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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谈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前景 

 
内容提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

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第九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开班。5 月 27 日，公管班全体学员在

美国拜访了世界银行总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

家林毅夫教授介绍了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发展等问题，并与学

员进行了深入探讨。 
林毅夫指出，当前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仍未得到根本

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部分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大量的

短期流动性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宏观管理

上的挑战。要解决触发危机的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借鉴中国的

经验，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致力

于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

础设施水平来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 
林毅夫认为，中国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二十年仍可

能维持 8%或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需要着力维持政治和社会稳

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化的开放体系中寻找自身优势、

开发增长点。 
 

    关键词：产能过剩；积极财政政策；增长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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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济形势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济遭受了 1929 年以来的最严

重的经济衰退挑战。与纽约股市崩溃带来的 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相比，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泡沫破灭、股市下滑的速度超过了 1929
年的水平，它所引发的国际贸易萎缩、各主要国家工业生产下滑的程

度也超过了 1929 年的水平。到 2008 年年末，人们普遍担心世界经济

会陷入与 1929 年后相同的大萧条，但国际社会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

了深刻教训。在 2008 年年底的 G20 峰会上，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协

议：第一，对各自的金融体系伸以援手，避免银行倒闭、企业因为资

金链断裂而倒闭，避免实体经济的资金断流；第二，虽然很多国家失

业率猛升，但达成共识、坚持自由贸易。这与 1929 年很不相同，当

时各国竞相设置贸易障碍、不让外国产品进口以保障本国就业，结果

导致其国内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在金融和贸易上的这些努力，避免

了国际经济的恶性循环；第三，各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资金

价格；第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到 2009 年第一季度，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第二季度，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实现复苏；

第三、第四季度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相继复苏。 
目前来看，经济复苏仍然在延续。世界经济在 2009 年下滑了

2.2%，到 2010 年上升了 3.8%，预计 2011 年将上升 3.2%。中国经济

在 2009 年增长了 9.1%，2010 年增长了 10.1%，2011 年预计将增长

9%，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触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并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目前失业率超过 9%，欧

洲不少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到了两位数。第二，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

机爆发，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

带来新的波动；与此同时，美国各州政府的财务状况也令人担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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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的债务问题与欧洲国家的危机相去不远。第

三，不少短期流动性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给巴西、南非等国带来宏

观经济管理上的挑战。由于大量短期流动性资金进入，新兴经济体的

房地产和股票泡沫所带来的挑战较大，这可能迫使其国内货币升值，

但又会导致其出口竞争力下降、出口下滑、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最终

导致泡沫破灭。第四，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高位运行。国际粮食价格

已经超过了 2008 年的最高价格。尽管各国国内的粮食储备状况较好，

但有些国家的国内粮食价格涨幅较大，引发剧烈的国内矛盾和社会问

题。 
当前，触发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根本消除，给国际经济稳

定带来新的挑战。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发达国家产能严重过剩。

2008 年以前，发达国家在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上有泡沫，当时的消费

需求上升导致供给也大量增加，但泡沫破裂后由于财务状况恶化，需

求减少，过去的产能就出现了大量剩余。失业率是产能过剩问题的一

个表现，主权债务危机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由于失业救济支出增加、

政府开支上升，而投资、贸易受到抑制，经济疲软，政府收入下降，

人们就会担心这些原本就债台高筑的国家还不了钱。国际资本的流动

也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为了刺激国内需求而

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资金需要寻找高获利的机会而流到新兴市

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困难。国际粮食价格和石油

价格的上升，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短期资金投机的因素，因为

资金价格低，所以大量资金被用于对粮食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投机。 
所以，根源即在于过去的高消费、高需求、过度投资在泡沫破灭

后引发经济危机。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一般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

显，即使资金价格很低，但发达国家的国内并没有有效的投资机会。

所以，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启动投资需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来加以应对。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政府支出的钱是需要还的，

不外乎两种方式：加税或者印发钞票——引发通胀，这两种方式最后

都会对居民的实际收入造成影响，使居民即使在有就业的条件下仍然

节省开支、增加储蓄。结果，总需求的增加有限，但政府财政赤字积

累很快。这就是日本的情况。1991 年日本的负债仅占 GDP 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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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泡沫经济破灭，直到现在仍没有走出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这时

宏观经济管理就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失业率

会上升，经济和社会矛盾会日益突出；如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政

府债务会上升，给金融埋下隐忧，市场信心也很难建立。 
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在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探索出了具有创造性的

方法。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出现产能过剩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

财政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但关键在于将来如何还钱。凯恩斯主义举例

说政府在路上挖开一个洞、然后又雇人将洞补上，或者发钱给人消费，

这都创造了需求，但是它并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生产能力。

所以，在需求不足时要创造需求启动消费，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用于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样

既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增加消费，又能在长期推动经济增长、增加

政府的财政收入，既解决当前问题、又解决长远问题。1998 年在东

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类

似：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压力上升。在 1998 年到 2002 年，政府采

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大部分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期间，

中国的高速公路从 1998 年的 4700 公里上升到 2002 年的 25100 公里，

电网改造、港口和航空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结果，中国经

济不仅成功“保八”，并且消除了增长瓶颈。在 1979 到 2002 年的 24
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9.6%，而从 2003~2010 年的 8 年间，

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上升到了 10.8%。2003 年以后持续以两位数的

速度增长，并且通胀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 1998 年之前，只要经

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那么通胀水平也会达到两位数。之所以出现这

样的积极变化，关键在于增长的瓶颈被消除了。从政府的财政赤字水

平来看，1998 年的财政赤字水平低于 20%，到 2002 年，赤字水平提

高到 35%，但 2008 年，又下降到了 23%，并且在此期间政府还采取

了减税措施，公司所得税从 34%降低到 25%，个人所得税也经过了

多次调减。 
要解决世界经济的危机，需要学习中国经验，超越凯恩斯主义。

政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钱用在刀刃上，解决经济增长的瓶

颈问题。以美国为例，从华盛顿特区到波士顿距离为 220 英里（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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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公里），美国最快的火车需要 2 小时 45 分钟才能到达，而中国的

高铁仅需 1 小时。在早期工业化国家，基础设施老旧，这方面存在提

升空间。此外，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绿色增长，在技术的创新和改造方

面增加投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这方面也有不少投资

机会。 
但是最大的投资机会不在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的投资仅是用于现有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问题是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收益会更高。世

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如果将非洲的基础设施提高到毛里求斯的水

平，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2.1%，如果将其提高到韩国的水平，

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2.7%。如果将印度的电力供给提高到以

色列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水平，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1.7%。

如果阿根廷的铁路能够达到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其经济增长

率会增加 1.4%。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印度的

五年计划中提出投入一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内仅能解决

五千亿美元。如果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

世界经济能够走出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在欧洲，

今年 2 月欧洲央行和欧盟发起了新的方案：2011~2020 年欧洲投入

1.5~2 万亿欧元用于改善欧洲的基础设施。欧洲的方案是对的，但还

应有更大的格局。解决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不应局限在发达国

家内部。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虽有改善的机会，但其投资效率不及在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和巨额外汇储备国家应该将大量资金用

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能直接带动对资本品的需求

上升，从而对发达国家的需求也上升了，因为发达国家的产品以资本

品为主。 
国际社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步伐还不够快。目前世行与

新加坡政府共同设立了东亚基础设施基金，世行和新加坡政府各投入

2 亿美元，希望再动员 6 亿美元其他来源的资金共同努力。这是发展

方向，虽然与欧洲 2 万亿欧元的投入相比规模有限。 
这也让人对于国际经济的发展前景感到审慎乐观。目前方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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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方案已经明确，但形成社会共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国际经济在

一段时间内还有不少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目前看来，中国经济比较乐观。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维持了平

均每年 9.9%的增长率，在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如此大的国家出现如

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当前中国的

人均 GDP 在 4000 美元左右，而美国为 50000 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

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

经相当于美国的 21%。未来中国持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潜力仍然

存在，中国仍有可能再维持 20 年 8%或者更快的经济增长，届时（到

203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能够达到美国的 25%，

按照 PPP 计算则能够达到美国的 5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的提升和产业升

级，过去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为我们提

供了参考的样本：1951 年，日本的人均 GDP 按照 PPP 计算相当于美

国的 21%。台湾地区 1975 年、韩国 1977 年，各自的人均 GDP 按照

PPP 计算也是接近于美国的 21%。而日本在 1951~1971 年的二十年间

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9.2%，台湾地区在 1975~1995 年的二十年间经济

增长速度高达 8.3%，韩国在 1977~1997 年的二十年间经济增长速度

也达到了 7.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道路与东亚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其

要点就是引进资金、技术，快速的产业升级，利用国际大循环作为国

内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潜力取决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如此看来，8%的年均增长率并不是过高的估计。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人均 GDP 从 1971 年占美国的 21%

上升到 1991 年的 65.5%，台湾地区从 1975 年的 21%上升到 1995 年

的 54%，韩国从 1977 年的 21%上升到 1997 年的 50.2%。中国经过二

十年的发展，人均 GDP 也有可能达到美国的 50%。中国的人口是美

国的四倍多，届时中国的整体经济按照 PPP 计算就会达到美国的两

倍，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经济规模也会

与美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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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着力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继续沿着“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向前进，在国际化的开放体系中寻找自身优

势、开发增长点。面对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应坚持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政府

需要有世界眼光，既要实事求是地考虑国内的情况和问题，也要实事

求是地考虑中国的增长对世界的挑战和影响。相信中华民族重新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远矣。 
 

（整理：冯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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