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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鹏

熟悉历史的人， 看到今天美国

的形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

1937

年。

那年， 刚从大萧条的痛苦中慢慢往

外走的美国经济又摔了一个大跟

头， 经济再次跌入深谷， 出现 “二

次衰退”。

1937-1938

年衰退期间，

失业率高达

19%

， 虽然比前一次

“主震” 时的峰值

25%

低了不少，

但在今天看来仍令人难以想象。 如

果不是 “二战” 爆发， 美国经济恐

怕还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复元气。

回望

1937

年大衰退， 原因似

乎在于政策失当。 奥巴马政府的首

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经济史专

家克里斯蒂娜·罗默将这次衰退归

结为 “一个非故意的财政和货币紧

缩政策”。

1936

年美国国会通过决

议给一战退伍老兵发放奖金， 这一

决议促进了当年的经济增长， 而到

了

1937

年， 这一刺激经济的因素

消失， 不仅如此，

1937

年美国还

第一次开征社会保险税， 所有因素

减少了当年的财政赤字， 约相当于

GDP

的

2.5%

， 从而产生了巨大的

紧缩压力。 另外一方面， 美联储在

执行宽松货币政策多年后， 非常担

心发生通货膨胀或再度出现

1920

年代的 “过度投机”， 决定将准备

金率上调一倍， 流动性顿时大幅收

紧。 这两项过早推出的 “退出” 政

策， 扼杀了复苏。

当奥巴马与国会议员签署减赤

妥协时， 确实让人产生了一点

1937

年重演感觉。

2011

年和

1937

年，

都面临刺激初见成效后政策何去何

从的这种相似的经济环境， 但同时

在其他方面也有若干巨大不同。

理念相似的总统、 相似的政治

环境、 相似的决策困境。

1933

年

借大危机上台的罗斯福也不是人们

想象的那样信奉凯恩斯主义， 相反

他曾在竞选中大肆攻击胡佛未能实

现财政平衡， 他上台后虽然赤字逐

步增加， 但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平

衡预算的念头，

1937

年他甚至还

派财政部长向企业界推销他的平衡

预算案。 奥巴马这次没有展现出刚

上台时那样一往无前的锐气， 在债

限谈判中他作出了妥协， 以至于更

铁杆的凯粉们 （如克鲁格曼、 马

丁·沃尔夫） 在媒体上对其大加挞

伐。 奥巴马上台伊始， 毫不犹豫地

以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 但随着

经济在连续

6

个季度都表现不错，

债务比率迅猛上升之后， 他犹豫

了。 或者说， 他和罗斯福一样，

开始有点恐惧了， 面对批评， 他

的嘴中开始频繁出现 “财政可持

续性” 这个词。

罗斯福和奥巴马都是民主党

人， 两人在治国理念乃至一些操作

细节上都有惊人的相似， 这也从另

一个侧面揭示， 政治运作和学术理

念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负责任的领

导人， 在债务前景恶化和财政政策

过早 “退出” 的风险之间， 往往对

前者的担忧占到上风， 何况还要面

对保守派的持续不断的攻击。 在民

主政体下， 要减赤只能增收节支，

节支难似登天， 而增税更是难过登

天， 何况减赤有风险， 财政如果退

出过早， 不但无助于尽早实现预算

平衡， 甚至会因为经济恶化税收下

降反而加大了预算平衡的难度。

面对右派死缠烂打式的攻击和

自己内心的动摇， 选择非常艰难。

罗默参与制定奥巴马经济政策后，

曾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我在学术

研究中大胆地对历史人物进行批

评， 今天设身处地才知他们作决定

之难， 我感到羞愧。” 如果没有二

战爆发， 罗斯福能否成为跻身美国

最伟大总统之列， 是一个问号， 因

为 “二战” 英雄的光辉使人忘记了

他在经济问题上曾经的摇摆不定和

大波动， 而今天已既得罪了左派又

得罪了右派的奥巴马， 这次因预算

问题连任难度已加大。

虽然在大环境上有惊人相似，

但

2011

年与

1937

年也有若干不同。

货币政策不同。 相比二战前以

及二十世纪

50

、

60

年代， 今天的

美联储独立性更强、 地位更超然，

虽然其主席仍需要总统提名和国会

同意， 但该机构过往积累的独立性

使其能独立决策而不必俯首听命于

政府或国会。 何况， 我们今天拥一

个货币主义狂人 “直升机本”。 在

财政刺激空间被收窄的情况下， 美

联储不会重复

1930

年代的错误应

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财政 “退出” 冲击力度不同。

新的妥协方案是在

10

年时间内削

减

2.1

万亿美元至

2.4

万亿美元的

赤字， 专事预算计划效果评估的超

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委员会 （

CBO

）

在报告中没有给出每年的削减数

目， 如果按

10

年平均，

2012

年将

会比原方案减赤

2000

亿左右， 大

约相当于

GDP

的

1.4%

， 这比

1937

年的

2.5%

要低不少。 另外，

2009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使

2010

年赤字增加

3990

亿，

2011

年增加

1340

亿 。

2010

年的预算法案使

2011

年和

2012

年财赤分别增加

3900

亿和

4070

亿。 参照起来看，

2000

亿的减赤大致相当于原刺激

计划减半。 这样一个财政方案， 无

疑会导致经济增长空间收窄， 但会

不会触发一场新的衰退， 尚需其他

数据佐证。

有无评级机构的捣蛋不同。 评

级机构的存在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

称， 专业化的信用分析也节约了大

量社会成本， 但标普在此次事件中

的糟糕表现让人吃惊。 早在次贷危

机中， 评级业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已

经暴露， 这个行业还有一个致命的

缺点， 就是经常充当马后炮。 这次

标普所为则让人对其专业水准和政

治独立性产生怀疑。

CBO

是国会下面一个独立于

党派的机构， 其独立性勿庸置疑，

但它对各种财政计划进行评估时，

只能依赖假设和估测技术， 特别是

线性外推的方法使得长期评估准确

率非常低。 里根、 克林顿、 小布什

等好几届政府时期都通过了期限长

达十年的预算法案， 回过头来看，

CBO

对这些计划的预测结果都与

现实有万里之遥，

1970

年代以来

除克林顿政府后半期实现财政平衡

外， 其余平衡计划全部成为空文。

标普以

CBO

数据作评级基础，

并且数据还被误用， 在错误被指

出之后， 又转而将降级理由改为：

政治不确定性太多。 作为美国的

评级机构， 理应对民主政治在某

些时候的低效率有充分的认识，

何况此次政治争执并不算严重，

克林顿政府时期因拨款争执还真

的关过门了。 “二战” 结束时美

国负债比率高达

140%

， 比如今的

略低于

100%

要严重得多， 但仍然

没有丢失

AAA

， 此次莫名其妙地

丢失三道杠， 除了造成金融市场

无谓的动荡， 增加经济不确定性

之外， 别无正面意义。 标普的捣

蛋 ， 是

2011

年与

1937

年相比，

一个额外的负面事件。

美债主宰世界的时代开始终结

张茉楠

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全球

金融市场上演灾难性大片。 全球为何对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下降反应如此过

度？ 一直以来， 美国依靠着全球最高的

信用评级， 大肆举债， 扰乱了全球的信

用创造、 信用总量和财富的分配机制。

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实际上是做

了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

美国国债有史以来首次失去

3A

评

级， 意味着美债已经不再拥有低廉的融

资成本， 由于美债一向以无风险资产身

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要求回报率的

基准，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风险资产绝对

估值的要求回报率上升， 新兴经济体的

资产泡沫有可能被刺破， 并引发全球性

金融动荡， 但从长远看， 这很可能是全

球金融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美国靠债券

实行资产大置换

美元和美债早是美国经济运行的两

大轮子。 美国政府不能发行美元， 政府

融资是通过发行美国国债实现的， 而美

联储也不能任意发行美元， 美联储必须

以购买国债的数量决定发行美元的数

量，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元本位

制早已演变为美债本位制： 美国用印刷

的美元购买全球的劳动、 商品、 资源，

而全球用换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和金

融资产为美国债务进行融资， 这样美国

就通过美元和美债把全球经济牢牢地捆

绑在一起， 完全地纳入到美国的债务循

环之中。

事实上， 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更

替， 美国早已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美国在全球金融格

局中扮演着银行资本家的角色： 即通过

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来维持美国的贸易顺

差， 在实现比较优势的同时， 获得相应

的贸易和信贷利益。 另外， 美国通过在

商品输出带动下的资本输出， 分享他国

的贸易和投资收益， 这是银行商业资本

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最新数据， 美

国目前持有外国资产已经高达

10.4

万

亿美元， 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是

17.4

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这其中的

10.4

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和美国的资产置换，

余下的

7

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外国通过贸

易顺差挣来的美元财富。

逐渐形成

全球资本的“蓄水池”

为何会发生这种资产置换呢？ 事

实上， 美国、 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

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与平均

3.5%

左右的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水平相

比， 海外投资形成了高利润回报。 美

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收益较大， 而且

各项风险值相差也很大， 这表明美国

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

产， 而对外债务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

性好的低收益资产。

数据显示，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

后的

30

年间 （

1973

年至

2004

年）， 美

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

6.82%

， 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报率

只有

3.50%

， 两者相差

3.32

个百分点。

以目前

10.4

万亿美元的资产大置换规

模来算， 美国每年得到净收益

3450

亿

美元。 这个来自金融渠道的财富增加

值， 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渠道的国

内生产总值 （

GDP

） 增加值。 美国依托

于美元这一国际中心货币和全球金融分

工的战略优势获得了全球化财富分配中

的最大收益， 资本利得成为美国获取全

球剩余价值的最大渠道。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 世界经济金

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世界经济

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美国完成了由

“银行资本家” 向 “风险资本家” 的角

色转换， 美国凭借着发达的金融市场和

绝对主导的货币体系， 向全球源源不断

地提供他国所需的金融资产。 新兴经济

体需要为日益积累的外汇储备寻找资产

安全配置和流动性的渠道， 因此美国成

为全球资本的 “蓄水池”。

美债主宰

世界的时代开始终结

美国债务危机背后有不可调和的深

层矛盾。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美国经

济逐步演变为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 政

府赤字财政、 国民超前消费、 银行金融

支持是这种体制的全部内容。

1985

年，

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

务国， 结束了自

1914

年以来作为净债

权国长达

70

年的历史， 进入

21

世纪以

来， 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

重逐年增加， 债券发行量占世界比重的

32%

。

2003

年至

2009

年期间， 美国外

债率分别为

62.3%

、

70.4%

、

75.0%

、

83.6%

、

95.4%

、

95.2%

和

95.9%

， 而当

前美国

14.3

万亿的国债已经占到了全

球债务余额的

24%

左右。

按照美国政府前总审计长、 美国彼

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

CEO

大卫·沃

尔克的估计， 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

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

起， 那么

2007

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

就已经高达

53

万亿美元。

2007

年全球

的

GDP

是

54.3

万亿， 也即仅仅美国一

个国家的债务， 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

近

100%

。 大卫·沃尔克曾经这样总结

债务依赖对美国经济的威胁： “预算赤

字和储蓄赤字、 贸易赤字一起构成美国

经济最大挑战， 它们的综合结果是领导

力赤字。” 换句话说， 债务问题如果处

理不好， 将瓦解美国在世界的信用和领

导力。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降， 美国国债

不再能享受无风险资产的厚遇， 将是对

美国债务增长体制终结的开始， 美国国

债主宰世界的黄金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

了。 对美国债务真实评级与定价将有助

于倒逼中国外储改革的进程， 改变中国

的财富管理模式， 纠正经济失衡， 扭转

资源错配， 摆脱对美债的过度依赖， 而

这无论是对美国自身， 还是对全球经济

都有深远意义。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

究员）

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意味着美债已经不再拥有

低廉的融资成本。 这很可能是全球金融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美元本位制早已演变为美债本位制： 美国用印刷的美元购买

全球的劳动、 商品、 资源， 而全球用换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国

债和金融资产为美国债务进行融资， 这样全球经济完全地纳

入到美国的债务循环之中。 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将瓦解

美国在世界的信用和领导力， 美债主宰世界的时代开始终结。

“不打压猪价”的调控是理性的

晏庆盛

7

月份物价再创新高， 其中猪肉价

格上涨

56.7%

，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

1.46

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

司长周望军表示， 为了保护养殖户的

利益， 政府不会打压猪肉价格。

猪肉价格为物价指数就 “贡献”

了

1.46

个百分点， 要控制住物价， 首

先得稳住这头猪。 此轮猪价上涨受多

种因素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

供小于求。 为什么供小于求？ 因为

2009

年至

2010

年猪价畸低， 养殖户亏

本， 投资者逃离， 生猪养殖量锐减。

只不过， 当猪价暴跌之时， 所引起的

社会反响远不如猪价暴涨那样大， 城

里的消费者享受着廉价猪肉而浑然不

知乡下养殖户的艰难。 那么前两年的

猪价为什么畸低？ 因为更早的时候大

量资金涌入生猪养殖业， 致使生猪养

殖非正常增长， 过度繁荣。 为什么过

度繁荣？ 因为

2007

年至

2008

年上半

年全国猪价暴涨， 有大利可图， 而且

当时各级政府出台了很多刺激性措施，

比如补贴生猪养殖、 补贴能繁母猪养

殖， 一些地方甚至变相强迫农民多养

猪， 以期扩大供给、 平抑猪价。

在某种意义上， 此轮的猪价暴涨，

早在

4

年之前就已经埋下伏笔，

4

年以

来， 猪价经历了暴涨—暴跌—暴涨的

循环。 个中教训是深刻的： 以行政手

段干预猪价， 不管初衷多么良好， 都

会干扰正常的市场规律和秩序； 虽然

能够取得一时之效， 但结果必然是猪

价暴涨暴跌， 要么 “猪贱伤农”， 要么

“猪贵伤民”。 实际上， 养猪行业市场

化充分， 猪肉供求以及猪肉价格， 市

场这只 “无形之手” 完全可以调节，

不需要政府过多操心。 当市场供小于

求、 价格上涨之时， 自然会刺激生猪

养殖， 无须 “有形之手” 干预， 供给

也会逐渐扩大， 价格逐步回落。 虽然

这个过程相对缓慢， 但会少留后遗症，

避免暴跌， 进而避免暴涨。

所以， 目前猪价畸高而不强行打

压之， 可以说是吸取过往教训的理性

选择， 是尊重市场规律的体现， 也是

让猪价走出暴涨暴跌怪圈的开始。

应当看到， 不打压猪价， 不仅是

了保护养殖户的利益， 更是为了保护

消费者的利益。 目前猪价畸高， 很多

消费者不满意， 殊不知， 很多养殖户

只是在弥补前两年的亏损。 只有养殖

户的利益得到了保证， 他们养殖生猪

的积极性才有保证， 让猪价在市场规

律的作用下回归到合理水平， 不再大

起大落， 这才符合养殖户和消费者双

方的利益。

从港台油价下调看我国油价机制问题

肖华

近日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美国原

油价格上周暴跌近

10%

， 中国内地油

价纹丝不动， 香港和台湾则宣布与国

际同步下调。 香港已经连续

4

个月

3

次下调油价。

我国成品油价格不见下调， 发改

委的解释原油平均价格跌幅仍未达到

“

4%

的边际条件”。 可这就让人疑问

了， 为什么香港和台湾能下调油价

呢？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的成

品油定价机制出了问题。 笔者认为问

题有四：

一是选择的参照物有问题。 根据

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 我国参考的三

种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分别是布伦特

(Brent)

、 迪拜、 辛塔三地价格， 却并不

包括国际原油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参照

物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

(WTI)

， 谁

都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的原油，

不但规模大， 影响也大， 不参考

WTI

来定油价， 不能不说是成品油定价机

制的一个缺陷， 这次美国原油价格上

周暴跌近

10%

， 但国内成品油价格似

乎无动于衷就是一个证明。

二是

22

天的周期太长。 目前国际

油价变化太快， 有的一天油价就会相

差很大， 可是我们还是用

22

天的周期

作为定价机制， 这就无法反映国际市

场的快速变化， 也刺激了投机需求，

造成了国际油价上涨时候不少加油站

进行囤油， 人为制造油荒。 这个苦我

们已经吃得够多的了。

三是

4%

的调价边界条件不公平。

一视同仁的

4%

， 看上去好像很公平，

国际油价上涨

4%

要上调， 下降

4%

要

下调， 但是这一涨后再下降， 由于基

数的不同， 绝对值也就不同。 举例来

说， 国际油价从每桶

100

美元涨到

104

美元， 也就是上涨幅了

4%

， 可以上调

油价了， 可是当

104

美元再下降到

100

美元后， 却不能下调油价， 因为这时

候下降的幅度却没有达到

4%

，， 要下

调油价， 必须至少要降

4.16

美元。 为

什么上涨

4

美元就可以上调价格， 可

是同样下降

4

美元却不能下调， 非要

等到

4.16

美元才能， 这究竟对谁有利？

四是定价机制的不透明。 虽然我

们有成品油定价机制， 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规定缺乏透明的

操作， 如参照布伦特

(Brent)

、 迪拜、

辛塔三地价格， 但是这三地价格往往不

是同步同幅下降或上调的， 有的可能上

涨超过

4%

， 有没有超过

4%

， 再加上

22

天时间太长， 国际油价天天在变化，

4%

的调价边界条件还是为自由操作空

间制造了可能。

“跟涨” 容易 “跟跌” 难， 这是

我们很多人的一种感觉， 这次我国油

价变化和国际油价变化脱轨更增加了

人们这样的感觉。 我们在油价变化上

不能总和国际脱轨。 正在修改的 《石

油价格管理办法》 也长久地无声无息，

这样的情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应该尽快制定出

台， 希望这样的制度能解决上面的四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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