中期债务管理策略计算得出的数据。

图１７ １５　重债贫困国国内债务占公共债务总额的百分比（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

资料来源：Ｐａｎｉｚｚａ，２００８。

注：样本包括了２１个国家的数据。

随着国内债务比重的上升，再融资风险已经变得更加严重。在所有样本国家那里，内外

债偿还期的平均时间均有显著的差异。长远来看，国内债务市场发展议程能够进展到何种

地步将决定内债占总债务比重能够以何种步调上升。在低收入国家中，可变利率债务占总

债务投资组合的比重倾向于很低，以求得利率风险暴露的最小化。债务组合的分析凸显了

减少汇率风险对于外债组合的重要性和减少再融资风险对于内债组合的重要性。

中期债务管理战略具有前瞻性。在衡量新借贷成本和风险后果，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政府目前所面临的正在变化的金融环境这一大背景下，这个战略是十分有用的。随着全球

危机后借贷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对升级发展支出以促进增长再融资的需要，融资渠道的拓

宽与多样化已经变得十分重要。样本中大多数国家的减让特惠贷款都被最大化了。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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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为那些不能通过减让特惠贷款满足的额外需求进行融资。在一些国家，非传统的双

边贷款正逐步变成融资的重要来源，虽然这些贷款的条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差别很大。那

些位于低收入国家最高收入层次的国家正探索成为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ＩＢＲＤ）的混合贷

款对象国的可能性①。样本国中的中期债务管理战略国家几乎无不在商议发行国际债券的

可能性。

各国已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其国内债务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在一些国家，资本账户不

对外开放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和外国银行无法在这些国家的国内金融系统中进行竞争。资本

账户对外关闭使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或负的真实利率吸取那些无法流出国境的国内储蓄。然

而，这样做可能使国内金融市场变小，并且倾向于限制未来国内债务发行增长的吸收能力。

在那些退休金改革未能解决公私雇员固定福利方案资金不足问题的国家，长期债务对

国内资金的吸取能力就是很限的，并且这一能力代表了政府承担的重大的或有负债。那些

开放了资本账户的国家则一直积极招徕外国投资者。养老金制度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帮助深

化了国内债务市场，促进了国内投资者基础的增长。

最近的金融危机通过实体部门对样本国家产生了影响：发达国家的减速导致出口总量

和价格的显著下降，旅游人数和汇款数量也下降了。尽管进口成本也同时下降了，但这一下

降不足以补偿出口的下降，并且外部平衡预计在近期内会持续恶化。

随着私人资本流入放缓，用于为经常账户赤字的融资的源泉减少了，这就对汇率造成压

力，并减少了外汇储备和进口覆盖比。财政的地位同样也被弱化了，这是因为危机降低了政

府收入，减少了私人收入，而为了抵消萧条的影响支出却增加了。在一些国家，关于或有债

务的潜在规模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以对准国营机构的担保已构成了公共债务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双边援助出资国家财政地位的恶化，援助资金的流入也将下降。

就缓解此次危机影响的能力而言，样本国家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一些商品出口型国家

实施了反周期性财政政策。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之前持续储备，能够较好地缓冲危机的影响。

其他国家则实施了资本控制政策，把自己与资本流入的骤停和资本外流的洪涛隔绝开来。

许多国家同样经历了供给上的冲击，因为那些上头条的通货膨胀通常由食品和燃油价

格决定。名义固定利率债务和通胀指数债务的组合将会减轻这些事件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

后果。从中期债务管理战略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分析建议，在外部的脆弱性和低储蓄水平的

条件下，可考虑偏向以国内货币为基的借贷，以缓解外汇暴露风险。保持既低又稳定的通胀

对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而言十分关键。

在中期债务管理战略分析中，通常要对两个成本—风险测量指标进行评估：利息支付

占ＧＤＰ的比重以及名义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使用不同的测量指标可能得出彼此冲突的结

论。利息支付占ＧＤＰ比重的成本和风险方法强调预算对利息支付预期变化而言的脆弱性。

在样本国中的低收入国家，毫无例外地，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利息成本策略是最大化地使用减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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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惠型借贷。在这里，低成本来源于高减让特惠型利率，低风险则是因为利息支付的绝对

低水平使利息支付水平相对于基线而言变动率很小①。根据这种测量方法，那些谋求国内债

务占较大份额的策略将会产生更高的成本和风险。国内债务风险较高可以通过以较高成本

的国内融资取代低成本国外融资，从而导致了较高的绝对成本和风险水平这一事实予以

解释②。

以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的方法来测量成本和风险，样本国家同样表现不同。这一测量以

不同债务管理策略路径所形成的债务持续性对脆弱性做出评估。在那些国内债务市场严重

受限且成本费用较高的国家中，来自国外的减让型借贷在成本和风险方面一直优于国内借

贷。尽管外国借贷的利率通常比国内借贷利率有较大的折扣，在国内债务市场的利率相对

温和且其汇率基线预期将要贬值的国家，人们往往面临在较高比例的内债策略（高成本低风

险）和较高比例的外债策略（低成本高风险）的权衡。在这些案例中，利息支付贬值后的（即

较高国内流通等价物的）资本价值可能比内债的利息支付更高，使内债比外债更便宜。同

理，作为利率震荡或贬值震荡的结果，如果利息成本对贬值资本的浮动要比国内利息成本的

浮动更高，外债的风险就可能更高。毫无例外，汇率震荡主宰了债务占ＧＤＰ这一方法的风

险结果（相对于利率震荡而言），因为这种震荡不仅反映了利息成本，还反映了资本估价。

此外，ＭＴＤＳ的分析结果具有很强的国别特色，并且依赖于现存债务投资组合的特点、

有关基准线未来交易和利率预测的观点、震荡情况及控制定价估计的宏观经济预测。因此，

监测其他风险指数是十分关键的。例如，从成本和风险分析中估计再融资的风险是很难的。

通过仔细地审查和比较在不同的债务管理战略下一国在偿还期期末时的本金偿还能力，并

且通过比较在不同的债务管理战略下一国所持债务的平均偿还期和在某年到期债务所占比

重，人们发现，一个根据成本—风险分析角度看上去是很有吸引力的债务战略所导致的再融

资风险水平可能令人难以接受。

由债务构成导致的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主要来自汇率风险。然而，考虑内债的偿还期

相对于外债而言比较短的情况，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国内担保策略，以维持现存投资组合的国

内外债务所占比例。如果允许债务按照其资本支付日程而到期的话，三年后外债几乎都没

到期，仅有１％—１８％的原始债务到期（表１７ ４）。相比之下，内债基本都会到期，４０％—

１００％的原始债务在３年后均到期。在总原始债务中，６３％—８５％的仍属未偿债务。与诸如

到期平均时间等指数一起，这种方法反映了改变现有债务投资组合的时间长度。事实上，改

变一项投资组合会花更长时间这一事实可能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投资组合容易面临较

低的再融资风险。然而，如果现存的债务是有风险的（如外债比重很大），这种风险将会在更

２５３

①

②

由于利率被设定在０．７５％，在不考虑市场条件的情况下，来自国际发展协会（ＩＤＡ）、非洲发展银行的贷款的利率

风险为零。仅仅在某国达到了减让债务的限额之后仍进行非减让特惠借贷时，利率风险才会出现。

２％即将到期的外债由１０％内债代替，会导致利息成本上涨８％。由于利息支付较高的绝对水平，以及相对国外

债务利率，国内债务利率具有较高的利率冲击（例如，国内利率冲击达２％，国外利率冲击则为１％），内债的风险同样也会

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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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内伴随着这个国家。在缺乏债转股的情况下，改变债务构成只能渐进地实施，只能随

着债务到期和为填补预算赤字而发行新的债务而逐渐改变。

表１７ ４　若干犕犜犇犛国家三年之后的内外债余额百分比

国　　　家 内　　　债 外　　　债

Ａ ３９ ９９

Ｂ ５４ ９１

Ｃ ０ ８２

Ｄ ５９ ９６

Ｅ ４４ ８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ＭＴＤＳ＝中期债务管理策略。

当赤字上升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增加新融资时，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能够迅速优化债

务结构。除非现有的管理政策十分谨慎，否则，公共债务投资组合可能很容易变得很冒险。

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考虑使用非减让资金（包括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进行融资，评估

此类借贷对总体投资组合的风险后果问题变得日益尖锐。

非减让型借贷

许多低收入国家谋求降低对援助者的依赖，因为援助型融资可能是多变的和不可预测

的，资金的使用通常与某项项目相关支出相联系，而与多边机构打交道可能会产生高交易成

本。转向国际资本市场增加了融资的多变性，增加了成本。转向这些非减让渠道同样无法

使汇率和再融资风险消失，而且，这样做还使国家受国际信贷循环风险的影响。转向国内融

资有降低汇率风险的优点，但这样做可能增加再融资风险，提高利息成本。在某些低收入小

国那里，还缺乏一个能够支持有生命力的政府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基础。

考虑到许多国家对大型社会基础和基础设施的需要，在那些国内资源不充分的地方，更

多的资金流入是受欢迎的。获得新的融资来源能够改善积极管理公共债务组合的工作空

间。例如，它会为一国的债务组合的汇率风险改善提供更大的空间，使外汇债务组合与该国

的出口收入源相匹配。然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可能在以较高债务偿还成本和较高的潜在

再融资和利率风险为代价的情况下达到的。更多的外国投资者的兴趣也扩大了国内债务在

债务组合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供了操作空间，这是因为国内债务源泉的增大有利于使国

内债务的期限延长。

然而，非减让债务的管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且可能增加低收入国家积累不可持续的

债务风险。非减让外债的累积可能对低收入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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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缺乏前瞻性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能力，借贷策略可能与其长期偿还能力不相一致，

从而导致不明智的借贷。

即便是数量适中的非减让借贷也能显著地增加债务偿还成本。尽管２００７年（可找到数

据的最近的一年）的非减让债务存量额比较适中，有几个国家对非减让债务的偿还占总债务

偿还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图１７ １６）。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加纳、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

布韦，非减让债务偿还额占总债务偿还额的绝大比例。非减让再融资的可能性使发展和实

施信用债务管理策略的能力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因为唯有具备这些能力，政府才能够做出合

理的借贷决策以管理其债务投资组合。

图１７ １６　若干国家的非优惠债务和还本付息额（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ａ。

结论

无论在低收入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完善的债务管理实践都在预防和缓解金融危机上发挥

了关键作用。低收入国家缺乏经济多样性、深度的金融市场以及预防、应对危机所需的制

度、人力资源，因而其面临的挑战更大。

解决债务管理绩效问题的第一步是评估一国现行框架的优点和缺点。ＤｅＭＰＡ就是设

计用于找出现行框架的缺点并提供改革标杆的一种分析工具。这一工具实施所产生的初步

评估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债务管理的关键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对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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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成本—风险权衡的评估能力。ＭＴＤ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有效的

ＭＴＤＳ分析反映了在一个国家的债务管理框架下诸策略的成本—风险权衡。减少这些成本

和风险，会在为达成长期目标而提供灵活性的同时增强公共收支平衡的能力和抵御未来冲

击的能力。

考虑目前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债务水平和世界利率水平的演进状况，脆弱的低收入国

家能否有效地管理其债务尚待观察。尽管这种不确定性和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的不确定性仍

然存在，但从现有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管

理能力将会成为当下和未来预防及缓解危机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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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７Ａ

表１７犃 １　债务管理质量和犎犐犘犆资格

变　　量 犐 犐犐 犐犐犐 犐犞 犞 犞犐 犞犐犐

债务净现值／

ＧＤＰ

０．２３

２．５６

０．１９

２．８５

０．２８

２．６４

０．１２

２．０９

０．１９

２．０９

０．１１

２．８３

０．６１

３．０３

收入
－０．２８

５．７５

－０．２４

５．５１

－０．３０

５．７３

－０．２２

５．８０

－０．２４

５．４１

－０．２５

４．５９

－０．４３

５．２５

ＣＰＩＡ债务管理
－０．３２

２．６５

－０．２５

２．５１

－０．３２

２．５４

－０．４８

３．６０

－０．７１

３．４１

ＣＰＩＡ
０．０４

０．７２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０．３８

２．８９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总量增长

－０．１２

０．０８

观测值数量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１ ８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
２ ０．５６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６６ ０．６０ ０．５６ ０．６０

Ｗａｌｄ检验 ３８．１２ ３６．３８ ４０．２８ ３６．５１ ３６．８０ ２１．９２ ３７．９４

年份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８５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６。

注：报告数值为边际ｄＦ／ｄｘ和ｄＦ／ｄｘ。斜体的是ｔ值检验的绝对值。自变量：二元变量［变量为１表明这个国家（有４８
个）有资格获得ＨＩＰＣ缓解，变量为０则表明这个国家没有资格］。收入是以美元为单位的真实人均收入取对数。所

有的误差都是修正异方差性后获得的稳健标准误差。ＣＰＩＡ为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的缩写，ＨＩＰＣ是严重负债贫困国

的缩写。

表明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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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犃 １　债务管理绩效评估发现的问题领域（占受调查国家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债务管理绩效评估累计结果（见Ｐ３４５注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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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期间的公共债务管理与主权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经验与教训

第十八章 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８

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期间的公共债务管理与主权
危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经验与教训

汉斯·犑·波罗迈斯坦

本章将论述在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期间（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在公共债务管理方面的经验，还将说明在政府赤字与或有负债激增

阶段之前空前的全球震荡所引发的地区银行危机。各国对严重经济衰退担忧而进行的财政

反应，催生了主权借贷的加速增长，由此加剧的主权危机则引发了市场对在某些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国家内部一场即将到来的或已存在的地区性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的担忧。现存主

权债务危机的突变使对包括银行同业市场在内的私营金融中介体系的新威胁的担忧死灰

复燃。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危机在金融冲击的源起、剧烈程度、全球性以及后果等方面都不同于

以往。我们需要使熟练的债务管理成为整体宏观经济退出战略的一部分，以此控制主权危

机的加剧以及缓解可能的“传染”危险，并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整体一致性。而且，为了

控制过度负面的市场氛围以及可再次导致市场功能紊乱的主权债务危机的不确定性，我们

也需要一个可靠的退出战略。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债务管理者的报告，在有些拍卖市场上需求走软，从而导致拍

卖被推迟，流拍，或取消，给一级市场带来种种扭曲。更加严格的发行条件以及整体金融不

稳定的境况（这影响了一级交易商的运作）是为什么现行发行规程、一级经销商的安排以及

投资组合管理策略并不像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起作

用，所以主权债券发行者有时不得不在无前例可参照的环境下运作。

二级市场也存在严重流动性压力的迹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债务管理办公室

（ＤＭＯｓ）对于更加严格发行条件的直接应对包括改变现行的发行规程和政策。这一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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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应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更加多样的一级市场安排和投资组合管理程序（更加详细

的评述可见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ａ）。

对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的经济危机的应对导致了预算赤字和主权债务的快速增长。这一

发展动态很可能影响长期利率，并对实体部门产生负面影响（如会产生挤出效应）。主权危

机的加剧、利率的上行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对整体宏观经济

退出战略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稳健的中期财政战略是将债务偿付成本、主权危机

与蔓延压力置于控制之下的可信退出战略的基本要素。同时也迫切需要一个更为综合性的

资产负债表定义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展望主权危机的前景，此外，还需要更为紧密的债

务管理者、财政当局与货币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国内与国际合作，包括信息的交换。

本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检视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影响及其后果。第二部分分析这

一危机的政策挑战和回应，包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内退出的挑战与借贷政策的改

变。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危机在金融冲击的源起、剧烈程度、全球性以及后果等方面都不同于

以往。这一空前的全球震荡首先造成了地区银行危机，然后，又把世界带入了政府赤字与或

有负债猛升的阶段。对金融部门的公共援助和对可能导致萧条的经济下滑的担忧导致了主

权借贷需求的激增。

短期政府发行的增加

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期———随着雷曼兄弟在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倒闭———私人金融票据市

场冻结了。经过２００８年的恐慌，私人金融中介体系几乎完全崩溃（Ｗａｒｓｈ，２０１０）。如果以

短期金融市场的崩溃程度来测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按照艾伦·

格林斯藩（Ａｌ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２０１０，ｐ．１８）的论述，“雷曼兄弟在短期信贷的全球供给的蒸

发……是史无前例的”。

濒临崩溃的金融中介体系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公共援助运作。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

（通常在ＤＭＯｓ之间合作）取代或者巩固短期私人市场，财政部门以现金形式的资金注入

［比如不良资产救助项目（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ＡｓｓｅｔＲｅｌｉｅ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ＡＲＰ）］增加了数十亿的银行股

权。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债务管理办公室不得不在短期内筹措资金，为国有破

产银行注入资金或进行再注资操作。这些公共资金的注入传递了一个信号，即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会为整个银行体系的负债负责，从而造成大规模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政府也为私人银行的债权发行作担保，这也造成政府显性的或有负债。

总而言之，金融援助操作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常规与或有债务发行激增

的主要原因。债务管理者以及其他金融官员的这些操作，推动银行危机与冻结市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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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风险。在可信的中期财政退出战略缺失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可

能酝酿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动荡阶段，不过这一次引发的是主权债务危机。

在公共债务供给的爆炸性增长发生的时代，连主权债券发行者也在其二级市场经历流

动性问题。而且，在几个市场那里，跨行交易（几乎）消失了，这影响了一级市场交易商的市

场运作能力，使报价驱动型市场转变为订单驱动型市场（匈牙利的市场便是一个例子）。此

外，一些政府在发行主权债券时不得不面临更加剧烈的竞争，后者不但包括来自其他主权发

行者的竞争，而且包括来自获得本国政府担保的银行债券的竞争。

尽管存在流动性问题与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在２００８年危机的高峰

期，政府债券的一级市场仍继续稳定运行，甚至在面临主要地区银行危机的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在极端市场混乱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操作仅限于短期国库券的发行，长期国债的拍

卖是暂停的。在几乎全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市场，短期债务的发行显著增加了（图１８

１）。作为对危机的额外回应，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级市场引入了发行规程和技术

的变革。

图１８ 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短期债务发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债务管理工作部门的调查，ＯＥＣＤ工作人员的评估。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值；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

更高的预算赤字

为了应对猛增的金融支持机制成本、其他与危机相关的支出以及经济衰退引起政府税

收减少与政府支出的增加等问题，借贷需求迅速增长。其结果是，在２０１０年，许多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预计在预算赤字上会显著上升。

在伴随着预算赤字增加及极度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之下（图１８ 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的政府总的借贷需求爆炸性地上升了：到２０１０年，这些借款的估算在２００９年几乎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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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６万亿美元，这比之前估计的１２万亿美元要高得多。而对于２０１０年的预测显示，借贷

基本会维持在１６万亿美元（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Ｇｏｋ，２００９）。

图１８ ２　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财政赤字（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ａ。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值；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

由于经济衰退所引起的财政影响以及解决银行危机的金融后果比预计的更糟糕，许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在２０１０年会面临赤字的显著性上升。在２０１０年，整个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战后的顶峰，大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２５％

（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ａ）。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债务管理工作小组的代表确认，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区域内（也包括这一区域外）的多个债务管理办公室正在应对显著上升的借贷

需求①。

其结果是，世界各地的主权债务发行者正面临着从市场筹集资金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

从而导致更高预期的借贷成本。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当复苏来临时，各方对储蓄的竞

争将有增大的风险。如果这一情况发生的话，主权债券的收益率势必上升（图１８ ３）。

系统性市场吸收问题与挤出效应的增加

发行境况在一些市场已经恶化。但是，迄今为止，较少成功的拍卖可被看做“单一的市

场事件”，而不是系统性市场吸收问题的清晰证据（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ｂ）。鉴于伴随着整体

债务水平上升的发行的增加，借款计划的执行的未来趋势只能是更具挑战性（图１８ ４）。

４６３

① 本章的政策信息是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作组委员会的公共债务管理调查，公共信息来自官方资料和

经合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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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３　长期和短期利率对政府总债务之间利差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ａ。

注：数据代表的是有数据记录的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的平均值。短期利率通常为三月期国库券利率，长期利率为十年期政府债券利率。

图１８ ４　若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可市场变现

中央政府债务（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数据来自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ｂ。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数据来自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公共债务管理工作小组和ＯＥＣＤ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值；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２００８年日本的数据亦为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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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政府借贷项目以及由此导致的更高的公共债务也更可能影响长期利率。由

于产生更高的（预期）借贷成本而对私人需求和生产产生挤出效应，这些金融市场的发展将

会对实体部门产生反作用①。截至２０１０年５月，这一挤出效应还表现得比较温和：家庭与

企业储蓄率在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对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经济复苏

收益进一步加强时，这种情况很可能改变。

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务与利息支付

可以预计的是，政府发行的大规模激增会推动主权债务发行价格的下降和收益率的上

升。许多债务管理办公室面临的债务发行挑战又因不断增加的债务规模而变得更加复杂

化———这一趋势在危机之前就已显然可见。

自２００８年危机顶峰以来，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债务水平都急剧上升（图１８ ４）。（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职员估计）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中央政府的债务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年

底几乎将达到３２万亿美元。主权借贷需求的激增可能抬高真实的长期利率（图１８ ５）。

图１８ ５　若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长期利率（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ａ）的数据整理。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值；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

较高债务对利率影响的实证估计差异很大。研究报告估计，（名义的）公共债务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重每上升１％，（名义的或真实的）长期利率增高１到３２个基点。此外，也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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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推理意味着否定李嘉图的等价假设。在早些时候存在的普遍的赤字现象（１９８０ｓ）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有时

几乎是意识形态味道很重的）关于财政政策对利率影响的争论。青和法兰克（Ｃｈｉｎ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ｅｌ，２００３，ｐ．２）认为这场争

论现在应当在“否定李嘉图等价是对真实世界的实在描述”方向上得到了解决，盖勒和奥扎格（Ｇａｌｅａｎｄ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也

得出了这个结论。其他分析者强烈反对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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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债务与利率存在非线性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内未偿还债务的强劲增长和

较高的长期利率也暗示了较高的利息支出（图１８ ６）。

图１８ ６　若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

债务利息支付净额（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ａ）的数据整理。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值；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

应对全球危机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债务管理者报告，对主权债券的需求在一些拍卖中已经出现疲

软迹象。几乎在所有的市场，短期债务的发行都显著增加了。作为对危机以及危机所导致

的持续发行需求的回应，债务管理办公室在一级市场引入了发行程序与技术的革新。

退出的挑战

更严格的发行条件和挤出效应的风险要求我们把注意力聚集到适当的财政与货币的退

出战略以及债务管理办公室与货币和财政当局更好的沟通渠道上。在获得健全的财政整顿

政策支持的同时，主权债务管理者需要准备好并实施及时且可信的中期退出战略

（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ｂ）。虽然通过娴熟的债务管理战略之调整（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具有

削减政府借贷成本的潜能，但健全的公共债务管理并不能取代合理的财政政策。随着时间

的推移，向谨慎的中期财政政策战略回归才是控制债务服务成本的退出战略的有效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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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危机前景通常是依据传统的债务可持续框架予以界定的，在此框架之内，风险

是一个国家基本平衡（该平衡受财政调整战略影响）的函数，也是经济增长与平均融资成本

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函数（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这一定义符合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多数的市

场危机。自从雷曼兄弟的倒台，与危机相关的相互作用已经导致主权资产负债的空前扩张

与表外业务项目（如或有负债）的激增。这些发展表明需要重新定义主权债务危机，借以强

调主权资产负债的路径和表外业务项目（如担保和未偿付的衍生工具）的可靠信息

（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Ｇｕｚｚｏ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此外，还需要避免或者缓和的对象是与

高的真实利率表相关的潜在市场压力，这也与中央银行的退出战略有关（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９ｂ）。最后，重要的是，就货币当局采取的不同的退出措施的时机与先后排序而言，转向

（未来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小心实施。由于债务管理者面临相当高（并且还在增加）的预算

融资赤字，所以，债务管理办公室与中央银行相互通报可能造成显著市场影响的政策变动就

非常重要（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ｂ）。

借贷战略的转变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债务管理者看来，现在正进行着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对借贷战

略有四大影响。

● 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借贷需求显著增加，以回应紧急救助措施以及其他

危机引发的支出需求（图１８ ７）。此外，借贷需求也因衰退对支出的叠加次生影响与低税收

收入而增加。

图１８ ７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域的市场变现

总发行额和净发行额（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债务管理工作小组调查和ＯＥＣＤ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２００９年数据为估计值；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

８６３



第十八章　
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期间的公共债务管理与主权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经验与教训

● 最初流动性状况紧缩，全世界的市场参与者随之变得越来越倾向风险规避，这导致许

多种类的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增加。

● 中央银行（通过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措施）和政府（与扮演重要支持角色的债务管理办

公室一起）做出的政策回应，显著地改善流动性状况。

● 在那些经历极端混乱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借贷业务仅限于短期国库券的发行，长

期国库券则被暂停。

这些影响迫使债务管理者通过举行更加频繁的拍卖、缩短（票据等的）到期期限、增加外

债①以及发行不同的混合票据、包括更多的短期债务特别是短期债券②等措施（图１８ ８），以改变

或者调整他们的借贷战略。其结果是，应对危机引发的不确定性导致一些投机性的发行计划。

图１８ 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央政府债务百分比构成（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ＯＥＣＤ，２００９ｂ）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１００．０与两个数据之和的差为不可销售的债务。

伴随棘手的发行境况的是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那些具有较低的债务水平和温和的借

贷需求（或财政盈余）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所处的境遇比那些具有较高债务水平的国

家的境遇要好得多；那些具有高债务余额且债务余额攀升很快的国家将面对追加发行的挑

战，这又反过来引发借贷战略的改变。

应对借贷需求的激增

借贷需求的激增已经使发行境况日益恶化；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债务管理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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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多债务管理办公室正在使用货币交换来减少与导致外汇曝光相关联的风险。

在极端风险规避和很高的不确定性时期，政府通过发行短期债券以在短时间内筹集额外资金，同时向市场提供流动和

安全的工具。



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告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压力，而且有时在一级市场上也出现需求疲软和扭曲的现象。来自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债务管理工作小组的代表确认道，对更高水平的借贷需求的回应

和对可能的市场吸收问题的担忧包括了发行方式的变革（包括更具灵活性的拍卖、拍卖费用

的引入、使用诸如银团之类的非拍卖的分配方法，荷兰直接拍卖程序与私募配售）和最佳的

主权投资组合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由更多强调短期票据和新的成本—风险权衡的新标准

来推动）。

为了应对流动性压力、上升的借贷需求与更为严苛的发行条件，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债务管理办公室对使用现行体系和技术的发行程序和条件做出了极大的改变（表１８ １）。

投资者规避风险的行为迫使债务管理者调整他们的筹资战略。有报道称，主权债务管理者

对使用银团方式发行的兴趣不断增加，因为这个方式与拍卖相比具有更好的确定性，从而具

有获得非常高的起始发行收益的潜能。银团的使用可能增加流动性并减少借贷成本。但

是，银团也有其副作用，例如，它所能达到的潜在买家的范围更为有限，参与银团的投资者比

参与拍卖的经销商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以及更高的中介费。

表１８ １　全球危机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发行程序和工具上的变化

国　　家 变　　　　　化

澳大利亚

更灵活的拍卖日程表

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发行通货膨胀指数债券，以此扩大投资者范围。首次发行通过银团实施，

后续发行的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债券发行计划通过单一价格拍卖。所有名义债务的拍卖

都通过多重价格方式进行。

奥地利 更多地强调投资者关系

比利时
长期债务的再出售

增加中期欧元证券的转销

加拿大

重新实施三年到期计划

减少定期回购计划但维持长期转手交易以维护市场流动性

在两年或五年计划部分中引入额外基准

丹　麦

２００８年在外国市场上实行直接转销

２００８年中止短期国债计划

更多地使用拍卖以替代再销售

芬　兰

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更强调投资者关系

同初级交易商进行更多的协调

更高的银团费用

积极使用供需窗口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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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变　　　　　化

法　国
为更好地顺应需求增加灵活性

自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发行旧国债

德　国
使用再发行方法发行长期债务

更频繁地拍卖

希　腊
从２００９年起，采用单一价格形式的短期国债拍卖

各类债券和再发行的银团发行

匈牙利

更灵活的拍卖日程表（拍卖日期是每两周一次但日程表中没有告知待拍卖的债券种类等）

提供的债券数量更加灵活

引进充值拍卖（非竞争性订购）和拍卖费

更频繁地使用旧国债的再发行和回购拍卖

交易拍卖的计划性引入

启用与机构投资者的直接、定期会面

冰　岛 单一价格拍卖（针对长期债券）和多重价格拍卖相结合

爱尔兰
增加银团作为融资工具

短期债务拍卖

意大利

更加灵活的程序

扩大新发国债供应数量的范围

可能提供额外的旧国债以应对极易动荡的市场环境

调整名义债券、与通胀挂钩债券和可担保债券的拍卖定价机制（发行人在之前宣布的范

围内自行裁定总的配置量）

参与者在短期国库债券拍卖中必须提交报价收益率

修改拍卖中计算份额的方法

扩大以非竞争价格出售给初级交易者的债券的偿还期

引入旧债券的再开盘

韩　国
２００９年９月单一价格形式转变为多重价格形式

引入转化报价机制

墨西哥 对短期和长期债券实施再发行

荷　兰

增加债券拍卖的频率（旧国债）

扩展再购协议和商业票据设施（时间更长，发行额外的外汇）

延长短期国务券计划

新西兰

引入新的长期债券

对短期债券实施再发行

监控国外市场以发现有吸引力的外资借贷机会

引入新的“逆提交招标”机制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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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变　　　　　化

挪　威 现在只实行单一价格模式拍卖

斯洛伐克

共和国

静观二手市场的直销和回购活动，承销拍卖（单一价格模式基于银团的市场定价）、回购

和外汇拍卖

土耳其 引入收入指数债券以扩大投资者的基本面

英　国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引入小型投标者，作为核心的拍卖项目之外的更灵活的补充性分配方法

债务管理办公室使用银团以补充其拍卖项目

引入拍卖后选择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２００９年ＯＥＣＤ工作组的公共债务管理调查报告整理。

许多债务管理办公室正在更加频繁地进行拍卖活动，其计划变得更加灵活且更有机会

主义倾向。债务到期的期限越来越短，而对外汇负债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些改变带来了一些风险。随着债务管理者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发行计划也变得越

难预测了———这从长远来看是令人不满意的。债务管理办公室强调，他们将会继续运行一

个采用有力的沟通政策做法来支持的透明债务管理架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在减少那些可

能会不必要地增加借款成本的市场噪音之类的问题上依然是有作用的。

结语

债务管理办公室以多种方式回应了大幅度增加的借贷需求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市场吸收

问题的担心。这些回应方式包括：发行方法的变化（包括更灵活的拍卖、引入拍卖费和使用

非拍卖的分配方法，如银团）；采用荷兰直接拍卖程序和直接转销；改变最优主权投资（按照

一个更加强调短期的文件和重新安排的成本风险权衡的新基准运行）。

尽管筹款策略越来越灵活，但带有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倾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的债务管理者仍致力于维持一个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以求最小化中期借贷成本。这个政策

角度是维系市场不间断地向主权借贷者开放的一个基本条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债务管理办公室面对眼下危机所做的应对是相当成功的。但

情况可能迅速恶化而超过市场舒适程度①，正如２０１０年４—５月希腊借贷成本急剧增加和风

险蔓延所证明的那样。鉴于迫在眉睫的严重的财政问题和主权风险，对希腊政府和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其他几个政府来说，一个可信的中期财政前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希

２７３

① 总的来讲，这种舒适水平的确定是武断的（或者主观的），因此，很难预测。对危机状况的这一看法，反映了有关

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是无法被用来预测主权债务危机开始的“真实时间”及其演变的见解。此外，市场像泡沫一样容

易或涨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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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经验表明可靠的风险管理（包括传达清晰的政策信息以及与市场维持良好的沟通渠道）

和一个可信的财政前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市场需要政策措施的缓和或者威慑，

这些政策措施会降低噪音、增加信号，或者两者兼有。

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测量的债务和赤字水平自身是不能被用来预测债务危机的

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动因的，因为它们掩盖了重要的跨国间结构性差异，而这些差异对政府债

务的可持续性（如增长潜力、境内机构储蓄水平、投资者的本土偏好、财政能力）有着重要的

（有时是非线性的）影响。一个更全面的评估也需要考虑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银行业危机的（期望

的）真实成本。几项研究证明，系统性银行问题的真实成本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直在增

长，并且超过了货币危机的成本（Ｂｏｒｄｏ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１）①。这些更高的成本增加了银行

业危机变异成主权债务危机的几率（Ｃａｎｄｅｌ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ｍ，２０１０）。瑞恩哈特和罗格夫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８）估计，主权债务存量在银行业危机三年后几乎平均增加了一

倍。主权债务风险和挤出风险的增加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发行条件突显了适当的财政和货币

退出策略的重要性。主权债务管理者需要在健全的财政整合政策这一必不可少的支持下，

准备和实施一个及时可信的中期退出策略。一个可信的退出策略也需要被用来控制过度消

极的市场情绪和主权信用危机的不确定性，而主权信用危机可能会导致市场亏损时的功能

紊乱。债务管理办公室与货币和财政当局以及市场之间的良好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

在金融脆弱期和主权风险感知度很高的时期。

自雷曼兄弟倒台以来，危机引致的政策应对已经导致了主权资产负债表空前扩张，并使

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如或有负债）激增。这些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在评估主权风险前景时对

主权风险重新定义。对主权债务风险的测量应该充分反映与金融负债和资产相关联的主权

资产负债表的关键漏洞（详细分析见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６；Ｂｌｏｍｍｅ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Ｋｏｃ，２００８）。

这些更具广泛性的风险测量要求使用一个整合的方法处理主权债务风险管理问题。在这过

程中，应给予主权资产债务平衡表方法以更大的重视，同时把有关平衡表外项目（如担保）和

现存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状况 （如远期资产交换）的可靠信息纳入考察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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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期间的公共债务管理与主权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的经验与教训

后　记 　

　　在后记中，我想简略地谈谈这本著作的翻译过程。本书的翻译是从２０１２年春季开始

的。考虑到它尤其是前９章涉及较多的金融学专门知识，我邀请了厦门大学金融系戴淑庚

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刘彦荣、许俊和杨馨加盟。在戴教授的带领下，他们大约于２０１３年５月

向我提交了本书第１－９章的译文初稿。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的研究生孔卫拿、彭

丽芳、庄玉乙、吴进进、游宇、赵磊和本科生汤金旭担任了本书第１０－１８章的翻译工作。他

们大概于２０１３年春季陆续向我提交了译文初稿。在收到上述两组译者的译稿后，我通过校

读，就译稿质量与译者反复沟通，多次往返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攻

读研究生学位的汤金旭、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生汤琪和厦门大学硕士生黄一凡帮助我做了

大量的校读工作。接着，在２０１３年秋季学期收到了各位译者的修改稿后，我对全书做了全

面彻底的校改，并对全书中的大部分图示做了翻译。我于２０１３年底向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

孙程姣女士提交了译文全稿。然后，译稿又在我和她之间多次往返，反复研磨，最终形成目

前的这部译著。

全书各章翻译具体安排如下：前言，张光；导言，张光、汤金旭；第１－３章，戴淑庚、刘彦

荣；第４－６章，戴淑庚、许俊；第７－９章，戴淑庚、杨馨；第１０章，孔卫拿；第１１章，汤金旭；

第１２章，庄玉乙；第１３－１４章，彭丽芳；第１５章，吴进进；第１６章，彭丽芳；第１７章，赵磊；

第１８章，游宇。全书总校改，张光。

在这里，我想向上述各位译者以及汤琪和黄一凡表示感谢，向本书的责任编辑孙程姣表

示感谢。同时，我还需要向复旦大学朱春奎教授表示感谢，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朱教授始终

是我的支持者。总之，这部译作的成书是上述各位共同辛苦智慧劳动的结果。当然，作为译

作的总负责人，译稿中可能尚存的任何错译，主要责任在我。

张　光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于厦门大学诚智楼２１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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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这次将不同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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