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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锚”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把脉中国经济,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转型的思
路并不仅仅是激活“旧动能”,更是培育“新动能”

“中国经济又让苦恼焦虑、喋喋不
休的否定论者失算了”“‘世界经济引
擎’的后劲依然充足”“我们必须拥抱
世界,特别是中国”……这段时间,随着
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浮出水面”,西方
不少学者和智库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积
极评价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基本面。西
方对中国经济的“再发现”,也充分说
明,“中国锚”正在为世界经济注入信
心。

每个人都希望在不确定的时代寻
找到确定性。相比于“阴霾笼罩”的世
界经济,稳中有进的中国经济,确实堪
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经济增速
连续 8 个季度保持在 6.7%—6.9%的区
间,到工业增速创下 2015 年以来最好
水平,再到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稳定的
增长、结构的优化、“含金量”的提升,令
外媒一再惊叹,“中国充当了市场的稳
定之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过,
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
实的世界”。站在远处,用“望远镜”遥
望中国,多少还显得有些隔阂,走进中
国人真实的生活世界,用“显微镜”观察
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有更为深刻的
感触。扫码进店、自动买单、没有收银
员的“无人超市”,可以随意摘挂的“壁
纸电视”,能够实现“一键感应”的智能
家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业、
新应用,正从纸上概念加速变成现实,

“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为中国人民带来
更加方便、快捷、新鲜体验的同时,也在
革新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身处中国的国外友人不禁感慨,“一离
开中国你就会觉得自己落伍了。”百姓
的生活,是经济最直观的晴雨表。微观
生活中的变化,折射的正是稳中向好的
中国宏观经济:“转”的进程在加快、

“新”的态势在显现、“活”的气质在提
升。

时间总会给怀疑以最深刻的解
答。几年前,中国大力推行“互联网+”
行动计划之初,很多西方学者或多或少
还在怀疑:仅靠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
级,中国经济源头能否“再注活水”?当

“扫码即开”的共享单车遍布街头,当
“复兴号”驰骋于京沪高铁,当中国的家
电企业实现从卖产品到提供智能装备
的“蝶变”,再次把脉中国经济,他们或
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转型的思路并
不仅仅是激活“旧动能”,更是培育“新
动能”。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评价的,

“中国曾经以廉价劳动力闻名于世,现
在它有了其他东西来贡献给世界——
创新。”不断播撒下的创新“火种”,正成
为中国奇迹“第二阶段”的新动能。从
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经济增速一度放
缓,与其说是动力不足,毋宁说是新旧
动能转换下的主动调整。

与“改旧”“育新”相比,中国在破解
“硬约束”上的努力,同样令人瞩目。从
坚定不移淘汰落后产能,到因地制宜、
分城施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再到把“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摆在重要位置,这几
年,中国始终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矢志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的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治标也治本,既
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在不断拔
除风险源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
的发展理念,给世界以有益的启示。过
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眼睛向西”,
热衷于“西天取经”,而如今,不仅是发
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纷纷提出要
向东看,寻找“东方宝典”。

“中国经济何以能?”这是一个令
无数人着迷的问题。但正如英国学者
马丁·沃尔夫所言,一些人之所以一而
再再而三地错误预言中国经济,其实是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思考方
式解答“中国谜题”。对中国经济的误
解,既有偏见,更有知识谱系的不足。
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海外历史学者倡导
的,跳出“西方中心论”,而“以中国为方
法”,或许是更值得借鉴的观察中国的
方法。

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全球瞩目,并已成为对全球增长
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更为重要
的是,今年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
标好于预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经济韧性日益增强,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更趋明显。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6.9%,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多
家国际机构近期纷纷上调对今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这些机
构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再平
衡进程稳步推进,经济前景得到
良好支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
下旬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更新内容,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
增长预期分别上调 0.1和 0.2个百
分点至 6.7%和 6.4%。这是 IMF
今年第三次上调中国 2017 年经
济增长预期。

经济增速令人鼓舞,增长质
量也可圈可点。上半年,服务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
重继续超过“半壁江山”,并有继
续扩大之势。同时,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4%,
稳居“三驾马车”之首。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
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价运行
总体平稳,医疗保健、旅游、教育
服务类价格走高。亚洲开发银
行近期发布的《亚洲经济展望》
报告说,国内消费和进出口增长
使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
善。一方面,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公共支出不断扩大,支撑国内消
费情况持续向好;另一方面,部分
商品价格自 2016 年的低位温和
反弹,叠加外需回暖,刺激了上半
年进出口反弹。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随着居

民收入水平提高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中国居民的服务消
费有望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摩根大通认为,基建和房地
产投资放缓,加上金融去杠杆冲
击,可能会对下半年中国经济产
生一定影响。但整体看,消费、服
务业的稳定扩张和民间投资不
断上行为中国经济前景提供了
有力支撑。

伴随着中国经济再平衡进
程,中国经济所展现出的韧性令
世界叹服。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经济的韧性源自其中产阶
层持续扩张、科技创新进步迅猛
以及政府主动应对城市化、老龄
化等挑战并从中寻求机遇。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史蒂芬·罗奇 7 月末在世界报业
辛迪加网站撰文指出,1997 年亚

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人》
曾以中国大船陷入漩涡作为封
面,认定中国将步泰国、印尼、韩
国后尘陷入危机,但中国经济增
速仅在次年小幅放缓,接着便迎
来增速连续超过 10% 的十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
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增速。

罗奇同时抨击了以日本经
验来唱衰中国的论调。他说,唱
衰中国经济的人主要关注杠杆
和房地产风险,担心中国经济增
长陷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然
而与日本相比,中国拥有更高的
储蓄率和更低的政府债务率,从
而形成了经济“缓冲带”,让政策
空间更大。

法国《回声报》刊文指出,中
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
势,得益于改革释放红利。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为经济

新动能的培育与壮大提供了有
利条件。

欧洲智库布吕格尔经济研
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研发投入
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欧盟,发表
的科学论文数量与美国持平,自
然科学和工程博士数量超过美
国,完全有能力实现到 2050 年成
为科学创新全球引领者的目标,
从而推动形成多极化的全球科
学研究格局。

当前,全球经济迎来走出“大
萎靡”的曙光,中国经济韧性也显
著增强。但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等不确定性和风险依然存在。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应妥善
应对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
的贸易摩擦,有效管控国内金融
风险,稳步推进去杠杆进程,未来
中国将继续发挥全球经济“稳定
器”作用。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韧性增强

世界贸易组织 8 月 7 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景气指
数报告,预测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将继续保持适度增长。

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为 102.6,高
于荣枯线 100,为 2011 年 4 月以来最高值,显示全球贸易正
持续复苏。

具体来看,随着全球经济活动增加,景气指数中涉及航
空货物运输、出口订单以及集装箱吞吐量等方面的数据强
劲增长,涉及电子元器件和农业原料的全球贸易指数也止
跌回升。

但报告同时注意到,汽车行业生产和销售增长疲软,这
可能是消费者信心下滑的信号。

世贸组织于 2016 年 7 月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
开前夕首次在上海发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通过采集主要
经济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就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展走向
提供早期信号,为贸易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为及时
的国际贸易信息。

世贸组织预计

三季度全球贸易
维持适度增长

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出现的政治极化加剧、右翼极端
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等乱象,是其内
部矛盾日益激化所致。2008 年爆
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十分严重,其危
害性不亚于 20世纪 30年代的经济
大危机。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经
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贫
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我国迅速
进入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新常
态。

从 增 长 速 度 看, 世 界 银 行
2008—2016年的数据显示(按不变
价计算),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速为 1.24%,日本 GDP 年均
增速为 0.33%,欧盟 GDP 年均增速
为 0.6%。而我国在持续 30多年的
高速增长后,2013—2016 年的年均
经济增速为 7.2%,今年上半年为
6.9%,平稳实现了经济从高速增长
向中高速增长的提质换挡。

从就业情况看,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2015 年美
国平均失业率为 7.56%,欧盟平均
失业率为 9.46%。而同期,我国的
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4%左右。今
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735
万人,已完成年度目标的 66.8%。

从政府债务看,美国政府债务
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61.8%
上升到 2016年的 106.1%,欧元区的
这一比重从 67.4%上升到 89.3%,日
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2016年
超过 250%。而截至 2016 年末,我
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27.3 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 36.7%,
大大低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从收入和消费看,根据经合组
织的数据,2008—2014 年,美国家
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
为 130.18%;2008—2013 年,日本家
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
为 122.5%。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
状况呈现“双增加”:1%超级富豪
的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
的债务普遍增加。比如,美国 1%
最富家庭占有全国家庭净资产的
1/3,较富的 9%家庭又占了 1/3;美
国最富有的 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
总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9%上
升到近年来的 20%。前几年波及
约 80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

尔街”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1%
与 99%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
这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中等收入家庭收入
较快增长的情况形成了巨大反
差。2013 年至 2016 年 4 年间,我国
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5564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2012年底的 10.2%下
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不
断下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中等收
入群体稳步扩大,经济发展与城乡
居民收入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

从福利保障看,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
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
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
费,共和党医保议案的实质是大幅
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
保健支出,这势必增加无医保的国
民数量。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
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去年 3 月,
法国巴黎民众抗议修改劳动法,反
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
不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活动后
来演变为全国 70 多个城市的“黑
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
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这与近年
来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
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起参
保人数超过 13亿人的全民医保体
系等社会保障体系,全体人民福利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持稳
定和谐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在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反向
运动,是由二者经济制度的根本差
异造成的。

西方国家主张完全私有化,将
公共设施、教育和涉及国计民生
的国有企业私营化,缺乏维护公共
利益的经济基础;而我国是社会主
义国家,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在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
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使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具有了重要物质
基础和依靠力量。

西方国家主张完全市场化,过
度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经济
危机和金融危机不时发生;而我国
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提高
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促进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西方国家主张福利个人化,在
大幅度减少私人垄断企业税收和
增加军费的同时压缩公民的社会
福利,通过垄断企业和政府共同削
弱工会力量,使劳动者在收入分配
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财富和收入
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而我国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分配制度,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
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再进一步分析,当今世界资本
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
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私
有垄断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国民
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
态。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
几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引起西
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和持续不景
气,进而导致其种种制度痼疾反复
发作。首先,私有垄断资本主义及
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高级管
理层为追求个人收入极大化而追
求短期利润极大化,采用风险较大
的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这与企
业正常经营管理形成矛盾,从而在
企业层面形成经济社会危机的微
观基础。其次,在资源配置或经济
调节层面,私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
头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
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垄断制
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导致市场调节
和国家调控双双失灵。第三,在分
配消费层面,私有垄断制与市场经
济结合在一起,必然带来社会财富
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生产
经营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
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借贷消费
导致很多家庭负债累累。第四,在
国家财政层面,私有垄断制及其政
府大幅度减少私人企业税收、大
量增加军费、用公民纳税的钱救
助私人大企业等,必然导致财政赤
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提高的债务危
机以及缩减人民福利、牺牲人民
利益的不良行为。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滞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