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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Ｌ” 型轨迹

———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和长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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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Ｖ” 型复苏已成历史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
里，每逢经济下滑之后，总是能够见到随后的增长复

工一般在 ４０ 岁以后就陆续返乡，则可能出现新增农
民工少于返乡人口的情形，从而形成城乡劳动力的
逆向流动。
以上这些都是从供给侧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

苏，呈现一轮又一轮的“ Ｖ” 型增长格局。 事实上，当

率下降的因素。 根据这些变化因素，预测中国经济

需求的方式，往往能够较快奏效，使实际增速回归潜

五” 时期的平均水平为 ７．６％，如果不发生重要的改

阻碍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时，采用刺激总

在增长率，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能够呈现“ Ｖ” 型复
苏的原因。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影响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供给侧，过去长期作为经
济增长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并且不可
逆转。 在这种环境下，难以依靠以往的方式让经济
增长重新回到原来的速度。

在不 同 时 期 的 潜 在 增 长 率， 总 体 的 画 面 是： “ 十 二
革和经济刺激政策，“ 十三五” 时期潜在增长率会下
降至平均 ６．２％（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２０１３） 。

二、近中期的“ Ｌ” 型增长轨迹
虽然不再期冀产生一个“ Ｖ” 型的速度反弹，但

是，从供给侧施力的结构性改革，则可以消除阻碍生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劳动

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因素，取得潜在增长率

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

下行曲线更加平缓的效果，分别形成短期、中期和长

象。 当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成为历史，资本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势必会发生作用，资本回报率也
会相应地下降，而这正好是中国当前的状况。 相关
研究表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 资本回报率从 ２４． ３％ 下
降到 １４． ７％，以年均 ５． ７％ 的速度下降 （ 白重恩、 张
琼，２０１４） 。

期的“ Ｌ” 型增长轨迹。 事实上，２０１６ 年每个季度都
保持在预期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并将实现全年 ６．７％

的增长率。 相对于此前的持续减速趋势，这个部分
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部分由于总需求的扩大而实
现的增长率，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短期的“ Ｌ” 型企稳
变化。

在通常情况下，当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

受此启发和鼓舞，完全可以进一步预期，在依靠

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由于资源配置的优化，便可以

改革释放红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中期实现另一

获得资源重配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
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
效率的贡献。 目前，中国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特别
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

也在变得更加缓慢。 由于 １６ ～ １９ 岁农村人口（ 外出
劳动力的主体） 规模在 ２０１４ 年已经达到了峰值，导
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速大大放缓，例如 ２０１５ 年其
增速仅为 ０．４％。 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下，目前可

个更加明显的“ Ｌ” 型增长轨迹。 根据不同假定前提
下的预测，在“ 十三五” 这个近中期内，中国经济增

长的合理速度区间，平均应该在 ６． ２％ ～ ６． ７％ 之间。
但是，无论是下限还是上限，均会表现为逐年下降的
趋势。 确保“ Ｌ” 型轨迹运行于下限和上限之间，实
际上就是确保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总体
平稳和稳中有进。 简单地说，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下
降到下限以下，就是保证不出现周期性失业，是保民

以用于重新配置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配置完毕，

生的基本前提。 尽管中国当前尚未发生明显的周期

由此再难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观改善。 除此之

性失业现象，但当实际经济运行指向这个底线时，应

外，如果户籍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体制性制

当高度警惕。 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上升到上限以上，

约不消除，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

就是保证不出现经济泡沫，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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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前已经不存在增长缺口，因此超越上限的增

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 户籍制度改革还

长背后，可能是过度的刺激，可能是大量的流动性进

有明显的需求侧效应，主要表现为增加的新市民扩

入非实体经济。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 保民生” 还

大了消费者群体。

而在二者之间的改革行动，有望中近期“ Ｌ” 型轨迹

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预期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改革红利适度地逐渐

和质量的改善，可增强当前和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

是“ 防风险” ，设置增长的下限和上限都是必要的；
的实现。

此外，“ 三去一降一补” 改革，分别具有降低企
和投资回报率的效果；通过教育与培训数量的增加

释放，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这样的趋势，即按照潜在增

而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配套政策的完善，有利于改善

长率下降的规律，低于以往的增长速度，然而下行的

未来劳动力供给格局，等等。 与最直接、最主要的供

速度比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情况更加平缓，同时在“ 十三
五” 时期的后四年保持大体上 ６．５％的年平均增长速

给侧效应相伴随，这些领域的改革还能够带来一系
列需求侧的利好效果。

度，那么，这个速度会使得今后的实际增长显示向增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根据户籍制度、教育和培

长区间上限靠拢的趋势。 这样一来，在增长速度下

训、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可能产生的劳动参与率、

限和上限之间，实际增长曲线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

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的效果做

“ Ｌ” 型的中期增长轨迹。 这个速度既可以保证 ＧＤＰ

总量在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也是比较有质量、
有效益、可持续的。

三、更长期的“ Ｌ” 型增长轨迹
只要各项供给侧改革得以积极推进，改革红利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中国经济也有望

在较长时期内实现“ Ｌ” 型增长轨迹。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仅可能
收获本领域的改革红利，而且各领域之间可能产生
相互促进的效果，形成“ 综合改革红利” 。

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通过户

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

出假定后，再结合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可能对未来劳
动力供给产生的改善效果，模拟了不同的潜在增长
率情景，或称改革红利情景（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２０１６） 。 在
不同情景中，改革越是深入，越能释放更多的改革红
利，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 Ｌ” 型。

按照中国经济在不同改革情景下的潜在增长表

现，可以回答中国在什么时候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阶
段，从而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依据以上改革情
景，给出了一个较为可能的预测：中国 ２０１４ 年的人
均国民收入是 ７４００ 美元左右，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水
平，按 照 改 革 深 入 的 情 景 预 测， ２０２２ 年 中 国 人 均
ＧＤＰ 可以达到 １２６００ 美元左右，即基本叩开高收入
阶段的大门。 需要说明的是，跨进高收入阶段的门

供给侧效应：一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劳

槛之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成了发达国家。 例

动参与，从而显著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 例如，目前

如，历史上有的拉美国家曾经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

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中，２０ ～ ３９ 岁年龄段的人口大

约超过 ８０００ 万人，７０００ 万人左右介于 ４０ ～ ５９ 岁之
间。 由于没有获得城市的户籍身份，农民工年龄过

列，但后来又倒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迄今尚未迈
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大门，即受困于所谓中等收入陷
阱。 在争取 到 长 期 “ Ｌ ” 型 增 长 的 情 况 下， 发 展 到

了 ４０ 岁就开始陆续返乡。 也就是说，由于户籍制度

２０３０ 年左右，中国人均 ＧＤＰ 可以达到 １９０００ 美元左

工，因此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右达到 ３２０００ 美元左右，进一步接近于目前高收入

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
医疗服务、子女教育、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公
共服务，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就退

出了城镇劳动力市场。 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

右，就更加稳定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４０ 年左
国家的平均水平（ ３７０００ 美元） ；到了 ２０５０ 年，中国
的高收入水平得到巩固，人均 ＧＤＰ 可达到 ５２０００ 美
元左右，跻身较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民工实现了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预测所呈现的美好前景，是

劳动力供给则可以显著增加。 二是清除了制度性障

以得到深化改革红利为基础的，而改革所需要的力

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

度最大，难度也最大。 现实的改革力度和效果如何，

部门。 我把这个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调整过程称为

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 总之，在人口红利

率。 反之，新成长的进城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

利的持续释放。 各领域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充

“ 库兹涅茨过程” ，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改进生产

释放殆尽之后，未来的“ Ｌ” 型增长需要仰仗改革红

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返回农村的人

分重视相互之间的协调、 配套和同步， 形成政策合

口会多于进城的人口。 虽然农民工返回农村并没有

力，确保改革红利持续最大化，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

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转移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

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业，因此这种过程就变成了“ 逆库兹涅茨过程”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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