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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虽然主要国家中央银

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但各国

经济复苏进程缓慢，政策效果远远逊于预期。 由此，
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３）重新提出由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３９）首创的

“长期性停滞”（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假说，引起了学术

界特别是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例如，很多美国官方

机构（ＣＥＡ，２０１５；ＥＯＰ，２０１５）和 ＩＭＦ（２０１４）、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等国际组织都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在生产

率和人口增速放缓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以美国为代

表的主要经济体长期潜在产出增速和实际利率出现

趋势性下降。 另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明显下

降。 可见，长期性停滞或许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现象。
按照 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４）的说法，长期性停滞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主题。 长期性停滞主要是指在巨大的危机

冲击下，由于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实际利率出现持

续性下降，货币政策只能长期维持前所未有的低利

率水平。

二、自然利率及其与潜在产出增速的关系

　 　 （一）自然利率及其在货币理论和政策中的作

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国家中央银行

普遍采取了仅盯住短端（主要是隔夜）政策利率并

（隐含地）遵循泰勒规则进行利率决策的货币政策

模式，为之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大缓和”时代营造了

良好的货币环境（Ｇａｍｂｅｔｔｉ 和 Ｇａｌｉ，２００９）。 根据泰

勒规则（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３），名义利率应在均衡实际利率

基础上，根据产出和通胀缺口情况进行调整。 其中，
均衡实际利率与 Ｗｉｃｋｓｅｌｌ（１９３６）的自然利率是一致

的，即与经济的长期潜在产出（或最大就业）和稳定

通胀相符的短期实际利率 （ Ｙｅｌｌｅｎ，２０１５；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６），又称“中性利率”（Ｂｌｉｎｄｅｒ，１９９８）。

虽然自然利率在泰勒规则和利率决策中非常重

要，但作为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自然利率一度被认

为仅是理论的抽象而难以准确 估 计 （ Ｂｌｉｎｄｅｒ，
１９９８）。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３）只是根据样本期内美国 ２．２％
的平均产出增速将均衡实际利率设定为 ２％。 Ｗｉｃｋ⁃
ｓｅｌｌ（１９３６）提出中央银行应以价格水平稳定为目

标，并按照简单利率规则进行货币调控。 就现代货

币政策而言，Ｗｉｃｋｓｅｌｌ 规则相当于一旦通胀高于目

标，中央银行就应提高利率；若通胀低于目标，则降

低利率；通胀稳定时所对应的实际利率就是自然利

率。 理论上这个方法可以扩展为类似于美联储以通

胀和最大就业为目标的货币反应函数 （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６）。

（二） 自 然 利 率 与 潜 在 产 出 增 速 的 关 系。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２００３）在新凯恩斯主义基础上提出并倡导

新魏克赛尔（Ｎｅｏ－Ｗｉｃｋｓｅｌｌｉａｎ）框架，将均衡利率或

魏克赛尔自然利率定义为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不
存在价格或工资黏性且与稳态增长路径相符的实际

利率，也即自然利率与经济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无

关，这与 Ｗｉｃｋｓｅｌｌ（１９３６）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以新

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魏克赛尔框架下，可以同时

得到自然利率和潜在产出增速的表达式，从而非常

方便地讨论潜在产出增速（长期性停滞）与自然利

率（持续低利率）的关系。
潜在产出增速和自然利率与技术和劳动力的变

化密切相关，因而对长期性停滞的分析主要围绕技

术和人口因素展开（Ｃ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但是对技

术进步和人口变化趋势的讨论仍主要是侧重于现象

的认识，而非增长机制理论分析，如技术扩散与赶超

收敛机制（Ｂａｒｒｏ 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０），更多属于

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技术进步、要素贡献及其他影响

经济增长因素冲击影响的经验研究，在经济长期增

长理论方面并没有重要突破。
（三）主要经济体自然利率变化趋势。 虽然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２００３）提出新魏克赛尔框架后，涌现出很

多自然利率的估计方法，但最早由 Ｎｅｉｓｓ 和 Ｎｅｌｓｏｎ
（２００３）提出的结构性模型 ＤＳＧＥ 方法、Ｌａｕｂａｃ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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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３）提出的基于半结构模型的状态空间

法（ＬＷ 方法），仍然是当前估计自然利率最主要的

方法。 虽然方法不同，估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对主要

经济体的估计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后其自然利率水

平都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由此长期性停滞和

持续低利率成为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

三、长期性停滞和持续低利率的成因

　 　 （一）技术进步。 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都强

调技术进步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对美国和其

他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估算表明，全球

金融危机后 ＴＦＰ 增速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
Ｆｅｒｎａｌｄ 和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的估算表明，１９５０—２００７ 年

美国 ＴＦＰ 对 ＧＤＰ 增长的拉动高达 １．６％，在年均 ２％
的人均 ＧＤＰ 增 长 中 贡 献 了 将 近 ８０％。 Ｇｏｒｄｏｎ
（２０１４）预测未来 ２０—５０ 年美国的 ＴＦＰ 年均增速仅

为 １％，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和利率也将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 很多对美国 ＴＦＰ 的估算研究也表明，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 ＴＦＰ 增速确实出现了明显

的下降。
技术前沿国家研发收益下降和技术进步放缓是

长期性停滞的主要原因。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指出，
工业革命之前的技术进步和 ＴＦＰ 增长几乎为零，二
战后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推动经济快速发

展的信息通讯技术已达到顶峰，对 ＴＦＰ 的促进作用

日益下降，这得到了很多经验研究的支持 （ Ｂｙｍｅ
等，２０１３；Ｆｅｒｎａｌｄ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５）。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

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研发占 ＧＤＰ 比重停滞不前甚

至下降。 Ｃｒａｆｔｓ（２０１６）指出，“大萧条”严重恶化了

ＴＦＰ，只是人口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改善抵消了

ＴＦＰ 下降的影响；鉴于当前人口形势改进空间有限，
未来经济将更为悲观。 虽然信息通讯技术极大促进

了生产率提高，但很多部门（如餐饮）并没有明显变

化，８０％的研发集中于仅占 ＧＤＰ 不到 ５％的行业，即
使未来技术出现重大变革，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

非常有限。
向技术前沿国家收敛的赶超型增长是全球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３）、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也
承认后进国家仍可能在前沿技术放缓条件下取得较

快增长。 但 Ｒａｃｈｅｌ 和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５）指出，信息通讯

技术对西欧各国增长的推动作用似乎不如美国那样

明显，拉美、东亚等新兴经济体赶超过程受到金融危

机的冲击而不得不中断，中国也面临经济增长放缓

问题。 事实上，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面

临增长突然失速的考验。 新兴经济体在经过一段时

期的赶超型增长后，向前沿国家收敛的空间将越来

越有限，全球金融危机后其经济的赶超速度较危机

前已明显下降。

（二）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人口数量。 Ｆｅｒｎａｌｄ 和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的估算表明，１９５０—２００７ 年人力资本提

高对美国人均 ＧＤＰ 的拉动约为 ０． ４ 个百分点，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为 ２０％。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等（２００５）发现

人力资本积累增速明显放缓，１９９５ 年以来人力资本

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了 ０．１ ～ ０．２ 个百分

点（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和 Ｖｕ，２０１０）。 Ｂｙｒｎｅ 等（２０１３）的研究

也支持该结论。
老龄化对经济的负向冲击是很多发达国家面临

的严峻问题，特别是对日本“失去的 ２０ 年”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Ｂｅａｎ 等，２０１４）。 劳动力数量不仅对要

素投入规模非常重要，还对技术进步存在直接和间

接的影响（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２）。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３９）提出长期性

停滞主要就是源于对人口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

识，指出人口增速的下降及缺乏重大技术创新不仅

会导致长期停滞，还会使经济复苏无法恢复至充分

就业状态。 老龄化还会通过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影

响储蓄率并改变利率长期趋势，导致美国自然利率

下降 ７５～１２５ 个基点（Ｇａｇｎｏｎ 等，２０１６；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等，
２０１６）。

美国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的趋势性下降也是

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水平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战后

观念的开放以及技术进步使得大量女性参与劳动力

市场，推动了劳动参与率的迅速上升。 但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顶峰并

呈下降态势。 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人口逐步进入

退休阶段，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 全球金融危机后

平均工作时间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这进一步加剧

了人口因素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三）影响潜在产出增速和自然利率水平的其

他因素。 很多研究都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对以

下因素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１．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的投资风险偏好和期限溢

价的变化。 面对持续恶化且不确定性迅速增加的经

济环境，经济主体对风险表现出极端的厌恶（Ｈａｌｌ，
２０１６），对政府债券等无风险资产的需求迅速上升。
Ｂｅａｎ 等（２０１４）的估算表明，投资风险偏好大幅上升

和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下降使得风险溢价上升了 １００
个基点，从而导致可贷资金下降，无风险利率被压至

非常低的水平。 投资风险溢价的上升严重抑制了未

来投资和经济增长，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前景过于

悲观，期限溢价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而压低长期利

率水平（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２０１５；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６）。
２．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家庭时间偏好变化。 随

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和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家庭储

蓄率相应上升（Ｒａｃｈｅｌ 和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５）。 人口结构

变化明显改变了家庭时间偏好，为平滑消费并应对

未来不时之需，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收益率较低的

３３



经经济济学学研研究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第 ３５卷 总第 ２０３期

无风险资产，从而提高了投资风险溢价。 日本的经

验充分支持了这一点（Ａｏｋｉ 等，２０１６）。
３．金融监管、税收及政府杠杆率等政策因素导

致的风险溢价变化。 与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类似，
危机后各国都加强了金融监管，投资者对国债等无

风险金融资产需求上升，加大了资产的风险溢价。
金融监管和税收等政策的变化进一步加大了投资的

不确定性。 尽管危机后各国中央银行采取了大规模

量化宽松政策，但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和 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４）指出，危
机后政府部门发行的无风险安全资产的供给明显下

降，这很大程度上又与各国政府的高债务杠杆率密

切相关（Ｌｏ 和 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５）。 以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和 Ｒｏｇｏｆｆ
（２０１０）为代表的大量研究发现，政府的高杠杆率与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密切相关（即著名的 ９０％阈值

原则）。 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后实体部门去杠杆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迅

速上升并突破了 ９０％阈值标准，这进一步限制了政

府债务的提升空间。
４．资本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与投资偏好改变。 随

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消

费品）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就呈现了明显的下降

趋势（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２０１５），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风

险溢价的上升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资产价格。 资本品

相对价格的下降虽然可以促进实际投资并改变资本

劳动替代弹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也

使名义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下降。 经验研究表明，资
本品相对价格对名义投资的负向影响大于对生产率

提高的正向效果，从而导致名义投资的进一步下降

并压低利率水平（ＩＭＦ，２０１４）。
５．经济不平等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各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现

显著的趋势性下降态势（Ｋａｒａｂａｒｂｏｕｎｉｓ 和 Ｎｅｉｍａｎ，
２０１４），由此引发了以 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１４）为代表的收入

分配不均的讨论。 由于经济生产日趋自动化（Ｂｒｙｎ⁃
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和 ＭｃＡｆｅｅ，２０１１），真实劳动报酬提高缓慢并

在与机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Ｆｌｅｃｋ 等，２０１１）。 熟

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

间的投资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进一

步下降，从而压低了利率水平。
６．储蓄过剩与投资风险偏好的变化。 随着中

国、印度等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 １９９７ 年东

亚金融危机后出于预防性目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

外汇储备迅速增长（Ａｉｚｅｎｍａｎ 和 Ｌｅｅ，２００７）。 同时，
中东等以自然资源出口为主要产业的国家也积累了

大规模的外汇储备（Ｓａ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２）。 大规模外汇储

备流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由此引发了

“储蓄过剩”并压低了利率水平（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２０１５）。
新兴经济体高储蓄和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高等级债

券，这进一步加剧了无风险资产供求失衡 （Ｈａｌｌ，
２０１６）。

７．外部经济增速放缓的外溢性与共同停滞。
Ｅｇｇｅｒｔｓｓｏｎ 等（２０１６）基于标准的两国开放模型的理

论分析表明，在超低利率环境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将

向外传导经济衰退；以提高经常账户盈余为目的而

采取的货币扩张和汇率贬值措施都是以邻为壑的政

策，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减少政策的负面效果，
具有正的外部性，有利于走出长期性停滞。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６）的研究也表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

低迷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压低了 ３０ 个基点。
（四）对自然利率的具体影响。 正是由于技术、

劳动力、人口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各国自然利率出现

趋势性下降并持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６）对影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各因素的作用，
Ｒａｃｈｅｌ 和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５）对影响全球长期实际利率各

因素的作用，分别进行了估算。 他们的估算都表明，
技术、人力资本、人口数量及经济不平等、投资、全球

经济等因素，都对自然利率的趋势性下降产生了非

常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性评述

　 　 理论分析表明，潜在产出增速和自然利率水平

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口变化，并受家庭跨期替

代弹性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自然利率是潜在产出增

速的先行指标，决定着未来潜在产出增速的变化；正
是由于自然利率在货币决策和经济增速预测中的重

要作用，有关长期性停滞的讨论也主要围绕持续低

利率问题展开。 长期性停滞假说并不是刻画经济长

期增长机制方面的理论突破，而是对于全球经济是

否进入长期性停滞状态及政策选择的分析。
尽管长期性停滞假说在理论和经验方面都很不

成熟，甚至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２０１４）曾半开玩笑地指出，
长期性停滞就像罗夏墨渍测验（Ｒｏｒｓｃｈａｃｈ ｉｎｋｂｌｏｔ
ｔｅｓｔ），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有关长期性停滞

和持续低利率正反两方面的讨论使我们能够对影响

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相应的政策选择有更为清晰

的认识。 根据李宏瑾和苏乃芳（２０１６）的测算，中国

的自然利率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口等实体经济

的变化，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国自然利率平均为 ２．５％左

右；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近年来中国自然利率

呈现平稳小幅下降态势。 因而，中国今后应积极进

行政策调整，大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快

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促进技术进步的平稳增长，主
动调整人口政策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这样才

能促进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长远健康发展。
　 《世界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原题《长期性停滞

与持续低利率：理论、经验及启示》，约 ２１０００ 字

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