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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贸易失衡常被认为是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所致。其实,关于人民币汇率失调的

问题,众多经验研究并未达成共识。其缺失并非由量度不精而致,实因汇率操纵论的理论基础存

在严重问题。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宣称,实际汇率会经自动调整实现国际贸易平衡;持续性贸易

失衡因而往往被视为以外汇干预为手段进行汇率操纵的结果。与该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对

成本理论将贸易失衡看作具有不同实际生产成本的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结果,中美贸易失衡的根

本原因正是源于两国实际生产成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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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持续性国际贸易失衡会在不同货币体系下反复出

现 (Bordo,2005)。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夕,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失衡再次显现,
中美贸易失衡尤甚 (见图1)。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余额的变化反映了二者对外贸易收

支状况的翻转。危机前,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对华贸易逆差占比从2002年 (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年)的1/5升至2008年的1/3。而在危机爆发的10年后,尽

管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剧减至0.4% (见图2;IMF,
2019a),全球贸易仍然继续失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8年再破纪录,达到

4190亿美元 (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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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2—2017年美国贸易余额变动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https://usatrade.census.gov/index.php)。

注:贸易余额为总出口值减海关进口值 (以美元计)。

削减国际贸易逆差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2019年,特

朗普对中国商品课以重税,并扬言将继续加码。无论其施政倾向如何,美国当局历

来特别关注国际贸易逆差问题,并一直将其归咎于美国贸易伙伴对汇率的操纵。美

国于 1988 年 修 订 的 《综 合 贸 易 与 竞 争 法》 (Omnibus Foreign Tradeand
CompetitivenessAct)要求,美国财政部对主要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不公平的汇率贬

值问题进行半年一次的评估。日本、韩国、德国、瑞士、中国和印度等贸易顺差国

均被列入 “监控名单”;2019年该名单已扩展至21国。同年,美国财政部正式将中

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指控 “中国违背 G20峰会上做出的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
扬言要予以惩罚 (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2019b)。

不少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全球贸易失衡威胁到世界经济的稳定,是造成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ObstfeldandRogoff,2005,2009;Linetal.,2010)。在

涉及如何解释危机前夕的严重国际贸易失衡、特别是中美贸易失衡时,指责中国操

纵人民币汇率的论调最为普遍。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降低了本国商

品的出口成本,提高了美国商品的进口成本,人为地造成了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失

衡;中国 “以邻为壑式的货币贬值”(Krugman,2009),“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和失

业的首要因素” (Scottetal.,2013)。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政府应削减本国巨额

贸易逆差,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恢复充分就业。他们还声称,这个目标的达成并不会

花费美国财政预算的一分半毫,而只需要美国制止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汇率操

纵行为,并使人民币汇率回归到 “竞争性”水平 (BergstenandGagn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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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7—2017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及其GDP占比

　　　资料来源:IMF数据库 (https://www.imf.org/)。

汇率操纵论的拥护者往往视中国庞大 的 外 汇 储 备 为 人 民 币 被 低 估 的 证 据

(BergstenandGagnon,2012)。诚然,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在高速增长 (见图3),
总量从2000年到2010年几乎翻了17倍;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6万亿

美元,据估算其中六成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这使中国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债权国

(Chinn,2013;Reuters,2013)。

图3　1990—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 (不含黄金,以现价美元计)规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

其实,所谓的人民币被低估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之间的联系,是不成立的。大

量文献都将其研究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假设之上,即假定自由交换下贸易会

自动实现平衡。这一假设成为众多经验研究量度人民币低估程度,以及解释中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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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贸易顺差的理论基础。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学界对这些经验研究无法达成任何

共识,它们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的量度结果也是千差万别,有的甚至得出人民币

被高估的结论 (Cheung,2012;Cheungetal.,2010)。
美国政治谱系中的不同派别对汇率操纵论出奇一致地认同,植根于他们共同信

奉的李嘉图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本文将分析汇率操纵论的理论基石 “比较成本理论”
(ComparativeCostTheory,CCT),并展现国际贸易的另一理论视角 “绝对成本理

论”(AbsoluteCostTheory,ACT)。我们首先在同一层面对这两大理论进行比较,
以凸显它们的根本性差异。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断言,国际贸易会在汇率的自

动调整下实现平衡;贸易失衡通常被认为是各种干预妨碍自动调整的后果。而

亚当·斯密和罗伊·哈罗德 (RoyHarrod)的绝对成本理论则认为,国际贸易失衡

是一种常态,最终结果是贸易顺差国充当国际债权国,逆差国充当国际债务国———
这是自由贸易机制运行的结果。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1)在李嘉图理论的抽象层面,阐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

自由贸易理论,然后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展开论述;(2)回顾汇率操纵论过去30年在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地位;(3)对基于购买力平价 (PurchasePowerParity,
PPP)方法和宏观基本面方法 (MacroeconomicFundamentalsApproach)量度人民

币失调程度的经验研究进行述评,分析其背后的 CCT 基础; (4)讨论其他基于

CCT解释国际贸易失衡的理论,就其理论解释力与 ACT进行比较;最后为总结。

一、自由贸易的比较成本理论与绝对成本理论

自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比较成本理论和绝对成本理论一直处于并驾齐驱的相

争状态。ACT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并由罗伊·哈罗德发扬光大。①CCT发轫于

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理论的挑战,并最后成为新古典学派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以

及汇率操纵论的理论依据。这两种理论关于自由贸易可能带来的结果有着根本对立

的看法。CCT 预 测 国 际 贸 易 会 自 动 平 衡;而 ACT 预 测,在 成 本 竞 争 力 (cost
competitiveness)存在国际差异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会导致持续性贸易失衡。按照

CCT的观点,过去20年持续性的巨额国际贸易失衡是政策干预的结果,而按照

ACT的观点则为自由贸易本身的结果。

CCT和 ACT的关键性不同在于,怎样看待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的长期关

系。根据CCT,固定汇率下国际贸易逆差导致的货币外流会降低本国货币供给,并

如货币数量论所主张的那样降低物价水平;浮动汇率下货币外流会使本币贬值,但

不会影响物价水平。无论上述哪种情形,国际贸易逆差都会导致贸易条件 (实际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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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Smith (1904)andHarrod(1957).凯恩斯也拒绝比较优势理论,详见 Milberg (1994)、Milberg
(2002)andMohiuddin(2017).



率)恶化,从而纠正贸易失衡 (假定存在合适的弹性)。随着物价水平的下降 (固定

汇率下),或名义汇率的贬值 (浮动汇率下),实际汇率发生贬值,逆差国产品更具

竞争力;顺差国的变化则恰好相反。无论哪种情形,实际汇率都会发生调整。因此,
名义汇率调节 (regulate)贸易条件。该调节过程将持续到贸易逆差消失,即贸易平

衡为止。正如李嘉图 (Ricardo,1951)所指出:绝对生产成本的任何初始差异,对

国际贸易的结果都不会产生影响 (Shaikh,2016)。
李嘉图的CCT主张未考虑资本流动,并忽略了汇率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反馈作

用,而 ACT则完整地讨论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首先,绝对生产成本更高的国

家会成为逆差国,① 由此导致的货币外流在一开始会使逆差国的名义汇率贬值。但

与CCT不同的是,ACT将其视为一个短暂的效应。因为这一货币外流又会造成逆

差国流动性收缩,并推高其利率。② 顺差国因为货币流入而导致流动性扩张,利率

下降。短期资本随即从顺差国 (低利率国)流向逆差国 (高利率国),从而平抑两国

利率差异,并使逆差国的名义汇率重新升值。这些反向作用的资本流动会持续到风

险调整 (risk-adjusted)后的利率相等为止,此时每个国家的资本流动刚好抵消其贸

易失衡,即贸易和资本流动相互抵消,名义汇率回到其初始水平。这一切都是自由

贸易下资本市场运行的结果。所以,在 ACT 的视角下,从中期来看,贸易逆差并

不一定按照李嘉图平衡机制所依赖的路径那样影响名义汇率。

ACT与CCT的第二点不同是:即使名义汇率持续贬值,例如通过政府政策调

控,贸易条件仍不会恶化。我们基于实体资本 (realcapital)流动会使国际利润率

(r)平均化这一假设,考察出口品和进口品的相对价格 (px,pm)。令kx×e为中国

出口品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单位成本 (e为名义汇率,其单位为美元/元),那么中国

出口品以美元计价的单位价格可表示为px×e=kx×e (1+r)。③ 相对于中国消费者

价格pc 的中国出口品的实际成本为kxr=
kx

pc
。那么,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为px×e=kxr

(1+r)pc×e。同时,以美元计价的中国进口品价格,即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出口品

价格为px∗ =kx∗ (1+r)pc∗ 。于是,中国的贸易条件可表示为
px×e
px∗

=
kxr

(1+r)

kx∗
r

(1+r)

pc×e
pc∗

æ

è

ö

ø
。在这一抽象层次上,如果我们像李嘉图那样假定消费品价格在国际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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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主张正是克鲁格曼和奥伯斯特菲尔德等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批判的所谓 “神论”(myth),因为他们坚

定信奉比较成本理论。参见 KrugmanandObstfeld (1994).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3卷中阐释了这一观点:“如果金被输出,那么,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

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事实上,
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

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资本

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5页)
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们舍象对固定资本的考虑。



同,且两国有着同样的商品篮子 (见下文),即
pc×e
pc∗

≈1,那么我们有
px×e
px∗

=

kxr
(1+r)

kx∗
r

(1+r)
,也就是说,贸易条件只取决于相对实际成本。如果某些消费品没有用

于国际贸易,那就需要在贸易条件等式有关消费品的项中区分可贸易商品和非可贸

易商品。于是,基于国际贸易使相同商品篮子价格均等化的假设,即有:

px×e
px∗

=
kxr

(1+r)

kx∗
r

(1+r)
pc×e
pc∗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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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k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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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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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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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pcNT×e/pcT×e

pc∗
NT
/pc∗

T

æ

è

ö

ø
引入相对实际成本对贸易条

件的决定中 (Shaikh,2016,pp.509-519)。在长期贸易条件由相对实际成本决定的

情况下,贸易失衡将具持续性。以上论断有着强烈的经验证据支持:我们的研究显

示,持续性贸易失衡是常态,且实际汇率长期围绕相对实际成本上下波动。①

最后,由于实际成本取决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中国工人在短期内可能无法争

取到更高的名义工资,弥补中国汇率贬值带来的进口价格上升。那么,中国的实际

工资会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条件。然而,如果工人最终得以维持他们本来的生活水

平,实际工资会回升至原有水平,贸易条件也会回到原来的水平。这里的核心问题

是,实际工资是否会被任何机制压低,而不仅仅是汇率是否会贬值。值得强调的是,

ACT的论断与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完全一致,因为价值链上的每一环节 (national
link)都受制于实际成本的高低。事实上,这些环节是竞争性成本对实际汇率发生

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所在。
从 ACT的角度来看,实际单位劳动成本 (realunitlaborcost)是理解中美贸

易失衡的关键因素。2016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大约是美国制造

业工人的1/4。② 但2009年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却比美国高出12倍,而同年中国单

位劳动成本为美国的 33%—68%。③ 中国较高的生产率得益于规模经济和范围

经济———相对于美国,中国拥有大量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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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Shaikh (2016)中的第508—516、528—532页和图1.4—11.7。
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3.6美元每小时,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却达26美元 (Mohiuddin,
2017;BureauofLaborStatistics,2019)。大概同一时期美国的生活 成 本 是 中 国 的 1.8 倍 (Numbeo.
com)。
参见CeglowskiandGolub (2012)。他们的发现不但与Furgerson和Schularick (2011)一致,而且还发

现,中国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比韩国、日本、墨西哥和欧盟都低。他们把单位劳动成本分解为实际

工资和实际产出,这与我们先前的分析一致。他们虽然采用生产者价格,但却认为消费者价格更为合

适。我们与其不同的是,他们假定PPP普遍成立,而我们主张PPP仅对可贸易商品成立,并考虑了巴

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快速变更生产工艺的能力。先进且日臻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级且不断改善的研发和

技能水平,也在不断增强中国的成本竞争优势 (Mohiuddin,2017)。需要补充的是,
这些成本优势并非永久性的。随着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美国的上涨,尽管其生产

率不断提高,但总体成本优势已呈下降趋势,一些行业甚至已经丧失这一优势

(HouandCalabrese,2017,pp.5,7,40)。
此外,ACT提供了一条不同于 Thirlwall法则的理论进路。后者认为,在经验

层面上,一国产出的增长率 (gY)大致等于其出口增长率 (gX)与进口弹性 (εM)

之比:gY=
gX

εM
。

Thirlwall的 理 论 基 于 凯 恩 斯 主 义,认 为 出 口 是 需 求 的 一 个 自 主 成 分

(autonomouselement),因此 Thirlwall法则通常意指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他进

一步假设国际贸易平衡 (X/M=1)及实际汇率不变,这一法则相当于定义了一个

国际 收 支 约 束 条 件 (balanceofpaymentsconstraint)。其 经 验 解 释 力 一 度 让

Thirlwall认为,资本流动相对不重要,并且实际汇率在贸易余额的调整过程中发挥

了很小的作用 (ThirlwallandHussain1982,p.498)。然而,他后来将 Thirlwall法

则进一步扩展至包含资本流动和实际汇率缓慢变动、贸易持续性失衡的情 形

(Thirlwall2011,pp.335,339,340)。后续这两种情形正是 ACT理论的应有之义,
并适用于解释中美贸易失衡,即绝对成本差异导致了持续性的国际贸易失衡,长期

实际汇率由缓慢变化的进出口商品的实际相对价格调节。这也意味着,资本流动和

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影响长期实际汇率,因此也不会持续地影响国际贸易余额。
在与CCT类似的抽象层次上,我们介绍了如何用ACT来阐释CCT所关注的基

本问题,从而得出了两者在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上的不同。正统经济学家早已意识

到标准理论在经验层面的失败,这种失败催生了大量相互矛盾的模型,而这些模型

也很少能通过经验检测。然而,CCT的基本逻辑却继续主导着经济学研究,并对经

济政策的制定起着重大作用。

二、监控汇率操纵———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必备元素

植根于CCT国际贸易视角,针对中国的汇率操纵指控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

核心。在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扬言要制止中国

“摧毁性的汇率操纵”,指控中国是 “史上最厉害的汇率操纵国” (Rauhala,2016)。
作为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与产业政策主任,纳瓦罗更是宣扬 “汇率操纵致死”的论调:
“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是一切中美贸易问题的主要根源” (Navarro,2011,p.
67)。最终,作为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在2019年把中国列为汇

率操纵国 (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2019b)。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很

多经济学家 (Setser,2019;Summers,2019)都认为,中国已不再操纵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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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在报告中承认,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与其基本面相符 (IMF,2019b,p.28)。
特朗普及其智囊的说辞,代表了美国对华敌意的新高度。其实,汇率操纵是美国

历届政府一贯的核心关切。自1988年 《综合贸易与竞争法》颁布以来,美国财政部每

半年发布一次例行报告,以 “考察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否通过操纵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来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获取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的竞争优势”(Section3004)。
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发现一般性的模式:美国政府通过对东亚贸易顺差经济体不断施

压,威胁将其列为汇率操纵者,以此迫使他们进行一系列关于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双边

谈判。① 这些报告最初锁定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新兴经济

体,当时美国对它们的贸易逆差正在不断扩大 (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
1989,p.12)。自1991年起,中国便一直在其监控名单中,但在1994年中国实行汇

率双轨制并轨后,美国财政部直到2019年,才按法律依据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2005,2018,2019b)。

2008年危机之后,中美汇率摩擦的紧张局势在奥巴马任期内达到了新高度。奥

巴马延续汇率操纵论的逻辑,在2010年警告称,“汇率问题是我们亟待处理的国际

纷争之一,我们要保证汇率水平调整到我们的商品价格不会被人为地推高,且他们

的商品价格不会被人为地压低;否则我们将会处于极大的竞争劣势之中”(Weaver,
2010)。除1988年的法案之外,奥巴马政府还在2015年通过了 《贸易便捷与贸易

促进法》(TradeFacilitationandTradeEnforcementAct),以增强美国阻止贸易伙

伴操纵汇率的能力。然而,包括2019年在内的所有美国财政部的后续报告,均无法

证明中国在操纵汇率。

三、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的量度

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深切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失调问题,但关于人民币需要作多大

调整,才能使中国经常项目盈余降低到目标水平的问题却充满争议。汇率失调论在逻

辑上假定:如果没有市场扭曲,实际汇率会收敛到一个特定的均衡水平,致使经常项

目与特定宏观基本面保持一致。然而,多篇研究都认为,学界并未达成有关如何确定

该均衡汇率的共识,更别说达成关于人民币需要怎样调整的共识 (CheungandHe,
2019;Cheung,2012;Cheungetal.,2010a,2010b;DunawayandLeigh,2006;Clineand
Williamson,2007)。由于汇率失调被定义为实际汇率对其均衡水平的偏离,又鉴于上

述共识的缺乏,对于汇率失调的幅度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量度 (Cheung,2012)。在中

国加入 WTO后的10年内,② 尽管涌现了大量量度人民币汇率失调的文献,但 “关
于人民币是否被低估的共识至今尚未达成”(Almåsetal.,2017,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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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如,在2019年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呼吁中国进行 “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来减少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

用”,并 “允许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2019a,p.23)。
该时段为主要考察阶段。



上述共识的缺乏是由汇率经济学的研究现状造成的。目前学界尚未建立起被普

遍接受的汇率模型 (Cheungetal.,2010b),较为广泛应用的有购买力平价 (PPP)
理论的不同版本,以及各种宏观基本面方法 (Ahmed,2009;Cheungetal.,2010a;
Cheungetal.,2010b;DunawayandLeigh,2006;ClineandWilliamson,2007)。两

者均给模型设定留下了较大空间,以致基于上述方法对人民币失调幅度的量度结果

迥异 (Cheung,2012;DunawayandLeigh,2006)。下面在理论层面对上述两类方法

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加入 WTO以来的相关估计结果予以回顾。

(一)购买力平价方法

PPP方法通过比较物价水平,直接推导出均衡汇率,并估算现实中实际汇率相

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这个偏离程度实际上即为克服贸易失衡所需要的调整幅度。

PPP假说以一价定律 (LawofOnePrice,LOP)为基础,即不存在贸易障碍和交易

成本的情况下,竞争会使得各经济体之间可贸易商品组合的价格趋于相等。令e为

名义汇率,P∗ 为国外物价指数,P为国内物价指数,那么在汇率没有失调的情况

下,用同种货币计价的同一商品组合在不同的国家将有同样的价格。① 即有:

　　eP∗ =P (1)
由于物价水平通常以指数形式衡量,实际汇率 (Q)收敛于某一常数:②

　　Q=
eP∗

P =常数 (2)

从长期来看,为调节价格水平,名义汇率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以确保式 (2)比

值不变。按PPP的标准,如果汇率是 “失调的”,那么如上定义的实际汇率将是非平

稳的 (non-stationary)。根据标准贸易理论,这既可能缘于市场干预使价格无法均等

化,也可能缘于汇率操纵使名义汇率无法自行调整。对PPP进行经验评估的核心困难

在于,找到待比较国家间同一商品篮子的价格指数。③ PPP方法的另一个根本性困境

在于,无法判断美元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特别是在当前关于人民币失调争论的情境

下。因为美元作为计价标准,其汇率永远等于市场汇率 (ClineandWilliamson,2007)。
由于现实中的实际汇率并不收敛于任一平稳水平,PPP假说在经验上无法得到

有力支持。④ 因此,学界对该假说进行了若干拓展,以期能更好地确定使贸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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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价格指数P∗ 和P须衡量商品构成相同,且可贸易品—非贸易品比例相等的商品组合,见前文的论述。
参见Shaikh (2016,pp.517-527).
最简单且备受争议的PPP方法当属 《经济学人》杂志编制的巨无霸指数 (BigMacIndex),它试图用只

含一种商品,即 “巨无霸汉堡包”的指数来回避这个问题。参见ShaikhandAntonopoulos (2012)和

Shaikh (2016,pp.528-535).
参见 Rogoff(1996);MacDonaldandRicci(2001)。实际汇率在短期内不是平稳的,参见Isard (1995,
pp.63-65)。尽管它在10—20年的期限内会返回到某个 “目标值”,但这并不是 PPP意义上的均衡汇

率,参见 Engel(2000,p.21)。即便它返回某个非平稳的均值,其 “收敛速度也极度缓慢”,参见

Rogoff(1996).详见ShaikhandAntonopoulus (2012)和Shaikh (2016,pp.522-527).



平衡的均衡汇率 (trade-balancingequilibriumexchangerate)。这些拓展通常被归类

为拓展版 (extended)PPP方法 (DunawayandLeigh,2006)和加强版 (enhanced)

PPP方法 (ClineandWilliamson,2007),我们将它们统称为拓展版PPP方法。这类

方法的最大共同点是通过引进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调节实际汇率对购买力平价

的偏离 (Bosworth,2004;DunawayandLi,2005)。
然而,ACT的论断与 PPP不同。后者基于一价定律认为,考虑巴拉萨—萨缪

尔森效应之后的实际汇率在长期将是平稳的 (假定两国商品篮子大体相似)。如前所

述,PPP假说在经验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现实中的实际汇率即使在很长的一段

时期内,也绝对不是平稳的。ACT 认为,实际汇率依据相对实际成本的变动而变

动,既然后者可随时间发生变动,实际汇率便不应该是平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相对实际成本的不同是生产 “篮子” (production“baskets”)不同的体现。因此,
为了根据篮子的不同进行调整,我们应该考察实际汇率和背后的实际生产成本的比

率,看其是否平稳。经验证据显示:是的!①

(二)宏观基本面方法

宏观基本面方法试图对实际汇率 “失调”的程度,作出各种不同的识别。② 据

此方法决定的汇率,通常被称为行为 有 效 汇 率 (BehavioralEffectiveExchange
Rates,BEER)。③ 我们的分析将基于IMF (2006)对该方法标准化之后得出的版

本。这里考察它的三个分支:宏观平衡 (MacroeconomicBalance,MB)方法、均衡

实际汇率 (Equilibrium RealExchangeRate,ERER)方法,以及外部可持续性

(ExtenalSustainability,ES)方法。

MB方法倚赖于一个包含众多国家、几十年跨度的平滑混合样本 (smoothed
pooledsample),在计量上用诸如财政余额、人口增长、产出增长、相对 GDP、经

济危机和银行危机等变量,“解释”样本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并用回归所得的样本系

数估计值 (基于各国的解释变量实际值),预测该国应有的经常项目余额,即该国的

所谓 “经常项目标准值” (CAnorm);最后用估得的进口和出口弹性进一步估计

“均衡”实际汇率,即使一国实际的经常项目余额等于其 “经常项目标准值”的汇率

水平。一国的实际汇率与这一均衡汇率之间的偏离,则反映该国汇率失调的程度。
简化型 (reduced-form)的 ERER也采用类似方法,但直接聚焦于模型调整后

的汇率估计值。该方法用面板回归来估计实际汇率与一系列基本面变量,如净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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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Shaikh (2016,pp.519,531)及图11.6。
参见 Ahmed(2009)、BorowskiandCouharde(2003)、ChinnandPrasad(2003)、Cline(2007)、Clineand
Williamson(2007,2010)、DunawayandLeigh(2006)、DunawayandLi(2005).
参见 ClineandWilliamson (2007)。IMF在 《CGER汇率评估方法》 (2006)一文中,将类似的方法称

作 “简化型 (reducedform)均衡实际汇率”,而 Ahmed (2009)则把 ClineandWilliamson (2007)所

称的BEER方法,归类为拓展版PPP方法。



资产、生产率差异、贸易条件、贸易限制等之间的关系,并用由此得到的协整关系

与国家层面 (country-appropriate)的基本面水平,一起定义 ERER 方法的均衡实

际汇率。所得均衡与现实中实际汇率的差异,即为汇率失调的程度 (IMF,2006,
pp.13-18)。

最后,ES方法聚焦于一国经常项目的可持续性。该方法基于估算的经济增长

率、通货膨胀率及外部资产和负债的内部收益率,对每个国家均估计一个使该国净

外国资产 (NetForeignAssets,NFA)稳定于某个 “标杆”水平的 CA/GDP比值,
并进一步估计实现这个比值 (均衡)所需的实际汇率。同样地,现实中的实际汇率

与这个均衡水平的偏离,被用来反映前者的失调程度 (IMF,2006,pp.18-23)。

(三)汇率失调估计值的不可靠性

鉴于量度汇率失调面临的困难,学界对失调程度至今难以达成共识,这早在意

料之中。实际上,甚至连关于人民币究竟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了的问题,学界也无法

达成共识。图4和图5分别汇总了基于拓展版PPP和宏观基本面方法估得的2000—

2011年人民币的失调幅度 (Clineand Williamson,2007;DunawayandLi,2005;
Cheungetal.,2010a;Cheung,2012)。上述论及的所有超越其简单版本的PPP方

法都被归类为拓展版PPP方法 (包括宾大效应和BEER方法的各种版本),所有遵

循上述宏观基本面方法基本操作过程的方法,都被归类为宏观基本面方法 (包括

FEER)。正如一些文献呈现的,使用相似方法估算人民币失调程度,即使估算的是

同一年份,或由同一个作者估算,其结果也往往相差甚远。例如,MacDonald和

Dias (2007)以 同 一 BEER 方 法 但 不 同 的 贸 易 平 衡 定 义,估 得 人 民 币 应 升 值

27.3%—46.6%,以实现贸易平衡。

图4　关于人民币失调程度的估算值———基于拓展版购买力平价方法

　　　资料来源:ClineandWilliamson(2007),DunawayandLi(2005),Cheungetal.(2010a),Cheu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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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一个数据来源报告了多个估算值,那么每个估算值均被绘制为一个单独的数据点;如果报告的

是估算区间,那么区间的最大与最小值被分别绘制为单独的数据点。

图5　关于人民币失调程度的估算值———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方法

　　　资料来源:ClineandWilliamson(2007),DunawayandLi(2005),Cheungetal.(2010a),Cheung(2012).

注:如果一个数据来源报告了多个估算值,那么每个估算值均被绘制为一个单独的数据点;如果报告的

是估算区间,那么区间的最大与最小值被分别绘制为单独的数据点。

所有文献均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关于汇率失调程度的估计,对变量选择、模

型设定及样本年份和国家的选择都高度敏感。例如,Cheung等 (2010a,p.20)发

现,使用同一个拓展版 PPP 方法估计 2009 年人民币的低估程度时,如果基于

1990—2009年数据,结果为1.6%,基于1980—2009年数据则为38%。此外,关

于拓展版PPP方法的敏感度分析显示,当去掉一个样本国或者改变代理变量时,由

于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会发生变化,中国实际均衡汇率的估计值也将产生巨大变

动 (Dunawayetal.,2006)。运用宏观基本面方法时,使用同样方法和类似模型设定

的研究,也会得到差异巨大的估计值 (DunawayandLeigh,2006;Bénassy-Quéréet
al.,2004;Clineand Williamson,2007;Cheungetal.,2010b)。例 如,Wang
(2004)得出人民币仅被轻微低估的结果,而 Goldstein (2004)估得人民币的低估

程度达15%—30%。我们十分认同 Schnatz (2011)的结论:用以评估一种货币

“公允价值”(fairvalue)的方法,会随着研究者所作模型假设的不同而迥异。其中

的一个核心困难是对贸易弹性 (tradeelasticities)的定义问题,这一定义决定了汇

率升值与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例如,Ahmed (2009)发现,人民币升值20%会导

致4年后中国对美出口下降4000亿美元。而Cheung等 (2010a)则发现,同样程度

的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只有500亿美元。由此可见,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所作估计

的稳健性非常脆弱 (DunawayandLeigh,2006,p.3;Cheungetal.,2010b)。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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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严重的统计显著性问题。Cheung等 (2007)总结道:“一般而言,如果我们

在做统计推断时,遵循标准操作程序来处理样本不确定性问题,那么在一般显著性

水平上,并不存在证据表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IMF(2006,p.18)也承认: “尽管

计量模型可以捕捉到实际汇率变动的总体趋势,但其对均衡汇率的估计,却不可避

免地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PPP方法和宏观基本面方法在量度所谓人民币失调程度上的失败,

并不是简单地由量度精度问题导致,而是由于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实质性问题。
这两类方法在量度汇率失调的过程中,实际隐含了CCT的前提假设。

就PPP方法而言,尽管其理论基础 LOP并不要求贸易平衡,但自动默认了李

嘉图贸易自动平衡假设。LOP只表明,用于国际交换的商品价格在不同国家大致相

同;这完全可以与不平衡贸易相容。因为即使进出口篮子中的每一个商品都有统一

的国际价格,但不同国家间的进出口篮子构成可以不同。LOP只有在每个国家用于

国际贸易的商品篮子都相同时 (当然它们一般都不相同),才意味着 PPP能成立。
既然LOP并不意味着贸易平衡,那么PPP也就不意味着贸易平衡。所以,我们不

能像汇率操纵论那样,基于PPP估算使国际贸易实现平衡的均衡汇率。拓展版PPP
同样假定,长期中存在一个使贸易平衡的均衡汇率,但与简单版PPP方法不同,它

用各种不同的宏观基本面变量解释实际的贸易失衡,并据此估算使贸易平衡所需的

汇率得到调整。简单版或拓展版PPP都不认为,成本竞争力的结构性不同是持续性

贸易失衡存在的原因。
上述三种宏观基本面方法均认为,现实中人民币汇率存在失调甚至被操纵的情

况,因为观测到的经常项目余额,即使在进行充分产能利用调整后,也不符合理论

上应有的均衡水平。研究算得的经常项目缺口可通过实际汇率的适当调整得以消弭;
只要政府对汇率停止干预,这一调整便可自动实现。这正是CCT的核心假设。CCT
不仅是PPP和宏观基本面方法背后的理论依据,也是其他若干关于中美贸易失衡解

释的理论基础。

四、关于中美贸易失衡的其他比较成本解释

ACT认为,实际成本差异导致贸易失衡,贸易失衡继而又被内生资本流动所抵

消。这与中美贸易现状相一致。但CCT认为,贸易会自动实现平衡,贸易失衡必须

由诸如外汇干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新重商主义发展政策,以及全球

性储蓄或货币过剩等外生因素来解释。以下所有关于持续性贸易失衡的外生性解释,
最终都依赖于CCT的分析逻辑。

(一)外汇干预理论

有观点认为,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干预,导致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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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non,2017)。外汇干预理论经常假设,资本流入可以被冲销 (sterilized),因

为它们只代表了对系统的临时 “冲击”。例如,Bayoumi等 (2015,pp.147-150,
172)从标准CCT假设出发,认为在不考虑民间金融资本流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净

官方资本外流会导致其出现经常项目盈余、美国出现经常项目赤字。但因中国官方

资本外流会降低其资本存量,导致边际资本产出上升,再引起民间资本流入,最终

会抵消最初的官方资本外流。故而 “在一个市场有效、资本充分自由流动的世界”,
由于民间资本流动的充分抵消效应,① 净官方资本外流很难实现对经常项目盈余的

冲销。“而当资本流动性不够充分时”,一国的净官方资本外流不会被完全抵消,于

是其经常项目出现盈余。根据这一CCT推理,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美国贸易

逆差,是中国官方资本净流入美国导致的。因此,“停止净官方资本流动并允许汇率

升值会极大地减少”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 (Bayoumietal.,2015,p.172)。
我们却认为,美国的绝对成本劣势导致其国际贸易逆差,该逆差为内生资本流

入所抵消。基于此,中国对美国的净官方资本流入会推高美元的名义汇率。资本流

入也会 导 致 美 国 流 动 性 的 增 加,并 使 其 利 率 下 降 到 双 边 套 利 等 价 (bilateral
arbitrageequality)的水平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升值只会短期影响美国的

成本劣势,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会恢复原状。与此同时,美国利率的下降,会抑制

部分来自中国的内生性资本流入。所以,外生资本流入会挤出内生性资本流入,直

至净资本流入完全抵消贸易逆差,此时美国的利率低于中国的利率。这正是我们在

中美贸易失衡加剧时期观察到的现象,② 从而解释了上述净官方资本流动和经常项

目失衡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ACT 结果源自美国的成本劣势,而非如

CCT所宣称的资本市场不完美。
上述论断基于中国短期资本可自由流动的假设。但在加入 WTO 的第一个十年

内,中国对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程度十分有限 (Heetal.,2012,p.1)。为抵消贸易

顺差所需的自由市场短期资本外流的资本管制限制,增加官方储备成为弥补这一限

制带来的缺口所必需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外汇干预可以视为对市场机制

的替代,而非扭曲 (Harrod,1957,pp.85-86)。

(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种 主 张 认 为,美 元 作 为 国 际 储 备 货 币 的 角 色 导 致 了 美 国 贸 易 逆 差

(McKinnon,2001;Bergsten,2009)。这一 “特里芬悖论”(TriffinParadox)具体认

为,由于国外要获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外生资本流入美国,使美元升值到高于实

现贸易平衡的水平,最终导致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同时,人民币被贬值到实现贸易

平衡的水平之下,导致中国出现贸易顺差。这一切都是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结果

·85·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2020年第5期

①

②

不同研究表明,冲销 “很难实行,有时候甚至会自行溃败”,“当资本具有充分流动性时,冲销操作……
在资本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并不能长时间发挥作用”(Lee,1997)。
参见IMF数据库 (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1545855)。



(BordoandMcCauley,2018)。该解释还是基于CCT的主张,即外生资本流入会导

致美国贸易赤字 (Bergsten,2009,p.20)。如前所述,我们坚持认为,外生资本流

入会挤出内生资本流入,但不会消除贸易赤字。这里仅需补充:尽管美元作为储备

货币,美国在1960—1970年却实现了贸易盈余 (Shaikh,2016,p.534,Figure11.7;
McKinnon,2001)。这个证据进一步反驳了上述储备货币假说。

(三)新重商主义发展政策

汇率操纵论指责中国扭曲了国际贸易关系,并损害了全球经济的稳定性,而当

代重商主义理论则把人民币汇率失调看作布雷顿森林体系 (新旧版本)下,出口导

向型发展策略的一部分 (Dooleyetal.,2003,2007,2009)。这与汇率操纵论仅在如

何认识中国操纵汇率的动机上有所不同。汇率操纵论认为,中国为了实现贸易盈余

而操纵汇率;新重商主义则认为,中国是为了促进出口拉动型增长才操纵汇率。这

两种理论都深深植根于 CCT 的主张,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来自其对自由贸易的干

预;而 ACT则认为,其缘于中国的绝对成本优势。对于前两种理论,我们不禁要

问,倘若汇率操纵使得东亚国家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出口拉动型增长,那么第三世界,
尤其是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中美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何一直保持巨额贸易逆

差,而未能简单地依靠货币贬值获取出口竞争优势 (UNCTAD,2019,p.17)? 建立

高生产率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毕竟是缓慢且昂贵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仅

靠低廉工资是很难做到的。尽管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工资很低,那里的单位

劳动成本却一直比中国高,其贸易逆差也持续存在 (Golupetal.,2018)。

(四)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和全球货币过剩假说

新古典理论认为,储蓄会从资本富裕国流至资本贫瘠国。如果真是这样,中国

对美 国 的 净 资 本 流 动 则 为 “向 上”流 动,与 新 古 典 理 论 相 悖 (Lucas,1990;
Skidelsky,2018,p.336)。本·伯南克 (BenBernanke,2005)提出的储蓄过剩观点

认为,国外,尤其是中国的净储蓄的过剩,导致对美国的净资本出口,造成了美国

的经常项目赤字。这些过剩的储蓄之所以会流入美国而不是其他发达国家,是因为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殊国际地位”。这一假说的后续论断跟上文讨论的储备货币

假说一致,在此无须赘述。①

Skidelsky (2018) 提 出 的 储 蓄 过 剩 假 说 是 “伪 凯 恩 斯 主 义”(pseudo-
Keynesian)的,因为根据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超额储蓄’是投资不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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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该指出,关 于 上 述 过 剩 储 蓄 的 来 源 存 在 争 议。Ferguson和 Schularick (2011)指 出,根 据 Kuijs
(2005)和 Wolf (2009)的研究,中国储蓄的增加源于其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留存收益,而 非

Bernanke所说的来自居民储蓄。这一发现与 ACT理论完全一致。如果是中国的成本竞争力导致贸易顺

差,那么可以预期企业储蓄将会增加。



而非一个独立的因素”(Skidelsky,2018,p.331)。他还提出了货币过剩假说,① 认

为 “美国在消费和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支出,迫使中国不得不维持贸易顺差……是美

国经济而非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Skidelsky,2018,p.340)。可见,全球性

储蓄过剩和货币过剩的观点,都基于 CCT关于资本流动导致经常项目失衡的论断,
而 ACT认为,该因果关系恰恰相反。

结　　论

尽管事实上外汇市场干预、汇率贬值和经常项目失衡三者之间的联系,在经验

研究层面尚未得以阐明,但汇率操纵论始终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参考依据。大

多数研究通过参照统计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估算汇率失调的程度和方向,但却未

就此类分析达成任何共识。
用于估算人民币失调的标准贸易模型,无论是基于拓展版PPP方法,还是基于

被广泛采用的宏观基本面方法,均植根于李嘉图主义的比较优势理论。汇率操纵论

和对汇率失调的量度,也都依赖于CCT的假设。其假定在没有市场干预的情况下,
实际汇率的变动会使得贸易余额根据资本账户自行调整。其他关于中美贸易失衡的

解释,如储蓄或货币过剩假说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假说,也依赖于这一假设。
然而,一些曾经不遗余力地主张美国应阻止中国操纵汇率的经济学家,最近采

取了更为谨慎的立场。例如,曾于2010年提出汇率操纵论,且呼吁 “对中国及其汇

率”采取行动的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非那么重

要 (Krugman,2018)。现实中的贸易模式与正统贸易理论推断出来的模式之间,差

距竟如此之大。我们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迫切地致力于解释这个差距,但停留在比

较成本理论的框架内将无济于事。
基于实际成本差异的 ACT 认为,即使在国际自由竞争的情境下,也有可能出

现持续性贸易失衡。贸易失衡倾向于催生利率差异,引致与净贸易流动 (nettrade
flows)方向相反的短期资本流动,从而使国际收支得以出清。持续性贸易失衡本身

源自实际生产成本的差异。绝对成本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出现贸易逆差,成为国际债

务国;而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国家,情况则相反。外生资本流动和外汇干预只会短暂

影响名义汇率,但无法长期影响实际汇率和贸易余额,后两者与实际成本竞争力

有关。

〔责任编辑:许建康　张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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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假说与Bernanke (2005)所称的 “美国制造”假说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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