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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相比 2007 年早期创纪录的高增长，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减缓，但食品价格

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2007 年 GDP 增长 11.4％，是连续第 5 年以两位数

的速度增长。2007 年第四季度的增速放缓是由于外部需求下降所导致的净出口贡献

率下降的结果，但是较强的内需增长部分地抵销了这一下降。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

动下，12 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了 6.5%。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出现了

总需求过剩，或者引发了更为普遍的价格上涨。 
 
虽然未来全球经济可能走弱并存在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仍会保持强劲增长，并且

可以在需要时通过刺激需求来保持其经济的增长。尽管全球经济的放缓会影响中国

的出口以及对贸易部门的投资，但是国内需求会保持旺盛，并且全球经济的有限的

放缓会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果的调整。我们预计 2008 年中国的 GDP 会有一个 9.6%
的稳定增长。如果出现更为显著全球经济减缓的情况，中国可以在强健的宏观经济

态势下，通过放松财政政策或信贷控制来刺激需求，但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使得降低

利率或放松流动性管理的措施不那么合适。前景的不确定性，要求政策调整具有警

惕性和灵活性。 
 
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解决通货膨胀和持续的大额外部盈余问题。 2008 年，总体的通胀

压力将可能有所缓解，因为引发食品价格上涨的一些因素会逐渐减弱。但是通胀的

风险依然存在，其中包括来自国际食品价格的变化和工资成本的压力。因此，通胀

不太可能很快降至低水平。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要求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担

心吸引对利率敏感的资本流入，会制约对利率的调整，因此，考虑到外贸盈余仍会

维持在高位这一现状，货币政策将会继续依靠信贷控制和流动性管理的手段。人民

币兑美元继续升值将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减少经常账户盈余。 
 
政府近期采用了一些行政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些措施的目标是抑制价格上涨，

保持物价平稳以及调控预期。价格控制可能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预期。但是从长时

期来看，这种方法所产生的不利的影响很可能会超过其带来的好处。好在政府已经

宣布并不打算长期依靠这些措施。鉴于中国强劲的财政状况，当局可以考虑，用直

接补贴特困人群的方法来取代某些价格控制。  
 

近对购买力平价的修订并不会改变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所做的判断。本报

告在所附的特别关注中指出，相对于其他国家，新的估计结果对中国的价格水平进

行较大幅度的向上修正，因而调低了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中国的经济规模。修订后的

购买力平价估计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实际增长的认识。根据新的相对价格数据，世界

银行按照“每天 1（购买力平价）美元”所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有所提高，并要对

以前年度的估计做相应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将不会改变这一结论，即中国实现了

有史以来 大数量和 快速度的减贫。本报告所附的另外一个特别专题是关于中国

铁路交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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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的增速正从它在2007年上半年的历史高位逐渐减速。国内经济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在提高，而贸易顺差的增长势头可能会减缓。由于食品价格上涨，12月份

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了6.5%，但是总的通胀压力（除食品以外）仍然比较温和。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强劲，但是下半年经济增长略有减速的迹象。2007年
GDP增长11.4%，快于2006年是11.1%。这已经是连续第5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但是，从分季度的走势看，GDP增长从第二季度11.9%的高点下降到第四季度的

11.2%（图1）。从生产的角度看，这一减缓是受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减慢的影响，工

业生产增速从6月份的19.4%的高点，减少到11月份和12月份的17.3%和17.4%。 

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减缓是由于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下降，但内需

增长的贡献度上升部分地抵消了这一下降。2006年初，出口增长开始大大超过进口

增长，从而使得GDP增长的相当大的份额来自于净出口的贡献。但是，2007年下半

年，出口增长出现下降，而进口增长则开始加速，在第四季度进口增长速度已连续

三个月超过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造成了净出口对增长贡献度的下降，特别是在第

四季度1。但是，净出口增长减速对全年GDP增长的影响大部分被内需增长的明显反

弹抵消了。实际上，在2007年年初就出现了内需增长反弹的迹象，到了下半年内需

增长的反弹变得更为明显了 (图 2)。 
 

图 1. 经济增长强劲中有所放缓 图 2.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降低，

内需开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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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1/ 利用生产方的 GDP 数据和贸易数据估算。假设贸易条

件不变。 

                                                 
1 图 2 的数据是在假设贸易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计算得来的。尽管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导致 2007 年净出口的贡

献度加大，但其结果仍显示出同样的变化趋势，即第四季度净出口的贡献度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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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正出现全面的调整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在去年

第四季度采取紧缩措施之后（其中包括更加严格的执行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和投资

项目标准），城镇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用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在年底出现

急剧下降，12月份下降为13.5%（图3）2。与此同时，零售总额的增长率，无论是名

义值还是实际值，则在第四季度出现上升。但是，由于一些政策的因素，12月份固

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情况并不能代表整个趋势的变化。2007年总的投资增长率只是略

低于2006年，而且投资增长继续高于消费增长，从而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

与此类似，尽管工业产出增长减速，但它仍然高于服务业的增长，从而导致工业产

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图4）。这些变化显示，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旨在使经济增长

从投资及工业转向消费及服务的措施尚未产生明显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推动工业投资的根本动力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图 3. 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1/ PPI 平减 
    2/ 零售物价指数平减 

     图 4. 经济增长正在变得均衡？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计算 
   1/ 利用生产方的 GDP 数据和贸易数据估算。假设贸易条

件不变。 

贸易数据显示2007你中国国内经济对进口的需求正在增强。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和政府采取的几项措施的影响，包括减少出口退税，2007年出口增长放缓（图 
5），一般贸易（非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减缓尤为显著。但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

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有限，而加工贸易是高额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2007年占2,660亿
美元总贸易盈余中的2,490亿美元）。2007年下半年进口增长加速，其中一般贸易进

口增长尤为明显，以美元计价，年同比增长达31%（图 6）。即使扣除迅速上涨的进

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以美元计价，11月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增长10.6%），其增长

仍然很快，反映出国内经济对进口的强劲需求。近期进口增长明显强于出口增长，

可能预示着贸易盈余增长将会放缓；第四季度，以美元计算贸易盈余年同比增长仅

为13%，而上半年是86%。 

                                                 
2  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实际值（不变价格的，或者经过价格调整的）和名义值（现行价格的）仍然经常被放在

一起并相互进行比较。譬如，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有时会同 GDP 的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如

果提供和公布数据的机构能够在对外公布时明确指出名义值和实际值的区别，将会是很有用的。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 1/ 

实际零售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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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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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进口增长加快，出口增长趋缓 
 

     图 6. 一般贸易进口增长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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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海关数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资料来源：海关数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由于食品价格上扬，通货膨胀明显上涨。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原因主要是供给不

足，疫病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另外，国际市场上的食品（例如粮食）价格也在急

剧上涨，而自从加入 WTO 以后，中国食品价格与国际价格的联动影响正在增强

（图 7）。由于食品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三分之一），所以食品

价格上涨明显推动了总通货膨胀的上涨，使其从 1 月份的 2.2％上升到 12 月份的

6.5%，并引发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其中也包括一些价格控制措施。 近几年全球

工业品价格（主要是金属）的急剧上涨，虽然推高了中国的原材料价格以及（在较

小的程度上）生产者价格，但是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不大。尽管国际油价也在暴

涨，但是因为价格管制，所以只是部分地反映在国内油价上。 
 
一些工资成本方面的压力似乎开始显现出来，但是对总通货膨胀还没有产生明显影

响。一些迹象显示工资增长有上升趋势（图 7）。根据制造业的数据，2006-2007
年，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生产单位产出的成本）的增长率是正的，而且在上升

（图 9）3 。也有一些迹象显示，食品价格的高企正开始影响低端服务的价格（在这

些服务中，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是一个重要的成本要素）。12 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上

升到 5.4%，反映出原材料价格和加工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可能也有工资压力的原

因。决策者已经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引起更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包括提高利率和

控制特殊商品价格（见下文）。到目前为止，工业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仍然

比较温和，而工业的盈利状况也保持良好。实际上，总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也显示

迄今为止食品价格高涨对总的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小。整个 2007 年，不包括食品的

通货膨胀率仍保持在 1%左右（图 10）。这意味着工资成本压力（如果存在的话）

大部分被公司吸收了，并没有传导出去。 
 
 
                                                 
3 在分析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时，很难获得口径一致的数据，因此，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一定要谨慎。但是从这

些数据的变化趋势中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 

同比增长 
(%) 

进口额(美元)，三个月移动平均 

出口额(美元)，三个月移动平均 

同比增长 
(%) 

名义进口额 (美元)，三个月移动平均 

加工进口额 (美元)，三个月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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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国内食品价格 
与国际市场联系更为紧密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1/ 国际市场价格是按照中国食品进口比例加权计算。 

图 8. 制造业工资增长加快？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存在总体的过度需求压力，但是有这方面的风险。剔

除食品的通货膨胀仍保持低位这一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存在由国内因素

所产生的全面通胀的压力，但是风险有所增加。然而价格控制和定量配给则可能会

导致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低估，并且不能化解风险。这与从比较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

中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潜在产出增长能够跟得上实际产出增长，从而防止了总

体需求过剩的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国民经济中没有多少剩余生产能力 4。 
 
价格和成本方面的这些发展变化的背景是中国有高额的国际收支盈余，而高额国际

收支盈余又在持续增加流动性。中国的外部盈余来源于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下高额

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资本流入。2007 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逐渐升值，并从 2007 年末

开始加速这一升值步伐，但名义有效汇率仍相对较弱（今年 1 月底，美元汇率相对

于一年前升值了 11％）。由于 2007 年经常账户盈余估计高达 3590 亿美元以及大量

的资本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至 830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抵消了其中的一部

分），以及明显的证券投资的净流入，2007 年的官方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了 4590 亿

美元，达到 1.53 万亿美元（这一数据不包括划拨到其他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外汇储

备）（表 1）。 由此所导致的流动性增加需要进行冲销，人民银行采取了发行中央

银行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流动性也受到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所导致的货币乘

数（即 M2 和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之间的比例）上升的进一步影响 5 。不过，窗口

指导包括 2007 年底所采取的严格的窗口指导措施的效果，从目前来看，在减少信贷

扩展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M2 在 2007 年末的增长率为 16.7%，低于 2007 年第四季

度 GDP 的 20％名义增长率。 

                                                 
4 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7 年 9 月）的图 12 和图 13。 
5 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6 年 11 月）第 13 页的专题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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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尚未传导出去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计算 

图 10. 食品价格飙升的同时， 
非食品价格通胀保持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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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计算 

 
到目前为止，国际收支顺差（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主要导致了资产价格（特别是

股票价格）的上涨，而不是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由于非食品的通胀率仍然很温

和，因此目前的通胀似乎不是由过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由外部盈余所造成的流

动性正在推动资产价格的稳步上涨，尤其是股票价格的上涨。2006 年和 2007 年的

股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主要是由国内因素而不是由资本流入引起的。由于对股票

投资的热情高涨和较低的存款利率，居民的投资从储蓄转向股票。然而，存款利率

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现有汇率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高额国际收支盈余的情况下，

当局不愿意提高国内的利率，担心这会吸引投资资本的流入。流动性也推动了房屋

市场的价格上涨，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房屋价格的上涨整体上还比较低。 
 
 

经济前景及政策 
 
经济前景 

在金融市场动荡及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被明显看

低。随着金融动荡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的逐渐显现，一些专业

预测机构将美国2008年GDP增长的预期下调为2%（来自专业预测机构的数据有一定

的滞后），与9月初我们撰写前一期季报时相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 6。对2008年美国

内需（这能够更准确地决定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需求）的预测大致下调了1个百分点。

鉴于美国 近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以及新一轮的金融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1月底将对美国GDP的增长预测下调至1.5％，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很可能

出现衰退。在过去4个月中，共识预测对欧元区内需增长的预测也下调了0.5个百分

                                                 
6 共识预测（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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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总之，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似乎正在增加。美国经济的放缓将会带来

人们对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以及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进一步走软。  

全球经济的放缓必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对美国次债的直接

风险暴露较低，因此所受到的美国次债问题的直接影响不大 7。这次国际金融动荡对

中国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也很小，这是因为其资本帐户仍然受到管制。对未来经济

可能放缓和企业盈利可能降低的预期，影响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们的心理和情

绪。但近来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则主要是来自对国内经济和政策环境的担心。国际

市场的动荡对中国的影响将主要会是对实体经济的。由于中国40%以上的出口是面

向欧洲和美国，因而出口将受到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受金融动荡的影响很大）经

济减速的影响。出口可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货币加速升值、国内生产成本的增

加以及其他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会被不断加速提升的生产

率所抵消（参见下面关于价格前景的分析）。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和成本上升的

前景，加之不确定性上升，也可能会降低对（制造业）出口部门的投资的意愿，因

为该部门的盈利主要取决于全球经济的状况）。  

但中国的内部经济应该可以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进入2008年，中国内需表现出强

劲的动力。政府为抑制投资而采取的措施正在发生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

对国内经济增长仍然充满信心，对企业盈利前景仍然看好，加之流动性依旧，而这

些对于中国的投融资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不大可能出现急剧的下

滑。此外，尽管决策者想抑制投资增长，但他们并不想看到投资急剧的下滑 8。因

此，紧缩措施可能会根据经济减速的情况而减轻力度（见下文）。所以，我们认

为，2008年投资增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放缓但不会是急剧的下降。 

消费会稳步增长。过去10年，由于工资收入和家庭收入在经济中占比下降以及居民

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增长一直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被

提上议程， 近几个月有几项政策措施已经公布，它们组合在一起应该会对消费产

生一些积极的影响（见财政和结构政策一节）。当然，短时期内工资和家庭收入在

经济中的占比不大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但无论如何，如2007年底强劲的零售额增长

所显示的，稳定的收入和资产价格的上升为消费提供了支撑。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预测2008年中国GDP的增长为9.6%。这与去年9月份10.8%的预

测相比有所下调。这一预测略低于目前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值；从抑制食品

价格上涨外溢的风险来看，这将是有利的。由于未来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这

个预测所面临的风险比平时要大，尤其是增长低于预期的风险。   

                                                 
7 中国只有少数银行遭受了次债损失。但从所公布的数据看，即使是那些遭受次债损失 大的银行，其损失额在

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也很小。 
8 2007 年 12 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确定了 2008 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的基调（当时还没有对 2007 年所做的对

全球经济的较为乐观预测进行调整）。会议提出，2008 年的主要任务是两个防止，即（1）防止经济从偏快转为

过热，（2）防止由目前食品价格引发的价格上涨转为全面通胀。会议认为，这一目标是可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

策和由稳健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加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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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盈余和经常帐户顺差可能会继续维持在2007年的高位。温和的出口增长前景，

加上相对强劲的进口增长前景，意味着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的进口增长超过出口

增长的趋势可能在2008年得以持续。由于出口规模远高于进口规模，因而贸易盈余

不大可能显著下滑。但是，如果在出口低增长的情况下，进口增速持续高于出口增

速，那么贸易盈余则有可能会停止增长 9。 
 
2008 年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减轻，但是通货膨胀率不大可能很快下降。世界银行预

测，以美元计算，2008 年国际食品价格平均将进一步上涨约 5%-10%，而国际粮食

价格的上涨幅度是这个范围的高限。这将意味着全球食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下降。10 
国内方面，猪肉价格将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发生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以美

元计价， 2008 年全年平均来看，国际工业品和能源价格与 2007 年相比略有下滑，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原材料价格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涨将更为温和。

但是受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政策的影响——包括提高土地租赁费用、降低出口增值税

退税、对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出口税以及新的劳动法等，生产的成本可能会提高。

能源价格 终也将接近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见下文），而未来的通胀前景将取决

于这些调整的时间和速度。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可能会继续增加（年同比），但

不会太快。基于这些假设，整个 2008 年，消费者价格通胀压力将可能略有减轻，但

是不会下降到 2000－2006 年的低位，而且存在上升的风险。 
 
价格仍存在上升的风险。对国际市场商品（包括食品）价格进行预测是很困难的，

近几年的价格实际变化总是高于人们的预期。因此，今年国际商品市场（包括食

品）的价格压力很可能会比预期的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全球经济的下滑也可

能会降低对中国通胀的压力，这是因为许多国际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可能会下降，而

部分中国出口商将会转销国内市场，从而缓解价格压力。然而，中国目前所出现的

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的。与工业品不同，国际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并不

完全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国内的食品价格也是如此（生物燃料的生产和粮食供

给问题是目前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9 如果以美元计算，2008 年出口增长 15%，那么进口需要增长 19%才能让贸易盈余的绝对规模保持稳定。  
10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部（200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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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 
实际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法） 10.1 10.4 11.1 11.4 9.6
      
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2/ 9.9 13 13.6 … …
       总消费 2/  7.1 9.4 10.3 10.9 11.0
       总投资 2/ 13.4 11.6 13.2 14.3 13.5
            固定资产投资 11.7 13.6 13.3 14.5 14
       货物和服务的出口 3/ 28.4 23.6 23.6 21.2 15.2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 3/ 22.7 13.4 18.6 16.5 18.8
      
消费价格指数（各时期平均值） 3.9 1.8 1.5 4.8 4.6
GDP 平减指数 6.9 3.8 3.0 5.2 5.0
      
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4/      
        
收支差额 -1.3 -1.2 -0.5 -0.6 -0.9
财政收入 16.6 17.8 18.9 19.8 20.6
财政支出 18.0 19.0 19.4 20.4 21.5
      
国际收支帐户（十亿美元）      
      
经常账户余额 69 161 250 359 378
      占 GDP 比例 3.6 7.1 9.5 11.0 9.3
资本账户余额（包括误差与遗漏）  138 47 -3 100 80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净值） 53 68 60 75 60
储备资产变动（增加为正值） 206 207 247 459 458
外汇储备 610 819 1066 1529 1987
      
其它      
广义货币增长率（M2, %） 14.6 17.6 16.9 16.7 15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1/ 预测值 
2/ 根据官方公布的国民核算数据估算（中国统计年鉴 2006 中的 3-13 表） 
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价格指数估算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外债支出。该数据未计入 2000-2002 年累计拖欠的出

口退税，以及 2004-2005 年的偿还支付。这一调整将使 2000-2002 年的财政赤字加大，2004-2005 年的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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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 
 
鉴于这些发展和预测，决策者必须应对的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问题是：1、预计的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2、通货膨胀；3、持续的高额国际收

支盈余。 
 
关键问题之一，预计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了解这对中

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是很重

要的。由于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具有警惕性和灵活性。 
 

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温和下滑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因为国内经济的强

劲动力以及强健的宏观经济态势。实际上，世界经济程度不大的走弱、对中国出口

的需求略有下降以及国际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可以通过温和地降低经济增长、通

胀压力以及贸易盈余来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目前采取的抑制投资的紧缩措

施而言，要判断怎样才是合适的力度，目前还为时过早。但是，在国际经济因素导

致经济温和放缓的情况下，很可能没有必要大力推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

经济。 
 

如果发生全球经济减缓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的情况，中国具有强健的宏

观经济状况，能够刺激需求的增长。中国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和放松信贷控制来

实现这一点。鉴于目前对居民购买食品的支付能力的关注，采取直接补贴的方法来

补偿高食品价格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可能是除了价格控制之外的另外一个有吸引力

的措施。放松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更一般性的支出或者减税。但是，鉴于对通货膨胀

的担心，以及需要确保价格压力不要外溢，除非经济严重的放缓，国内的情况对降

低利率和放松流动性管理的要求不是很强烈。 
 

关键问题之二是通货膨胀。这是决策者近期 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如同我们上面所

讨论的，由于目前通货膨胀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因而尽管低增长某种程

度上有助于减轻全面的价格压力，但是今后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很依赖全球及国内的

经济增长前景。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把总体的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保证

关键商品的充足的市场供给；保证能够为收入较低的人群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基本

必需品（包括食品在内）。迄今为止，食品价格上涨对总通货膨胀的影响很有限，

而且还没有明显的总需求过度的迹象。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确保这种状况，而且

要保证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持续可控。 这要求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有效的沟通，

同时汇率政策也很重要。政府也已经实施了一些行政措施（包括控制部分商品价

格），而且也可以考虑采用直接补贴的办法。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持续的高额国际收支盈余以及由此对流动性的注入。与通货膨胀

的情况相似，国际收支盈余也不是非常依赖于全球经济增长。即使全球经济增长减

弱，盈余也将保持高位，从而会继续加大货币升值压力，注入流动性，以及影响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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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11。适合的政策必须能够（1）减少盈余，以及（2）应对流动性问题。短期

内，见效显著的措施是货币和汇率政策。采取结构性调整政策以减少与经济增长模

式有关的失衡也很重要。 
 
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以及国际收支盈余都与货币和汇率政策、以及行政和财政的措施

息息相关。 
 
 
货币和汇率政策 
 
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要求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较强的汇率将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压

力，并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同时对资本流入的担心要求加强现有资本控制措施的实

施，以及更有弹性的汇率。 
 
由于货币政策仍然受到汇率政策的限制，行政措施继续在货币政策中起一定作用。

高额国际收支盈余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部分的盈余通过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和

提高准备金率而予以冲销。随着中美之间的利差变为正的（图 11），决策者担心高

利率将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流入（尽管资本流入对利率的敏感度有多高并不清

楚）。这种外部制约使得国内利率低于没有这种外部制约时应有的水平。2007 年利

率有所提高，但是落后于通货膨胀的增长。于是，以实际利率（扣除当期通货膨胀

率的影响）来衡量，2007 年并没有货币的紧缩（图 12）。因此，行政措施和窗口指

导被用于影响银行贷款。2007 年底，窗口指导的紧缩相对成功的减少了信贷扩张，

但要长期保持这种措施的成功又不带来经济成本是很难的。 
 
展望今后，货币政策可能将继续依赖信贷控制和流动性管理。 从长期来看，政府要

想更加倚重利率来管理货币政策，要求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同时，只要外部盈余

保持高位，决策者就要把美联储可能进一步降息作为中国利率政策的一个制约条

件。因此，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减少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

操作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以及诸如季度信用额度等行政措施。中国人民银行

2008 年货币政策计划很可能会降低 M2 和信贷增长目标，包括对大银行实行各自不

同的额度。在目前条件下，大力执行现有的在流入方面的资本控制是有利的12。尽

管放宽流出方面的控制很有吸引力，但在目前阶段，有控制的开放（譬如通过 QDII
计划和走出去战略的开放）比完全的放开更为可取。 
 
无论整体政策框架如何，像中国人民银行在近期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所做的那样，继

续有效地、可信地向社会公布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货币政策将如何保证在中期

内通货膨胀比较平稳，是很重要的。 
 

                                                 
11  如果全球经济增长减弱而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强劲，经常账户盈余将减少，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利率差

而吸引的净资本流入可能将随之增加，从而抵消这种减少。 
12 12 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金额将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具体而言，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额度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300 亿美元，而且新的额度马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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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美之间的利差由负变正 图 12. 利率有所提高，但落后于通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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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当局已经加快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 迄今为止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有助于平抑贸

易类商品的价格——包括食品价格。加快升值将进一步直接抑制这些价格的增长，

并间接地抑制经常账户盈余（这是总外部盈余的主要来源）。鉴于美元对其他货币

汇率的变化，以及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关注和分

析中国的有效贸易加权汇率（而不仅是对美元的汇率）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行政及财政措施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行政及财政措施，以抑制物价上涨、保持价格平稳以及调控预

期。采取的行政措施包括：(i)暂停对受控的能源产品及服务设施的价格进行调整；

(ii)对少数食品方面的价格进行调控， 包括方便面和大学食堂的价格；(iii)一月份出

台的临时干预措施要求，规模较大的粮食、食用油、肉制品、蛋类、乳品及液化石

油气的生产企业在提价之前需取得政府的批准，而大中型批发商和经营者在显著提

价 24 小时之内需向价格主管部门备案。所采取的财政措施包括：(i)对出租车司机的

补贴；(ii)对生猪和粮食生产的补贴；(iii)对粮食出口征税并实行出口额度管理；(iv)
对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征税；(v)降低燃料的进口关税。政府也动用了国家粮食储备的

库存来投放市场。 
  
由于政府可能在考虑新的类似措施，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专题框 1 分析了一些这

方面的一般性的考虑因素。这些一般性的考虑，在价格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有

助于采取措施呢？ 
 

• 在目前条件下，价格控制在短期内既有益处也有成本。尽管难以准确获知，

但温和的价格控制在短期内所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其不利影响的情况至少是可

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价格上涨主要是在食品方面，而不是由明显

的总需求过度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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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期来看，激励方面的不利影响很可能超过其益处。价格控制阻碍了对生

产者增加生产的价格信号的传导。要在较长的时期维持行政措施也比较困

难，尤其是如果行政措施同市场条件及宏观经济政策相悖。价格控制也加大

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而这对于经济环境是没有好处的。  
 

• 因此，诸如价格控制及额度等行政措施不宜过多，而且不能长期使用。 实际

上，发布这些措施的国家发改委已经指出，一旦“明显”的价格压力减退，

这些措施就会取消。 
 

• 短期的考虑不应转移对改革的战略性方向的注意力。价格前景将取决于政府

采取的逐步取消价格控制的措施。决策者需要权衡短期内减少通货膨胀的需

要同提高效率、减少资源密集度及污染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十一五规划

要求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能源价格是一个尤为紧迫的问题，而根据稀缺性

进行能源定价是关键。如果像很多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预测的那样，国际

油价保持高位，那么中国的燃油零售价格将不得不显著上涨。这一过程很可

能将逐步实施，这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价格逐步上涨的日程表提前宣布，

将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效率目标。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模

式，例如在选择何种类型的汽车或者房屋取暖设备方面。  
 

• 鉴于政府强劲的财政状况，当局可以考虑采取直接的补贴。这种补贴可以有

助于实现增加供给，保持基本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的价格稳定，同时保

持市场的供需平衡。  
 

• 为降低成本和使补贴具有合理性，如果直接补贴具有实际的可行性，那么就

应该针对 为贫困的人群。  
 

• 行政及财政措施的使用应该有与之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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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框 1. 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行政措施及财政措施 — 一般性的考虑 

 
由于政府可能在考虑新的类似措施，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  
 
诸如价格控制等行政措施往往是用来稳定价格的。这些措施会影响供给和消费的激励机制。

在供给方面，价格控制往往会抑制供给（如燃料方面产品的情况），或者导致质量和数量的

下降（食堂菜里的肉少了）。在需求方面，在市场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实行价格上限会阻碍需

求的减少或产品的替代；产品的替代可以有助于形成新的市场均衡（如猪肉方面的情况），

而需求的减少则正是所追求的结果（如能源方面的情况）。  
 
诸如直接补贴和税收等财政措施有时能够代替行政措施，而且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不同。总的

来看，这些措施往往让激励机制更加接近市场所决定的，因而所造成的扭曲要小一些。对生

产者的补贴增加了对供给的激励，同时让需求由市场决定。通常的结果是，对生产者的补贴

多少会导致市场价格降低，同时供给和需求会上升。对消费者的补贴使得人们能够买得起，

同时让供给由市场决定。通常的结果是，对消费者的补贴多少会导致市场价格升高一些，同

时供给和需求会上升。就不利的方面而言，补贴有财政方面的成本。 
 
在行政和财政措施方面有几个一般性的原则。  
 

• 行政措施可能有助于调控预期。在某些情况下这类措施可以稳定市场。这些措施可

能会特别有助于快速稳定市场，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效。  
 

• 如果总体的市场条件及宏观经济政策大体上与行政措施是一致的话，那么这方面的

措施可能有助于恢复市场均衡和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控制潜在的负面激励影

响是有限的。 
 

• 如果总体的市场条件及宏观经济政策与行政措施不一致的话，那么要成功地在较长

时间内实行这些措施可能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的经济激励和这

些措施是相悖的。譬如，价格控制降低了生产的动力。  
 

• 直接补贴所导致的激励问题要少一些。采用直接补贴主要需要考虑：(i)财政成本是否

合理，是否具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ii)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补贴是否合理。  
 
将直接补贴针对特定的群体（或市场）能够大幅降低所带来财政负担。针对性的补贴可能带

来行政成本，而且会扭曲决策。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尽管这一政策存有弊端，但对特定群

体而言，有时还是很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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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政及结构性政策 —— 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增长的能效更高、更加清洁、以及更加公平地被分享，

财政及结构性政策是很重要的。在过去半年，已经出现了很多财政和结构性方面的

政策动议。 
 
近期的政策动议包括几个方面，  
 

• 将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起征点从每月1,600元提高至2,000元的建议有望在三月份

实施。提高起征点将减少税收收入300亿元，使得有收入的人中免于征税者的

比例从50%提高到70%。  
 

• 在三个省区进行的临时试点项目中，农村居民可以获得13%的直接补贴如果

购买了电器。 
 

• 政府将把对农村和城镇合作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水平提高一倍。目前，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为每人每年40元。  
 
从 2008 年开始国有企业将向政府支付红利。在试点项目下，财政部和国资委将收取

化工、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及烟草企业税后利润的 10%，以及其他大部分企业

税后利润的 5%作为红利。 
 
在降低能源集度和减少排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国的目标是在第十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将总体的能源密度（每单位 GDP 的能耗）降低 20%，排放减少

10%。在 2006 年，即十一五计划的第一年，进展令人失望。能源密度仅仅下降了

1.3%，而二氧化硫（酸雨的主要原因）排放及化学需氧量（水污染的主要指标）则

有所上升。2007 年，政府采取了几项新的措施及政策，包括增加在节能及减排方面

的支出，关闭一些低效率的火电厂和技术落伍的钢铁厂，以及在银行贷款方面执行

环保标准。部分因为上述这些措施的实施，2007 年头九个月中国的单位 GDP 能耗

降低了百分之三，同时二氧化硫排放和化学需氧量也下降了。  
  
政府加大了对环保违法的惩治力度。商务部已经发出通知指出，如果发现出口企业

有环保方面的违法行为，将中止该企业进行对外贸易一至三年。这些措施主要针对

五个行业，包括冶金、化工、水泥、纺织和轻工业，它们合计占全国总能耗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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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公司部门政策及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 
 
2007 年，中国的股票市场继续迅猛上涨。到 2007 年底，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共

有 1,550 家上市公司。两个市场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约 44,800 亿美元（大致为 GDP 的

140%），就总市值占 GDP 的比重而言，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排名第三，在新兴市场

中排名第一13。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仍有相当大比例的股票是不可流通的。不过，

2007 年中国的公司通过国内的市场首次公开发行筹集的资金总计高达 621 亿美元，

是全世界 高的。2007 年，中国股票市场日均交易量达到 260 亿美元，是世界上交

易 活跃的市场之一。 
 
证券市场执法体制实施重大改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

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2007 年下半年中国证监会充实了执法能力。中

国证监会成立了新的行政处罚委员会，负责证监会所有的执法。成立了首席稽查办

公室以及新的稽查局，为此证监会总部核定编制 170 名执法人员，增加地方证监局

人员 110 名。在这一新体制下，首席稽查负责统一协调、指挥全系统的稽查工作。

证监会的执法重点首先是调查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报表等重大案件，以及涉

及面广、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要案、急案及敏感类案件。证监会也将通过其公共信

息系统向公众披露他们的调查。此次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加强证券市场执法和保护

投资者的积极举措。 
 
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国投资者开放。2007 年 12 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承诺

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公司债券以及金融债券。中国证监会

将评估外资参股中国证券公司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有关进展是，瑞士信贷集

团（Credit Suisse）和摩根斯坦（Morgan Stanley）已经分别与中国的方正集团（the 
Founder Group）和上海华鑫证券有限公司（China Fortune）达成协议，在中国大陆

成立合资投资银行。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外国公司 多可以拥有这种合资公司 33%
的股份。中国证监会正在考虑批准摩根斯坦、瑞士信贷集团、高盛和瑞士信贷四家

公司，可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进行上市承销、以及提供咨询和研究服务 14。 
 
在新颁布的简化行政审批的发行办法下，首支公司债券得以发行。 2007 年 8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该办法大大简化了政府审批

的要求，而且取消了以往企业债券发行必须银行担保的要求。2007 年 9 月 19 日，

长江电力发行了首批 40 亿公司债券，成为新规则颁布后发行公司债的首家上市公

司。（长江电力实际获准发行 80 亿元公司债券，第二批公司债券将在以后发行。） 
 
中小企业融资  
 
                                                 
13 来源：中国证监会报告。  
14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2007 年 12 月 9-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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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扩大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这些措施

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和创业板的发展。 2007 年的“中小企

业集合债券”是由不同的中小企业发行的债券，由国家开发银行统一担保，集合形

成一支企业债券，由发改委批准发行。2007 年 11 月 26 日，第一支“中小企业集合

债券”在深圳发行。这个集合债券是由深圳的 20 家中小企业集合发行的，每个企业

单独承担偿还义务，由国家开发银行承销和担保。这支债券是在 2007 年年初国家发

改委批准的企业债券额度下发行的。 
 
关于发展创业板的讨论还在继续。2007 年 11 月 24 日，监管机构在杭州召开工作会

议，讨论以高增长的中小企业为目标的创业板的筹备。人们普遍期待创业板将在

2008 年建立。中国证监会和其它相关政府机构将为这一新的板块制定规则和条例。 
 
住房金融  
 
中国政府逐步加大措施，以满足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中国政府建立了跨

部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协调制定一系列关于城市住房的政策问题， 其中包括城市和

农村土地政策、城市规划、中央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对低收入

家庭的住房补贴和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等。 
 
为此类借款者开发适当的金融产品存在几个方面的障碍。目前实施的多数措施还主

要集中在供给方面（住房建设）。在需求方面，特殊的信贷政策还有待开发，以满

足中低收入家庭和城市流动人口的需要。这些障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但不止这

几个方面） 
 

• 首先，缺乏有效的信用信息系统，使贷款方难以追踪借款者的信用状况，特

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信用状况。尽管过去几年，中国住房按揭贷款违约率保

持低位，但是，由于中国的住房市场尚未经历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因而住

房按揭贷款的借款人的行为还未被充分了解。 
 

• 其次，中国的财产登记系统并没有实现全国联网，使贷款方难以确认借款者

所拥有住房的实际状况。尽管中国人民银行 近颁布了紧缩住房按揭贷款的

新政策，特别是针对房地产投资者及购买第二套住房的人群，但是住房按揭

贷款方将会发现，如果买房者在原居住地以外的城市购买房屋，实施这个政

策会有难度。 
 

• 第三,市场中尚没有有效的住房按揭保险公司，来分担住房按揭贷款方的风

险，降低买房者的首付并提供必要的违约保险。按揭保险可以帮助中低收入

者早日购买住房。这种信用保险的法律和法规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确

保对住房按揭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有合适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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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新的购买力平价与中国经济 

 
“国际价格比较”（ICP）项目 近发布了新修订的各国 GDP 及人均 GDP 的估计
结果，这个结果是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的15。新的结果显示，按照购买力
平价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比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的要低 40%。那么，新的购买力平
价计算结果对于我们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理解有怎样的影响呢？ 
 
购买力平价的测算可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生活水平。美国是世界上 富有

的大国，人均 GDP 大约为 42,000 美元。以官方汇率计算，2005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大约是 2,000 美元，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但是，这二十比一的比率并不能真实

反映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原因在于，按照官方的汇率折算，中国很多的非贸易服

务的价格是很低的（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

国家的餐饮、理发或者家政服务的价格都是很低廉的。而另一方面，可贸易的制造

业产品价格则趋于接近。这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中，国际贸易会导致可贸易商

品的价格大致相同，比如，无论在什么地方，同一品牌的电视机的价格会大致相当
16。对价格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是很重要的，因为用购买力平价估算出来的经济规

模能够更准确地决定对投入和资源需求。 
 
计算购买力平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这些价格差异进行调整。在“国际价格比较”项

目的计算中，收集的数据涉及 1000 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共有 147 个国家参

加了 近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中国是首次参与其中。在此之前，从 1980 年代

开始的关于中国购买力平价的估计都是学术上的估测，并且有明显的缺陷。本次

“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在中国的 11 个城市收集了价格数据。每一个城市都包括部分

农村地区，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这些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的价格数据是否能代表真

正的中国农村地区的价格。如果这些数据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可能会造成平均价格

水平的高估。因为农村地区产出的 GDP 在 GDP 的总量中只占较小的比例，由此产

生的偏差对 GDP 总量的估计可能不会造成很大误差。但是，这种偏差对于基于购买

力平价估算的贫困人口比例则可能会带来问题，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会予以分析。 
 
对于中国相对价格的新的估计结果，更加接近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情况。

“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发现，以 GDP 一篮子商品而言，中国的价格大约是美国的

42% 17。图 1 所示为 100 多个国家相对于美国的价格水平（换言之，购买力平价汇

率相对于官方汇率的比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非贸易类商品的价格偏

低，所以这一比率也比较低，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这一比率向 1 趋近。按照以

前的购买力平价估测，中国的这个比率远远低于回归曲线，然而，修订后的数据显

示，中国刚好在回归线上。 
 

                                                 
15 在世界银行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相关新闻发布以及报告全文。 
16 一些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制造并销售的制造业产品比国际品牌便宜。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对由质量和

品牌价值的因素所造成的价格差异进行调整。 
17 2005 年，按照平均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 3.4，而与之相对应的市场汇率是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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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相对价格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际价格比较，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我们调低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规模和生活水平的估计。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2005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4,091 美元 。也就是说，2005 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是十比一。而根

据以往学术上估测的购买力平价数据，2005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则达到了[6760]美元

（与美国的差距是六比一）。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较以前所认为的低

了 40%。中国不是唯一作出这种修订的大的经济体。对印度的估算也有大致相同幅

度调低。基于新购买力平价数据，印度的人均 GDP 调整到了 2126 美元，因此，中

国和印度之间的比率（大约为二比一）和我们以前所认为的结果是一致的。 
 
购买力平价的修订并未改变我们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认识。从国内价格数据，我们知

道中国的价格在过去 25 年的变化情况。问题是要把中国的价格水平与国际价格水平

的基准进行比较。新的估算结果意味着，以前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比我

们原来所认为的更大。对所有国家而言，估计经济增长率 好的方法是使用各国自

己的不变价格的 GDP 数据。因此，新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比我们原来认为

的缓慢，而只是意味着，如果以 1978 年为起点，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的

增长是从一个比我们以前所推测的还要低的基础上开始的。 
 
某种程度上，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多少改变了全球经济目前的格局，但是这种改变

并不大。如果持续现有的增长速度，按照新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需要 10 年以

上的时间才能超过美国成为 大的经济体，而不是以前所预测的短短几年的时间。

但是经济增长的总体情况仍然还和以前是一样的：在过去的大约 15 年中，几个发展

中国家的增长远远高于富国的增长，因而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在增长。新的

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些国家是从一个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低的起

点开始，因而也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水平，但是基本的格局并没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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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估算结果而改变。另外，我们对现在和将来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各个经济体之

间的相对规模的认识也没有改变。基于这一尺度，中国经济要超过美国将需要更多

的时间。按照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模型估计，如果出现日本模式的实际汇率升值，

这一时间将是大约 20 年，按照泰国模式的实际汇率升值，这一时间几乎要加倍。表

1 所示为按照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2005 年世界经济占比的情况。 
 

表 1. 各国 GDP 占世界之比 (2005 年) 
 
 市场汇率 购买力平价 
   old   revised 
      
高收入国家 75.6  54.2  … 
   美国 28.0  20.5  22.5 
   其它 47.7  33.7  … 
中低收入国家 24.4  46.1  … 
   中国 5.0  14.2  9.7 
   印度 1.8  6.2  4.3 
   其它 17.6  25.7  … 
            
资料来源：国际价格比较，世界银行 

 
 

在贫困人口方面有哪些变化? 如果中国整体上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贫困，那么贫

困人口是不是比以前认为的更多？并且过去的贫困减少的趋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减贫分析 好采用以国内不变价格计算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具有很好的家庭调查

数据，并可以追溯到 1981 年。世界银行的分析采用一个“基本生活需求成本”贫困

线，该贫困线是对一个家庭每天消费 2100 卡路里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所需收入的

一个估算。世界银行倾向于采用计算消费而不是计算收入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更

关注家庭是否实际消费了 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实际消费没有达到 低水平

的人，就计入贫困人口。根据这个贫困线，我们估算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是：1981 年是 64%， 1990 年减少到 33%，2004 年减少到 10%， 近的估计是 2007
年贫困人口减少到了 7%（表 2）。 
 
如果以一个共同的货币化的全球贫困线为基础，来加总计算或者比较不同国家贫困

人口的数量，那么就需要引入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进行分析。根据以前的购买力平

价转换因子，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基本生活成本贫困线刚好是每天 1 美元，因

而上面对贫困人口估计也可以作为基于每天 1 美元贫困线的估计。新的购买力平价

转换因子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的价格水平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高。因此，我们将重

新估算基于每天 1 美元的中国（以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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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根据不同贫困线估算的中国贫困率 
 
贫困线/年份                1981  1990  2004  2007 
 
世界银行基本需要线   64%   33%  10%  7% 
 
每天 1 美元购买力平价线          71-77%                13-17%  
 (依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    
 
 
在重新估算的过程中有三点需要着重指出。首先，这个表格中的基本生活需求成本

贫困线将不会改变，而且这仍然是我们所选用的分析中国贫困问题的估算方法。其

次，因为中国的物价水平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高，新的每天消费 1 美元的贫困线将

随之提高。中国基于每天 1 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将增加——但是过去年份的贫困人

口比例也将随之提高。购买力平价的转换因子的选择并不影响减贫的趋势。第三，

世界银行不会将“国际价格比较”项目所发布的 GDP 转换因子直接应用于家庭调查

数据。因为贫困人口不会消费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GDP 一篮子商品。他们消费的是更

小的、以食物为主的消费篮子。而且，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农村，因

此，我们将对“国际价格比较”项目的城市商品价格样本和来自其他数据的农村价

格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所以，世界银行将计算特殊的转换因子用于贫困人口分

析，这不仅仅用于中国，我们也将在其他的有数据支持的国家采用这个方法。我们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但是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已经可以认为，就中国

而言，用于贫困人口分析的转换因子的变化不会很大（不会像 GDP 转换因子的变化

那么大）。因此，为了避免基于新的 GDP 转换因子而产生的误解，在表 2 中我们列

示出对中国贫困人口比例新的估算结果可能所在范围的一个初步的估算。2004 年，

以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为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大致在 13%-17%的范围内，而

不是早前所估计的 10%。根据新的转换因子，以前年度的贫困人口比例的估算结果

也会上调，1981 年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概在 71%-77%之间。 
 
总之，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的选择并没有改变这一结论，即中国实现了有史以来

大数量和 快速度的减贫。按照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 1 美元的贫困线，我们以

前的估计是，中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改革开始时的 64%，减少到了 2004
年的 10%。新的估计显示中国贫困人口从 1981 年的 74%，减少到了 2004 年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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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专题  –中国铁路的发展、规划及挑战 
 
过去的二十年， 中国铁路的路网建设和运输的发展令人瞩目。本特别专题集中讨论
中国铁路的发展规划和涉及的政策挑战。 
 
有几方面的因素使铁路运输非常适合中国及中国经济。中国拥有大量的、需要长距

离运输的人员与货物，而一个运转良好的铁路系统可以提供安全、低成本、高能

效、占地少和环保好的运输模式。从货物运输方面来看，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煤碳、

焦炭、金属矿石、钢铁、石化制品、粮食、化肥和其它大宗货物。铁路运输的技术

条件和经济性都非常适合这种运输。此外，2006 年，中国铁路货运的平均运输距离

是 762 公里。中国铁路系统的路网布局好，里程长，承担了中国内陆地区货运（包

括内河航运但是不包括沿海航运）任务的三分之二。并且，在中国一些特定经济发

达区和很多大城市中，人口密度很大。中国城际间旅客流量是全世界 紧张的，随

着购买力的提高，人们出行的愿望增强，又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也加重了较大的

城市群落中郊区和区域运输的需求。 
   
铁路交通量增长迅速。过去的十年间，中国铁路的客运量（以人公里计算）增长了

70%，，中国铁路的货运量（以吨公里计算）增长了 60%（图 1 和图 2）。1980
年，中国铁路是全球第三大铁路货运承运商，占世界铁路货运量的 8.5%；2005 年，

中国铁路仅排在美国一级铁路系统（US Class I system）之后，为全球第二大货运承

运商。1980 年按照客运量计算，中国铁路是世界第四，2005 年，已经成为世界上

大的客运承运商。如果将货运和客运量合计，中国铁路现在是世界上 繁忙的铁路

系统。 
 

图 1. 客运交通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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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官方数据 

    图 2.  货运交通增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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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官方数据 

 
由于铁路使用率高以及运力不足造成的交通紧张，铁路扩建工作成为政府的一个关

键目标。目前，中国铁路的路网长度仅占世界轨道长度的 6%，但承担的运量却约占

世界运量的 25%。 近几年，在世界主要的铁路公司中，中国铁路是唯一一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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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路网建设的公司，但是相对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和铁路运输量（图 3）而

言，其起点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中国铁路的运输流密度是 4050 万换算吨/公
里，保持世界第一，几乎是第二高的俄罗斯的两倍，并且远远高于美国、印度和欧

洲共同体（图 4）。可以预料的是，在 繁忙的铁路上和 繁忙的时段，运力不足

限制了需求。因此，大量的交通量转移到成本较高的公路运输方面，并且更多的需

求可能被抑制。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在第十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政

府特别强调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以防止铁路系统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图 3. 路网规模虽大， 
但相对于巨大的人口数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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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际铁路联盟    

     图 4. 高运输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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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 

 
铁路行业仍然主要是大一统的、集中管理的。一小部分运量是省政府由地方铁路公

司和合资铁路公司承运，这些合资公司有省级政府和其它投资者的股份。可是，大

多数运量是由铁道部下属的 18 个铁路局承运，路网管理和列车调度实行高效集中管

理。但是，政府和铁道部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在客户服务方面需要更加以市场为导

向，并提高客运速度、缩短货运送达时间，以增强相对于公路运输的竞争力，在铁

路业务管理方面实现更加商业化。 
 
因此中国铁路政策的决策者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战略性挑战。其一，是要实现基础设

施的运输能力和质量的“跨越式发展”。其二，是要对铁路行业进行改革，以更加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世界上 繁忙的铁路系统而言，要同时达致这两个

目标，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巨大的挑战。 
 
为了满足基本设施建设的需要，从 19 世纪开始，中国就已经着手实施世界上 大

的铁路建设计划。2004 年 1 月，中国国务院原则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简

称“规划”），确定铁路建设优先的原则，并制定了未来 5 年铁路发展框架。据估

计，到 2020 年，这一规划将耗资人民币 1.7 万亿（以 2004 年价格计算）。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将从 2005 年的 75,000 公里，增加到 2020 年的 100,000 公里。主要繁忙

干线实现高速客运线和货运分线，到 2020 年，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 50%。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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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技术标准 的“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基础上，高速客车速度目标值将达到每小时

300 公里及以上。当 2020 年完成的时候，中国铁路路网的高速铁路长度将比世界上

其他国家超高速铁路的总长还要长。并将以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

角洲地区为重点，建设城际快速客运系统，覆盖区域内主要城镇。  
 
铁路货运能力也将加强。在建设新的客运专线后，因客货分线释放出的既有铁路线

的运输能力将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求。规划也包括建设高运输能力的铁路煤

运通道，以及对其它货运通道的复线及电气化改造。铁路线路的更新改造也将推动

发展缓慢的铁路集装箱运输行业，建设集装箱中心站以及开行双层集装箱列车。在

主要内陆城市及港口城市 建设 18 个集装箱中心站和 40 个左右靠近省会城市和主要

内陆口岸的集装箱办理站。另外规划也计划在西部地区建设新的铁路线。 
 
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需要谨慎管理规避冒进的金融和技术风险。即使允许外包和

动员国际专家的专业技术，要监管、发包和监理这样一个巨大和多种多样的项目所

需的资源及能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大型和长期的规划都存在这种的风

险，即随着资源和时间进度的压力加大，发包成本也将迅速上涨。（另一方面，随

着项目的进展，规模经济和经验的积累则会起降低成本作用）。这里也存在一个人

力资源方面的担心，因为铁路技术是非常专业化的，例如列车信号、电力供应、机

车工程、系统集成、铁路安全等等。 
 
为了推行铁路改革，中国铁路采取了一些机构改革的重要措施。整个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铁路系统进行了非主营业务的分离工作（建筑、制造、通讯、设计、教育和

社会保障等辅营业务分离）。尽管 1992 年到 2005 年交通量增加了 60%，但是铁路

运营员工人数却从 220 万减少到了 140 万。1999 年开始执行的铁路资产经营责任

制，使铁路局的业绩可以用资产回报率、产出、收益率和安全状况来衡量。对超出

责任书订立的经营水平的部分也给予激励。中国铁路的营运劳动生产率（不包括非

主营业务）已经超过了 1992 年的两倍。 2003 年，中国铁路成立了 3 个专业公司来

经营集装箱业运输服务、行包运输及特种货物运输。2005 年，铁道部撤销了全国 44
个铁路分局，从而减少了一层管理，将管理工作整合到全国的 18 个铁路局，大约减

少了 60,000 位管理岗位工作人员。这一改革也统一了各地区的管理责任制和问责机

制。这也促进和增加了机车和机务人员的利用率，而以往机车和人员主要是在各分

局范围内调配的。 
 
铁路部门正在积极吸引新的参与者。到了 2005 年，中国铁道部已经批准建设了 46 
家合资铁路公司（其中 24 家 已经投入运营），这些合资铁路公司由铁道部、各省

级政府部门、企业及（少量的）私人投资者合资建立；其中新成立 19 家合资铁路公

司支持干线铁路的建设。从 2007 年开始，中国铁道部允许国际货运和物流公司建立

新的集装箱终端合资公司，建设及运营 18 个新的集装箱中心站。也已经有一些运量

较低的线路的管理权从中国铁路分离出来，以减少亏损。 
 
发展新的融资模式是必须的，但可能暴露出体制建设方面的问题。《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需要基本设施投资有大幅增长，要求从 1995-2004 的每年投资 760 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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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个规划期间每年投资 1,200 亿。从 1990 年以来，中国铁路发展所需资金的传统

来源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该基金来源于运费附加费、以及国内贷款及债券。与省

级政府的合资企业也是吸引其他资金的一种有效渠道。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要成功

实施这么宏伟的铁路发展规划，也需要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包括私人部门的贷款和

股本。但是这一要求难容于铁道部同时负责铁路方面的政策、监管、以及通过其拥

有的 18 个铁路局进行铁路运输服务的商业运作的情况。就与中国铁路进行交易或竞

争而言，新的铁路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可能有个合理的疑问，即如果一方控制着这个

领域的准入许可、负责制定规则、担任仲裁者并且管理其它团队的情况下，怎样才

能很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并公平地管理他们的义务。  
 
除了“铁路设施建设”以外，还需要进行体制改革。，铁路行业基于市场原则的分

散化和多元化需要进行体制改革。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把政府的决策职能与铁路的商

业化职能区分开来似乎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应该建立独立的监管机制，以公平

和透明的方式保护更广泛的参与者的权利以及使之履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还某

些方面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譬如线路使用权及费用、相关运营商之间车辆过轨的安

排、以及如何在中国铁路的运营商和相关的私有部门之间分配全程旅客或者交运货

物的收益。 
 
铁路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的地理条件、人口分布、大量的自然资源、运输距

离和众多的大城市意味着中国非常适于发展一个有效运转的铁路体系。而且，中国

商品贸易持续增长、购买力增强以及公民私人出行增加，这些因素都凸显了一个成

功运作的铁路部门的重要性。铁路的成功将有赖于铁路建设发展和制度改革的两个

领域的进展。 
 
 
 
 
 
 
 
 
 
 
 
 
 
 
 
 
 
 
 
 
 



中国经济季报 — 2008 年 2 月 

 

 

26

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 新研究报告及出版物 
 
 原材料价格、工资与中国的工业利润率：投入和工资成本飙升的同时如何保持盈利？ 

     世界银行 Louis Kuijs，Song-Yi Kim著 
     中国工业正面临原材料和工资大幅上涨的挑战。报告旨在对成本增加对工业利润的影响进行量化

分析。查阅报告全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3&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333038_20080117010359&searchMenuPK=64187283&theSitePK=523679 

 
 非洲从中国扶贫的成功中所能汲取的经验（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463 号） 

     世界银行 Martin Ravallion 著 
中国改革初期的贫困率较当时的非洲高得多，但短短五年之后这一情况就不复存在了。报告阐释

了中国如何没有陷入由于扶贫政策失败或不受欢迎而使极度贫困难以消除的窘境。查阅报告全文

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80124082651&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中国能继续养活自己吗？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470 号） 

     Wang Jinxia等著 
     一些关于中国食品供需的研究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以做到食品自给自足，但并未考虑气候

变化的因素。报告分析了可预见的气候变化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推翻这一论断。查阅报告全文敬

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80107163035&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正式与非正式融资：中国的例证（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465 号） 

Meghana Ayyagari, Asli Demirguc-Kunt, and Vojjislav Maksimovic 著 
报告基于 2400 家中国企业的数据深入分析了融资方式和企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作者们发现样本企

业中通过银行渠道融资的占少数，但从金融系统正式融资这一方式确实更有助于企业的发展。查

阅报告全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80103141641&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拉美和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497 号） 

     J. Ernesto Lopez-Cordova; Alejandro Micco; Danielken Molina 著 
报告使用 1990-2003 年详细的贸易数据，分析了美国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查阅报告全文敬请点

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80129113921&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土地租赁市场：生产力和权利之影响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454 号）世界银行 Klaus Deininger，Jin Songqing 著 
报告使用来自中国九个重要农业省份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阐释了土地租赁市场对于家庭经济规划

和福利、以及土地生产力的影响。查阅报告全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71219134547&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中国的生态系统服务收费的研究 
世界银行 John Dixon，Xie Jian 著 
报告探讨了中国生态补偿收费的有关问题，以及水作为生态服务的付费系统的发展。查阅报告全

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310607_20080123101725&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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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中的物权保护：来自中国农村土地合同法的经验（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447 号） 
     世界银行 Klaus Deininger，Jin Songqing 著 

报告运用全国范围的证明阐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强调保护物权在近一个时期经济发展中至关重

要的作用。查阅报告全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71217115543&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中国的供水价格：经济效益、环境和社会稳定 
世界银行 Jeremy Warford ，Xie Jian 著 
成本不断增长和资源稀缺是中国水资源管理中的首要问题。报告通过分析该行业的一部分阐释了 
整个行业的价格问题。查阅报告全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310607_20080123085821&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全球经济增长与分布：中国和印度在重塑世界？（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 4392 号） 
世界银行 Maurizio Bussolo 等著 
借助世界银行 LINKAGE 全球均衡模型以及 新开发的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Dynamics 
(GIDD) 工具，报告评估了在一些未来趋势影响下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布和贫困效应。查阅报告全文

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71112111936&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韩国的男孩偏好为何下降？发展和公共政策的作用，以及对中国和印度的启示（世界银行政策研

究报告第 4373 号） 
世界银行 Monica Das Gupta，Woojin Chung 著 
报告表明，尽管男孩偏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降低，但其表现随着性别选择技术的进步一直延续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查阅报告全文敬请点击：http://www-
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93027&piPK=64187937&theSitePK=523679&menuPK=64187510&search
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entityID=000158349_20071009133451&searchMenuPK=64187282&theSitePK=523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