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本世纪开始以来，没有哪两个国家比美国和

中国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更加重要。美国消费者

一直是全球经济需求端的主力，而中国生产商

则向来是供应端的主力。很少有人会对其益处

持有异议。在 2007年中期之前的 4年半里，

世界GDP增长率平均值接近 5%–这是自 20

世纪 7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最强盛并且持续

最久的繁荣期。

但是现在，两台引擎正开始减速，适逢20世纪30年代以

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大势不妙。这对任何一方乃至

双边关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希望仍然存在，但有一个

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和美国齐心协力寻找共同的解

决方案。然而，如果两国陷入不和，那么它们将两败俱伤

–并对饱受危机肆虐的全球其它经济体造成严重后果。赌

注是巨大的。没有犯错的余地。

危机中的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从这场痛苦的金融危机及衰退所带来的影响

中幸免。尽管美国的所谓的次贷危机可能是引发这场危机

的始作俑者，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每个地区现在

都像锁住了脚步一样停滞不前。这也包括中国–长期以来

一直是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它，世界经济早已低

迷。这还包括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其它经济体，它们

要么径直步入衰退，要么经济急剧放缓。十年前的那场亚

洲金融危机过后，现在新的危机又迫在眉睫。亚洲远未与

世界其它地区脱钩，亚洲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问题–

与这场始于美国而随后又像野火般蔓延至发达国家的危机

及衰退紧密相连。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在于两个经济体均处于失

衡状态。美国的过剩消费模式因长期以来的资产泡沫支柱 

–房产和信贷–双双破灭而陷入极大的困境。中国的出

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因为受到巨大的外需冲击的负面影响而

陷入困境，而这样的外需冲击很可能是美国后泡沫时期消

费需求紧缩的结果。亚洲其它经济体–已经紧密融入以中

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现已无处可躲。

1997–98年那场令人痛心的金融震荡过去十年之后，亚洲

正面临另一场危机。

重要的是，这些失衡的发生并非彼此孤立。美国的消费泡

沫实际上也源自同样不稳定的亚洲出口泡沫。现在，两个

泡沫均已破裂–全球经济的消费端和供应端。不可避免的

情况发生了：在后泡沫世界里，长期沸腾的全球失衡终于

来到危机关头（见图1）。

图1：全球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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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平衡并且不稳定

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国的失衡实际上是有利于己的。2001

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几乎翻了一

番，从20％提高到36％，同时全球出口占世界GDP的比

例从24％ 上升至31％（见图2及图3）。换言之，中国的

时机选择恰到好处。正当全球贸易经历其最辉煌的增长时，

中国抬高了其出口依存度。这让中国有效地从20世纪70

年代初以来最旺盛的全球繁荣中获益，截至2007年的7

年中，其GDP平均以10.4%的速度增长。

图2：中国出口上涨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及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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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全球贸易大繁荣

来源：IMF、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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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现在美日欧罕见的同步衰退证明，世界贸易的

繁荣时期已经颓败。中国的出口直到2008年中期以前还

保持高达25％ 的同比增幅，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年末完

全是负增长，2009年1月则下降了17.5％。 

中国经济中出口占如此大的份额，而其飞速增长态势不复，

无怪乎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也以同样大幅放慢。12月的

工业产出仅增加了5.7％，而此前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

16.5％，是以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当年的实际GDP增长率

为6.8％，与过去三年12%的平均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比放缓的数据还掩盖了近期经济形势走

弱的严重性。用这些数据推算下个季度的变化，即美国目

前使用的算法，会发现中国GDP和工业产值增长到2008

年结束的时候会持平或负增长。这种突然的减速意味着中

国要实现政府制定的2009年GDP增长8%的目标是极其

困难的，很可能最后的增速是接近6％，甚至更低。在一

个危机肆虐的世界里，中国并非一片繁荣的绿洲。

对于一个长期注重社会稳定的国家而言，这种增长落差令

人担忧。它已经对中国的就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政府现在

已经确认沿海出口制造业丧失了超过15%的工作岗位–

考虑到中国有约1.2亿人的流动就业大军，这相当于2000

万名工人。如果出口及GDP下滑持续下去，中国劳动力

市场的不景气就会加深–加大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劳动力

方面不稳定局面的风险。我依然相信中国领导人会尽全力

来避免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全球衰退中，至少可以这

样说，挑战令人生畏。

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并且身处险境 

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这已经是传统看法。中国奇迹般

的发展故事是这一观点的中心–很多人相信，这种转变将

不可避免地把全球力量的钟摆从西方拨向东方。说这种结

构转变将会把世界翻个里朝外几乎一点都不夸张。亚洲梦

是一个强大而又令人兴奋的故事–就像一块磁石，将世界

各地的金融及人力资本都吸引过来。

我想，现在就开香槟酒庆祝还为时过早。亚洲世纪似乎并

非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早已注定。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这一地区仍然过于依赖出口及外需。去年，发展中的亚洲

出口份额创下了47%的历史最高纪录–比20世纪90年

代后期的普遍水平高出了整整10个百分点（见图4）。这根

本谈不上是一个真正已经能够自立的强有力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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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亚洲

来源：IMF、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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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亚洲经济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特征已经明确无

疑–这是该地区寻求增长的另一个维度。当中国繁荣时，

亚洲其它国家也非常乐意搭顺风车。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

链导致了日益紧密的泛区域融合，中国的工厂装配线也无

拘无束地从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以及亚洲区其它地方引入投资及零部件。然而，这

种依赖性也是双刃剑–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使亚洲世纪的现

状变得更加复杂。如上所述，中国繁荣的本身与创纪录的

全球贸易创纪录式的增长息息相关。但是现在，随着全球

贸易经历1982年以来的首次收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驱

动力也随之下降。

这极大地冲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对于该地区其它主

要经济体而言，2008年12月份的出口对比数据简直糟透

了：例如，台湾的出口年同比下降42%，跌幅令人乍舌，

其中对华出口下滑56%；日本出口下降35%，其中对华出

口下滑35%；韩国出口下降17%，对华出口亦下滑35%。

近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上述三个国家（地区）最大的

贸易伙伴，分别占台湾、韩国和日本出口的28％、23％和

16％。但是，既然中国的出口机器已经在急刹车中停顿，

那么亚洲其它经济体的萎靡状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正好让

亚洲套上一句老话：中国打喷嚏，亚洲重感冒。  

我坚信亚洲世纪必将到来。但是问题在于可能要比我们希

望的晚很多。亚洲世纪最大的考验在于–该地区在面对任

何外部冲击时的自力更生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

是一场外部融资冲击。现在则是一场外部需求冲击。这些

情况应该让亚洲意识到其担任起领导地位的议程任重而道

远。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让位于来自个人消费增长模式

的更多支持之前，亚洲世纪的梦想很可能止步于此。

美国：泡沫丰富而又对外依赖

这场全球危机始于美国，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美国经济

面临空前的深度衰退，这多半是后泡沫时期大浪淘沙的自

然结果。它始于房地产，而今却已经蔓延至最大的行业–

美国消费行业。在2007年初的鼎盛时期，美国消费足足

占实际GDP的72%–创下了美国的历史纪录，就此而

论，这对于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而言都是一

个纪录（见图5）。

图5：美国消费热潮

来源：哈佛分析（Haver Analytics）、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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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消费热的问题在于它并非是由美国经济潜在的创收能

力支撑起来的。在现已结束的扩张中，私有部门劳动报酬

增长步伐的缓慢程度非同一般–比此前四个商业周期的轨

迹下挫了（按实际值计算）8000亿美元 （见图6）。

图6：美国劳动收入差额

来源：经济分析局、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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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平均值的就业增长加上实际工资水平的相对停滞让消

费者远远缺乏赖以支撑旺盛消费的劳动收入。但是这并没

有阻止美国消费者继续消费。通过从资产升值中肆无忌惮

地提现–先是证券，然后是住房–消费者发现了新的购

买力来源。而信贷泡沫更助长了这种购买力–让房主能

够以很低的成本从空前高涨的房屋价值中抽取资本，然后

利用这些收益支撑当前的消费，并为将来增加存款。2000

年，净房产抵押提取现金量占可支配个人收入的3%，

2006年则飙升至近9%（见图7）。  

图7：美国财富震荡 

来源：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HEO）、美联储、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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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依赖泡沫的消费与储蓄策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值得注

意的是，当得以支持消费的来源从收入转向资产，美国的

国内储蓄率便被逼至最低点。国民净储蓄率–剔除贬值因

素后的家庭、商业及政府储蓄额–在2002年至2007年

期间，降至占国民收入1.8%的历史低谷，而2008年实则

跌到了负值区域（见图8）。这种发展趋势对全球造成的后

果非常深远：由于缺少国内储蓄，美国被迫从国外引进额

外的存款以支撑经济增长–为了吸引资本使得经常账户赤

字变得巨大。  

对于泡沫丰富的美国经济，储蓄不足是经济脆弱的一个主

要根源。在年景好的时候，它让美国愈加依赖像中国这样

的债权国为其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年景差的时候–特别是

在房产及信贷泡沫破裂之后–它触发了依赖资产的美国消

费行业的大幅调整。2008年最后两个季度，实际消费开

支以3.6%的平均年率下降–这是二战后消费需求首次连

续两个季度跌幅超过3%。

图8：美国储蓄短缺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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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8年底美国消费出现前所未有的萎缩，但是仍有

理由相信美国消费调整空间还很大。消费占美国GDP的

比重较72%的峰值仅下滑了一个百分点–仍然比泡沫前

1975年至2000年67%的普遍标准值高出整整四个百分

点。在这一基础上，消费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仅完

成了约 20%。尽管美国当局近期制定了非同寻常的货币及

财政刺激措施，后泡沫时期美国消费的去杠杆化历程仍将

是美国未来3至5年内宏观经济状况的主要特征。

其本质是大规模并且持久的全球需求冲击。美国消费者是

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见图9）。长久以来，美国的消费

增长一直远远超过其它发达国家迟缓的消费增长。泡沫后

美国消费行业的调整破坏了中国及亚洲其它依赖出口的国

家的外需支柱，这一点不足为奇。同时，这也不太可能很

快结束。美国消费增长持续低迷所带来的多年阻力可能是

未来几年塑造全球经济需求状况的最强大的力量。

图9：全球消费

来源： 各国数据、联合国（UN）、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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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俱增的双边紧张局势

当前的全球危机给美中关系构成了新的挑战–而这可能是

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近期的美国新任财长

蒂莫西 •盖特纳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这些挑战便已经有

所展现，当时他指责中国操纵货币。此外，随着美国进入衰

退，失业率高企，有充分理由担心日后还会有更多针对中国

的责难，而盖特纳的评论只是一个值得引人深省的信号。

这是华盛顿长期盛行的相互推诿心理的一种不幸的结果。

在艰难时期，美国政客们显然需要替罪羊来把注意力从制

造了大麻烦的自己身上移开。华尔街被选为制造出这场金

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监管者及央行有同谋之嫌–而

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双边贸易赤字的中国正因为美国工人承

受的压力而受到指责。

华盛顿对华贸易政策措辞严厉的“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

素–2007年创纪录的2560亿美元的巨额双边贸易赤字，

长期以来对人民币货币操纵的指责，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工

人实际工资的长期缓慢增长。搞定中国问题，争吵自然消

失，而美国工人面临的不公平的压力也会随之缓解。

美国的问题是多边贸易失衡–而非因中国

的不公平竞争引发的双边问题。

这个论调漏洞百出。主要原因在于，美中贸易赤字并非毫

无来由。如上所述，泡沫丰富而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需要

从国外引入额外储蓄来保持增长。这同时意味着它必须维

持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及贸易赤字以吸引资金。美中之间

的贸易赤字以及美国与其100个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实

际上都出自这同一个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多边贸易失衡–

而非因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引发的双边问题。美国的多边贸

易赤字中，对华贸易赤字是最大的一块–这并非由于其货

币价值，而主要原因是美国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包决策。

所谓的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证据也不像众多美国专家所认

为的那样确凿。自从三年多之前中国放弃单一货币挂钩以

来，人民币对美元（按实值计算）升值接近21%。此外，

近期的学术研究认为人民币多边低估程度大约仅为10% 

–对中国而言算不上是什么重大优势（参见Yin-Wong 

Cheung、Menzie D. Chinn和Eiji Fujii撰写的美国国家

经济研究局2009年1月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国的经常帐户

及汇率”）。重要的是，上述研究人员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双

边及多边贸易流量并不像人民币打压派所想的那样对货币

波动非常敏感。

尽管如此，即便美中贸易通过强迫人民币重估、关税或其

它方式而下降或终止，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也仍将需要维

持巨大的多边贸易赤字。那意味着它要把外部失衡中的中

国所占的份额转嫁至另一个贸易伙伴头上。如果转嫁至一

个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很可能会是这种情况–那么对

于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而言，其结果相当于增加

他们的税赋。但还不止如此。毫无疑问，中国的货币管理

者将会以降低美元资产的购买量作为回敬。所有这些都将

会让全球两大力量更进一步滑向贸易保护主义。

如何避免这样的后果–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臭名昭著的

《斯穆特 -霍利关税法》引发的贸易战有着惊人的相似–是

摆在两国政治机构面前的重大挑战。对美国新任总统尤其

如此。力争为不堪重负的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建立支持平台

的巴拉克 •奥巴马强调了他对于全球化时代实际工资滞胀

的担忧。实际工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华盛顿

面临的挑战是确定这个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联系。实际工资

停滞极有可能与美国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关联性更大– 

特别是，在 IT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滞后的教育改革及技能

再培训项目–而与跨境贸易压力的相关度更低。贸易赤字

也有可能主要是不鼓励储蓄的错误政策的后果–在预算赤

字高达万亿美元的时刻，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糟。如何在不

脱离全球化轨道的条件下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

奥巴马总统的领导能力是个迫在眉睫而重要的考验。 

不要指望共生 

在经济学上，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这个低储蓄的消费国以

及中国这个高储蓄的生产国之间的自然共生现象已经非常

明显。但是不能把这种互补想当然的认作是一种能够永远

增进关系纽带的相互依赖现象。

实际上，美中共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它反映出了

双方利益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只能维持一段相对较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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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诚然，只要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巨额的经常

账户赤字以支撑过剩的个人消费，它就需要一个像中国这

样的债权国为其提供国外资本。同时，只要储蓄过剩的中

国经济需要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就业增长来维持社会稳定，

那么它就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来吸收其产出。

共生状态被不均衡状态取代的可能性越来

越大–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

的缘由。

但是，如果这些条件变了，会发生什么？如果美国开始增

加储蓄–对于过度消费的后泡沫时期的消费者而言，这种

可能性非常大–那么要从中国借入储蓄盈余的需求就会消

失。反之，如果中国开始增加支出–鉴于其对出口及投资

的过度依赖，这种可能性同样也非常大–那么它借给美国

的额外储蓄也会减少。如果这两方面的调整恰好精确地发

生在同一时刻，那么一种不间断的共生状态就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认为，两大经济体的这种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

性非常非常低。这说明，共生状态被不均衡状态取代的可

能性越来越大–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的缘由。

不幸的是，这并非中美经济紧张局势的唯一缘由。2005

年至2007年期间，足足45条反华贸易法规被提交到美国

国会。尽管当时没有一条获得批准，但现在却存在变数。

随着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引发贸易摩擦的政

见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就此而论，财长盖特纳警告

中国货币操纵的言论着实令人担忧。美国新近制定的经济

刺激方案中纳入的“买美国货”条款也是如此。

同时，中国必须更加注意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其贸易伙

伴的影响。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任何

补助–不论是国内工资补助还是货币补助–都将是举足

轻重的。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不能对肩负的

责任掉以轻心。此外，如果中国忽视环境恶化及污染，进

行不正当竞争，那么世界将为跨境劳动套利付出更大的代

价，这代价远比单纯的工资比较所蕴含意味要深刻。若是

说低成本的外包忽略了环保考虑，这在相对“绿化”的经济

体中对实际工资形成的挤压可能更加严重。

对失衡的全球经济而言，解决美中经济关系的复杂问题是

一项紧迫的挑战。当饱受危机肆虐的世界步入严重衰退，

赌注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美国及中国经济的演变及变化，

转瞬即逝的共生状态很可能为高度紧张的局势所替代。缓

解紧张的时机只在今朝–赶在为时过晚之前。

中国经济平衡的迫切性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两年前，

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

调和不可持续”深表担忧。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计划”

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开始一个重大的结

构性转变，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 

但是，政府缺乏相应的执行措施。特别是未能建立制度化

的 (institutionalized)社保体系，从而扫除预防性储蓄的

担忧、建立更有活力的消费文化提供系统支持。结果，消

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2007年下降到创纪录的36％，

体现了中国宏观失衡的弊端，这个问题在全球性危机中更

加麻烦（见图10）。外部需求遭受严重冲击后，中国经济

不平衡问题凸显，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后备计划。 

图10：中国消费短缺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及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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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办法是中国唯一可持续的出路。积

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如最近推出的4万亿元基础设施为主

的投资计划会暂时有效。这种措施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

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至2001年全球轻度衰退期间

中国所采取的反周期方案。但是随着美国消费者开始一场

历时多年的消费缩减，这些行动并不足以弥补中国依赖外

需的增长模式所面临的结构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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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大胆积极制定有利于消费的政策。它应该首先宣

布社保系统的重大举措。具体来说，中国应大幅扩大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目前该基金只管理着700多亿美元

的资产，还不足以为老龄化的中国人口提供人均100美元

的退休资金。中国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启动一个私人养老

金计划，以扩大全国范围的健康和失业保险范围。最近通

过的一项8,500亿元人民币为期三年的医疗改革计划，是

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鼓励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办法是中国唯一可

持续的出路。

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是：其失衡的经济必须经历再平衡。

服务了中国经济30年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现在必须让

位于内部驱动的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而言，

再平衡的要求从未如此迫切。对于亚洲其它经济体而言–

更不用说已经失衡的全球经济了–中国在后泡沫时期的经

济领导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重大的再平衡历程。

政策风险

无须赘言，衰退的经济体往往不会欣然接受让本国货币升

值的建议。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2008年

末，其环比增长的放缓程度实际上已经接近停滞。2009

年初的整体经济增长依然低迷，目前远低于6%-8%这一

中国借以消化多余劳动力并维持社会稳定的区间，而强化

经济周期效应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经济下行风险。 

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期的货币操纵言论会受到北京的质疑，

这一点已经不足为奇。尽管那样尖锐的言辞并不意味着会

有实际行动，但是如果口舌之争直接演变成贸易制裁，那

么会产生何种后果仍然值得考虑。金融市场会即刻感受到

其影响。由于美国依赖中国的资金填补其对外赤字–在数

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时代，这种依赖性有增无减–美国没

有资格冒险让中国减少购入美元资产。然而，如果骄傲而

受伤的中国对华盛顿因货币纷争引起的贸易制裁采取报复，

那么上述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此类报复的可能形式是中国不出席将来的美国国库券拍卖。

美国每个工作日需要3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方能为其经常

账户赤字提供资金，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上述反应绝不是

一件小事。如果中国不给美国提供外部资金，美元可能会

贬值，而实际长期利率将会上调。美元危机是陷入衰退中

的美国最不想要的。但如果美国把言辞变为行动，对中国

施加贸易制裁，那么上述情况就有可能发生。简言之，华

盛顿把美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货币，这简直是如履薄冰。

泡沫后的美国经济正经历内需萎缩，而靠责备中国是于事

无补的。在当前的环境下，针锋相对不仅是个糟糕的建议，

而且还很危险。

华盛顿把美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货币，这

简直是如履薄冰。

同样需要强调一下值得中国警惕的方面。首要一点，中国

的决策者绝不能过于乐观地指望外部需求模型会再次奏效。

耗时多年的美国消费低迷无异于一场全球消费冲击，将长

期拖累任何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因此，中国再平衡

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中国必须把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

型转向内需推动的增长模型，这种需求正日渐紧迫。

中国也不应该尝试使用货币杠杆或其他补贴来促进出口。

在失业率日增且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日渐担忧的

时期，这种努力可能为反华贸易制裁提供口实。正如前文

所述，这些行动也可能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其作为美国最重

要的海外债权国的角色。若是这样，美国就会发现20世

纪30年代的一幕会重新上演。

警钟

长期以来，对于中文词汇中的危机一词的英文翻译一直存

有争议。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危机”可以理解为危险和

机遇共存。不幸的是，这层意思–不管是否正确 — 对于

陷入危机的世界而言已经消失了。今天，危机和衰退中的

世界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而不是拆散自己。

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实现的全球化及其跨境关联让我们别

无选择。 

在如今的这个环境中，推诿指责完全会产生相反结果。那

些把美国难以为继的消费狂热归咎于像中国一样有储蓄盈

余的经济体的人应该感到难堪。这是美国问题，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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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美国国内通过新的约束性货币政策、严厉的监管监

督以及更负责任的消费者和公司行为来解决的问题。对于

一个数十年以来都入不敷出而又依赖泡沫的经济体而言，

现在它必须接受应该量入为出的现实–同时也不应将这种

痛苦但却必要的调整归咎于他人。

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降低消费，而中国则

需要降低储蓄并增加消费。

同样，中国需要承认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总是有极限的。

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同步衰退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由此引发

的空前的外需震荡已经把这个问题暴露无遗。经济发展并

非只为别人生产–特别是当那些“别人”都入不敷出的时

候。最终，出口导向型增长必然会被国内消费者的内部需

求所取代。中国已经做好了这种转型的准备，而且必须尽

快开始这一过程。

简言之，现在正是失衡的世界开始挑起全球再平衡重担的

时候。通过勾勒出以美国和中国为背景的这种调整，结论

也就很明确了：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降低消费，而中国则

需要降低储蓄并增加消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陷入危机的世界已经无力再延

续一种不稳定的现状。全球再平衡并非一针速效剂 — 因

此对目光短浅的政客们来说，它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但最

终，这却是能够让世界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唯一途

径。如果这场危机还存有一线希望，那它一定存在于给这

个失衡世界上的政客和决策者们发出的一记警钟之内。

史蒂芬 ·罗奇现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是公司在本地区各

国政府、监管机关以及客户面前的高层代表。在出任亚洲

主席之前，罗奇先生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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