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头几年就开始上升的煤矿与铁矿
石的高出口价格，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
在 2011 年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从那
以后，由于商品供给增加，因此价格开
始松动，使得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变差，
从而令收入降低、税收减少。

满足需求
当十年前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如同
其他资源生产者一样，澳大利亚加大
了矿业投资并增加产出。该国的矿业
投资从 2002 年约占 GDP 的 2% 上升至
2013 年 的 约 8%（Arsov、Shanahan 和
Williams，2013 年 ）。 早 期 的 投 资 主 要
亚洲游客在游览澳大利亚悉尼。 是在煤矿和铁矿石，但最近液化天然气
项目开始增多，以满足全球对能源需求
的上升。
矿业投资大繁荣使澳大利亚经济连续 23 年保持
增 长， 甚 至 在 最 近 的 全 球 经 济 危 机 时 期 也 不 例 外。
2000—2012 年，其人均实际收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
年平均增长 2.5%。
矿 业 仍 将 是 澳 大 利 亚 经 济 重 要 的 一 环。 澳 大 利
亚资源丰富多样，是低成本且极具竞争力的生产者。
2011 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拥有最大黄金、铁矿石、镍
矿石、金红石和锆石储量的国家。同时，其很多其他
为了维持迅猛发展的繁荣态势，
矿产的储量也非常富足，包括烟煤（澳大利亚政府，
澳大利亚应抓住邻国正不断变化
2013 年），并且是世界上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EIA，
2013）
着的出口机遇
然而，未来是不确定的。今后五年铁矿石和煤的
出口量会因为投资项目启动而增加（矿石出口量在未
艾莉森·斯图亚特
来五年的增加量将超过 30%）。但其价格却会因全球大
宗商品供给增加而下跌。同时，矿业投资刺激经济的
在过去十年，出口价格的强劲上涨和矿业投资大 作用会减弱（见图 2）。近年来已占 GDP 增长将近一半
繁荣使澳大利亚收入不断增长并且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的、与矿业相关的投资，预计近期内将会大幅下降（见
如今，由于矿业投资开始放缓，澳大利亚需要提高生 图 3）。
为了维持长期的强劲增长，整个经济需要提升生
产力并扩大出口基地，从而保持其迅猛的繁荣发展势
产力，提高非矿业投资、制造业以及服务出口。澳大
头。
与之前相比，过去十年间矿业投资大繁荣使澳大 利亚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转向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增
利亚经济的资源密集型程度更高并加大了与亚洲的出 长。部分答案可能在于澳大利亚对亚洲的出口及其自
口联系。澳大利亚得益于亚洲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 身以国内为导向的服务业（其占 GDP 的 71% 并提供了
尤其是中国，而这导致了对建筑与其他投资所需产品 大部分的就业岗位）是否能在海外找到市场并加以拓
的更多需求并引发了从 2000 年到 2011 年全球商品价 展。
格的急剧上升。
商品出口增加，商品价格会产生波动，这使得澳 转向亚洲
大利亚经济对贸易条件的变化 —— 即出口价格与进口
与目前相比，亚洲在未来十年有望成为推动世界
价格之间的相对关系（见图 1）——更为敏感。由于从

转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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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利亚为中心约 6000 英里范围内的地区而言，其占全球
产出份额在过去 50 年内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到如今占
全球产出份额已超过 1/3，并且将于 2025 年增至约 1/2
（澳大利亚政府，2012 年）。由于市场间距离逐渐拉近，
交通与通讯成本降低，澳大利亚所能利用的、有利可
图的出口机会也随之扩大。此外，其潜在市场也应得
到发展，因为与之进行贸易的是一些持续增长的市场，
如中国、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菲律宾和越南等。

图1

下跌
在2011年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澳大利亚贸易条件就随着商
品价格的回落而下跌。
（贸易条件，指数，2000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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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和印度市场对澳大
利亚服务的出口需求翻了五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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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贸易条件表示一国出口商品和服务价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
关系。

图2

迅速下跌
近年来占澳大利亚GDP将近8%的矿业投资在未来将会快速
下降。
（矿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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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澳新银行集团；IMF工作人员的
计算。

经济增长的更重要的引擎。由于该地区中产阶级快速
增加且消费上升，其需求模式正在改变。美国国家情
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12 年）
指出，到 2030 年，世界上 2/3 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亚洲。
亚洲新兴市场占全球 GDP 的份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预期将从现在的 30% 上升至 2023 年的 41%。由于亚
洲新兴国家银行的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大并且提供越
来越多的服务，其占全球银行业的资产预期会从现在
的 18% 上升至 2023 年的 31%。
全 球 活 动 转 向 亚 洲 将 会 缓 解 所 谓“ 严 酷 的 距
离” —— 作为一个出口国，由于距离欧洲和北美的主
要经济体很远，澳大利亚一直面临着高成本。以澳大

随着亚洲的不断发展，工业和贸易模式很可能会
发生改变。很多亚洲经济体是被称为价值链的多国协
同生产流程中的一部分，该流程中来自不同国家的投
入最后被整合成最终产品。当这些国家向价值链上端
移动（即提供更富有技术含量的高端投入），就需要澳
大利亚能提供更广范围的、精致和有特色的产品和服
务。
此外，亚洲快速扩大的且品味和需求各不相同的
中产阶级会转向更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对奶
制品的需求已经增加。亚洲的人口趋势或许同样重要。
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口迅速老龄化，
这会增加对与年龄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如健康保健）
的需求。其他拥有快速增长劳动力的国家（如马来西
亚和印度尼西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这
会提高对澳大利亚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亚洲导向的出口国。中国、印度、
日本及亚洲邻国占澳大利亚商品出口 70% 以上。增长
的潜力在于贸易与服务。过去十年，中国和印度市场
对澳大利亚服务的出口需求翻了五番。最近推广的澳
元和人民币直接兑换将会促进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

把握机遇
由于拥有不断增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以及庞大的服
务行业，澳大利亚经济已做好充分准备，为新兴的亚
洲中产阶级提供服务方面的贸易。许多服务行业是潜
在的外汇收入主要来源和经济增长的有功之臣（澳大
利亚政府，2013 年）。包括：
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的大学的外国学生数量是全
世界最多的。该国是紧随美国和英国之后的第三大最
受海外学生欢迎的国家（OECD，2013 年），并已成为
亚洲学生主要的并且越来越受欢迎的地方。随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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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贡献减少
2013年矿业投资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贡献下滑。
（年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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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缓冲商品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当贸易
条件恶化时澳元应该会贬值。这将会有效地降低价格
并增加其他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如果与以往
一样，汇率变动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大体上一致的话，
那将有助于澳大利亚经济重新获得平衡。

澳大利亚的大学已和其亚洲的一些
同行建立了医疗研究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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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要让生活水平维持像过去十年间那样的增
长，就不能单靠非商品出口的增加。澳大利亚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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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总体的生产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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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澳大利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进行了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Q是指季度。
大规模的产品、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改革，政府现在
可采取的、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措施十分有限。但是，
人越来越富裕，来自亚洲的学生人数也会随之上升。
政府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通过鼓励非矿业部门投资以
旅游：亚洲是澳大利亚现在最大的单一游客来源， 及在市区和偏远地区发展高速公路与铁路等项目来消
来自该地区的游客约占海外游客总数的 40%。即便如 除基础设施的瓶颈。政府支持私人领域寻求新的途径
此，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海外游客中亚洲 来为基础设施发展进行融资，通过放宽管制来降低商
游客的比例仍然很小（BFA，2012 年）。去中国、中国 业成本，并通过对竞争法进行全面审查来确定可以改
香港、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游客中有 革的领域。金融服务部门的审查已经开始，并且政府
70% 以上来自亚洲。
也已承诺将对税务体系进行检查。■
专业服务、工程、设计以及特别是与
商业服务：
矿业相关服务的提供者在向亚洲市场推销其专长方面
占据有利优势。
医疗保健： 澳大利亚在药物出口方面处于有利地
位并且有足够能力来提供专业训练，包括癌症、心脏
艾莉森·斯图亚特（Alison Stuart）是IMF亚太部副处
和肝脏等疾病的治疗（KPMG，2012 年）。澳大利亚的
长。
大学已和其亚洲的一些同行建立了医疗研究合作关系。
金融服务： 与其他合作相比，澳大利亚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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