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富差距
最大的地区

巴西圣保罗，瑞尔公园贫民区
和莫伦比高档社区。

诺拉·拉斯蒂格

拉丁美洲收入
差距显著，但
正在逐渐转好

14

《金融与发展》 2015年 9月号

拉丁美洲是一个贫富差异巨大的地
区。全球富豪榜的亚军来自拉丁美洲，全
球约 5% 的亿万富翁也出自这里。但在这里，
我们也能够看到极端的贫困。在拉丁美洲
中等收入国家，农村地区、棚户区及弱势
群体的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情况与贫穷
国家基本上相似。非裔群体和土著群体的
贫穷率是白人的两倍、三倍，甚至更高。
拉丁美洲贫穷人口比例或人数并非位
居世界首位（南亚最高）
。但是，拉丁美洲
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却最为严重，这意味
着当地贫民所得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低于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因此，相比平
均收入水平相同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贫
困率普遍高于预期。

基尼系数是社会科学广泛用于判断不
平等程度的指标。如果所有收入都归于一
人，则基尼系数为 1。如果所有人收入均等，
则基尼系数为 0。某国或某地区的基尼系
数越高，则意味着其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
越严重。拉丁美洲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世
界平均值约 30%（见图 1）
。

贫富差距缩小
但自 2000 年以来，尽管世界各地收入
分配不均情况日益严重，拉丁美洲各国的
收入分配失衡情况却逐渐有所改善（见图
2）
。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出现了贫富差距
缩小的迹象 ：其中包括智利和哥伦比亚等

高增长国家，以及巴西和墨西哥等增长较为缓和的国家 ；
左翼政权国家（例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
瑞拉）和中立或偏右翼政权国家（例如，墨西哥和秘鲁）；
商品出口国和商品进口国 ；以及最低收入不断升高的国家
和最低收入停滞不变的国家。
收入分配不均的改善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拉丁美
洲加快了减贫步伐。如果收入分配情况没有变化，那么拉
丁美洲必须依赖提高人均收入增长来消除贫困。然而，贫
富差距的缩小将加强人均收入增长对消除贫困的作用。21
世纪前十年，拉丁美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25% 降至
12% 左右 —降幅超过 50%（见图 3）
。60% 的贫困率下
降得益于经济增长，40% 得益于收入分配不均情况改善。
拉丁美洲贫富差距的缩小离不开两个主要因素 ：更加公平
的收入分配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自2000年以来，几乎所有拉丁
美洲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
都有所减少。

财富汇聚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但也是仅有的两个贫
富差距正在缩小的地区之一（另一个是南亚）。
(各地区平均基尼系数和收入水平，五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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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来 源 ：作 者 基 于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收 入 分 配 数 据
库：基 尼系 数、贫困、收 入、测 算方 法和 概 念 的 计算；世界 银
行，PovcalNet：线上贫困分析工具；以及CEDLAS和世界银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经济学数据库。
注：计算区域平均值时，选用了国内基尼系数平均值数据可用的
国家；因此，各地区的国家覆盖范围有显著差异。

图2

强劲表现
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实现
了贫富差距的缩小。
(基尼系数年平均变化，200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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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按时计酬工作者和个体经营者
的劳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60% 的拉丁美洲贫富差距缩
小得益于此。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薪水增长速度
高于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或其
他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实际上，在巴西和墨西哥，受过高
等教育的工人薪水始终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滑。在整个
拉丁美洲地区，促使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收入差距不
断缩小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受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工
人数量在劳动力人数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见图 4）
。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教育的普及带来了预想的效果：
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缩小。受过中等教育
和高等教育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对技
能水平要求较高的岗位数量，同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迎
来了农业商品贸易的繁荣期，因此低技能工人的需求量增
加。阿根廷和巴西等国提高最低收入水平，带动了低技能
工人的收入增长。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是促进收入分配不平等减少的第
二大重要因素，其对拉丁美洲地区整体贫富差距缩小的贡
献率约占 20%。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同时将更多
注意力投向贫困群体。目前，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在
推行现金转移领航计划，要求当地家庭送子女上学，定期
接受健康检查，从而享受福利。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后，获取资源的途径减少，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开始实施扶贫项目，替代成本高昂
的综合价格补贴项目。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叶，巴西和墨

图1

资料来源：Lustig、Lopez-Calva和Ortiz-Juarez（即将出版）。
注：LAC-18包括x轴上列出的拉丁美洲国家。

西哥率先实施扶贫项目，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从此成为
了拉丁美洲惠贫社会政策的最重大创新之一。今天，拉丁
美洲约 2700 万家庭 —多数来自贫困群体—享受着有
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所带来的福利。除了提高贫困群体的生
活水平，现金转移支付还帮助改善贫困儿童的健康、教育
和营养条件，从而履行了未来为他们创造更加就业机会的
承诺。
近来，部分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新增不少项目，包括向
致力于提高生产率和产量的小农业生产者和微型创业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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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贫富差距缩小时代终结。低增长—特别是农业商品
出口领域—意味着低技能工人需求量减小。因此，低技
能工人的收入有可能停止增长，甚至下滑。

图3

加快减贫步伐
拉丁美洲贫富差距缩小的一大显著成果是减贫步伐加快。
(收入低于贫困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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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未来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状况将取决于经济增长放缓
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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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ustig、Lopez-Calva和Ortiz-Juarez（即将出版）。

图4

均等教育机会
受教育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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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ustig、Lopez-Calva和Ortiz-Juarez（即将出版）。
注：各国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动值取终止年和起始年间的百分比变动
值。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值则取终止年和起始年间比例的绝对变化
值。中等教育指学习年限为9—13年，高等教育指学习年限超过13
年。上述计算选取各国2000年至2012年期间的数据或最新数据。

供技术援助、信贷和小额资产转移支付等，特别是农村地
区的上述人群。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还制定了非供款型养老
金计划，使国家社保体系以外的老年人享有最低收入水平。

前景
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总是令人难以捉摸。随着
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增长前景走低且预算紧缩，两大因素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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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长同时意味着税收收入的降低。为了加大对财
政的控制，政府必须提高税收或削减政府支出，或者同时
实施这两项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最低收入水平将不再提
高，且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计划也难以继续实施—实际上，
有些国家必须削减转移支付项目（危地马拉等国已经开始
行动）
。在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仅仅是价格上涨便会蚕
食政府财政转移支付项目。
尽管其他各方面实现公平，但是低技能工人需求量走
低，以及最低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计划保持不变
或下降，都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恶化。但是，如果
低增长导致高技能工人的需求量减少速度超过低技能工
人的需求量减少速度，进而促使这两个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则贫富差距将继续缩小。随着美国经济的复
苏，越来越多的拉美人前往美国生活和工作，并将资金汇
回国内，这也是平衡拉丁美洲收入分配状况的另一个潜在
因素。
总而言之，拉丁美洲未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将
取决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持续时间，
以及
“均衡”或“不均衡”
这两股力量的强弱。
尽管家庭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拉丁美
洲收入分配仍极度不平等。多项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拉
丁美洲亿万富翁人数的增加速度超过其他地区。即便在面
临财政紧缩时，政策制定者也必须想方设法维持贫富差距
缩小的势头。即使面临财政压力，政策制定者应仍将减贫
作为国家工作的重点。这是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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