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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

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

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

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

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

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

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

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

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

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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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百年盛衰：外需的作用与局限
郑秉文       岳云霞

内容提要

百年来，拉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外向—内向—外向”的钟摆式变化。外需在客观上
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增长质量也具有一定消极影响：“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
长”的传导不畅，外需并未成为增长的内生动力；经济质量改进难以实现，在“外需—经济
数量增长”与“出口升级—经济质量改进”的传导中出现断链；出口产品结构缺乏升级动
力，经济增长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和影响。拉美的经验教训显示，外需的经济刺激作
用须辅以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应配合以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应对出口结构
不断升级，经济转型要及时果断。

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陆续踏

上了现代化之路。尔后的百余年内，

该地区既曾创造出20世纪中期经济快

速增长的“拉美奇迹”，也曾被视为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典

型案例。尤其是人们开始注意到，自

20世纪70年代末起，拉美不断卷入危

机的窘境之中：80年代陷入“失去的

十年”，90年代落入“难以跳出的拉

美陷阱”。直至2004年，在全球初级

产品价格高企的推动下，其经济才再

度恢复活力：2002年增长率为0.5%，

2003年1.8%，2004年5.8%，2005年

4.6%，2006年5.6%，2007年5.6%，

2008年4.0%，2009年-2.0%，2010年

5.9%，2011年4.3%。

回顾百年盛衰历史，不难看出，

拉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外向—内

向—外向”的钟摆式变化——尽管大

多数国家保持着对出口的宽容与鼓励。

那么，如何看待外需与增长的关系？如

何评价拉美增长方式的三个阶段和两次

转型？中国应如何看待拉美的经验教

训？

分析：成也“外需”，

败也“外需”

由于拉美是最早走向世界的地区

之一，多数国家依次经历了初级产品出

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

向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

1850年～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二阶

段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末；第

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考察拉

美经济发展的这三个模式中可发现：其

一，尽管各阶段经济增长的倚重点有着

本质性区别，对外开放的政策也存在差

异，然而外需始终在各国经济中占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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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的地位，并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

重要动力；其二，外需对拉美经济的数

量增长和质量改进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例如，它加大了增长的波动性，不利于

可持续发展；其三，国际分工地位相对

固化，经济和产业升级在拉美受到制

约，经济增长潜力相对有限，由此成为

拉美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原

因之一。

第一，百年来外需始终占有重要

地位。

外需在拉美经济增长中始终占有

重要地位，其地位集中体现为经济总

量中不断上升的出口比例与贡献率：

在第一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

下，拉美国家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

1850～1912年，该地区出口年均增长

3.9%，在GDP中所占比重为10%～25%；

在第二阶段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

拉美主要国家的出口由初级产品逐渐向

工业制成品过渡，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

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接近20%，

这不仅支撑了经济模式自身的发展，而

且为产业成长提供了空间；在第三阶段

即新型出口导向模式下，拉美优先发

展出口产品生产，并以此带动整体经

济。1980～2011年，拉美地区出口的年

均增长率为9%，在GDP中的平均比重约

为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提

升，由20世纪70年代的15.1%、80年代

的19.1%、90年代的22.6%，升至2000年

至今的28.6%。外需已经成为拉美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

第二，外需加大了拉美经济增长

的不稳定性。

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时期，地区

经济受益于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例

如，1900～1913年的GDP增长率达到

4.1%，高于同期发达国家2.2%的平均水

平；但同时，国际市场环境的逆转也曾

“拖累”经济，例如，“大萧条”对地

区经济的负面影响持续达20年之久。进

口替代工业化初期，拉美在一定程度上

利用了战后繁荣，成功推行“促进出

口”和“出口多样化”等战略，为经济

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客观上促成了年

均6.5%的增长“奇迹”（世界平均为

4.9%）；但1974年后，外需不振也是各

国被迫举债的诱因之一，最终使其被迫

转型。在新型出口导向时期，出口与拉

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渐强，外部冲击

的效应更加显著。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

生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经济动荡，无一例

外地重创了拉美经济，使其长期徘徊于

低增长中；2003～2008年，初级产品国

际需求旺盛又促成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致使

拉美经济再次出现波动。

第三，外需对拉美经济结构的调

整具有消极影响。

与其对GDP数量增加的正向促进不

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有着较

为复杂的作用。在发展的前两个阶段，

出口曾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拉美制造业的

成长。但在第三阶段，拉美依据比较优

势原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资本

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甚至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在进口替代时

期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了相

当程度的削弱。这种贸易结构在客观上

促成了相对固态的产业分布，使制造业

出现萎缩态势，其产值在GDP占比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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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28.8%逐步降为1990年的27.5%

和2001年的16.7%，到2010年最终降至

14.3%。

评论：“外需”与“增长质量”

传导的断裂

虽然外需在拉美百年来经济增长

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既没有像东亚那

样引致高速增长，也没像东亚领先国家

那样踏进高收入行列，南美大陆（只有

乌拉圭和智利于2011年人均GDP刚进入

高收入的门槛）整体上还处于中等收入

阶段。这是因为，外需在拉美经济传导

中存在阻隔，影响了增长的溢出效应，

割裂了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这

种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拉美出口结构

和经济体制存在以下缺陷，从而无法为

增长的质量改进提供必要的环境。这些

缺陷可归纳为“外需”与“增长质量”

的传导出现断裂，具体表现有三：

第一，外生动力内在化存在传导

障碍。

在经济机制运行正常的体系中，

“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

长”的传导链条会使外需对增长的推动

内生化，促进经济及相关部门的发展。

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或偏向贫困群体时，

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有助于上述传

导实现，但历史等原因造成拉美的收入

分配长期具有两极分化的特色。目前，

地区各国的基尼系数仍高于0.4，多半

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其余国

家收入“差距偏大”。受此影响，拉美

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出口带来的收

入增长对内需的刺激效果有限，不利于

扩大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二，经济质量改进难以实现。

由于出口结构的高度集中性，拉

美“出口福利”仅限于少数行业和地

区，这便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进而

导致地区贫困问题长期突出。换言之，

“外需”与“减困”之间传导不畅，出

口不能为减困作出应有贡献，例如，本

世纪初贫困发生率曾一度高达44%，有

的国家超过50%，即一半人口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即使在2010年，拉美贫困发

生率仍高达30.4%，是全球贫困人口比

例最高的地区之一。贫困群体庞大必然

导致有效内需不振，抑制国内市场的发

育，无法为制造业提供必要的需求规

模，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同

时，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社会平

衡相对脆弱，难以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

供稳定环境，进而在“外需—经济数量

增长”与“出口升级—经济质量改进”

之间出现传导断链，无法实现出口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三，出口产品结构缺乏升级动力。

长期以来，拉美大部分国家出口

商品集中于初级产品，例如，早在初

级产品出口导向时期，拉美就形成了

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高度集中的出口结

构；1965年以后，制成品的比重虽有所

上升，但初级产品始终占有40%以上的

份额；2003年以来，拉美经济进入快车

道，但其初级产品占比却重新回到50%

以上。拉美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具有

一定的支配力（2010年的全球市场份

额为10.5%），且具有低需求弹性的特

质，这种出口产品结构使该地区在长期

处于“依附”地位，经济增长极易受到

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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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对中国的四点启示

纵观现代化以来拉美的经济发展

历程，成也“外需”，败也“外需”，

这便是出口对拉美经济增长产生的双重

效应。或言，外需既是增长引擎，也是

质量制擎。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类似的

问题，认清外需的双重效应和规避中等

收入陷阱的风险，这是拉美百年盛衰对

中国的重要启示。

首先，外需的经济刺激作用需辅

以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

在开放经济中，外需与内需均为

增长动力，二者存在有机关联。通过

“收入—消费”效应将外需带来的经济

增长转化为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扩大外

需的积极影响，消除其外部风险有可能

带来的弊端。否则，如果收入不公和二

元结构长期存在，“外需—内需”传导

机制不畅，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也必将

受到极大影响。

其次，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应配

合以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予以纠偏。

在经济体系内，出口对经济形成

直接推力，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同

时也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使

得一国更易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在

社会体系内，作为外生变量，出口对

“发展”形成间接推力，有益于社会

“发展”，但却无法直接消除或解决业

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甚至可能激

化原有问题。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社会

的健康发展，在重出口、重市场的同

时，必须进行适当的政策干预，尤其是

社会政策，以消除原有的结构性缺陷。

再次，实现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持

续支撑须对出口不断升级。

拉美以初级产品为主导的贸易结

构逐渐显示出与增长的不适应，在进口

替代工业化时期表现为贸易逆差的常态

化；在新型出口导向时期则体现为对经

济增长质量改进的不利影响。因此，为

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应结合国内外

资源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对出口结构加

以调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规避单一

出口结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条件允

许时，更应该通过政策干预，打破资源

性产品出口的产销循环和利益链条，促

进出口结构升级。

最后，经济转型要及时和果断。

拉美地区经历的三个阶段和两次

转型都源于外部压力，外需与经济增长

的矛盾激化是主要原因之一。问题在

于，拉美的转型具有相当的滞后性：第

一次转型延迟了至少20年（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的1914～1935年左右）；第二

次转型延迟了近40年（战后至80年代中

期），由此，在20世纪50年代至1973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十分有利的国际贸

易环境中，拉美国家与之擦肩而过，而

拉美就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落后于东

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之，南美大陆一

直未能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至高收入国

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外需、增

长和发展的长期冲突，归咎为没有适时

和果断地调整发展模式，从而无法避免

由于矛盾激化而造成的经济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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