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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的思維調整宏觀經濟治理原則
 

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內容提要] 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宏觀經濟已經由蕭條進入了復蘇，但從“止

跌-復蘇”四階段理論來看，中國宏觀經濟還處於“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市場需

求反彈階段”的過渡階段，經濟全面復蘇的基礎還比較薄弱。本次刺激計畫本質

上是投資驅動型方案， 而以投資為主體的短期刺激政策並不足以引領中國走出

“週期性”與“全域性”的經濟衰退。本文認為，“擴內需”與“增長模式的轉軌”必頇

以“改革”為前提和先導； 短期宏觀刺激政策的效率不取決於刺激的大小，還在

於宏觀調控政策的微觀傳遞機制的重塑。因此，以改革的思維調整宏觀經濟治理

原則就顯得非常重要。 

 

一、引言  

 

2008 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急轉直下，出現大幅度的下挫，隨之中國宏觀

經濟政策開始全面轉向。2009 年，在擴張性的信貸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下， 在

投資和消費的推動下，固定資產投資呈現“止跌、井噴”的態勢，並成為中國宏觀

經濟止跌反彈的核心，全年增速將達到 33.4%，對 GDP 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

86.4%；在消費政策和收入水準的層級效應的作用下，消費逆勢而上，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全年預計累計增速將達到 15.6%，對 GDP 的貢獻率達到 47.9%，成

為中國內需擴張的第二核心因素；內需快速彌補外需下滑的缺口，GDP 同比增

速逐季回升，“保八”沒有任何懸念；在各種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重工業引領工業

出現低水準快速回升，特別是兩大核心支柱產業：製造業與房地產快速回升，為

中國宏觀經濟企穩回升打下了基礎；各項企業效益指標得到較大改善，企業利潤

降幅大幅度收窄，工業虧損企業虧損總額開始負增長；在加強徵收、成品油稅費

改革、消費稅率提升、基數效應以及實體經濟回升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財政收

入先跌後升，增速回檔迅猛。 

儘管在及時有效的經濟政策刺激下，我國的宏觀經濟在國際上率先走出低

谷，但如果我們細細解讀宏觀資料，我們仍然會發現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現象。

例如，從總量來看，GDP 同比增速逐季提升，呈現“V”型反彈的態勢，但從環比

增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並沒有出現 2 個季度以上的持續加速局面，環比增速的

波動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效應已經度過其加速階段，開始步入平穩增長階

段；若干指標，如全社會用電量、工業增加值累計增速、財政收入增速、消費者

                                                        
 本文是在作者承擔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09）”主報告的基礎上修改

完成的，作者對課題組成員劉元春、周業安、王晉斌、鄭新業、楊天宇等在分報告中所做的貢獻表示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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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指數等雖然增速回升較快，但絕對水準依然處於本輪經濟週期的低點；有些

指標的內在結構存在變異，其增速所反映的經濟反彈比實際情況要低得多，如剔

出特殊行業、會計因素，同時考慮效率指標的結構特性，企業利潤指標的改善所

反映的宏觀經濟改善的程度將被縮水；依然低迷的外需以及依然嚴峻的外貿形勢

通過“出口-投資聯動機制”、“出口-收入-消費聯動機制”制約了市場性投資和消費

的復蘇。特別是在 M2 增速超過 GDP 增速和工業增加值增速將近 20%的情況下，

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預期和資產價格泡沫化的跡象，而資產泡沫的出現阻礙了

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滲透，從而影響刺激性政策的落實。 

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宏觀經濟已經由蕭條進入了復蘇，但從“止跌-復

蘇”四階段理論來看，中國宏觀經濟處於“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市場需求反彈

階段”的過渡階段，經濟全面復蘇的基礎還比較薄弱。 

 

二、當前刺激經濟政策效果不充分的原因分析 

 

中央政府及時密集地出臺的一系列經濟刺激計畫儘管對提升信心，抑制經濟

的繼續下滑貣到了作用，但離我們的預期政策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其主要原因

是本次刺激計畫本質上是投資驅動型方案，它只是延緩了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

式內在的矛盾，它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需求結構轉變和內需的持續增長問題，

而且也會扭曲政策傳導機制，導致當前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 

 

（一）在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發生根本性轉換的條件下，以刺激投

資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中長期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當前的週期性下滑與我國傳統的增長模式有關，一方面是投資泡沫破滅帶來

的總需求下滑，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錯誤的投資積累導致的總供給的過剩或產

能過剩。而我國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所產生的過剩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過剩，更

重要體現在結構上的錯配。 

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產生的制度根源與中國的分權權式改革路徑有關。由於

財政分權帶來了地方政府作用的日益上升，地方政府承擔了主要的支出功能，因

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更為深遠。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在財政分權的基礎上，形

成了一種地方政府競爭的格局，這種地方政府的競爭會影響到經濟增長。而這種

影響路徑正是通過投資決策來實現的，地方政府之間的招商引資競爭等就是最突

出的證據。 

這種有限財政分權下圍繞著投資展開的地方政府競爭不僅導致經濟的粗放

型增長，導致公共品供給的扭曲，加劇了地區的收入不平等和地方政府債務的風

險，而且加劇了宏觀經濟波動。究其原因，是由於財政分權的體制下，地方政府

在競爭過程中採取外延型的增長模式，產生了投資衝動，而中央為了平抑該衝

動，不斷採取相機的宏觀調控政策，導致經濟的波動。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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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地方的資訊不對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總需求變動

等，都可能加劇這種波動，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投資→增長→泡沫→ 通脹→

緊縮→衰退→擴展→投資……”的迴圈模式。 

為了抑制經濟下滑的態勢，我國目前出臺的刺激經濟計畫首先也是刺激投資

需求，無論是擴張型的貨幣政策還是擴張型的財政政策，無一例外地都是強調投

資的核心地位。儘管“4 萬億”投資結構有所改變，但本質上投資核心的政策設計

理念沒有動搖。顯然，在投資增長型經濟模式下，這種刺激投資需求的政策能否

有效地增加國內需求乃至於解決供求矛盾，我們認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投

資需求的刺激導致過多的資本積累，在給定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 可能

使未來產能過剩的局面更為嚴重。因此，總需求刺激只是危機治理的一個方面，

供給管理特別是供給結構性的調整更為重要、更為本質。結構的調整不僅需要技

術層面的調整，更為重要的是需要利益結構的調整，其根本途徑就是通過深化改

革實現增長模式的轉換。 

 

（二）消費需求的啟動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與社會保障

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費啟動政策效應的發揮。 

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我國的消費率和居民消費占 GDP 的比重持續大幅

下降。就消費率而言，從 1991 年的 62.5%下降到 2006 年的 42.1%，同期的投

資率從 34.9%上升到 42.5%。消費需求既取決於價格，也取決於收入。從國民收

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居民的消費需求，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居民部門可支配

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二是居民部門儲蓄率的高低。首先從居民部門可

支配收入比重來看， 1992-2005 年間，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

比重由 69.23%降至 59.41%，下降了近 10 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企業可支配

總收入占比則上升了 8 個多百分點，政府可支配總收入占比也上升了 1 個多百分

點。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顯然會抑制居民的消費能力。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呢？我們可以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

配來分析。 1992-2005 年，居民獲得的勞動報酬淨額占國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

下降了 5 個多百分點，而同期政府支付給居民的勞動報酬淨額上升了 1 個百分

點，企業支付給居民的勞動報酬淨額占比下降了 6 個百分點。這說明，居民在初

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業支付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除了勞動

報酬淨額之外，居民財產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也呈下降趨勢，14 年中

下降了 2 個多百分點。 

較高的儲蓄率及較低的消費率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國民收入分配

的均等化程度有關。最近 IMF 的經濟學家查蒙（Chamon）和康奈爾大學的普拉

薩（Prasad）教授的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居民的儲蓄率從 1992 年的 17.5%上升到

2005 年的 24.3%，而導致中國家庭儲蓄率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三：住房、教育

和醫療的負擔過重！以基本可比的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三項社會發展支出合計

占 GDP 的比重，我國該比例僅僅在 5%左右，遠低於美國、法國的 16%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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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低於波蘭、俄羅斯、伊朗、巴西、南非的 10-27%的比重。不僅我國的公共支

出占 GDP 的比重比較低，而且社會保險的覆蓋率也比較低。較弱的社會保障體

系以及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會降低消費者的收入預期，從而會鼓勵家庭通過大量

的儲蓄來解決後顧之憂，導致消費支出提升的困難。 

 

（三）財政政策仍然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而目前我國的財政體制與政策傳導

機制的不健全限制了財政政策刺激效應的發揮。 

自動穩定器和相機抉擇政策是政府對付衰退的兩道防線。前者其實是政府提

供公共服務和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副產品；後者是政府有目的地實施反危機的政策

選擇。自 1998 年以來，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部分的安排並沒有重大改變，相

機抉擇的政策工具亦沒有增加。 

首先，自動穩定器貢獻較小是導致財政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動穩定

器的規模大小以及對經濟的穩定作用取決於若干條件。一般來說，稅率越累進、

失業保險補償水準越高，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就越大。第一，收入一側的所得稅和

開支一側的失業保險補償占 GDP 的比重太小。這樣，即便自動穩定器的彈性很

大，由於其規模太小，穩定經濟的能力因而大下降。在開支一側，我們發現失業

和 GDP 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反向關係。但龐大的失業人口並沒有透過失業補

償這個管道來達到穩定經濟作用。造成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是我國失業保險覆蓋

面低，補償標準過低、領取失業保險時間過短，且由地方政府負責等。第二，中

央、地方財政關係和預算法規定的平衡預算，以及對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造成自

動穩定器作用甚微。 

其次，財政工具匱乏是導致財政相機抉擇政策貢獻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與

全球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政策制定者對付衰退的武器是數量少，且品種單一。例

如，美國的“全部納稅者退稅”這一政策對 GDP 的影響係數為 1.22，但我國並沒

有一個覆蓋全國的納稅人號碼系統，政府因而缺少必要的基礎設施來實施這一退

稅計畫。在開支方面，我國的失業保險和救助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而地方

政府又缺少足夠的財政資金。 

 

（四）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不完善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率。 

中國貨幣政策調控的基本機制是：通過準備金率調整和央行票據來對沖外部

衝擊帶來的外匯儲備的增加，從而控制經濟中的信貸量和 M2。這樣的貨幣政策

調控方式導致了三大困境： 

困境之一：數量型的調控工具的進一步強化，容易導致“一放就亂、一亂就

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利率無法反映全社會投融資成本，利率難以有效貣到優

化信貸結構的作用，目前快速膨脹的信貸可能導致銀行壞賬的增加，如果未來銀

行壞賬需要通過貨幣發行去消化，就會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同時，如果增加

的貸款缺乏企業實際生產需要的支撐，那麼多餘的流動性就會轉入股市，從而有

可能刺激股市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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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二：過於依靠準備金的對沖措施帶來了央行的對沖行為替代了銀行的

商業化行為這一矛盾，導致外部衝擊內部化，使得對沖的貨幣政策會偏離國內實

體經濟的真實需求。 

困境之三：國內外利差不是導致短期資本流動的原因。缺乏彈性的利率難以

貣到調控資本流動的作用。這表明資本管制在進一步強化，這會導致國家替企業

管理匯率波動的風險，從而不利於加快培養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能力。 

 

三、以改革的思維修正宏觀治理原則的偏差 

 

針對我國的具體國情以及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我們認為必頇按照科學發展

觀與改革的思維重新反思與調整我們傳統的宏觀治理原則。 

第一，避免宏觀治理目標的錯位與混亂。治理經濟蕭條的核心目標不是在短

期內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的快速回升或經濟快速恢復到繁榮時期的高漲狀態。因

為，週期性蕭條形成有其必然的邏輯和經濟基礎，它必然經過一定時期的經濟調

整，特別是需求總量與供給總量、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調整，經濟才能真正突

破以往經濟發展在總量和結構上的瓶頸，重新進入到正常的增長路徑上來。試圖

用短期的刺激政策來徹底解決周性性、全域性的經濟下滑是困難的。因此，不顧

經濟週期調整的規律，簡單進行大規模刺激和過度救助，不僅會破壞市場經濟體

系的正常運轉，而且會給經濟帶來過度的波動和額外的調整成本。 

第二，“保穩定”與“防經濟迴圈的斷裂”比單純的追求 GDP 增長更重要。在

目前中國三元社會結構所呈現的各種社會矛盾重疊的複雜情況下，我們應把防止

宏觀經濟過度收縮帶來社會結構不穩定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更為重要的目

標。當前的政策選擇必頇將失業救助、失業安置作為一個更為關鍵的目標，正是

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認為構建全域性的社會安排網已經超越了傳統社會意義，它

具有堅實的宏觀效率基礎。 

第三，以投資為主導的短期刺激政策並不足以引領我國走出“週期性”和“全

域性”的經濟衰退。總需求刺激只是危機治理的一個方面，供給管理特別是供給

結構性的調整更為重要、更為本質。結構的調整不僅需要技術層面的調整，更為

重要的是需要利益結構的調整。因此，“擴內需”與“增長模式的轉換”必頇以體制

與機制的“改革”為前提和先導。 

第四，強化經濟刺激政策的就業導向。從目前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看，主要體

現的是投資導向，即以加大投資刺激重工業，緩和製造業為核心，而這些行業大

部分都是資本密集型的，通常不具有大規模就業吸收的功能。事實上，在需求不 

足的條件下，擴大就業不僅可以穩定與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刺激消費需求，而且

可以把改善民生落實到實處，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

刺激內需政策的就業導向，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計出臺有效措施和搭建

有關平臺，創造就業機會，切實做好大批失業返鄉的農民工以及面臨就業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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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6%以內的目標落到實處。 

第五，強化經濟刺激政策的消費導向。消費需求的刺激從長期看必頇以收入

分配制度的調整為基礎。內需替代外需不僅僅是一個需求總量的問題，而且是一

個供給結構的問題，即大量的外向型供給是否與膨脹的內部需求相匹配。因此，

利用社會政策的改革在中長期通過收入分配途徑來啟動消費，利用供給結構調整

在中期與內需結構相匹配，在本質上比短期需求總量刺激政策更為重要。 收入

分配格局的調整一方面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城鄉老百姓的收入來

源，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大大增加轉移性支出在政府刺激計畫中的

比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第六，優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短期宏觀刺激政策的效率並不完全取

決於刺激力度的大小，而是在於宏觀調控政策微觀傳遞機制的重塑。因此，通過

財政與金融體制的改革來理順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對於提高財政與

貨幣政策的效率是非常有價值的。 

第七，對刺激政策的力度和時間安排要有準確的考量。持續的經濟增長在本

質上是需要經濟需求的擴張存在一個加速度，如果一個經濟刺激計畫平均分配刺

激的力度，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刺激，我們看到的將是經濟持續的下滑。因此在

危機救助中，刺激需求的戰略應當存在一個加速的概念，直到經濟全面復蘇。因

此，簡單採取一次性大規模刺激投入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政府需要在刺激計

畫中有一個加速的支出安排，以形成相應的市場預期。 

第八，成本最小化的刺激政策導向。就像沒有免費的午餐一樣，如何政策都

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應，刺激需求的政策也同樣會支付大小不等的成本，我們在政

策選擇時應盡可能權衡利弊，選擇刺激作用更大但成本更小的政策。例如，為了

刺激內虛，固然需要更多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政府干預應盡可能減少對市場機制

的扭曲。 

 

四、以“改革”為先導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選擇與制度安排 

 

第一，建立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礎上的消費需求刺激政策。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確實可以對居民消費需求貣到相當大的擴張效應，而

且這個效應要比僅在居民部門內部縮小收入差距帶來的消費擴張更大。而調整國

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點，應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

重。首先需要推進提高居民從企業獲得勞動報酬的制度改革。（1）形成勞動者報

酬決定的集體協商談判機制，從根本上改變單個勞動力與用人單位在談判中的不

利地位。（2）進行稅制改革。（3）建立健全涉及保護勞動者利益的各項法規, 嚴

格保護勞動者權益。其次需要推進有助於增加居民財產收入的制度改革。 

 

第二，構建以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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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投入和經濟增長之間變動的反向趨勢一方面導致經濟高速增長時

沒有及時補足社會安全網所需要的資金，另一方面導致在經濟增長放緩時，會放

大社會不穩定的矛盾。因此，在當前經濟增長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必頇補足過去

投入的不足，一方面積極發揮社會安全網緩衝器的作用，另一方面發揮社會安全

網構建在推進經濟增長上的積極作用。（1）建立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負責的社

會保障體系。（2）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完善社會保障籌資機制。（3）統籌城鄉發

展，完善以農村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4）完善社會保險制度，促進居民消費

需求增長。（5）加快發展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準。 

 

第三，進一步改革現有的財政分權模式，規範地方政府行為，為投資主導型

增長模式的轉換創造條件。 

通過進一步改革現有的財政分權模式，調整政府間財政關係，理順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的關係，規範地方政府競爭，通過改善財政支出結構、賦予地方政府

相應的稅權以及賦予當地居民對當地政府預算的上話語權等措施來發揮真正意

義上的公共財政的作用，有助於實現增長模式的轉換。（1）要通過改革來調整支

出結構，促進經濟增長，降低政府競爭的負效應。（2）就政府體制改革來說，應

該考慮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3）建立功能導向的政府組織，協調地方政

府的行為。 

 

第四，治理波動的財政機制重建。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財政體制徹底消除經濟波動是不現實的。但財政體

制在減少、預防經濟波動，治理波動方面還是有很大空間的。而完善財政機制對

於提高財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的效率是很有作用的。（1）深化財政體制改革，

將財政自動穩定器職能劃歸中央。（2）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提高自動穩定器預防

和治理波動能力。 （3）建立社會保障號，解決相機抉擇政策工具匱乏問題。（4）

建立財政穩定基金，抑制經濟波動幅度。 

 

第五，改革現有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率。 

要改變貨幣政策調控的困境和提高貨幣政策調控資源配置的效率，必頇加快

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調整目前的對沖方式，培育利率與匯率的聯動機制。具體

包括：（1）信貸量和 M2 依然是當前中國貨幣政策有效的仲介目標，但必頇要改

革信貸結構，信貸結構的改變必頇依靠資金成本的變化來調節，應該加快利率的

市場化步伐。（2）要改變目前的貨幣對沖辦法，不能過多依靠準備金調整的辦法

去對沖外匯儲備的增長，而主要依靠央行票據來對沖外匯儲備的增長。（3）要有

步驟地構造中國經濟中的利率和匯率的聯動機制。 

 

第六，完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鼓勵中小民營企業發展來擴大就業。 

當前一方面需要通過構建“社會安全網”來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需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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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經濟增長來增加就業機會。從微觀機制的角度講，通過保增長來促就業，就

必頇讓不同類型的企業公平地分享增長的機會，在競爭中讓有限的財力發揮最大

的就業促進作用。從解決就業的角度出發，我們建議政府在實施 4 萬億元的投資

計畫過程中，能夠更多地支援中小民營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因為它們

是就業的主力軍。我們建議政府通過透明、公正的政府採購和招標計畫，讓非國

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能夠參與增長的機會，從而更有效地實現充分就業的政策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