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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神式的世界经济使贸发会议的 
经济学家们感到担忧 

 

今年增长可能超过 3%  
但是能持久吗  

 

 目前 两种强大的经济力量正在争相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一是以各种新的技术为支

柱的 新经济 的希望 二是与受到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并存的日益不稳定 尽管今年世

界经济出现健康的迹象 但是在增长 对外支付和资本流动方面的巨大不平衡现象仍然

存在 如果这些不平衡现象单靠货币政策来调整 顺利的纠正得不到保证 这些忧虑为

今天发布的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1 奠定了基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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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国仍然没有同步 

 去年 世界经济从悬崖边回过了头 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未曾料到的事 其中

包括美国经济持续强劲 今年的近期展望有所改善 增长可望超过 3% 但是

报告认为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美国的经济是否能够安全着陆 而欧洲和日本忽

高忽低的实绩是否能够变得比较可靠  

 报告把美国说成的 最后一关的买家 和全球经济的 常胜白衣骑士 — 美

国经济借助大量的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入和各种新的技术 持续着它在现代史上最

长时期的扩张 2000 年初 失业降到 4%以下 通货膨胀继续受到抑制 但是

超过 4%的经济增长率和 12%增幅的进口现在已经无法持续 报告认为 私人储

蓄的减少 私人债务的增加 日益攀升的往来帐逆差以及技术股的泡沫等因素综

合在一起 一方面给于美国经济一种凯恩斯式的刺激 另一方面可能 以非常突

然的变化而告终 其突然程度远远超过所需要或令人满意的 20 世纪 70 年代

和  80 年代的事件表明 海外投资者持美元面额的资产的意愿的消失是何其突然  

 报告认为 去年欧洲趑趄不前 这是因为欧元区内部增长实绩的参差不齐使

得对一种共同的货币立场的寻求变得复杂化 而欧洲中央银行在密切一体化的全

球金融市场的背景下努力寻找一种独立的政策立场 日本借助于东亚的复苏

1999 年有起色 尽管今年的前景看来还要好 但是私人的支出依然脆弱 使得很

大的担子落在出口和公共支出上 欧洲和日本的增长都非常容易受到美国利息上

扬和美国经济骤然放慢的伤害 报告还提出 美国最近的经验在降低欧洲的失业

率和管理日本的预算赤字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教训  

石油 通货膨胀和增长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有一些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 一是 1999 年中期以来石油

价格的猛涨没有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二是金融市场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

常 模拟表明 石油价格对于全球增长的影响将十分有限 而且大部分限于进口

石油的发展中国家  

 石油价格的上扬使得 1999 年的世界贸易值上升 只有经济转型国家除外

中国 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强劲增长使得市场呈现涨势 而发展中国家在出口方面

大有好转 增长率超过 8% 相比之下 1998 年是紧缩了 7% 但是 非石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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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趋势对价格 特别的棉花 食糖 可可和咖啡的价格有冲击 给许多发展

中国家带来不良后果  

 金融市场恢复了稳定 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净私人资金流入增加

了 尽管这种流入只是略高于 1998 年的数字 主要的收益在股权和直接外资方

面 这方面的驱动力量是私有化以及合并和盘购 与此相对照的是 1999 年以债

务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流入急剧减少 区域之间的差别相当大 东

亚的收益最多 2000 年的展望仍然捉摸不定 特别是现在对新兴市场的产权投资

再现较大的波动  

发展中国家的前景 

 1999 年 拉丁美洲的情况恶化了 人均收入从 1990 年来第  一次萎缩 但是

墨西哥凭借与美国的密切联系 反了这个潮流 一些较小的加勒比国家的经济也

有健康增长 在其他地方 商品价格疲软 宏观政策过度紧缩 以及区域贸易崩

溃使一些国家陷入衰退 要不是巴西在它的货币崩溃之后好得远超人们意料之外

地挺过了金融风暴 达到将近 1%的增长的话 这个地区的情况本来会更糟 另

一方面 阿根廷在成功地捍卫了其美元 钉住 之后 却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  

 1999 年 非洲的增长也停滞不前 事实证明 一些初级商品价格疲软 政治

纷争以及天气不佳是非洲大陆许多地区不堪承受的重负 但是 报告确实注意到

北非和东非的一些积极的迹象 那些地方的增长高于区域的趋势 而尼日利亚和

南非最糟的日子看来是过去了 然而 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言 基本的政策

难题仍然是在储蓄和外汇萎缩的情况下增加投资 以达到 6%的增长率(同时参见

7 月 14 日 TAD/INF.2850)  

 经济转型国家达到十年中最高的增长率 2.4%左右 但是 平均数上下的差异

是相当大的 中欧做到了对下半年俄罗斯危机的传染病毒淡然处之 更加令人惊

奇的是俄罗斯本身的转机 1999 年由于石油价格猛涨 其增长超过 3% 对照之

下 波罗的海国家受到俄罗斯危机的沉重冲击 另外 尽管东南欧的公开冲突结

束了 但是宏观形势依然很脆弱 经济前景暗淡 报告认为 这些国家面临的

挑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无相同之处 而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对此作

出的回应仍然是不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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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在 1999 年大获成功 增长强劲向上 超过 5% 印度和中国这两个经济

大国的增长为 7%左右 实绩高于平均数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的强劲复苏

大韩民国的反弹是超乎寻常的 马来西亚在 2000 年头几个月里 在没有什么多

边金融机构的帮助的情况下 增长达到两位数 印度尼西亚的未来则较难预测

滑坡的危险依然相当大 但是预计东亚今年总的增长更为平衡 而这整个区域的

决策者们都将密切注视中国与世贸组织关于加入的谈判  

雾里观花 

 报告认为 不仅造成对 1998-1999 年的衰退的恐惧的根本原因还依然存在

而且 又出现了更深的断层线 如果主要工业国家继续确定它们的政策而不顾

这些政策对全球的反响的话 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会迅速恶化  

 帮助美国经济滚滚向前的各种因素加剧了金融的脆弱性和全球的不平衡 报

告认为 目前与这种不平衡相联系的是私人企业而不是公共部门赤字这个事实使

得形势更加脆弱 而如果想用利率来进行必要在纠正 那这个工具是太钝了 欧

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企图通过跨界合并和盘购向新技术跃进的努力加剧了这种

不平衡 一幅乐观的全球图景将有赖于美国软着陆 欧洲和日本的增长更为强劲

石油价格和利率稳定下来 以及美元的逐渐重新定位 然而根据报告的看法 仅

仅相信市场力量和货币政策是无法取胜的 需要增进国际合作 还要求出现比带

来上一次黄金时代的更大胆得多的国际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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