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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理解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新

变化，对于我们的政策制定和

经济活动安排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

义。

从数据上看，2008 年金融危机以

来，全球经济首次出现了整体向好的

态势。2017 年年中，全球 70% 的国家

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都实现了正增长，

基于此，IMF 两次上调了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预测。中国经济在深化供给侧改

革、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

实现了 6.9% 的增长。

然而，进一步深入分析，特别是，

如果着眼于中长期发展来分析国内外

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全球经济尚处

于非常复杂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下半

段。在此背景下，有两个任务是未来

时期的工作重点：一是继续消除引发

危机的各种因素，二是解决危机以来

采取的超常规调控政策所带来的副作

用。

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面临挑战

关于全球经济形势，习近平主席

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

式时，有一个精彩的开幕演讲。这个

演讲，是我们研究国际经济形势的总

纲。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领域存在三

个突出矛盾：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

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

体言之，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

作用减弱，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

成。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具体表

现为，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

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却未能反映

新格局；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

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全

正

把握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
■ 李　扬



论
坛

LU
N

TA
N

主
持
人
：
朱
广
娇 

jrb
l2011@

163.co
m

32 33

探　讨

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金

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三是全

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全

球经济的增长，甚至包括被人们广泛

期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提高经济

增长率的同时，极有可能会加剧不平

等，特别是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

的差距，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显然，

在这里，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经济发展

的长周期，基于这一视角的分析，全

球经济的未来并不乐观。

主要国际机构也表达了类似的担

忧。2017 年 10 月，IMF 在其最新的《世

界经济展望》中，也对世界经济的未

来发展提出了短、中、长期预判，其

结论正如该展望副标题所示“短期复

苏、长期挑战”，就是说，全球经济

的短期风险固然大体平衡，但中长期

下行风险仍然明显，不仅整体复苏尚

未完成，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疲

弱，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

仍低于目标，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

外汇收入大幅削减，使他们容易受到

严重的打击。面对此状，IMF 提出三个

对策要点。一是提高潜在产出，这是

问题的根本，然而却在短期内难有建

树。就中长期而言，实体经济、供给

侧、结构性等领域都存在一些问题，

而且有恶化之势，这是提升潜在产出

的主要障碍。二是收入分配，即如何

确保经济发展的好处在各国之间以及

国内各阶层之间得到广泛分享，是当

今世界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三

是下行风险，这集中体现为债务无度

的扩张。2016 年，全球债务余额相当

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初的两倍，债务

问题依然在恶化。如何应对上述三个

方面的问题，是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面

临的共同挑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

全球经济前景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大多数大型经济体的企业

投资率仍然过低，无法支撑全球经济

的长期快速增长。只有在投资得到实

质性改善之后，当前全球经济的高增

长率才能在 2019 年保持延续。目前，

我们的经济政策仍以刺激为主导，如

果不实施有效的结构性改革，就很难

获得私人部门的投资，也就无法实现

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生产率的提升。在

这个由投资入手的分析中，OECD 从需

求方转向供给方，向我们揭示了当前

问题的长期性。

总之，已经历了 9 年痛苦的全球

经济仍未走出危机，恰如其分的判断

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了下半场。

在这个可能还需耗费下一个十年的“下

半场”，需要完成的任务或许更为复

杂、更为艰巨：一是要继续消解造成

此次百年不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各类问

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

题，以求促使潜在增长率提高；二是

消除危机以来各国当局采取的“超常

规”宏观调控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

三是将使用更多的政策资源和国民财

富，用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

题；四是面对全球大动荡大调整格局，

寻求多重意义的“再平衡”。

美国经济发展仍存在长期隐患

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 8 年的调

整，目前进入了恢复的轨道。然而，

要说美国经济就此将走上全面复苏的

坦途，显然还为时尚早。在 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布的美联储 FOMC 会议纪要

中，我们可以看出美联储的决策者们

的踌躇及其原因，不少美联储委员认

为：“低通胀也许不仅是短期因素，通

胀水平持续低于 2% 的时间比原本预

期的更长。”也就是说，很多委员担心

通缩将在美国经济中长期持续。众所

周知，如果说治理通货膨胀已经让各

国当局伤透了脑筋，那么，治理通货

紧缩则是让中央银行家们一筹莫展。

此外，鉴于不断上升的资产估值和金

融市场低波动性，一些委员表达了对

潜在金融“失衡”威胁上升的担忧。

他们认为，一次资产价格的“剧烈回

撤”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较为明显的

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市场

存在着相当大的波动隐患。

对于美国资产市场的隐患，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NIFD 金融指数”

也早已提出警示，我们认为，近两年，

必须高度关注美国企业盈利可持续性

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

一旦发生，势将终止美国股市长达 8

年多的牛市，进而引发金融市场和实

体经济的再次动荡。换言之，美国股

市自金融危机以来已持续上涨了 8 年

多，这种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确

实对美国的去杠杆和经济恢复产生了

积极作用，但是，如今美股的市盈率

已经超过了上证 A 股，如果企业的盈

利水平不能持续增长，美国股市的市

盈率在不断上行，那么，一次大的市

场回调，进而引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

济动荡，便是极有可能的。

观察美国经济还有一个重要指

标，就是杠杆率的变化。分析其住户、

企业、金融部门和政府四大部门杠杆

率的变化，不难看到，美国的去杠杆

无非是将债务从住户、金融机构和非

金融机构转移到了政府名下。因此，

美国今后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财政赤字

和债务问题。危机以来我们认识到一

个道理，即所有的金融问题最终都是

财政问题。如今，美国金融领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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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转移到政府债务上。如此可见，

政府债务赤字不断增加以及相应的债

务的巨额累积，是美国经济面临的最

大挑战。近来，特朗普税改政策的推

出，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对此，

美国当局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有效的

应对方案。

中国经济减速提质，

去杠杆是一项重要工作

自 2009 年始，我国经济发展就已

进入了新常态。2015 年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新常态给出了系统的阐述，

指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

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到了党的

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又用“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最新论断，进一步深化、完

善了新常态理论。它更明确地指出：

新常态所揭示的速度下行，换回来的

是更高的质量和效益，以及更可持续

的发展环境。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新

常态的解读，不应仅仅注意增速的下

行，更应关注质量提高、效益增长和

可持续性增强。

如果从长周期角度立论，则从潜

在生产率的角度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发

展就有意义。目前，很多研究机构都

对 2035 年、205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作出了预测，比如，清华大学白重恩

教授就预测 2021 ～ 2025 年中国潜在

经济增速约为 5.57%，2026 ～ 2030

年约为 4.86%，到了 2050 年，实质增

长速度依然能达 3%，如果加上 2% 的

物价上涨，则 2050 年的名义增速仍可

达 5% 左右。这个速度，已经高于目

前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也高于全

球经济增速的平均数。基于这一速度，

实现到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目

标，就有了保证。

着眼于长周期，我们还应高度关

注经济增长和金融扩张之间的复杂关

系。一般而言，经济加快增长，金融

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张；经济增长持

续下滑时，金融则面临更大的下行压

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金融工作会

议中总结的那样：目前金融风险处于

集中爆发期，其主要原因，一是周期

因素，我国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

期后，正进入“下行清算期”；二是结

构原因，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

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

三是体制原因，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出

现了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

融监管尚未适应；四是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扩大，它的延展性和持续性超过

了当初的预想。面对严峻的金融风险

积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列为下一步最重要的

任务，在十九大报告中列示的“三大

攻坚战”中，第一战就是防风险。处

理风险需要付出代价、经历痛苦，然

而，有了 40 年高速增长经历的中国，

完全有能力和智慧战胜这些风险挑战。

金融风险的源头是高杠杆。回望

历史就可看到，中国的杠杆率在 2009

年前一直比较平稳，自那以后，也就

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我国相

应采取了 4 万元亿财政刺激计划之

后，杠杆率便进入上升通道。2017 年，

杠杆率上升势头有所缓和。中国的杠

杆率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非金融企

业部门债务风险高，尤其是其中的国

企债务，更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国际

比较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最高，其隐

含的风险值得关注。二是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加剧。在 2009 ～ 2015 年间，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骤增。经过几年整

肃，合法的地方债务已趋稳定。但是，

2015 年以来，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专

项建设基金、政府委托代建购买服务

协议、PPP 项目等，成为积累地方债务

风险的主要渠道。这些新增的债务风

险，构成了新的挑战。

2017 年前三个季度，我国杠杆

率出现了两大变化：宏观上，实体经

济总杠杆趋稳，杠杆率由第一季度的

237.5% 提升到第二季度的 238.2% 和

第三季度的 239%，三个季度累计微

升 1.5 个百分点。结构上，杠杆从风

险最高的企业部门转到了风险相对较

低的居民和政府手里。

处理我国杠杆率偏高问题，固然

需要多方施策，其中最重要者，则集

中于国企、地方政府以及处理不良资

产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在未来三年

或更长一些时间内，集中力量处理好

上述三类问题，我国的金融风险方可

得到有效的管控。

去杠杆需要有相应的宏观环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上总结的那样：“去杠杆，千招万

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这意

味着，如果今后几年里去杠杆、防风

险构成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点，则

宏观上货币政策趋紧，应属题中应有

之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