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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若干思考（上）

——————— 李罗力 ———————

一、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自从去年中国经济明显降速以来，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悲观哀叹

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尤其在今年 6 月中国股市暴跌后，悲观和恐慌

的舆论，一时间占据了许多媒体的主导地位。“中国崩溃论”更是

甚嚣尘上，不少人断言中国的三大泡沫——投资、房地产和信贷泡

沫——即将引致中国经济崩溃。

然而，中国经济真的会崩溃吗？

何谓经济崩溃？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经济崩溃，应

当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大萧条、大失业，而持续性、大范围、没

有复苏迹象地剧烈下跌，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长期笼罩着经

济衰退和停滞，整个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甚至银行发生恐慌性挤兑

风潮，市场发生恐慌性抢购风潮。1929 ～ 1939 年世界经济危机所

导致欧美国家出现的就是典型的经济崩溃。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了一定的困境，但是所出现的问题与历

史上发生的真正重大经济崩溃相比，根本只是增速放缓，经济下滑，

发展遇到了一定困难而已，甚至连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都还算不上，

更谈不上什么“崩溃”了。正如有国际评论家所说：“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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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下降的情景仍然离中国很遥远”。

事实上，即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也并不一定就会导致经

济崩溃。近在眼前的事实就是，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并没有

导致欧美国家经济崩溃。

所以，“中国经济崩溃论”真的可以休矣！

二、中国经济放缓从根本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下滑，遇到了较大

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遇

到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

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认为这是中国长期高速增长中出现严重泡

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或是中国长期以来错误的经济增长模式、错

误的经济政策方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人口

红利已尽，中国的制造业已无法重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

尽头的表现。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将就此一蹶不振，会快速衰落下去。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坏事变成

好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大好事。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 30 多年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依靠出口导

向型发展模式，凭借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全球市场优

势，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只用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就使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尽

管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有人唱衰中国经济，不断有

人预言中国经济要崩溃，不断有人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正确，但

是中国发展成功这个铁一般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根据自己

国情，所选择制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非常正确。

然而，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中国原有的这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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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欧美国际市场严重萎缩，以及

近年来中国人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已经走到了尽头，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必须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

模式，必须从以人口红利为前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转向以

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价值产业链的

低端“打工者”，必须提高自己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含量，从为

别人代工的“中国加工制造”者，走向真正的“中国制造”者，再

走向真正的“中国创造”者。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从单纯追求数

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模式，

从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落后产业形态，转向低耗能低污染的高端先

进产业形态。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民众，日益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和更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抛弃单纯追求 GDP 的传统

生产方式，代之以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的生产方式。总之，中国现

在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道路、转变增长模式、转变生产方式的关

键历史时期。

然而，这种转变谈何容易？欧美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其数

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从初期工业化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最

终发展到后工业时代的高端高新科技发展道路，无不用了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的时间，其中伴随着大量经济下滑低迷，增长停滞甚至爆

发危机的痛苦过程。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世界第

一人口大国，是一个从经济体量上已经达到 10 万亿美元的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要实现这种转变哪有可能一蹴而就？哪有可能不用几

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型。

当前我们看到的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传统出口产品数量严

重萎缩、投资驱动模式风险不断加大、企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难以

为继、招工难和民工荒日益显现、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在加速丧失、

部分以重工业能源工业和采掘工业为主的省市地区经济滑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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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沉重、银行呆账坏账增加以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等

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实现经济转型所必

然产生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下滑，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需

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关键在于能

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来解决这些问题，能否成功实现国家的经

济转型。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由于不能成功转型

而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中等收入陷

阱”的巨大风险。

三、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令人担忧吗？

下面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进入 7% 甚至低于 7% 的中

高增长速度令人担忧吗？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把保持这种中高速经济增长叫做“新常

态”，这表明中国当局已不会再把回到 8% 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作

为发展目标。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智和明智的战略选择。

事实上，我们倒是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来说，7% 左右的增长速度还算低吗？其实，所谓的“中

低速增长”是相对于中国前几十年一直保持的 8% 以上的高增长速

度而言的。目前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除美国外，经济体量都比中

国小得多，人口也比中国少得多，但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呢？

长期以来始终是在 1%、2% 或 3% 左右而已。像日本这样的世界第

三大经济体，甚至有十年以上几乎都是零增长。如果中国与他们相

比，7% 左右的增长速度不是已经是很高了吗（当然中国的国情与

这些国家有很大不同，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中

国则仍然处于高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更何况中国实现了 7% 左

右的增长，难道不仍然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快的发展速度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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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号称今年增长速度要达到 7.5%，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

不要忘记，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 1/5。即便如此，增速位居

第二的中国难道不依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吗？

还有人做了这样一种计算——即使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2014 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那样高，实际

只有 5％，但这也意味着 2014 年中国的经济产出大于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前的 2007 年（增长率为 14％），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

规模比那时大得多。

其实，我认为，观察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的要害问题是，

其增长速度所创造的工作岗位能否满足当年的就业率。如果能，那

就是合理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能，那就是偏低的增长速度。现在有

些人研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也有人研究经济增长的承载率，总之，

是在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标准。而在我看来，能够满足当年的

就业率就是最根本的标准，就是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适的底线。

如果按这个标准去衡量，则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下滑至

7.4%——是 1990 年以来的最低，但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人数超过了

1300 万。从满足当年就业率的角度来看，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显

然并没有令人担心之处。今年也是如此，尽管上半年的 GDP 增长

率比去年继续下滑，只有 7%，但是第一、第二季度的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岗位达到 718 万个，就业的目标达成率达到 71.8%。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 10 月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经济形

势座谈会上说到的，“在世界经济波动异常、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

中国作为 10 万亿美元体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能保持 7% 左

右的增速，实属不易。我们的就业率在全世界都是高水平的，居民

收入高于 GDP 增速，全国单位能耗也是下降的。我一再说，只要

保持比较充足的就业、百姓收入有所增长、环境不断改善，7% 左

右的 GDP 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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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经济指标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误判吗？

因为现在中国到了经济转型的拐点，经济学界、社会各方面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对经济目前形势的判断和中国中长期发展的

判断都有很多的争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长期发

展的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还是用传统的经济指标来判断，

但现在这些方法在有些方面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准确、全面和客观了，

或者说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现在更加复杂的经济运行状况了。例

如现在很多专家习惯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来判断实体经济发

展的状况，若这些指标的大幅下降就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糟糕

的局面。但是这些指标怎么来解释互联网、物联网、移动终端、智

能设备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呢？这些指标怎么能够观察和

判断上述新经济形态使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深刻

转型呢？比如深圳，经济形势发展很快，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

长 22.7%，在全国各省市一直保持第一位，但是它的用电量、铁路

运输量并没有增长，都是新兴产业、移动互联、智能设备、“互联

网 +”带来的巨大产业变化。而且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实际

上更快地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重要很深刻

的变化。而这些，用传统经济指标很难全面准确地观察和判断出来的。

现在内地的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明显出现产能过剩，产品卖

不出去，生产萎缩，企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要仔细分析和研

究一下，这是单纯的生产停滞下滑还是转型期的一个变化？应该研

究和关注这个地区传统制造业下降时，它的新兴产业有没有发展起

来；互联网产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 +”的各种产业，尤其是

创新的产业有没有出现苗头，有没有在发展。如果传统产业在下滑

时新兴产业在出现、在增长，那就说明这个地区的经济正在发生转

型。中国这么大，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都不同，尤其是现在国家

经济整个面临着产业转型，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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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不能只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指标来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做判断和下结论。我认为，一方面要研究现实中的产能过剩、经济

下滑、经济萎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兴产业的兴起，才会更全面、

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在经济的现实和发展问题，尤其是中长期发展

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 4 月 14 日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实际上也讲到

了这一点。他首次提出：“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

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

长。行业和区域现在都处在一个分化状态，需要先把准脉搏。”事

实上，即使对于传统经济指标，在目前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也不

能简单地只用它的上升或下降来对经济发展状况做判断和下结论，

否则也会对经济造成误判。

例如今年上半年，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用电量增速持续回

落，但工业增加值却仍能保持一定增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工业内部增长结构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我国六大高耗能行业用电

量占到整个工业用电量的将近 2/3（62.3%），而今年上半年它们

用电减少又是其他全部工业的 1.34 倍，所以整体上表现出工业用

电量回落；另一方面，它们带来的工业增加值只占全部工业的不到

1/3 一（28.4%），因此虽然它们生产增速同比回落，但在其他工业

行业继续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用电量指标下降 0.5

个百分点，而工业增加值仍然能保持6.3%增长幅度的经济运行状况。

由此可见，在我国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一些新兴力

量正在成长的新常态下，特别是在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的

新发展阶段中，运用传统指标进行经济分析和判断已经远远不够了，

一味强调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已经不全面客观准确了。我们

需要用新的眼光去观察，用新的思维去分析，我们也需要有新的经

济指标来对这些新业态、新产业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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