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价格和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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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多以来，石油价格一直持续处于低位，但正如 2016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将
报告的，全球经济广泛期待的“强心剂”并没有成为现实。我们似是而非地认为，只有
在价格略微恢复以及发达经济体克服当前低利率环境带来的挑战并取得更多进展之后，
低油价带来的全球好处才可能实现。
2014 年 6 月以来，油价下跌了 65%（按美元计算约为 70 美元），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
长逐步放缓。即使将这一时期美元升值 20%（名义有效汇率）考虑进来，按本币计值的
油价下跌幅度平均也超过 60 美元。许多观察者包括我们都对这一结果感到困惑，在我
们看来，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应该是“净促进作用”，虽然油价下跌明显损害了出口国，
但为进口国却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
的储蓄行为有明确的不同：与出口国（比如沙特阿拉伯）消费者支出收入相比，石油进
口地区（比如欧洲）的消费者有更高的
图1
边际消费倾向。
(股票市场和石油价格，日收益关联的60天滚动窗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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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世界股票市场对这一理论并不买
账。过去 6 个多月里，当油价下跌时，
股票市场往往下跌，而我们的预期却是
油价下跌有助于世界经济实现平衡。事
实上，自从 2015 年 8 月以来，股价与油
价之间并非仅仅正相关（见图 1），与
2014 年 8 月开始的更早时期相比，相关
性扩大了一倍（虽然并没有达到史无前
例的水平）。

股票与石油：步调一致
过去6个月，股市表现和石油价格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过去油价剧烈变化的事件通常会带来明
来源: Datastream。
WTI 石油价格和 MSCI美国指数收益之间的关联。
显的逆周期效应，比如，油价大幅上涨
注: 横向红线表示相对应时期的平均关联度 。
之后世界经济增长会放缓。这次会有不
同吗？许多因素会影响油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我们认为与之前事件显著不同的
一个因素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着零或者接近零的名义利率。
1

供给与需求
在预测油价走势影响的一个显著问题是，世界范围油价的下跌要么因为全球供给增加，
要么因为全球需求下降。但对于后者，我们预计会看到与最近几个季度相同的情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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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下跌伴随着全球增长放缓，油价走低可能会减缓增长放慢的步伐，但不会逆转这一放
缓趋势。
需求下降无疑是部分原因，但证据表明供应增加至少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更普遍而
言，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历史高产出，现在包括伊朗以及一些非 OPEC
国家的出口，导致石油供应一直保持强劲。此外，面对油价走低，美国页岩油供应也出
人意外地保持弹性。图 2 显示
图2
了，最近在油价走低的背景下
石油供应：持续不断
与之前周期不同，虽然油价下跌，但OPEC的产出最近仍持续增长。
OPEC 国家石油产出如何继续
(世界石油生产增长率，日产数十亿桶石油的变化 ，除非另有说明 )
增长，这不同于之前的一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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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困惑依然是：油价下跌
对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到底体
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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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是在美国这个需求
非常强劲的净石油进口国，廉
价的石油看来也没有为其经济
增长带来显著的刺激。计量经
济学和其他研究表明，近期油
价下跌的原因中仅有部分是需
求放缓，占比大概在 1/2 到 1/3
之间，剩下的原因是供应增加。

来源:基金组织初级商品价格系统；国际能源署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注: APSP（国际石油现货平均价）: 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简单平均 。

为回答这一问题，即将发布的 2016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 对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
2015 年的国内需求增长与 2015 年 4 月（石油价格首次显著下跌之后）预期的增长作了
比较。全球需求下调的最大因素来自石油出口国，尽管其占全球 GDP 的比例（约 12%）
相当小。但在油价下跌幅度比预期更大的背景下，石油进口国的国内需求也并没有我们
预测的那么好。
要理解为何不能明确看到积极的支出效应，我们还需要仔细研究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的
需求构成。
石油出口国的国内需求
2015年，石油出口国的国内需求实际上比一年前我们预测的要弱得多。这一负面的意外
情况反映了消费疲软，特别是投资乏力。富有的石油出口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储备或主权
财富基金（大多数国家有）, 但他们也一直在大幅缩减政府开支。贫穷国家的借款能力
要弱得多，在外债水平特别高的时候风险会上升。大多数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显著缩小
或逆差显著扩大，他们的主权债利差已经上升。这些国家的国内开支可能以非线性的方
式大幅减少，有时是受汇率大幅贬值的影响，导致进口商品更加昂贵。公共投资下降得
尤为迅速，因为大多数资本品靠进口，而当需要财政调整时，资本支出往往是缩减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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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支出。当然，与油价无关的因素也对一些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比
如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国内冲突以及俄罗斯的制裁。
当然，低油价会导致私营部门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利润减少，进而使得资本性支出也
减少。根据Rystad能源公司，2014—2015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资本性支出下降
了约2150亿美元，约占全球固定资本形成的1.2%（或约低于全球GDP的0.3%）。甚至一
些石油进口国（尤其是美国）也遭受了严重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全球能源
相关的投资出现下降。
石油进口国的国内需求
事实上，油价下跌对进口石油的发达经济体（比如欧元区）的消费产生了积极影响，但
影响程度不及预期。投资增长没有达到预期，上文提及的美国能源相关投资出人意料地
大幅下滑也反映了这一点。新兴和发展中世界的石油进口国的情况各异。与发达经济体
相比，这些国家面临的国际油价对国内燃料价格的传导影响更加有限，一些国家减少了
燃料补贴。诚然，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最终会使税收降低或公共开支增加，但这一过程
需要时间，而且会受各种摩擦和渗漏的影响。总体而言，石油进口国的国内需求增长大
致符合预期，尽管一些国家（同时也是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面临着困难的宏观经济环
境。
处于零利率界限的宏观经济关系令人意外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会阻碍石油进口国需求的好转。
与之前价格周期相比，这一次
油价下跌的同时经济增长缓慢，
增速之慢以至于主要中央银行
几乎没有能力进一步降低货币
政策利率来支持经济增长，抵
制通缩压力。

图3
石油价格和通胀
低油价拖累了通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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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s 总结的大量经济学文献
表明，石油供应推动的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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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会引发滞胀，即通胀率高企
和增长放缓同时存在。滞胀是
利用能源的生产者成本增加导
致的直接后果，成本增加使得
他们减少产出，削减劳动力，提高价格以覆盖成本的上升。

来源: Bloomberg, L.P. 以及2016年1月28日的花旗市场评论 。

注: 本图根据美联储5年指数衡量了长期通胀预期, 并根据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一级期货衡量了石油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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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比三十年前石油不再是那么重要的生产投入品，这一推论应该反向成立，即油价
下跌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就业增多以及通胀率降低。然而，当中央银行不能降低利率时，
这一传导就产生了问题。由于政策利率不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通胀率降
低提高了实际利率，压抑了需求，而且很可能抑制产出和就业的任何增长。事实上，总
量可能都会下降。目前，这样的情形在一些经济体还会持续。图 3 显示了预计的低油价
对通胀预期的抑制效应，表明最近美国石油期货价格与长期通胀预期市场化衡量指标的
直接关系。
处于零界限还意味着对油价走高“偏离正常”的应对。当中央银行在对抗通缩压力时，
他们不可能会大幅提高政策利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因此，降低实际利率可能相应导
致油价上涨具有扩张性 。
当然，不能就此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利率扩大当前低油价的好处。相反，在
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行动会通过提高实际利率而损害经济增长。我们想表
达的只是，当石油进口国的宏观经济条件显示中央银行实行极低利率的做法合理时，石
油价格的下跌可能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化抵消正面收入效应。
下一步行动
油价长期处于低位使得货币政策运行更加复杂，通胀预期“脱轨”可能带来更多风险。
更重要的是，当前处于历史低位的油价可能引发包括公司和主权债违约的各种“错位”，
这些“错位”会反馈回本已惶惶不安的金融市场。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要求世界各国在
根据国情实施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对需求提供更加紧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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