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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与世界经济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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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近来美国把中美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汇率低估，
使得人民币升值则成为世界经济的焦点问题。 本文分析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改善美中贸易逆差，达到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反而会给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不利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再

平衡需要各国调整产业、储蓄、消费等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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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经济形成了以三大群体构成的不平衡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一是以美

国为代表的巨大经常项目逆差的消费国，二是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三是以中东、
俄罗斯为代表的能源输出国。 在这一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下，美国的过度消费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直接导

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因此，在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之时，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 G20 峰会就提出了“世

界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力图使世界经济走上一条更加均衡、稳定、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一概念也为

美国提供了加以利用的空间，使得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首要任务被转嫁到人民币升值问题上。 美国指责人民

币汇率的主要出发点是基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即美国经常项目下长期保持着对中国的巨额逆差。 由于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还未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所以美国认为，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使出口产

品得到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然而，从中美贸易的实际状况来看，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事实上

非常小。 根据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学者艾肯森所做的统计分析，在 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其后

人民币逐步升值阶段开始之后，在 2005 年到 2008 年这一期间，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金额增加了 943 亿美

元，也就是增加了 38.7%。 这与美国一些学者所主张的人民币升值将减少美国进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

上，这明确地反映出中美货物贸易中的结构性特征，美国所进口的中国产品多数是中低端消费性商品，而美

国向中国出口的则更多是高端产品。 经济学中的马歇尔－勒纳条件说明，如果进口产品的价格弹性较低，那

么货币贬值并不会导致进口的减少，反而是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 中美之间的贸易就验证了这一结论，如

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消费者就不得不忍受基本消费商品价格的上升，因为这些商品在美国已经没有替

代性厂商。 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对于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非但不能够增加就业，反而还可能导致物价

的上涨。
中国自 2005 年“汇改”以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2005 年到 2009 年人民币累计升值 23．85％；这期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仍大幅增加；而且中国货物贸易

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则是逆差。 2009 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人

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累计上升了 14．5％，从而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 6 月 9 日人民币汇率恢复

浮动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大约升值了 1.5%；当前中国外贸领域内众多企业的实际利润率在 2％到 5％之间，同

时，中国也正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不仅对中国

自身没有好处，对外商在中国的投资环境和世界市场的平稳也都没有好处。
在以中国为结点的国际分工中，中国通过初级原料的进口带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大量零部件等

中间品的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机会，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 2009 年，全球贸易下降 22%，中国出口下降 16%。 但是，进口只下降了 11.2%。 从有关经济体

海关的数字来看，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仍然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欧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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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华的出口也仅仅下降了 1.53%和 0.22%。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

固，强迫中国货币升值是一种不理性的选择。
二、人民币升值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在讨论人民币升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 同样不能忽视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近来一些选取从

2000 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研究表明，它们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了对 G7 等发达国家，这与

1990 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逆转。 如果把 1990 年代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3-1999 以及 2000 到 2009，则发现

G7 在后一个时间段的影响在减弱，而中国在加强。 同时发现 G7 经济增长对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弹性在后

一个时间段只有 0.267；而中国经济增长对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弹性为 1.115，也就是说中国 GDP 增长 1%，
则样本国 GDP 增长超过 1%（Levy Yeyati,2009）。 中国经济增长对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的影响在

2000 年以后逐渐加强，中国经济增长 1%的变化会带来低收入国家 0.3%同向变化，以及中等收入国家 0.4%
的同向变化。 这些结果很清楚的说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联系。 如果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中国出口

的下降，那么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意味着外部冲击。 面板数据分析可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

升值 10%会减少中国年均增长 0.86%， 这一增长率的降低又会导致低收入国家增长率降低 0.26%（Rodrik
2010）。 虽然这些测算忽略了调整和替代效应，但是它说明了人民币升值对低收入国家巨大的调整成本。 这

是目前国际社会宏观经济争论所忽视的问题。
近来对 52 个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表明，从 1990 到 2000 年其贫困对收入弹性是-2。 中国

经济增长 1%会带动低收入国家减贫 1.25%（Chhibber and Nayyar 2008）。 换言之，大约 150 万中国以外的贫

困人口会因为中国经济 1%的增长而摆脱贫困。 从这种意义上讲，21 世纪头 10 年中国是为减少本国以外贫

困人口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其巨大的需求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产生了很大溢出效应。
三、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途径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中国经济需要根据全球经济变化做出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整。 在开放经济下，中国

需要从出口导向政策转向进出口基本平衡，从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政策。 中国尤其要增加高附加值

产品出口，加快产品及生产工艺的更新改造，提高产业与产品升级调整速度，增加战略资源进口和储备，并

保持进出口规模基本持平或略有盈余。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逐步取消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减少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对于改善贸易平衡和增强经济互补性的重要意义。 同时，中国国内社会保障体系

的完善，扩大市场开放，进口更多消费品，降低储蓄率，增加国民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也对直接经济再平衡的

调整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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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RMB Exchange Rate and World Economic Balance
GENG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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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world economic balance has drawn more attentio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Recent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lames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to China's undervalued currency, the RMB apprecia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is article states that the solely depending on the RMB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will not mitigate the U.S. trade deficit and reach
the goals of rebalancing the world economy.On the contrary,it will br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covery of world economy and hur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ow income countries.The rebalance of world economy needs countries to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dustr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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