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
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目前，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开始扮演领军角色
Anoop Singh

本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
崛起的发展引擎。亚洲地区的部分经济体极富活力，取
得了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增长成果，并帮助世界经济逐
步走出衰退。其中中国和印度表现最为出色，不过这种
现象并不仅限于这两个国家。整个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已经彰显。
根据预计的发展态势，在今后五年内亚洲地区（包
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增长50%左右，超过全球经济
总量的1/3，从而可与美国和欧盟相抗衡。预计到2030
年，亚洲地区的GDP将超过七国集团（G7）（如图1
和图2所示）。

4

《金融与发展》2010年6月号

《金融与发展》2010年6月号

5

Singh

全新的增长领域

图1

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从亚洲的角度看，目前全球的经济复苏至
少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与此前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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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因素之一。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人们认为亚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洲正在各个关键的方面发生转变，并对世界其
他地区产生着重大影响。
图2
尽管未来亚洲地区仍面临近期风险，但从
亚洲的崛起
很多方面看，该地区正从经济衰退中走出，在
亚洲地区在世界贸易和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长。
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这些近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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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亚洲地区可能将在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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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经济区域——这一点绝非空穴来风。基
于亚洲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在过去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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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亚洲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增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贸易流向统计》；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加了一倍，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
两倍），上述观点很有可能成为现实。此外，
由此不难想见，亚洲地区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 尤其是过去十年间，亚洲地区已经建立的更为完善的
域 将 发 挥 日 益 重 要 的 影 响 力 。 事 实 上 ， 2 0 国 集 团 政策框架和机制在经济衰退期间经受住了考验，为该
（G20）中有六个国家来自亚太地区。在IMF的投票 地区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该地区许
权中，目前亚洲所占比例仅略微超过20%。但随着 多国家的人口仍然相对年轻，将提供富有活力的劳动
IMF改革的继续推行（以便将各国在IMF中的投票权 力。
然而，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决不可能自发地保持
比例与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
来），亚洲地区在IMF投票权中所占的比例必将进一 下去。该地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策框架并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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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在适当政策的支持下，亚洲所取得的经济成 革，以便应对其近期和长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比
功有可能继续下去，并进一步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 如，最近几个季度以来，由于全球投资者更为看好亚
水平，改变全球近一半人口的生活状况。
图3
巩固复苏的成果仍是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主要
亚洲地区依赖出口
挑战。尽管亚洲地区并未像其他地区一样受到“有
按出口附加值计算，亚洲地区更加依赖于出口。
毒”证券的严重影响，但由于该地区是国际贸易的重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均为百分点）
要参与方，所以其出口受到了发达经济体需求大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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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则遭受了特别严重的经济衰退。不过，整个亚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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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区的经济复苏势头非常强劲，到2009年底前，亚洲绝
注：图中出口在附加值中所占的购买力平价加权比重为2005年的
大多数国家（包括那些遭受重创的经济体）的产出和
数据。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数据为2001—2007年间的三年增
长贡献度的平均值。
出口都已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30年,亚洲地区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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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区的增长前景，该地区再度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
入。亚洲各国必须审慎管理这些大量流入的资本，防
止部分经济体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避免增加其在信
贷和资产价格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波动中的脆弱性。不
过，如果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冲击，亚洲地区也有可能
受到影响。从以往情况来看，全球性的金融市场冲击
往往也会对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造成影响。
从中期来看，亚洲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政策挑
战是如何增加国内需求，使其成为更为重要的经济增
长引擎，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见本期“深化金融
市场，降低资本成本”一文）。这也将有助于进一步
解决全球发展的失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亚
洲众多国家而言，全球经济衰退已凸显了过度依赖出
口给一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出口在
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平均比例超过40%（见图
3）。按以往经验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速度很可能
相对迟缓一些，同时其需求在一段时期内也无法恢复
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亚洲地区如要继续保持
强劲的增长势头，就必须拓展国内需求，来扭转外部
需求不足的不利局面。迄今为止，该地区各经济体的
国内私人需求已大大促进了其经济的复苏，但要继续
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各国还必须从政策上加以扶持。
这些政策措施将各不相同：某些国家需要刺激消费；
某些国家需要保持或增加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
的投资；其他一些国家则需要提高其服务业的生产
率——所有这些举措都必须基于促进该地区贸易一体
化的框架之下（见本期“利用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
一文）。目前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已采取措施，在发
展其金融业的同时改善和扩大社会服务业，这将有助
于刺激其国内需求。此外，汇率的灵活性加大将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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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刺激个人消费，使投资重新转向国内经济行业，这
也与上述一揽子政策相吻合。

政策面临的挑战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为了使所有的国家和人口
实现均衡发展，全球化和改革议程仍有很长的路要
走。近几十年来，亚洲在减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进展。仅以中国为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已有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状态（见本期“更强大的中
国”一文）。不过，目前亚洲的贫困人口仍在全球的
贫困人口总数中占据很高的比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7%的人口和南亚40%的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1.25美元
（见图4）。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减缓了该地区的减
贫进程。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2010年亚洲地区的贫困人口将超过1400万。因此，制
定和实施旨在减轻该地区贫困状况的战略（包括那些
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社会保障的改革措施）将具有前
所未有的重要性。低收入国家的战略还必须包括从农
业国家转向制造业国家的方案，以便为其长期发展奠
定基础。这将要求这些低收入国家和整个地区发展相
应的基础设施，从而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这些国家与
整个地区供应链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当然，亚洲地区各国非常清楚自身所面临的各项
挑战，并在许多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改革的重点
领域包括改善金融和货币政策框架，刺激国内需求，
以及加深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借助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创新机制，亚洲地区的很多国
家正快速建设旨在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设施。同
时，该地区各国正在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包括该地区
内部的壁垒，以便使更多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国际贸易
所带来的好处，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为小型经济体的出
口商提供新市场和新客户。目前，亚洲正在更加广泛
的范围内快速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包括通过区域内
的组织，如“东盟”和“东盟+3（中、日、韩）”，
以及区域间的组织，如强调“开放性区
域主义”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
图4
“亚洲时代”已经到来。通过IMF
亚洲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很多
等机构，亚洲地区在全球经济（全球贸
尽管亚洲地区在减贫方面有所改善，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仍是全
世界最多的。
易和金融以及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得到
提升，而且将继续提升。亚洲地区的地
日均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
日均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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