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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

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

達到八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 2008 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

處於八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八

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於過往八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

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資料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

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

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1 原文載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 2009 年 2 月 18 日（http://www.cenet.org.cn/article. 
asp?articleid=35428）。 



企業家信心指數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

照。過去 12 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徵。

第一個特徵﹐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一時間犯

了大錯誤﹔第二個特徵﹐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於輕工業﹐也就

是生產資料行業的下滑遠遠大於消費資料行業的下滑。這兩個特

徵也是所有經濟蕭條時期的主要特徵。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

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的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儘管我們的問

題出現得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麼時候能夠走

出低谷﹖底部在哪裡﹖有人說是 V 型﹐有人說是 U 型﹐也有人說

是 W 型﹐最悲觀的說法是 L 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

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

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於市

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

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

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

係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係到未來走向什麼樣的經濟體制﹐也

關係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對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

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

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

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

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

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

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

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

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

在美國。 

 2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於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

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

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

說是市場的失敗﹐倒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

人士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

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

濟學的機會。 
 

 

讓我們回顧一下 80 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

背景雖然與那次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

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徵﹕危機之前﹐一方面﹐技

術創新﹐生產率提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準穩定甚至下降﹐

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張﹐流動性過剩﹐貸

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

似乎難以持續。1990 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 1990 年代

後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徵。 
1929~1933 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

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儘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

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

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 1974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

們之所以能預測到 1929 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

的商業週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 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

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後的結果必

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

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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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

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

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

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昇﹐最後證明原來的投資是

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

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澱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

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

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

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場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

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

格水準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準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

貸擴張到價格水準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

蕭條就已經到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

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

來太悲觀﹐不願意投資。 
1929~1933 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後的

30 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

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

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 1980 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麼凱恩斯

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

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

政府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

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於釋放經濟中已

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

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

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

斯主義。當然﹐很多經濟學家也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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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

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幹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

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

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 1966 年寫的《黃金與

經濟自由》一書中對 1930 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

業活動發生輕度震盪時﹐美聯儲印製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

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

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

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並產生了

一場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餘的儲備﹐希望最終

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

極大地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並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

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 40 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 80 年前的

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後﹐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

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並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

其行為方式和立場觀點會是多麼的不同啊﹗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

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叫彼得‧席夫（Peter Schiff）的學者型

投資家﹐在 2006 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

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

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撰文認

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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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家 Krassmir Petrov 2004 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

濟與 1920 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後﹐預測 2008 年之後

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利學派經濟

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週

期理論。威廉‧懷特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

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

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 1929 年那次危機沒有什麼大的

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

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

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都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

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

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

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後﹐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

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

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之所以是扭

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扭曲。而這﹐與放鬆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

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願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

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它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

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它們。政府擔保之後﹐放款

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

後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

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 1929 年的危機有一個很大的不

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

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

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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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

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

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於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

值得我們思考﹐而不要僅僅停留在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

對 GDP 的比例達到 7~8％﹔外匯儲備﹐1996 年一千億﹐2001 年兩

千億﹐2006 年一萬億﹐2008 年達到了 1.95 萬億。國際經濟體系當

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麼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

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麼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

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昇

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昇自己

的產品品質﹐而不是一味地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

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麼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麼大﹐即使美

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麼大﹗ 
經濟危機一定是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

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原

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

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而

放大的。無論哪方面﹐都與“看得見的手”的失誤有關。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於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

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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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 年危機為什麼拖了

那麼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後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

是羅斯福 1933 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

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裡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

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

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

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

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 年後日本政府救市

政策的失敗也說明了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並沒

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

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麼﹖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

結果可能延緩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

毒病人﹐醫生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卻是嗎啡﹐最後的結果可能會

使問題更嚴重。這叫“飲鴆止渴”。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

久﹐經濟又會掉下來﹐而且﹐可能會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

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

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麼價位就掉到什麼價位﹐

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五

千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六千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

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

掉到底﹐掉到五千甚至三千﹐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

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

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

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

導致更多的投資失誤和更多的壞賬。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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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短缺。而這正是中國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

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於美國人的過度

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麼又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

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

去的十幾年裡﹐中國家庭儲蓄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

1996 年的 30％以上下降到 2000 年的 25％左右﹐之後沒有大的變

化﹔中國居民消費佔 GDP 的比重 1996 年是 20％﹐到 2000 年只

有 15％﹐2005 年是 16％﹐遠低於印度的 22％。當然﹐中國的儲

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

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

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國有企業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投資﹖因為對

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

本等於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

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

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對 GDP 增

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資料。但這個統計

資料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資料對過去 30 年的 GDP 增長

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 GDP
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 GDP 增長率正相關。也

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 增長越低﹔投資的

“貢獻率”越大﹐GDP 的增長率越高。那麼﹐為了 GDP 的增長﹐

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

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

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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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 1992
年南巡講話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後中國經濟有

了新飛躍。為什麼﹖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

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

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

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

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

惟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基於上述觀點﹐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

的改革﹐打破壟斷﹐全面放開市場准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

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

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要刺激投

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刺激國有企業的

無效率投資。 
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

如果我們早幾年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麼嚴重。反

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 1997
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

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裡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

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第三﹐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

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

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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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利

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

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

本上的﹐也有對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

又要變成過去“幹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

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

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 of state）。我們國家﹐

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裡﹐而不是國民手裡。我想﹐可

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 15％

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

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

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創業積極性

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倒可能

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

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建議﹐我很贊成。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

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給老百姓。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

產價值是 15 萬億左右﹐政府持有 70~80％﹐如果我們拿出 40％就

是六萬億﹐老百姓持有資本收入﹐等於給他一個會下蛋的母雞﹐

而不是只給一個雞蛋。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

業的股份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於

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

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所引起的財富分配

不公﹐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

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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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準來分配財富﹐最

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兩份﹐城裡人給一份﹔富人給一份﹐

窮人給兩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

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

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

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

這樣的話﹐危機之後﹐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

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後﹐無論在哪個行業﹐

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鉅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

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

企業﹐OEM 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

麼﹖中國企業的資訊化太差﹐交給它製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

果我們中國的企業資訊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

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係到我們

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

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全 OEM 的企業要

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我們也不必那麼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

1929 年大危機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

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 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

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

 12



國要維持它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

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 1929 年危機之後

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 2009 年危機之後再次出現。再過幾十年﹐

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

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於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

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方向

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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