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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推动复苏

概要

2022年上半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EAP）大多数国家经济反弹，但中国经济失去增长势头（图01A；表

01）。在地区内大部分国家，此前因德尔塔疫情陷于低迷的国内需求已经回暖。但在中国，为遏制高传染性

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抑制了消费。预计本地区大部分国家2022年增速将高于世界其他地

区，通胀低于其他地区（图01B）。

2022年底过后，可能会有三个因素拖累本地区的增长：全球经济减速、债务攀升和政策扭曲。当前遏制通胀

和债务的措施正在加剧食品、燃料和金融市场原本已经存在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增长。实际上，在以上每

个领域都有效率更高的措施，可在不损害长期发展目标的同时缓解当前的困难。

图01.	 2022年上半年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本地区其他国家继续增长；预计EAP主要国家增速高于世界其

他地区，通胀低于其他地区。

   

来源：世界银行；惠誉。
注：A. 季节调整后的实际GDP相对于2019年四季度（100）的指数化数值。B. 虚线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的中位数。

增长的原因

大多数EAP国家在2022年大部分时间经济增长较为强劲，主要有三个原因：2021年下半年私人消费因德尔塔

疫情受到严重抑制，到2022年上半年出现强劲反弹（图02）；对本地区工业制成品和大宗商品出口的全球需

求保持强劲——不过最近已有减弱迹象（图03）；迄今为止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缩较为有限——不过今后政策

紧缩的压力可能增加（图04）。

现在新冠疫情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影响可能已经很小，但在中国以及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

劳影响仍然很大。中国继续采取动态清零政策，通过大规模检测和针对性的人员流动限制来遏制疫情传播

（图05A）。这些限制对供应链、工业和服务业生产、国内销售和出口都造成扰动（图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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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私人消费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反弹，促进了除中国外EAP国家的经济增长

部分要素对增长的贡献

来源：Haver Analytics。
注：中国的私人消费包含政府消费。

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面临三大威胁

EAP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既面临外部问题，也面临自身制造的问题：世界经济放缓将抑制外部需求；有些

国家本已背负沉重债务，而利率上升和货币贬值更加剧了偿债负担；一些国家为应对当前困难采取了扭曲性

国内措施。

增长失速。全球经济放缓可能削弱迄今为止十

分旺盛的对本地区制造业产品和大宗商品出口

的需求。但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处于休眠状态

的旅游业将随着疫情缓解而走向复苏。全球主

要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可能导致EAP主要国家今

年增幅下降超过 1 个百分点（图06）。

债务。其他国家为了抑制通胀而不断加息，导

致EAP国家资本外流、货币贬值，所有这些都

增加了偿债负担。汇率走弱也加剧了国内通

胀。老挝和蒙古是这方面最为脆弱的国家，因

为它们负债很高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浮动利率

债务和外币债务（图07）。偿债支出的不断增

长导致政府和企业财务紧张，从而限制了公共

和私人投资（图08）。

图03.	货物出口强劲增长，不过现已出现外需减弱迹象

来源：Haver Analytics。
注：对货物出口价值根据2019年平均水平（100）进行了指数化处理。经季节调整。三
个月移动平均。



图04.	EAP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弱于其他地区

  

来源：Haver Analytics。
注：B. 显示10个EAP经济体、17个发达经济体和56个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的未加权平均利率。

图05.	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下疫情的不断传播导致经济活动受扰

   

来源：Haver Analytic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新冠疫情数据。 
注：B. 商品出口、工业产值和零售额均根据2019年12月数据指数化；供应商交货时间PMI和服务业PMI，50以上的数值分别代表没有交货延迟和生产扩张。

图06.	全球增长放缓将给本地区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职员估算。
注：B. 对一年后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细节见报告正文。



xvi 概要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 2022年10月

 扭曲。EAP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降低生活和生产成本上升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下

降——从越南的2%到蒙古的11%不等。政府还需设法减轻公共部门和私人的偿债负担。当前的政策措施意在

对短期冲击做出反应，提供人们急需的纾困救助，但这也可能加剧原来已经存在的政策扭曲。

图07.	其他国家加息导致EAP国家资本外流，造成货币贬值压力…

来源：Haver Analytics；国际金融研究所。
注：A. 由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构成的样本。

图08.	……这增加了偿债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复苏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aver Analytics，世界银行。
注：B. 显示实际投资增长分解。2015-19和2020-22是指两个时期的各自平均数据。对2020-22期间的投资增长分解来自本报告编写团队的预测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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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补贴手段来控制食品和燃料价格虽然可以抑制通胀（图09），但也扭曲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

择。这些措施不仅帮助穷人和中小企业，也使富人和大公司受益，并导致政府赤字和债务大幅上升。

• 在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或加强收入动员的情况下，某些旨在解决债务负担的措施可能压制金融市

场的活力，从而扭曲整个经济领域的储蓄和投资决策。

当前各国面临实施能力有限、经济体制薄弱、政治压力巨大等问题，政策选择涉及艰难的权衡取舍。政策权

衡也取决于各种冲击的持续时长。如果冲击只是暂时性的，再加上政府实施能力薄弱，那么价格补贴有可能

在不造成过高财政成本的情况下降低冲击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新旧扭曲性政策的影响

食品、燃料和金融市场价格信号混乱，再加上下文谈到的这些市场上其他一些由政策引发的长期扭曲，将阻

碍后疫情时代的资源高效配置。

对于食品和燃料，EAP各国政府必须实现可负担、有保障和可持续这三重目标。不管是食品还是燃料，政治

上的当务之急是优先考虑它们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可负担性。为此，各国正通过食品和燃料补贴以及限制出口

来将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措施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有所帮助，而且可能也是短期内可行的仅有方法。但

是，这些措施即便只是暂时性的，也会产生经济成本：它们会降低财政空间，阻止消费者转向更便宜的商

品，给富人和大公司带来的好处可能多于对穷人和中小企业的帮助，而且要占用原本可用于基础设施、教育

和卫生事业的纳税人资金。

在食品方面，现在为了维持低价格而采取的临时危机应对措施与EAP国家支持扩大食品生产（尤其是粮食生

图09.	价格管制是EAP国家通胀较低的原因之一

来源：A. 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TPR） B.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监测（GEM）。
注：中位数。A. 实行进口价格管制的产品数量，数据为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最新数据，通过TPR搜集整理。B. 2022年迄今CPI通胀中位数，经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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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总体趋势相反。在现有的生产者支持政策中，一些EAP国家的市场价格支持（MPS，通过限制进口和

政府采购实施）和生产者转移支付（通过补贴、灌溉服务和其他生产支持服务实施）都很高并且仍在增长。

MPS是转移支付的1.5–4倍，具体因国家而异。尽管国内食品消费日益多样化，蔬菜、水果和肉类消费增

加，但MPS仍然严重向粮食尤其是大米倾斜。这种错配导致了更高的进口依赖度和食品价格，同时也会造成

长期缺乏营养安全。对农业的转移支付有40%至70%用于生产和灌溉补贴（图10）。这些措施使投入密集型

的粮食生产模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而这种模

式不仅经济效率低下，而且也无法良好应对土

地退化、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挑战。

在燃料方面，维持燃料低价的临时危机应对措

施也与过去几年EAP主要国家减少燃料补贴的

努力相悖。大多数国家的燃料补贴都在增长，

包括此前曾大幅减少补贴的印尼和马来西亚

（图11）。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已经开始关闭

煤矿的国家也在重新恢复煤炭生产。这类行动

可能导致减排承诺无法兑现，并使各国对进口

化石能源的依赖长久化，因而更易受到未来能

源价格冲击的影响。

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有三个目标：控制通胀、

保持金融稳定并支持经济增长。由于担心通货

图10.	 EAP国家的农业支持规模很大而且继续增长，主要途径是市场价格支持，也有生产和灌溉补贴等转

移支付

来源：世界银行职员根据OECD (2022)数据估算。
注：图中显示2010-20年平均水平。

图11.	化石能源补贴近期有所增加

部分 EAP 国家的燃料补贴

来源：2015-21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数据为世界银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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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和资本外逃及其造成的货币贬值，本地区正在提高利率。这种情况导致疫情期间积累的大量私人和公共

债务偿债负担上升，而这个问题对浮动利率债务和外币债务来说尤为严重。企业部门的债务困境给银行造成

损失并可能威胁金融稳定。原有的财务困难可能由于金融紧缩而更加恶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动荡就表明

了这一点（不过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直接暴露程度有限）（图12）。

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对金融业实行监管宽容或允许暂停偿债，造成的后果之一是金融机构现在仍继续向僵尸借

款人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产力更高的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减少，从而拉低投资和就业增长。同

时，政府的债务压力可能促使它采取某些措施来优先获得国内储蓄资金，这也会对生产性私人投资产生“挤

出”效果，损害增长。

更高效的政策选择

通胀可能造成很高的福利或利润损失。政府通过补贴来控制价格上升，其动机是保护消费者、防止企业生产

受扰。但是，通过收入转移支付来提供支持要优于使用价格管制，这是因为转移支付不会扭曲消费者和生产

者的选择，而且可以只针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在泰国，政府正同时使用燃料补贴和现金转移支付来缓

解价格上涨对贫困的影响，但针对性转移支付的成本效益更好（13A）。通过燃料补贴来将贫困率降低一个

百分点要耗费112亿泰铢，而使用现金转移支付达到这一目标只需22亿泰铢，两者相差五倍之多。因此，瞄

准脆弱家庭（甚至企业）提供支持的措施对政府来说成本较低。在印尼，如果用对脆弱群体的针对性支持取

代所有的显性和隐性能源补贴，节省的政府资金将相当于0.6%的GDP。当然，如果冲击持续时间较短，那么

支持措施的财政成本也会较低。

图12.	中国房价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困难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彭博社；共识经济；Haver Analytics；世界银行。
注：A. 数字显示年度百分比变动。景气指数衡量土地销售和房地产业总体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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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四个原因可能使政府仍会选择使用价格补贴而非针对性转移支付。首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很大

一部分穷人实际上不会收到转移支付，因为很多国家尚不具备发放资金所需的基础设施——例如全面的社会

登记制度。例如在泰国，贫困人口当中有社会福利卡的不到一半。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针对性转移支付

原则上不会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多数人受益，尽管他们会感觉到通胀的影响。第三，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

看，价格管制可以保护企业免受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而成本上升可能会破坏疫后经济复苏。最后，从货币

政策的角度来看，在那些货币当局缺乏可信度或通胀预期未得到良好锚定的国家，实行价格管制有助于控制

通胀（图13B）。

政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上述各领域从低效政策措施转为采用高效政策，这将取决于他们减少实施能力、经

济制度和政治考量等各方面制约所需的时间。比如，建立有效的社会保护需要：

• 建立社会登记、银行账户和移动连接等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便及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收入转移支付；

• 制定必要策略来为改革赢得广泛政治支持——例如向所有因改革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提供平等但具有

累进性的转移支付；

• 建立必要机制帮助公司和农民应对暂时冲击，包括通过生产力的长期改善；

• 像多数东盟大国那样，建立兼具决策能力和充分自主权、能够做出合理可信的政策选择的中央银行，

从而锚定通胀预期。

为了实现食品可负担、有保障和可持续的目标，政府必须首先将重点从以稻米为中心的粮食安全转向营养安

全。这意味着要减少当前鼓励稻米生产的政策扭曲，转而鼓励畜产品、水果和蔬菜等多元化营养食品的生

产。如果认为有必要向农民提供支持，那么最好采取不与生产挂钩的直接转移支付，这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

图13.	 转移支付是成本效益更好的减贫措施，但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政治经济或宏观政策等原因，可能仍会

选择燃料补贴手段

来源：世界银行职员根据2019年泰国社会经济调查结果所做的估算。
注：A. 在燃料补贴的场景中，每升燃油的净财政成本估计为10 泰铢，它反映燃料补贴、价格管制以及特种税减少的综合影响。成本效益指避免贫困率上升一个百
分点所需要的支出（单位为十亿泰铢）。B. 柴油补贴和通过社会福利卡增发现金这两种方法的每月人均受益金额（单位为泰铢，左轴）；两种方法提供的受益金
额相对市场收入的比重（百分比，右轴）和各个十分位群体的社会福利卡覆盖率（百分比，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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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此外，降低贸易壁垒也可以大幅降低食品成本。从长远来看，这方面的目标应当是在不破坏可持续性

的前提下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强韧性。这就要求从原有的投入密集型技术和生产实践转向知识密集型的技术

和生产实践，包括采用改良和抗逆品种、推广精准农业等。从长期来看，为了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需要加

强事前准备（更好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和改进事后管理系统（资源充足、可靠和灵活的储备金和应急基

金），这方面也需要私营部门的参与。上述转变将提高更有营养的“食品篮子”的可负担性和可获取性，同

时也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基础性自然资源（土地、水和空气质量）。

为 在 能 源 领 域 实 现 类 似 目

标，政策响应必须做到既有

助于满足当前对可负担能源

的迫切需求，同时又不牺牲

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有些

国家正在扩大现有化石能源

的生产，将其视为缓解当前

危机的最经济方式。但是，

鼓励可再生能源投资既能减

少化石能源价格波动对本国

的影响，也有助于履行减排

承诺。除了开展促进私营部

门参与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必

要政策改革以外，还可以通

过提供可负担  的大规模融资

和绿色公共采购来支持低碳

技术发展，加速清洁能源转

型。在当前的能源价格下，

低成本融资可使投资于风能

和太阳能比新建煤电项目更具吸引力（图14）。如果这类支持有助于避免未来经济陷于高碳模式、防止造成

搁浅资产——亦即有助于国家能源安全和全球可持续性，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提供这种支持。当能源价格最

终下跌时，可以通过引入碳定价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并为脆弱家庭提供支持。

为实现金融目标，当局需要强化审慎措施，提高金融部门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监管机构必须确保银行保持

良好资本状况，并具有前瞻性地安排贷款损失准备金。与不良贷款问题得到迅速解决的国家相比，不良贷款

数量大且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国家往往会经历更深、更持久的衰退和更缓慢的复苏。为了恰当地评估和管理

不良贷款问题，解决因监管宽容和暂停还款等疫情期间危机应对措施引发的信贷错配风险，必须确保银行对

资产质量做出透明、及时的报告。有效的破产框架也有助于降低信贷错配风险。政府加强收入调动（如印尼

最近的税制改革）和提高支出效率也有助于降低政府借贷的必要，而政府举债可能导致私营部门缺乏投资活

动所需资金。从长远来看，建设更加深入和多样化的金融体系将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

图14.	 按照当前的燃料价格，现有煤电是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但通过提供

优惠融资可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低于新建煤电

燃料价格和利息增加对平准化能源成本的影响模拟 

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和世界银行职员估算。
注：图中显示了各种技术平均发电单价的“平准化”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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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使用低

效工具的当前成本（如财政收

入被转作他用、援助效果被稀

释、消费者选择被扭曲），还

要考虑它们对经济增长、粮食

和能源安全、资源可持续性等

长期发展目标的危害。近期的

价格和利率冲击可能会使EAP
增长率下降0.4个百分点；低

效政策工具尽管可以减轻这些

冲击对当前福利的影响，但会

放大增长方面的损失；而更高

效的干预和更深入的改革（不

仅限于上述三个领域，还包括

服务和要素市场改革）甚至可

以抵消近期冲击对增长的影响

（图15）。解决基础设施、制

度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制约有助

于促进政府向更有效的政策工

具过渡。

图15.	 低效干预可能放大近期价格和利率冲击造成的增长损失；更高效的

干预和更深入的改革可以抵消这些冲击对增长的负面影响

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2022-2031）

来源：世界银行职员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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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1.	GDP增长预测

April 2022 October 2022 forecast

 2020 2021 forecast for 2022 2022 2023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1.2 7.2 5.0 3.2 4.6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除外) -3.6 2.6 4.8 5.3 5.0

东盟五国 -3.8 3.4 4.9 5.4 5.1

太平洋岛国 -9.5 -3.3 2.9 5.3 5.7

中国 2.2 8.1 5.0 2.8 4.5

印度尼西亚 -2.1 3.7 5.1 5.1 5.1

马来西亚 -5.5 3.1 5.5 6.4 4.2

菲律宾 -9.5 5.7 5.7 6.5 5.8

泰国 -6.2 1.5 2.9 3.1 4.1

越南 2.9 2.6 5.3 7.2 6.7

柬埔寨 -3.1 3.0 4.5 4.8 5.2

老挝 0.5 2.5 3.8 2.5 3.8

蒙古 -4.4 1.6 2.5 2.4 5.5

缅甸 3.2 -18.0 1.0 3.0

巴布亚新几内亚 -3.5 1.0 4.0 4.0 4.2

东帝汶 -8.6 1.5 2.4 3.0 3.0

帕劳 -9.7 -17.1 7.2 6.0 18.2

斐济 -17.2 -4.1 6.3 12.6 7.8

所罗门群岛 -3.4 -0.2 -2.9 -4.5 2.6

图瓦卢 -4.9 0.3 3.5 3.0 3.5

马绍尔群岛 -2.2 -2.5 3.0 1.5 2.2

瓦努阿图 -5.4 0.5 2.0 2.2 3.4

基里巴斯 -0.5 1.5 1.8 1.5 2.3

汤加 0.5 -2.7 -1.6 -1.6 3.3

萨摩亚 -3.1 -7.1 -0.3 -5.0 2.0

密克罗尼西亚 -1.8 -3.2 0.4 -0.5 3.0

瑙鲁 0.7 1.5 0.9 0.9 1.9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职员的估算和预测。
注：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东盟五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东帝汶的数值为非石油GDP增长率。以下国家的增长率对应财
政年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财年为10月1日至9月30日）；瑙鲁、萨摩亚和汤加（财年为7月1日至6月30日）。缅甸的增长率对应从10
月到9月的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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