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家，
大问题
它们能否战胜小国的相关缺点，并更
快、更持续地增长？
横跨塞舌尔的纵帆船。

萨瓦特·贾汗、王可
世上有诸如中国、印度、美国这样的大国，同时
也有像苏里南图瓦卢和塞舌尔这样的小国。正如大国
各不相同一样，那些人口少于 1500 万的小国家也是各
有不同。

有些小国很富裕，而有些则很贫穷。事实上，在
各收入水平均有小国（见表） —— 高收入的燃料出口
小国，如巴林；低等收入小国，如吉布提。同样，社
会指数反映出不同的发展程度。一些小国家，如卢森
堡，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在最高的
小国处处可见
行列，而另外一些小国家，如不丹，则排
小国的收入水平各不相同，且分布在世界的不同地区。
在最低的行列中（见图 1）。
上中等收入
下中等及低收入
大部分小国家都是岛国或者分布很广
巴哈马
马尔代夫
不丹
伯利兹
小国
的群岛国家，而其他的则是处于内陆，被
巴巴多斯
毛里求斯
斐济
圭亚那
其他国家所包围。有些小国远离主要市
苏里南
黑山
所罗门群岛
佛得角
场。其中，最小的被称之为微型国家，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东帝汶
科摩罗
人 口 不 到 20 万。IMF 成 员 国 中， 有 1/9
瓦努阿图
斯威士兰
吉布提
是小国。
它们虽然很小，然而我们所研究的那
安提瓜和巴布达
帕劳
基里巴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微型国家
些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小国面临着复杂
多米尼克
汤加
马绍尔群岛
的问题。例如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其土地
格林纳达
图瓦卢
密克罗尼西亚
面积仅为 10 平方英里，约为华盛顿特区
圣基茨和尼维斯
塞舌尔
萨摩亚
圣卢西亚
的 1/7，因而很难种植作物。相反，其邻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国基里巴斯的 10 万人口分散在 350 万平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欧洲
中东和中亚
西半球
方公里的海洋上，这相当于整个印度次大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陆的面积，因而该国的管理异常困难。
注：该表仅包含IMF成员国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小国的人口少于150万，微型国家的人口不超
过20万。基于世界银行地图集方法，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4086美元—12615美元之
大多数太平洋岛国是分散在太平洋广
间；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036美元—4085美元；低收入国家为1035美元及以下。该表不包含高收
大区域（约占全球面积的
15%）的上百
入和发达经济体小国家——巴林、文莱、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赤道几内亚、冰岛、卢森堡、
马耳他、圣马力诺。
个小岛。这导致出现很多问题，至少贸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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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非常高。如，位于太平洋的萨
摩亚和帕劳间的距离相当于美国东
海岸到英国的距离。

共同的问题

图1

同一标准
小国和微型国家在发展水平上与那些收入相近的大国类似——无论以人均GDP或是人类
发展指数衡量，如预期寿命和教育。
（人均GDP，2012年美元）
20,000
18,000
LML
16,000
UMC
14,000
中值，2012年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微型
小
其他 微型

（人类发展指数）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微型
小
其他

小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因其
小而面临诸多制约。
首 先， 因 为 这 些 国 家 人 口 少，
LML
因此政府或者企业提供公共物资的
UMC
固定成本高，几乎没有利用规模经
中值，2010年
济的余地，而那些大一些的国家则
中值，2000年
可以。经济学家称之为规模不经济，
小
其他
微型
小
其他
这将导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高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微型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0万，小国的人口少于150万。“其他”一类是指那些人口超过
成本。
150万的国家。LML指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其人均年收入低于4085美元。UMC指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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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小还反映在一系列
等收入国家，其人均年收入为4086美元—12615美元。这两个图中的柱状所表示的是每个国家
组别第25百分位到第75百分位的情况。人类发展指数中，圆圈表示的是2000年的中值，横柱
的宏观经济特性中：
表示的是2010年的中值。2000年的指数包含16个小国的数据。
• 生产基地窄： 尽管这些国家
各不相同——有些以商品出口为主，
有些则以服务为主（主要是旅游或金融服务） —— 但
图2
它们全都面临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基础的问题。
大借款者
与大国相比，小国的公共债务水平更高。
它们都是在一两种产品或者服务方面具有竞争力，因
（公共债务，2011年，占GDP的百分比）
此容易受到少数行业波动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加勒比
120
岛国而言，旅游占到其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样，
介于第25百分位与第75百分位之间
公共债务中值
很多太平洋小国的一种产品收入占其出口总收入的绝
80
大部分。例如所罗门群岛，其出口总收入的近一半都
来自于伐木。
40
• 大政府： 以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衡量，小国
政府比大国的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小国的规
0
模不经济，其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高于大
S-UMC
S-LML
O-UMC
O-LML
国。此外，支出中的大部分表现出相对的刚性（如用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
展指标》数据库以及《金融发展与结构》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
于常见的自然灾害的费用），或者很难消减（如公共部
员的计算。
门人员工资）。而高支出水平往往导致高债务水平（见
注：S-UMC指上中等收入小国；S-LML指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小
国；O-UMC指上中等收入大国；O-LML指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大
图 2）。
国。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低于4085美元。上中等
• 发展不佳的金融部门：约有一半的小国以离岸金
收入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为4086美元—12615美元。
融中心闻名。然而，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的服务
对象一般都是非本国居民。总的来说，其国内金融部 一种货币。大部分这类国家都与那些占其出口总收入
门缺乏深度且集中，无法为其居民提供充足的金融服 比重很大的少数大国紧密相连。钉住汇率降低了汇率
务。金融部门由银行主导，银行的高贷款利率阻碍了 波动，有助于稳定其出口收入。同时，比起大国，小
投资。同时，由于小国的私人部门规模太小，商业银 国需持有更高的储备，以保护本国货币并且防止不利
行通常为政府融资 —— 这使其面临单一借贷者的巨大 的外部事件对其福祉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然而，大
风险，并丧失稳健性。这也意味着旨在降低债务的经 多数小国的储备低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最佳情况。另外，
济政策措施非常复杂。例如，在那些严重负债的加勒 小国在推行货币政策方面的能力有限。例如，在亚洲
比国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 2/3 的本国公 和太平洋地区的 13 个小国中，五个没有中央银行。
共债务。而在大国，政府债务通常由无数个人和金融
• 贸易开放：小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更高。在相似的
与非金融机构所持有。
政策条件下，小国的贸易与 GDP 比率远高于大国。同
• 固定汇率： 小国比大国更喜欢将其汇率钉住另 时，小国的贸易壁垒也更低。贸易开放程度高使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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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易受到来自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间的关
系）的冲击。
此外，小国还面临其他的共同问题。多数小国位
于广阔的海洋中，这使其易受自然灾害（如地震和飓风）
的冲击。而且，由于太小的缘故，通常其所有人口和
整个经济都会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
自然灾害每年会使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微型国
家损失其 GDP 的 3%—5%。同时，多数岛国还面临气
候变化的挑战。例如基里巴斯，它将可能是第一个因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地冰冠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
所有土地被海水淹没而消失的国家。
此外，多数这类国家位置偏远，缺少可耕种土地，
使其只能依赖于进口粮食，成本非常高。

似收入水平的大国要大。这反映出更大的贸易条件波
动性，因小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更大，因此其对于小国
的影响也更大。在财政部门，更大的波动性表现在收
入和支出两方面。收入波动性主要表现在对贸易税的

小国并未分享到大国的改进的经济
增长。
依赖，它随贸易的起伏而涨落。支出波动性通常与“波
诡云谲的”资本支出有关，这些支出旨在应对自然灾害，
并且与因治理能力弱而缺乏规则有关。

受波动主导

做到最好

在很大程度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起，小国
并未分享到大国的改进的经济增长（见图 3）。大国在
21 世纪头 10 年间的增长远远高于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
其表现胜于小国。有很多原因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小
国落后于大国——尤其是“人才流失”，尖子们前往大
经济体寻找更大的机会。对诸如香蕉和糖之类的出口
商品的贸易优惠的取消也阻碍了小国的增长。
但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可能是波
动性。小国一直被高度不稳定的经济增长所困扰，这
阻碍了长期的增长，使收入不平等加剧，贫困增加。
在 21 世纪头 10 年间，小国所经历的经济波动远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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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国，且增长率更低。它们的经常账户 —— 主要是
这些小国出口与进口的差额 —— 的波动明显比处于相

然而，小国能够通过扬长避短来弥补因规模小而
带来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些国家应做到以下几点：
• 稳健的经济政策：治疗波动性最有效的办法是通
过强有力的政策来预防。例如，可通过减少对贸易税
的依赖而降低收入波动性。小国已经开始寻求其他的
收入来源，其中很多已成功推行了增值税。在加勒比
微型国家，增值税的引入已改变其收入结构并减轻了
税款征收。有时，降低支出波动性可通过公共部门改
革来实现，这些改革意在增强治理及进行经济体的基
本体制改革。对外部门的波动性可通过增加出口和贸
易伙伴的多样性来降低。尽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萨
摩亚已成功使其出口产品和市场实现多样化 —— 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的那场芋头叶疫病表明减少对单一
作物依赖的重要性。
除了减少波动性，小国还必须增强稳定性。采取
措施加强金融服务，并由适当的法律和监管当局进行
小心监管，以确保金融稳定。由于易受到外部冲击，
小国应积累充足的储备或预算，以应对潜在灾害及扩
大保险覆盖面带来的额外支出。
• 区域一体化与合作：抵消规模不足的一个方法是
通过实现区域一体化来建立一个更大的市场。在这方
面加勒比地区做得最好。例如，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的
区域政府证券市场将整合现有各国证券市场为一个单
一的区域市场为目标，帮助开发利用金融市场的规模
经济。同样，东加勒比中央银行利用应急费用准备金
账户来帮助其成员国渡过包括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
济难关。
• 融入国际社会： 小国也能够融入国际机构并在
识别地区问题的通用方法上成为发展伙伴。例如，世
界银行已帮助建立一个多国风险池以及针对由自然灾
害造成的损失的保险工具。类似地，世界贸易组织的

图3

如何发展
在人均GDP增长方面，小国和微型国家落后于大国。
（实际人均GDP增长，2000—2011年，百分比）
5
4

LML
UMC
中值

3
2
1
0

微型

小

其他

微型

小

其他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世界银行，《世
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微型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0万，小国的人口少于150万。“其
他”一类是指那些人口超过150万的国家。LML指下中等收入和
低收入国家，其人均年收入低于4085美元。UMC指上中等收入
国家，其人均年收入为4086美元—12615美元。竖状柱表示每个
国家组别第25百分位到第75百分位的GDP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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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援助措施支持与贸易相关的地区性基础设施。国 斯都排名靠前。毛里求斯采取的审慎政策加速了它的
际上通过的债务重组和减免机制，如重债穷国计划和 转型。例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鼓励其工业，以
多边减债计划，已经帮助部分小国减轻了其债务负担。 及建立牢固的体系，以支持其增长。
对于小国而言，金融援助通常至关重要。不管是应对
事实上，小国能够克服其脆弱性。■
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外部冲击，小国已经使用了一系
列 IMF 融资工具，包括一种紧急援助的快速信贷融资
（Rapid Credit Facility）
。国际机构能够根据各国的需求
提供技术援助以及与之相应的培训，这也许才是最重
要的。

最重要的是政策
规模会带来限制，但有效的政策能够帮助小国克
服这一困难。例如毛里求斯，这是一个距离非洲东海
岸很远的小岛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它被诺贝尔奖
得主、经济学家詹姆斯 • 米德（James Meade）称为失
败的有力候选者。该国依赖单一作物糖，易受贸易条
件的冲击，失业率高且缺乏自然资源。但是，毛里求
斯向米德证明了他是错误的。该国发展成为一个多样
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其收入来源于旅游、金融、纺
织以及先进技术，当然还有糖。无论以人均收入、人
类发展指数或是治理指数衡量，在非洲国家中毛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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