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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什么过于低迷

————— 樊  纲 —————

经济过热与产能过剩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来比较低迷，大家有些困惑，在我看来，这

个过于低迷就是低于正常增长，它的表现就是通货紧缩。我们现在

已经 40 个月的 PPI 为负，按 CPI 算是 1.3-1.4，而美国、欧洲的目

标是 2%。

为什么过于低迷？基本原因是因为过去十年内两次经济过热，

大家都应该记得。第一次过热在 2004 年到 2007 年，不是政府刺激

出来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政府过去成天刺激经济，但客

观上来说，诸位想想过去“宏观调控”这个词的含义，在多数人的

记忆当中宏观调控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投那个，过去政府多

数是一直压着的，不让经济太热。

但是有人说市场的力量太强，当时是全世界的经济过热，出口

30%、40%地增长，国内各种投资当时也非常火爆，出现房地产泡沫、

股市泡沫，2007 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到了 14.7%。后来调整了一次， 

2007 年 9 月份出了文件，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时候房

地产开始调头，10 月份股市开始调头，本来 2008、2009 想着继续

调整于 2011 年回到继续增长，没想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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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来了以后 20 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吸取上次的教训得联手救市。

现在还有人批判救市，批判当时的刺激政策。当时为什么世界

领导人都没有什么异议？ 1929 年的教训是惨痛的，是血的教训，

当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宏观经济学，看着经济往下滑，当时

不是没有人说要救市，金融家、企业家们跟现在的表现是一样的，

挣钱挣得好的时候政府离得远远的，危机来了找政府救市。当时的

美国总统胡佛说不救，第一由市场决定，市场出了危机市场自己调

整。第二也没有相关理论和机制，联储当时都没有货币政策的职能。

市场行为和规律基本都是一样的。

接着就导致了十年大萧条，世界 GDP 减少 50%，然后出了极

端纳粹，纳粹是国家资本主义，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

口，1945 年经济重新恢复增长，1954 年时隔 25 年之后世界经济恢

复到 1929 年的水平。你说这个教训惨不惨痛？现在还有人批判刺

激政策，美国现在还没退出呢，欧洲不仅没退出而且又加了一把，

日本也在加码。问题不在这儿，需要讨论的是怎么刺激、刺激多少、

刺激多大。

事后看中国政府刺激的政策确实大了点，这个大不是体现在

四万亿，四万亿其实很少，四万亿是两年的数，一年只有两万亿，

而且四万亿当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属于刺激政策，收

了税搞些项目，刺激政策必须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必须是财政赤字，

当年财政赤字没有增长多少，从 1.6 上升到 2.3。真正的大头是一

年暴涨了六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这也是政府债务，属于政府赤字，

只不过是以金融债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下子把 GDP 拉到 13%、

14%，然后再刺激买房买车，刺激出了一轮，2009、2010 年又热了

一把。

所以两次过热累加在一起问题就很严重了。什么问题？产能过

剩，产能过剩就是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的背后就是企业，企业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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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了、融资贵了，东西卖不出去了，连订单都没有了，原来的

债都还不起了谁还借你新钱，即使借钱也得加点额外条件。

有人认为财政政策过紧，有没有过紧？有过紧，我后面再说这

个问题。但是最近的问题是银行有了钱了也不一定往外贷，典型的

就是危机时候的表现。只不过中国没有采取硬着陆式的危机式的调

整，而是软着陆。软着陆说明什么呢？能软着陆因为原来的政策没

有起太多作用，有泡沫但没有太大，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

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起了作用，2004 到 2007 年的时候不断地压着

没使泡沫太大，2009 年、2010 年的时候我们采取世界最强的刺激

政策，但是第一个最早退出了刺激政策，日本、欧美到现在还没退出。

中国 2010 年 4 月份退出了刺激政策，以住房限购政策为标志，

从刺激政策走向紧缩政策，2010 年的中期开始清查地方融资平台，

2010 年的下半年各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紧了。及时退出的作

用是什么呢？

以房地产为例，没有使房地产的一二线城市膨胀的泡沫波及到

全国的三四线城市，现在三四五线城市属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是

城市化政策引起的问题，三四五线城市的投资在前一轮就开始了，

没有波及到全国，全国的泡沫并不大。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前年就已经破了。最近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二

线城市，原来泡沫不大调整也不深，现在政策一调整之后开始回暖。

但是软着陆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整的时期会比较长，软着陆另外一

个作用就是可以慢慢在时间的过程当中逐步加以调整，逐步消化一

些问题。

破一点别破太多，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这种方法不会出现

大规模的倒闭破产、大规模的经济振荡，但是会相当长一个时期的

疲软，调整期比较长，比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政府的那只手调控着的

时间可能比较长。多长呢？这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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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几年两位数高增长，并不是这样的，要看

GDP 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这是第一；

第二，1995 年达到 10% 以上的增长，但是第二年已经开始下滑了。

1995 年到 2002 年八年时间属于调整时期，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或者在低水平上挣扎，还有通货紧缩。2007 年到达 14.7%，2011

年已经低于 10%。这两年最低 7% 左右。

我们记忆有选择性，喜欢记住自己辉煌的时代、挣钱容易的时

代、东西好卖的时代，不记得自己低迷的时代。当时也很痛苦，问

题跟现在都一样，产能过剩、债务问题等等。谈论的话题也是一样，

那时候年年讨论怎么扩大内需、怎么治理通货紧缩。

产能过剩，那时候是一次过热的产能过剩，这次是两次过热的

产能过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比上次调整的力度还要大一点，

2008 年讨论产能过剩是钢铁，4 亿吨的需求，6 亿吨的产能，2011

年的时候再算，6 亿吨的需求，10 亿吨的产能。从这个角度看，这

次调整到什么时候？这条线还没有尾呢，按照上次的情况我们才走

了一半，清理问题现在也走了一半，大家得有思想准备，准备什么

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年、两年、三年中国经济处在相对比

较低迷的状态。这时候还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托一托，一些措

施还不能放，保持总需求一定的规模，通常会调整得很深，调整低

于增长速度很多，这时候需要政府的政策托住它，尽管还不能实现

正常的增长，但是有比较稳定的增长，防止深度的下滑所产生的不

良后果。

周期调整之后经济增速回归正常

和现在有些人看待中国经济比较悲观的观点不太一样，现在过

于低迷，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如果度过了这个调整时期，经济

不再过于低迷，恢复到正常增长，我们的正常增长会比现在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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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或者低一点的增长速度不是我们的正常增长速度，属于比较

低的调整时期的增长速度，对不对？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今后长期

来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就是 6%、7%，有些人还说 3%、

5%，在调整时期不把周期性的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

我个人的看法是会高于 7%，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高于 7%。

中国经济是有周期的，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要在长期的波动

当中分析。西方人老说看不懂中国经济的问题，他们说你们怎么没

有经济周期、没有经济危机啊。我说我们有经济周期，只不过没有

负增长，我们的周期幅度可能比你们还大，我们是 14.7% 和 7% 之

间的将近 8% 的波动，而你们看不见中国有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 7%

是低谷，你们是负增长才是低谷，叫衰退，我们没有衰退，但是我

们是低谷。两位数的增长也不是中国正常增长。

中国经济一超过 9% 就通货膨胀了，超过 10% 又是通货膨胀

又是资产泡沫，那都不是正常增长，不是过去的旧常态，那是变态，

叫过热增长，我们希望以后不再有了。通货紧缩也不是正常增长，

过去二三十年就是 7-9 之间，有的十年可能是 8-9，有的十年可能

是 7-8，这个可能也会变化，在 7-8 或者 7-7.5 这个区间。

再一个积极的方面，经济确实在进行调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企业不景气，但是这些企业不景气的时候正在调整，这个时期正是

优胜劣汰发生的时期，不能再刺激出一把过热，因为市场决定着调

整过程，就是淘汰一批过去生产得过多又不很专业的企业。

经济热的时候泥沙俱下，谁都能挣碗饭吃，当时很多企业，转

型升级变成了转产，做得又不专业，注定要被淘汰。有人被兼并重

组，有人兼并重组别人，谁来淘汰别人呢？一定是过去那些年专注

而专业地发展自己产品创新的那些企业。

这样的调整就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价值，效率更

高了、资源配置更好了、利润情况也更好了，竞争力增强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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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现在我们处的阶段，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也不必特别悲观，

包括我们有些产业现在正在恢复正常状态，汽车制造、基建行业、

消费品在增长，有些产业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经济过于低迷与政府的作用

中国经济现在为什么这么低迷而且过于低迷呢？首先一个因素

就是政府政策出了问题，2010 年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为了应对

过热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但是忘了及时退出紧缩政策，那些

政策一放放那儿四五年，经济回归正常或者进入调整了，这些政策

没有及时退出，没有回归中性。当时很严厉的刺激政策包括住房限

购，20% 的准备金率，20% 的准备金率当时是为了应对过快增长

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不增长了还按 20% 的准备金率，很多

刺激政策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结果没有及时退出，搞得政策过紧，

一直到去年第四季度才逐步有所退出，包括住房。退出之后就会有

一些不太一样的调整。

第二就是政府应对风险不积极，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过去这几年

压着，大家一直觉得有风险的大事，地方融资平台的事，本来可以

早点化解风险，因为融资平台的事主要是期限错配所表现出来的融

资机制错配，地方融资平台建的都是基础设施。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消费型，都是花了钱。我前两天看英国地铁

150 周年纪念，车皮大概每十年换一次，但地铁的洞就是 150 年，

300 年的时候那个洞还是 300 年前挖的，修地铁最贵的就是那个洞，

回报是长期的，融资方式是短期的。银行借款本质上是短期的，中

长期贷款五年十年也很长了，现在变成了影子银行信托，信托更短，

一年两年三年，这是融资机制错配。

如果早点置换，现在这点事早就可以做，尽管当时预算法没有

修改，中央政府也可以替地方发债，因为是置换，因此可以多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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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要拘泥于中央财政那点赤字，已经那么多赤字发生了，置换

一部分反倒化解金融风险，迟迟不做，现在做了力度又很小。所以，

政府应该积极地面对这些风险，化解这些风险，合我们的经济好一

点。

第三个因素就是政府不作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作为不仅是

很多地方不给企业、企业家办事了，而是自己的事也不办了，自己

的钱也花不出去。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但仍然是一个要素，主要

因素是我们在进行调整，加上政府政策有一些问题，使得过于低迷

的问题更加严重，度过这个艰难而痛苦的调整时期，还得经历一段

时期。

明年开始“十三五”，“十三五”前期还在应对“十一五”、

“十二五”以来过热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实现长期的正常

增长，希望不再是过热增长了，7%-8% 的正常增长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就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大家现在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很多怀

疑，各种因素，比如成本提高、环境因素等。刚才说的那些是短期、

周期性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现在发生，长期性的因素也在发生，

处理的办法是不同的。它所发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经济研究最怕

就是一锅粥在那儿搅和，永远讨论不清楚，我们把它区分开，有长

期的问题、结构性问题、体制问题等等，也有周期性因素。在这些

长期的问题背后中国还有巨大潜力，人均 GDP 只是发达国家很少

的一部分，工业化程度说了半天，天天转移人口，还有 30% 多的

劳动力是农民，不是因为他没出来，而是出来又回去了，这是中国

特殊的体制问题导致的。

理性看待人口红利和中等收入陷阱

工业化程度老提不高，然后沿海地区和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

上涨过快，过早进入了工资成本上涨时期，是因为农民工早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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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七八年、八九年早早退出了城市劳动力供给，这不是中国的劳动

力用完了，不是人口红利没了，中国过去三十年制造业、服务业，

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不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生了太多的孩子，是

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是基本的逻辑。

现在有些人说中国人口不增长了、中国没希望了，解决办法是

再生孩子。我说人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现在的问题是没转移完

就发生劳动力短缺，这是新型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让这一代

农民不回去，下一代农民也不回去，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个

过程中只要劳动力不断转移，劳动力供给基本是有保障的。另一个

说法是中国劳动力没有了，因此中国不增长了。不是这样的，即使

劳动力人数减少了，现在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算劳动力，要算人力资

本，就是劳动力加上教育，把这个因素带进去。现在进入劳动大军

的劳动力资本比退出劳动力大军的资本至少多四到五年的教育，把

这个因素一带进去，出来的潜在增长率就不一样。

中国的城市化只有 52%。70% 的人口为低收入阶层，70% 当

中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中国的储蓄率过高，一方面表明我

们不缺钱，钱到处在找项目，但是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消费特别低，

居民消费只占 GDP 的 3-5。所以，我们要做很多正确的事，包括不

要出现危机、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等等。

顺便说一句，关于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技术的问题这个说法

是不对的。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因为没技术和创新能力，

是因为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等收入阶段

收入差距特别大，收入差距一方面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容

易导致福利陷阱，为了缓解差距，扩大各种社会支出和社会福利，

结果导致财政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这个我们现在都能体会

到，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下一阶段确实是最难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差距现在是最大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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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是真正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怎么能

假定世界只有一个高端技术和一个低端技术？技术不是跳跃的。大

量企业就在做着中间的技术，挣着中间的收入，都很正常，收支是

平衡的，仍然可以有利润，包括韩国和其它国家都在吃着中等技术

的饭，逐步发展，把产业低端的部分转移出去，中端和高端的东西

继续做、 继续发展。中国人到韩国去买东西就是买两样，一个衣服、

一个化妆品，都是中间技术，它继续在做衣服，把一部分低端的衣

服转到中国来了，继续做中高端的衣服，我们也可以继续做，中间

漫长的空间可以发展，不一定非得高端技术，中国的制造业因此也

大有前途。

资本市场仍然大有前途

未来直接投资市场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应该说大家都希望中国

的资本市场有健康稳定的发展，我相信政策层面谁都希望看到中国

的资本市场发展，因为中国太缺直接融资了。2013 年中国的 IPO

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1%，加上风投、创投、天使投资、PE不超过3%，

这么多年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发达国家不说美国高到 60%、70%

的融资比例，日本、德国间接融资比较高的国家也有 20%、30%

的直接融资方式，而我们太缺了。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利于 IPO 之前

的一系列投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领域仍然是大有发展前途，

也是政府应该支持鼓励和配套的，政府不见得搞很多基金，政府搞

的基金主要跟着私人投资走，给私人政策添个码，但是选产业要让

企业去选，让风投创投首先选企业，然后承担风险。

各行各业 +互联网

最近互联网特别热，我也非常赞同互联网是这几十年来最伟大

的技术进步和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互联网一定要应用在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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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本内涵是信息技术，它节省了各行各业各个人的信息成本，

但是它不解决内容问题，它负责收集整理传输信息，但是传递的什

么东西这个问题没解决，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应该“各行各业 + 互

联网”，否则加了一千次互联网仍然没有解决好产品质量问题，仍

然没有解决基本的竞争力问题，你加了一千遍互联网仍然是三流企

业、四流企业，根本的问题还是怎么做好你自己，利用互联网技术

节省你的信息成本，使你发展得更好、市场做得更大，所以互联网

一定要发展，而且最好在各行各业。

“十三五”期间，我们建议用普惠式的激励政策，谁有先进技

术、发明创造，就鼓励谁，加强它的发展势头，包括应用互联网。

看一个企业根本的还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而不是看他是不是用了

互联网，用了互联网一个“+”号，根本的还是怎么做好，专注专

业的产业是有发展潜力的，是值得我们投资的。

（本文为樊纲在 2015 中国股权投资论坛的发言，根据现场发

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来源于新浪财经，2015 年 8 月 10 日）

樊纲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

副会长、城市化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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