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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做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各項工作
不斷贏得發展新優勢開創發展新局面 

新華社北京 4 月 29 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28 日下
午進行第五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他
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
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
能力的根本舉措，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重
要保證。我們要深刻認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意義，
大力推動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片面追求經
濟增長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轉變，不斷贏得發展新優
勢、開創發展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這次集體學習安排的內容是我國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
研究所李向陽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
究院羅雲毅研究員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並談了對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意見和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講解，並
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改革開放

 《人民日報》2008 年 4 月 3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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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目前，我國正處
於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也正處於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
時期。能不能適應國際環境的新變化，適應我國發展的新
要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關係到我們
能不能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在較長時期內繼續保持經
濟平穩較快發展。
胡錦濤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取得實效，關鍵
是要認認真真抓好落實。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
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
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
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
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
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推動產業結構優
化昇級，增強發展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胡錦濤指出，要切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準確把
握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按照控總
量、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的要求，提高宏觀調控的科
學性、預見性、有效性，調整優化投資結構，積極支持
現代農業、節能減排、自主創新、生產性服務業等方面
的建設，積極調整內需和外需結構，確保宏觀經濟目標
的實現。要切實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
創新道路，更加注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深化科技管理體
制改革，抓緊實施重大科技專項，積極營造鼓勵企業創新
的政策環境，大力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快推進創新型國
家建設，努力培育以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為基礎的
新競爭優勢。要切實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立足自身優勢和
現有基礎，瞄準國際產業鏈高端，大力開發節能節材、
新能源、石油替代等方面的技術，積極發展先進裝備製造
業，支持傳統產業加快工藝、裝備改造和產品昇級，推進
III

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加快發展服務業，努力構建現代產
業體系。要切實統籌城鄉發展，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
化道路，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
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要切實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堅決打好節能減排攻堅
戰，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
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胡錦濤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各級黨委
和政府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找準問
題，明確方向，制定和完善切合實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的總體規劃和具體措施，堅持不懈地抓好落實。要堅持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推進各方面體制機制創新，
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形成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
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
快轉變。要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
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在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上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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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中信泰富成立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2006 年 9 月，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慶祝多少週年，著
名的萊佛士論壇，邀請榮智健主題發言，緊接著 24 國財
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
新加坡一時間，各國政要、金融大款、學術大腕，冠蓋雲
集，車水馬龍。榮智健提前讓我幫忙準備個發言稿，當然
責無旁貸。心想，紅色資本家講話，自然現身說法，主談
企業改革：中信集團 — 改革開放碩果；中信泰富 — 香港
一國兩制；知微見著，中國經濟形勢大好，前途無量，云
云。誰知稿子寫好以後，根本沒用。榮智健找我反復討論
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應當從東南沿海的輕型出口加工，
轉入西部的資源大開發；大規模長程性投資，作規劃必須
穩定的價格預期，應當抗拒黑雲壓城的國際壓力，堅持人
民幣的匯率穩定。榮智健的大會發言，獨樹一幟，大義
凜然。
在這前後，研究部出版的成果有，王小強：《史無前
例的挑戰 — 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王小強：《摸著石頭
過河的困惑》、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梁曉：《世
界是平的嗎？》⋯⋯金融是持續關注的重點。2008 年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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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榮智健找我兩次討論，憂心忡忡，中國亟需明確的經
濟方略。根據他的談話意見，我們寫出初稿，榮智健再找梁
曉兩次討論，提出具體修改意見，我們再改，反復推敲修改
到 4 月底，胡錦濤向全黨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
任務。不謀而合，順理成章，總書記的號召成為文章標題。
因為從謀篇佈局到觀點段落，通篇按照榮智健的意思寫成，
最後署名「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2008 年 4 月，榮智健從報紙上看到，俞正聲多次深入
考察棚戶區，針對低收入市民水深火熱的居住條件，提出
建立「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保障機制。榮智健找我兩次討
論之後，明確命令研究部全體動員，用三個月時間，根據
我們過去對香港的研究經驗，到上海調查研究，提供諮詢
意見。榮智健親自聯繫，中信泰富上海公司大力幫忙，研
究部先後兩次到上海調研。7 月，我執筆完成〈關於上海
「居者有其屋」的幾點認識〉；9 月，梁曉、張幸仔完成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的考察報告。多年來，由於房地
產特有的投機性質，房價扶搖直上，全國積壓商品房 1.3 億
平方米，窮人買不起，房地產建設難以健康發展。根本解
決問題的核心是，把住房作為（1）必需消費品與（2）保
值增值的投資項目區別開來，換言之，把住房商品消費買
賣與房地產投機賭博區分開來。上海公積金主任萬曾煒說
得好：這個問題，只有新加坡解決了。新加坡的房地產價
格高得比香港略低少許，人均居住面積超過 25 平方米，香
港僅 14 平方米。所以，〈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
認識〉也是我們認識全國城市、包括香港房地產健康發展
的基本邏輯。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後的瓶頸，早已不是城鄉
戶籍制度，而是「居者有其屋」。
2008 年 7 月，上海課題剛剛告一段落，榮智健立刻
提出研究工作集中到美國的次貸危機上來。因為梁曉、張
幸仔到新加坡補充調研，接著按計劃合作軍事科學院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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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項目，我只能自己憤筆疾書〈「百年一遇」的繁榮與危
機 — 再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算是落實老闆的任
務。8 月，榮智健和國家開發銀行陳元交換意見，認為政府
應當積極發揮主導作用，變資源、市場兩頭在外為資源、
市場兩頭在內，通過西部資源大開發，發展重化工和城市

作者的話

化，實現多數人共同富裕，才能培育有足夠購買能力的國
內市場，構造新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循環。為此，榮智健
專門從北京打電話找我，介紹討論情況，要求研究部抓緊
繼續。我表示多年走成的慣性勢力實在太大了，積重則難
返，寫了也沒用，都寫成烏鴉嘴了。他在電話裡回答的原
話是：「那也得寫呀，這不就是我們的責任嗎？」— 這是
批評我呢。因為我常對年輕人說大話：我們研究人員，一
不耕田二不作工，白吃白喝還吃香的喝辣的，四體不勤而
養尊處優，倘若只會算計自己眼皮底下那點小九九，不知
道努力敬業，為工人農民服務，豈不是昧良心？「我們的
責任」這句話，激勵著我不怕疲勞，連續作戰，與何小亮
再寫〈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 三論加快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與梁曉再寫〈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
麼終結？— 四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來構思的還
有展開論述的結論篇 ─〈30 年河東 30 年河西 — 五論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於長期廢寢忘食，多年過勞終
於成疾，良心大大地壞了，心電圖和股市一樣上躥下跳，
間歇、早搏、房顫，驚心動魄暈頭，不得不看醫生，喝中
藥，停筆喘氣 ⋯⋯。好在眼前這本書，從榮智健的新加坡
講話開始，篇篇結論都明擺在那裡。
這些分別署名的系列文章，作者文責自負。尤其是用
《投機賭博新經濟》的基本邏輯分析金融海嘯，不見得符
合榮智健的看法。然而，他又發電又煉鋼又澳洲鐵礦又上
海房地產，春江水暖鴨先知，從 2008 年初南方大雪、煤電
矛盾以來，心急火燎，不斷找我討論宏觀經濟，提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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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施加工作壓力，呼籲轉變而且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可以說，沒有榮智健，不會有中信泰富政治暨經
濟研究部，也不會有讀者面前的這本書。
除了更換、補充幾個新鮮數字，整個文字幾乎保持
原貌。因為我們特別驕傲，用《投機賭博新經濟》看金融
海嘯，理論聯繫實際，已經並且正在繼續證明這本書層層
深入展開的邏輯判斷的正確性。現在媒體天天期盼經濟復
甦，避而不談復甦什麼經濟？— 復甦股市、樓市「百年一
遇」的瘋狂泡沫，繼續紙醉金迷？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
只講經濟，不講政治；只有經濟學，沒有政治經濟學了。
「陰謀論」演義的暢銷書雅俗共賞，不等於馬克思主義政
治經濟學與時俱進。金融海嘯洶湧澎湃，把全球經濟一體
推向新的歷史拐點：追漲之後必然殺跌。經濟學解釋不了
「非理性繁榮」，自然救不了「非理性蕭條」。願意不願
意面對，這個現實意味深長：經濟「復甦」的解決方案勢
必步出經濟範疇。
經過 30 年改革開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必須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這本書集中了研究部的最新成果。在這些
題目依次展開的過程中，不僅署名作者，多數員工都參與
了查找資料、繪制圖表、編輯校對等等大量工作。做成這
本書，更是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梁曉編輯核對，李玉娥
排版調整，石麗萍完善圖表，廖煒美術設計，楊瑩組織指
揮出版發行，七手八腳，齊心協力，充分體現團結戰鬥的
集體精神。

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總經理 王小強
2009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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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 榮智健在新加坡萊佛士論壇的發言 

中國是一個 13 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清晰的發
展戰略，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多年來，東部沿海出口加
工工業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2005 年，中國大陸
22257 億美元 GDP，進出口 14221 億美元，相當於 GDP
的 64%。這一比例之高，是日本與美國 21% 的三倍多。這
是史無前例的。應當講，這是利用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原材料，利用了中國人的辛勤勞動及熟練的技巧，取得的
鉅大成績。進入新世紀以來，能源、原材料持續漲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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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9 月 14~15 日，作為 24 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
議（9 月 16~17 日）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年會（9 月 19~20
日）的一部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召開萊佛士
（Raffles）論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總理李顯龍、中國國資委主
任李榮融、越南國家投資公司主席 Le Thi Bang Tam、前美聯儲
主席 Paul Volcker、前美國財政部長 Lawrence Summers（現奧
巴馬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1998 年）和 Michael Spence（2000 年）、印度尼西亞財政部
長 Sri Mulyani Indrawati、南非財政部長 Trevor Manuel、前南
韓財政經濟部長 Han Duck-Soo、德意志銀行副主席 Caio KochWeser、挪威銀行行長 Svein Gjedrem、澳大利亞財政管理局副主
席 Ross Jones、高盛集團副主席 Suzanne Nora Johnson 以及標
準普爾、麥肯錫、摩根斯坦利、世界銀行的亞太地區主管，以及哈
佛、耶魯等著名大學教授和《金融時報》等著名媒體負責人參加會
議和發言。本文是榮智健作為講者之一，在 2006 年 9 月 15 日上午
會議的正式發言。會議設定的分階段議題是「投資與國家的財富」
（investing to a nation's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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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增加，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提出日
益嚴峻的挑戰。如何應對這個挑戰？在國內各方面節約
能源，也可以從國外購買一些資源。在我看來，中國的進
一步發展，必須啟動內需，著重開發能源、原材料的重工
業。
中國的資源潛力在西部。西部資源大開發，著力發展
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與東南沿海勞動密集
型的輕型出口加工工業相比較，意味著更新的工業基礎，
更高的技術，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實力更上一層樓。實現這
個進程，明顯需要新一輪比過去 30 年更多、更大規模的投
資和技術引進；這當中，自然蘊含了比過去 30 年更多、更
大的商機。
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我個人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應當
強調：第一是煤炭和水利資源的開發，第二是保持人民幣
的穩定。

◎ 煤炭、水利資源的開發
在能源方面，中國的自然資源，有兩個「世界之
最」。一個是煤炭儲藏世界第一。另一個，中國的水利資
源也是世界上最豐富的。
首先談煤。中國煤炭儲藏量極其豐富，世界第一。但
是，中國現在還在進口煤，每年從南非、澳大利亞、印度
尼西亞等地進口煤。大家可能感到很奇怪，主要原因是什
麼呢？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交通運輸問題，另一原因是煤的
污染問題，再就是開採技術落後。怎樣利用中國的煤炭資
源最合適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方向，應當是煤轉油。如今
世界上石油價格高達 70 美元一桶，倘若能夠積極發展煤轉
油技術，把每噸煤的 50% 轉成油，或者這樣講，在煤轉油
4

的過程中，能夠將每桶油的價格控制在 25~30 美元，中國
的能源問題就可以長治久安了。能源來源上的經濟安全，
由此可以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大家也值不得這麼緊張了。
我相信，煤轉油工業在中國大發展的前景，已經為期不遠
了。
再談談水利資源的開發利用。「世界屋脊」在中國，
中國的水利資源得天獨厚。但是，中國的水利資源 70% 集
中在西南的崇山峻嶺，人煙稀少，平原很少，很難開發利
用。所以至今全國的水利資源，真正利用的還不到 20 % 。
與世界先進國家利用率達到 80~90 % 相比，差距很大，
開發水利資源大有潛力。中國的北方，特別是西北，擁有
大量自然資源，包括剛才提到的煤炭和廣袤無垠的平原，
但是因為沒有水，土地乾旱，人民生活困難。缺水嚴重是
西北落後的根本原因。沒有水，西北現有的人口和生產力
都維持不下去，怎麼大開發？倘若能夠把西南的水資源與
西北的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氣候條件、人口和生產力結
合起來，全局就活了，全國的自然資源就匹配起來了。所
以，南水北調工程，應當是西部大開發的關鍵。當然，調水
工程必須動員全國的科研力量，需要大規模的長程性投資，
不是私人企業可以承擔的。這必須是國家的投資行為。

現在人們對人民幣是否應當昇值，有很多說法。今天
借這個機會，談談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
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道理非常簡單，不要說大規模長程
性的能源、原材料開發了，什麼樣的工業投資，也受不了
人民幣價格大起大落。
人民幣應當昇值，是日本在 2003 年七國會議上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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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因為是日本提出的，我就以日本自己的情況作為
例子。在 1985 年的時候，因為日本與美國貿易長期存在順
差，幾個發達國家簽定《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度昇
值。到了 1989 年，日本經濟崩潰，一下子持續蕭條了十幾
年，到今天，都應當說還沒有完全恢復吧。日本的經濟基
礎、生產能力遠遠比中國要強大得多，扎實得多，日本尚
且不能經受匯率的波動，更何況我們中國？現在誰敢說人
民幣昇值、匯率市場調節以後，中國一定不會重複日本的
老路？誰敢說，同樣的匯率波動，放在中國經濟身上，肯
定不會形成比日本嚴重得多的社會性、政治性災難？
現在很多人說匯率制度應當與國際市場接軌，人民幣
匯率應當自由浮動，市場調節。我想問一下，究竟是由什
麼樣的市場調節？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外匯市場調節，每
天進行著幾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其中真正用於貿易和直
接投資的，我看不會超過 5 % ，95 % 以上都是投機套利。
這些龐大規模的貨幣交易，這些龐大規模的資金流動，由
各國銀行、投資機構和對沖基金的預期來決定，與不到 5%
的進出口貿易、直接投資的一點點變化，沒有什麼直接關
係。把人民幣交給這樣的市場去調節，等於說把人民幣的
命運交給這樣的鉅額投機去折騰，去擺佈！中國今天雖然
有近一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也經不起這種衝擊。在今天來
講，實際上，經過近 30 年時間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已經
成為現在世界上最大、最肥、最後一塊尚未遭受金融危機
洗劫的處女地。我相信大家都記得，1997~1998 年的金融
風暴，許多亞洲國家辛辛苦苦奮鬥積累了幾十年的外匯儲
備，一個晚上就被掃得精光！我們對此記憶猶新。
目前國際上說人民幣低估，需要昇值，有各種各樣
關於「平價購買力」的計算。這些計算結果各不相同，計
算方法非常複雜，中間太多人為的假設，我們一般人很難
看懂。常識能夠判斷的是，2006 年 5 月份一期《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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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紀念「鉅無霸指數」廣泛應用 20 週年。「鉅無霸
指數」是根據麥當勞的「鉅無霸」漢堡包在不同國家的售
價來判斷不同貨幣的「平價購買力」。根據這個「鉅無霸
指數」，人民幣應當昇值 58 % 。這樣的理論邏輯，十分說
明問題。今天中國還有近八億農村人口，2005 年人均收入
3255 元，按 1 比 8 的匯率折算，平均每天收入一美元；就
算是人民幣昇值 58%，按 1 比 3.4 的匯率折算，不過每天收
入 2.6 美元。所以，對中國來講，問題不是「鉅無霸」漢堡
包的售價比美國的價格高還是低，而是大多數中國人根本
吃不起。麥當勞在美國，多麼偏遠的地方都有；在中國，
只有大城市才有，中小城市很少見，就說明這一點。在這
個基礎上人民幣昇值 58 % ，麥當勞該吃不起還是吃不起，
煤轉油幹不成了，不合算了！
再來說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不是貿易順差，人
民幣對美元就應當昇值？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一直是逆差，
是不是日元對人民幣也應當昇值？— 按照《經濟學家》
的「鉅無霸指數」，日元對美元低估 28 % 。我前面提到，
在今天每天幾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市場上，95 % 以上都是
套利投機。貿易平衡與匯率早就沒有直接關係了。日元昇
值的經歷就是有力的證明。《廣場協議》以來，日元持續
昇值。但是，一直到今天，日元匯率自由浮動、市場調節
了多少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還是順差。所以我認
為，貿易是貿易，匯率是匯率。進出口平衡是貿易問題，
匯率市場調節是金融體制問題。既然今天匯率已經不直接
由貿易情況來決定，這兩個問題也應當分開來討論，分開
來處理，不應當混在一起。這是我自己的看法。因為貿易
順差就搞貨幣昇值、匯率市場調節，根據日本的經驗，不
僅不會實現貿易平衡，而且是一個風險極大的災難性選
擇。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需要開發能源、原材料的新
階段，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體制、什麼樣的貨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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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需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濟、社會、政治情況，通盤
考慮的大問題。
美國 GDP 和進出口佔全世界的 20% 左右。可是，世界
貿易的三分之二，國際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以美元計價。
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 70% 是美元資產，外匯交易的 90% 與
美元進行。美元政策影響全球經濟，根本用不著強調。可
是，每次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考慮加息或減息，只是根據
美國本身的一系列經濟指標，針對美國自己通貨膨脹的快
慢來決定，並沒有特別提出要考慮對歐洲、日本、中國等
其它國家的影響。所有的決策依據，都是對美國負責。我
們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優秀的治理與國家的財富」（good
governance and wealth of nations）。根據這個主題，
我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向美國政府學習「優秀的治理」，在
人民幣昇值和匯率制度上，更多地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實
際需要，即中國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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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2005 年以來，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帶來次按危機。
美國經濟短期內復甦無望，越來越成為沒有懸念的共識。 2
與此同時，迫於國際壓力，人民幣不斷昇值，出口下降，
外匯儲備迅猛增加，結匯成為發票子的主渠道，國內通貨
膨脹日趨嚴重。眼看到來一個美國經濟萎縮、帶動全球經
濟增速放緩、降低中國出口增長的新趨勢，所以，中國必
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
2008 年 4 月 28 日，在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會議上，
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戰略任務，首先「要切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準確
把握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3
摩根斯坦利的亞州主席史蒂芬．羅奇說：「2008 年
初，中國出口增長向下調整的初步跡象已十分明顯。⋯⋯
對於靠外部驅動的中國經濟而言，（2003~2007 年）這個
機會就像『上帝的恩賜』一樣，佔世界貿易比重的急速增
長正好準確地趕上了全球增長強勁加速的時期。⋯⋯ 但是
如今，順風很可能將變成逆風。」4 2008 年第一季度，中
國出口 3059 億美元，增幅比 2007 年同期下降 5% 以上。5
我們的進出口按美元統計，如果按人民幣統計，考慮人民
幣累計昇值 16 % 的因素， 6 加上由於成本增加出口產品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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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單就出口的產品數量而言，實際生產的下降幅度，比
現有統計數字反映得更大。
多年來，中國出口帶動經濟高速增長， 7 容納持續增
加的龐大就業人口。譬如 2005 年，紡織品出口 176 億美
元，僱用兩千萬員工。2007 年 1~2 月，產量增長近 20%；
2008 年同期，降為 5.7 % 。廣東驟然下跌 32.9 % ！紡織廠
商協會調查 17 個省，49.2 % 的廠商考慮停產關閉。 8 中
國紡織工業協會調查，內地紡織廠的平均邊際利潤率僅
為 3.9%，其中三分之二更低至 0.7%。9 出口生產下降，直
接影響就業，威脅社會安定。商務部長陳德銘說，「中國
外貿出口每波動一個百分點，將影響中國 18~20 萬人的就
業。」10
經濟學家說過，昇值減少出口，促進中國的產業昇
級。現在，實際發生的是工廠停產關門。中國出口中，外
資企業佔一半多。 11 「世界工廠」往往不是「廠主」。滿
世界都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許多不過是
「由中國製造」（made by China）。 12 原材料供應、市
場銷售、利潤分配、成本核算、生產和投資計劃多由境外
企業掌握。 13 究竟是產業昇級還是工廠關門，產業轉移去
中西部、去印度、去越南、去巴西？是外商說了算。留下
的失業，才是我們的難題。換句話說，原材料、市場兩頭
在外，如果人民幣繼續昇值，沿海輕型出口加工企業繼續
大面積停產關閉，龐大的就業壓力，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難
題。這裡，沒有經濟學教科書式的輕鬆和浪漫，可以袖手
旁觀，坐等市場自動調節出產業昇級。
更為緊迫的是，出口增長已經放緩，就業狀況正在
惡化，源源不絕的「熱錢」卻在加倍湧進中國。中國銀行
研究報告，2008 年一季度，外匯儲備增加 1538 億美元，
減去 414 億貿易順差和 274 億外商直接投資，增量中不能
解釋的部分超過 851 億美元，比重高達 55.3 % ！一季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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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熱錢」流入量是 2007 年的三倍。 14 人民幣持續昇
值，一方面造成生產下降，一方面吸引來更多外匯，發行
更多貨幣，火上積薪通貨膨脹。 15 更重要的是，各界預期
人民幣還要繼續大幅度昇值。 16 如今，美元兌人民幣已經
「破七」，再昇下去，是否要「破六」、「破五」、「破
四」？為了緊縮流動性，存款準備率連續提高到 16.5%，中
小生產企業貸款條件越來越困難，再提高下去，是否要提
高到 18 % 、19 % 、20 % ？不斷昇值造成外匯儲備猛增，再
增加下去，是否要達到兩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物價、
尤其是貨幣價格無法預期，物質生產、尤其是產業昇級必
須的長程性大規模集中投資，很難做出明智的選擇。17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各國貨幣急劇貶值，各國經濟
陷入危機，各國社會恐慌萬狀，大有滄海橫流之勢。唯我
中國政府大義凜然，鄭重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果斷處理蔓
延到廣東的支付危機，發國債、搞基建、修公路、啟動內
需，全國農業退耕還林⋯⋯當時（直到現在）也有各種不
同意見，包括強烈的反對意見和鉅大的國際壓力。但是，
黨中央、國務院毅然決然，宏觀調控目標明確，各項政策
堅決連貫，用人辦事貫徹始終，不僅中國企業和外商投
資，連香港社會都吃了定心丸。
世界經濟外部的「不可預見性」隨時隨地發生，中國
的路得自己走下去，數以億計的人民還得就業、吃飯。面
對當前美國經濟萎縮帶動「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及其對我國
的影響」，亟需展開充分的研究和討論，「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

◎ 大力開發自然資源
「啟動內需」，可以脫口而出。問題是用什麼指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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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沿海輕型出口加工工業難以為繼，擴大就業迫在
眉睫，廣大勞動人民就業和提高收入的途徑，只能是中
國產業、特別是資源開發型重工業的全面振興。中國的
自然資源潛力在西部。西部資源大開發，著力發展資本
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新型重工業，與東南沿海勞動密
集型的輕型出口加工工業相比較，意味著更新的工業基
礎、更高的技術水平。通過這樣一個「產業結構優化昇
級」，使中國的經濟實力更上一層樓。實現這個進程，
明顯需要新一輪比過去 30 年更多、更大規模的投資和技
術引進，其中自然蘊含了比過去 30 年更多、更大的商機
和經濟繁榮發展。 18
譬如，中國的水利資源集中在西南，儲藏量世界第
一。因為西南崇山峻嶺，人煙稀少，長期得不到有效利
用。中國近千萬平方公里國土，80 % 的人口、財富和生產
力集中在不到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平原。中國最稀缺的資源
是平原。新疆一省面積 166 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沿海 14 個
省市國土面積的總和。西北有廣袤的平原，海拔、日照、
溫差樣樣得天獨厚，適合人類居住、農牧業和資源開發型
產業發展，唯獨缺水。不調水，西部現有人口和生產力規
模都難以為繼，廣大平原不僅無源開發，而且很難扭轉生
態惡化的頹勢。可以說，把西南荒廢的水資源與西北荒廢
的平原資源相結合，與西部鉅大的煤炭資源相結合，對民
族振興的偉大意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擴大規模、加強
力度南水北調，把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大西線」納入工
作進程，把西南長期不能利用的水資源，盡可能多地調往
西北，不僅黃河一系列現成的梯級設施可以成倍發揮效
力，而且可以大規模開拓綠洲面積，建設良好的生態環
境，集聚人口，展開大規模城市化，在全國範圍和世紀時
間維度，啟動足以使中國經濟獨立自主持續發展的鉅大
內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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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工業優化昇級
譬如，中國的煤炭資源集中在西部，儲藏量世界第
一。因為交通運輸、加工利用技術、污染等問題，現在每
年還從南非、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進口煤。怎樣充
分開發中國的煤炭資源？最主要的方向應當是高技術含量
的煤化工、清潔燃燒技術、尤其是煤轉油項目。近年來，
石油價格高居不下，已經突破 120 美元一桶，發展煤轉油
技術大有可為。只要大規模煤轉油，能將每桶油的價格控
制在 35~40 美元，19 中國的能源問題即能長治久安了。
不僅煤礦、水利等自然資源開發，道路、港口等基礎
設置建設，機械、尤其是與南水北調和西部大開發相關聯
的重型機械產業發展，勢必促進和帶動先進的裝備製造業
發展，都可以在「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盤子裡，重新
考慮定位，根據中國自己的發展需要（而不是世界市場的
「不可預見性」），制訂長遠發展規劃。
發展大企業為主的重工業，與小企業為主的輕型加工
工業最大的不同在於，不能單純招商引資，創造和完善市
場環境，等待市場調節。在這個意義上，神華集團的成功
具有啟發意義。神華集團 1995 年成立，2001 年一期工程
建成，四千萬噸煤炭生產能力、810 公里鐵路、三千萬噸
港口裝船能力，2004 年煤炭產量 1.21 億噸，全國第一，
世界第五。如今，神華是集煤礦、電廠、鐵路、港口、航
運、煤液化為一體的中國最大的煤炭企業，是全球最大的
煤炭銷售商，擁有 54 個累計生產能力為兩億噸的煤礦，
全長1369 公里、運轉能力 1.28 億噸公里的鐵路專用線，
電廠裝機 1608 萬千瓦，煤轉油和煤化工項目正在加快建
設。 20 神華集團開創了中國煤炭行業產業結構優化昇級的
新紀元。
神華的飛躍發展，靠的是國家堅決上馬重點大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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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搶佔戰略制高點和科技制高點的決心、組織和指揮。
別的不說，單是「礦、路、電、港」一體化大規模開發，
牽扯到煤炭、鐵道、電力、交通等部門和地方，如果囿於
條塊分割的體制局限，市場調節既得利益，部門地方協調
扯皮，神華的發展不可想像。

◎ 善用已有經濟實力
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前所未有，中央的財政收入前
所未有。1.7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既是國際施壓的理由，
也是貨幣博奕的資本。剛成立的中國投資公司，上手就是
兩千億美元。還在繼續增加的外匯儲備，總量直奔兩萬億
美元。善用已有的經濟實力，能幹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
啟動多少內需和就業？不是北方城市嚴重缺水嗎？— 大舉
投資南水北調，加快工程進度，擴大調水規模，全面展開
「大西線」的踏勘和論證；不是油價高踞不下、進口石油
財務吃虧、收購油氣資源國際關係緊張嗎？— 大力發展煤
化工，尤其是清潔燃燒技術和煤轉油項目；不是因為關閉
小煤窯，煤炭漲價、供電不足嗎？— 大舉投資國有大煤礦
的技術改造，提高產量，降低成本，大力改造各地電網；
不是房地產投機造成普通百姓買不起房子嗎？— 大舉投資
經濟適用房和相關社區建設，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不是
一些農副產品漲價造成通貨膨脹嗎？— 大舉投資現代化、
工廠化大農業⋯⋯
當然，外匯儲備不能直接拿來投資基本建設和產業
昇級。具體的財務安排和技術轉換，恰恰有待更開闊的視
野，研究開發出有利長遠發展的金融創新。如何善用數以
萬億計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國際金融史上史無前例的新課
題。新加坡的淡馬錫，肯定不是適當的參照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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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提西部大開發 21
如果說過去 30 年，東部沿海的發展主要靠輕型出口加
工工業，西部大開發則是以資源開發和重工業為主。原材
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是一時得以高速發展的捷
徑。經濟安全和不可持續的弊端顯而易見，— 原材料和市
場兩頭受制於人。中國 13 億人口，超過美國、歐盟、日本
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坐擁無與倫比的大市場，何必在市
場上受制於人？中國近千萬平方公里國土，蘊藏著幾乎應
有盡有的自然資源，何必在能源、原材料上受制於人？西
部大開發，開發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
內需源源不斷，足以發展「兩頭在內」、「兩頭在西」的
能源、原材料生產基地和鉅大的消費市場，根本扭轉東部
沿海輕型出口加工工業單兵突進、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
幫助東部產品「出口轉內銷」，在繼續改革開放和招商引
資的環境下，把東西部生產力組合成一個能夠自主發展的
整體。中國經濟發展從此立於不敗之地。開放而不仰人鼻
息，正所謂「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從輕到重的轉移，在人口、生產力佈局上，意味著經
濟增長的重心，從東向西，順理成章地再上一個臺階；在
啟動內需、城鄉關係上，則意味著大規模的城市化。相對
於過去 30 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口的城市化嚴重滯
後。這裡不僅有戶籍制度的束縛，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火
車頭 — 輕型出口加工工業本身，具有規避城市化的產業特
徵：第一，流動不定的民工潮，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勞動，
東南沿海經濟繁榮，兩代民工的勞動素質沒有相應提高，
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沒有相應提高；第二，東南沿海的輕
工業分散發展，遍地開花，佔據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
不會自然發展起來；第三，與臨時進城打工的最低消費相
對應，城市的住宅、商業、教育、醫療、服務等第三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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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未能與工業化進程同步發展。20 多年時間，東莞「常
駐」民工數倍本地居民；各大城市「常駐流動人口」幾乎
等於戶籍從業人數；城市化及相關的第三產業，長期未能
得到與工業增長速度相應的迅猛發展。
與輕型加工工業規避城市化的三個產業特徵恰恰相
反，資源開發型重工業與城市化，原本屬於不可分割、相
輔相成的一回事，足以形成第一產業（資源開發）、第
二產業（重化工）和第三產業（城市化）協同帶動經濟發
展，把提高勞動者素質與增加人民收入、擴大內需消費市
場有機結合起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昇級，增強發展協
調性和可持續性。」
第一，發展重工業生產，多為熟練技術工種，需要長
時間的技術培訓和技術積累，不能像輕加工的簡單勞動那
樣，今天從農村出來，明天就上崗幹活；有活就幹，沒活
走人。所以，與 50 年代一樣，重工業的產業昇級，需要培
育和造就一支相對穩定的產業工人隊伍。大批尚未富起來
的流動民工，可以在重工業發展的同時，轉變成具有某種
專業技能和固定職業的產業工人，轉變成具有足夠消費能
力的城市人口。
第二，發展資源開發型產業，自然資源分佈不均勻。
神木、府谷一帶有煤，「幾通幾平」搞得不好，照樣有人
願意去開發。同理，如果沒有什麼資源，中央財政的轉移
支付再多，招商引資優惠再多，大片上好農田土地轉讓再
便宜，得不償失。不僅如此，輕型加工工業講究分散投
資、分散風險的「短平快」。相反，開發自然資源，必須
大規模長期性集中投資，不可能鄉鄉建廠、村村冒煙，往
往一個項目一座城市。譬如，一座年產兩千萬噸的大煤
礦，需要十萬具有專業技能的職工隊伍。
第三，發展資源開發型重工業，產業工人隊伍相對穩
定，不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醫療、金融、

服務等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根據國外城市化的經驗，一名
城市第二產業的就業往往伴隨 2~3 名第三產業就業。如果
一個就業人口贍養 2.5 人，一名第二產業就業（包括就業
者本人）可以增加 7~10 個城市居民！譬如，大慶油田年
產五千萬噸原油，職工 29 萬人，家屬 80 萬人，加上政府
機構、學校、醫院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一座二百多萬
人口的大城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這還是在高度限制城
市人口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的。今天的西部大開發，毋庸沿
用 50 年代的城鄉分割體制。倘若鼓勵人口向城市集中，新
疆規劃的五千萬噸石油的油田，加上相應的油化工，可能
集中五百萬城市人口。所以，經濟發展的重心從東南沿海
輕型加工工業到西部重型資源開發工業的轉移，直接意味
著同時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化。
總而言之，面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現實，中國亟
需明確的經濟方略。今後兩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的緊要關頭。龐大的就業壓力，勢必對社會安定產生越來
越嚴重的影響。抓住稍縱即失的寶貴戰機，需要站在全局
高度，審時度勢，把短期應對與長遠發展結合起來，避免
頭痛醫頭、腳疼醫腳；需要集思廣益，參考中外大興基本
建設、自力更生的歷史經驗，統一部署，集中指揮，避免
政出多門、朝令夕改；需要把壓力轉化成動力，變被動防
禦為主動出擊，變捉襟見肘為大有作為。堅決貫徹落實胡
錦濤總書記提出「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大力
展開水資源調配和國土整治，啟動新一輪資源開發、產業
昇級和城市化，真正實現「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
動」，「增強發展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今天全球經濟增
速放緩的嚴峻挑戰，就會成為民族振興的歷史機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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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中，美聯儲公佈褐皮書：因為樓市低潮、信貸危
機及就業狀況轉弱，使消費者收緊開支，美國經濟狀況在第一
季度進一步惡化（〈聯儲局：美首季經濟續惡化〉，香港《信
報》2008 年 4 月 18 日，第 22 頁）。史蒂芬．羅奇預測，「隨
著 2007 年個人消費支出創紀錄地佔到實際 GDP 的 72 % ，而
如今房產和信貸泡沫又雙雙破裂，房產依賴的美國經濟想要
在 2008 年避開即將到來的衰退將變得十分困難」（史蒂芬．羅
奇：〈中國的全球挑戰〉，摩根斯坦利 2008 年 3 月 22 日）。
紐約大學教授盧彬尼指出，「美國陷入衰退的事實已經再明顯
不過，有關衰退的辯論也已經轉移至這次衰退是淺層次的短期
衰退，還是深層次的長期衰退」。美國經濟衰退可能不是迅速
反彈的 V 形，而是時間更長、程度更深的 U 形，甚至是 W 形。
美國樓市的嚴重衰退尚未顯示出結束跡象，已有高達 2.2 萬億
美元的財富灰飛煙滅，八百萬個家庭陷入負資產的窘境；全部
金融損失可能包括 1.7 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及相關證券化產品
（Nouriel Roubini：〈美國將陷入 U 形衰退〉，香港《信報》
2008 年 4 月 16 日，第 35 頁）。

3

〈胡錦濤強調：抓緊做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各項工作〉，新華網
2008 年 4 月 29 日。

4

史蒂芬．羅奇：〈中國的全球挑戰〉，摩根斯坦利 2008 年 3 月
22 日。

5

海關數據，順差比 2007 年同期下降 11 % ；中國的前幾大出
口市場中，對美國的出口增幅最低，只有 5.4 % （〈商務部：
外貿出口處合理區間〉，香港《信報》2008 年 4 月 16 日，
第 11 頁）。

6

2005 年 7 月~2008 年 4 月，人民幣兌美元累計昇值約 16%。僅
2008 年第一季度，人民幣昇值 4.15%。

7

2007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佔 GDP 的 66 % （按一美元兌
7.5 元人民幣估算），2005 年和 2006 年的比例分別為 64 % 和
65%（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
公報〉2005~2007 年）。

8

44.4 % 不得不把為出口市場製造的產品轉內銷（林行止：〈成
本上昇匯價漲，中國出口陷困局〉，香港《信報》2008 年 4 月
22 日，第 12 頁）。

9

林行止：〈成本上昇匯價漲，中國出口陷困局〉，香港《信報》
2008 年 4 月 22 日，第 12 頁。

10

〈商務部：外貿出口處合理區間〉，香港《信報》2008 年 4 月
16 日，第 11 頁。

11

2007 年，外企出口額佔中國出口總額的 57.1 % ，2005 年和
2006 年的比例分別為 58.48% 和 58.18%（國家統計局：〈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5~2007 年）。

12

林行止：〈成本上昇匯價漲，中國出口陷困局〉，香港《信報》
2008 年 4 月 22 日，第 12 頁。

13

「中國紡織品生產商只能拿到 10 % 的利潤，90 % 的利潤都屬
於品牌擁有者、批發商、分銷商、零售商等各個環節，而這些
環節大多被進口國壟斷」。紡織品如此，許多媒體津津樂道的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亦如此。譬如出口一臺 DVD，售價 32 美
元，交外商專利費 18 美元，成本 13 美元，企業利潤一美元。出
口一臺 MP3，售價 79 美元，國外拿走 45 美元專利費，製造成
本 32.5 美元，企業利潤 1.5 美元（〈中國紡織品出口應實行新
戰略〉，香港《信報》2005 年 5 月 25 日，第 14 頁；陳二厚、
胡作華：〈一臺 DVD 賺取一美元利潤，中國造能走多遠？〉
《北京日報》2005 年 3 月 11 日，http://homea.people.com.cn/
GB/41391/3236349.html）。

14

2007 年全年的外匯儲備增量中，上述「不能解釋的部分」1200
億美元，平均每月一百億美元（黃少明：〈加速昇值非遏抑通脹
單一良方〉，《中銀財經述評》2008 年 4 月 24 日）。

15

詳見梁曉、王晶：〈昇值壓力來自不斷昇值〉，《香港傳真》
No. 2007~12；梁曉：〈中國宏觀調控捉襟見肘〉，《亞洲週
刊》2008 年 3 月 9 日，第 38 頁。

16

「目前市場普遍認為 2008 年人民幣的昇值幅度在 10% 左右，但
高盛經濟學家梁紅的報告認為，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政府容忍的
人民幣對美元昇值幅度年內將達到 12 %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王
志浩更認為昇幅要達到 15%」（〈年內已昇 4.16%，人民幣奔向
「6 時代」〉，香港《文匯報》網站 2008 年 3 月 28 日，http://
news.wenweipo.com/2008/03/28/IN0803280019.htm）。

17

參見本書第一篇〈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 榮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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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萊佛士論壇的發言〉。
18

參見本書第一篇〈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 榮智健
在新加坡萊佛士論壇的發言〉。

19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師牛犁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每桶 40 美元
的油價是進行戰略石油儲備的較好區間」（〈首批戰略石油儲備
啟動〉，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11 日，第 12 頁）。

20

參見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網站（http://www.shenhuagroup.
com.cn/about % 20us/shenhua_jc.htm）；常志鵬：〈神華
集團：創造中國煤炭發展奇蹟〉，新華網 2005 年 8 月 24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05-08/24/content_3396519.htm）。

21

參見李旭梅：〈西部大開發之「大」— 讀《西部大開發方
略》〉，《香港傳真》No. 2001~18。鄧英淘、王小強、崔鶴
鳴：《西部大開發方略》。

22

史蒂芬．羅奇也說，「不論有多痛苦，週期性的調整亦是一個機
遇。就像這一次，中國、美國乃至更廣泛的全球經濟都將獲得良
好的機遇。中國方面，⋯⋯隨著美國，這個中國外部需求等式中
最重要的一環開始趨軟，發展內部消費需求以沖銷美國經濟的疲
軟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史蒂芬．羅奇：〈中國的全球挑戰〉，
摩根斯坦利 2008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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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年一遇」的繁榮與危機
王小強

2008 年 3 月，美國政府營救貝爾斯登。4 月 28 日，根
據美國次按危機帶動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緊迫形勢，在政
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會議上，胡錦濤向全黨提出「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7 月「兩房」出事，財政部
全力搶救，折騰到 9 月沒救過來，收歸國有。接下來不到
兩週時間，世界第六大企業 AIG，80 % 股份國有，落實死
緩。1 雷曼兄弟倒斃。美林賣身美銀。2 高盛大摩急忙變性
「銀行控股」，逃過滿門抄斬。3 股神注資高盛 50 億美元
一針強心劑，急救保爾森步雷曼後塵。4 談笑間，全球頂尖
的五大投行灰飛煙滅！—「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IC）前
主席伊薩克表示，這代表大家之前所認識的華爾街已經完
了。」5 索羅斯認定「我們處在自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
最糟的金融危機。」6 格林斯潘計算出「百年一遇」。7 巴
菲特呼天搶地「經濟珍珠港」。8 布什總統全力猛推七千億
美元拯救方案。「這金額等於美國的國防、教育及醫療預
算的總和！」9

繁榮與危機

美國歷史悠久的貨幣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在
基金單位淨值跌破一美元後，觸發了貨幣基金贖回
潮，Putnam Investment 即宣佈關閉旗下貨幣基金，把
所有現金歸還投資者，市場信心盡失，貨幣基金投資
者在 9 月 17 日單日抽走了 892 億美元，創史上最高紀
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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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遇」的追漲殺跌
美國政府挺身救市，投入上萬億美元，「百年一
遇」。 11 美國經濟（現在通行說法）繼續處在「衰退邊
緣」。 12 如果只是金融創新次按，銀行拉客超額，美國樓
市下跌近 40%，道瓊斯股指下降 14%，全球股市蒸發八萬
億美元。13 泡沫應當擠得差不多了。次按總額 8600~13000
億美元，其中近半數缺固定收入憑證，貸款 4500~6500 億
美元，分 20~30 年還清，每年二、三百億美元。忽然斷
供斷出銀行壞賬兩、三千億美元， 14 或者政府補貼百姓續
供，或者多印點鈔票買斷，金融體制全球楷模健康無恙萬
壽無疆，何致於把「次按危機」搶救成「金融危機」搶救
成「金融海嘯」？由此可見，次按不過引爆炸藥包的導火
索。有沒有次按，美國經濟難以為繼。 15 已經發生的事實
是，「金融機構損失遠遠超逾次按相關的 2500~3000 億美
元」。 16 繼續發生的事實是，鉅額公帑救市之後，救市方
案變本加厲，顯然不是說危機已經、或者很容易過去。格
林斯潘對次按「技術進步」讚不絕口， 17 現在推敲 50 或
「百年一遇」的嚴重性，應當不是在聳人聽聞，「金融海
嘯」可能超過 30 年代大蕭條？
中國文化講究「悖入悖出」。 18 80 年代以來，美國
帶領全球金融一體自由化，金融危機一起接著一起，一起
大過一起，确實「百年一遇」。1985 年，《廣場協議》
逼迫想說「不」的日本金融改革開放，1989~1991 年日
本金融危機，從此不再經濟持續增長和政局高度穩定。 19
「1990 年 7 月，八個歐盟成員國完全取消了資本管制。」20
1992~1993 年歐洲金融危機，「法蘭西銀行和德國聯邦銀
行攜手投入了三千億美元用來保護歐洲貨幣體系」， 21 遭
金融家譏笑「用一隻水桶和一塊抹布去對付密西西比河水
泛濫。」22 諾貝爾獎墨頓．米勒戰役總結：「199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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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993 年 6 月，這些中央銀行賠的錢足夠你們以及世界
私營風險管理業中的其他人使用 20 年了。」 23 當然要接
著「使用」。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席捲南美，泰國在
IMF 和世界銀行的壓力下開放資本賬戶，24 1997~1999 年
亞洲金融危機，馬哈蒂爾氣急敗壞：「我們努力了 40 年才
發展起來的經濟，突然被人憑著數十億美元的投機和見不
得人的手法，在短短幾個星期內便毀於一旦。」25
圖~1：全球對沖基金年平均收益，1990~2008 年
40 ĞƦğ
30
20
10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0
-10
-20

註：對沖基金 1990 年 610 項，2000 年 3873 項，2009 年初超過 13000 項。
其中索羅斯的量子基金資產淨值增長，1989 年 31.6 % ，1990 年
29.6%，1991 年高達 53.4%，1992 年高達 68.6%，1993 年更高達 72%。26
資料來源：Hedge Fund Research：“HFRI Fund Weighted Composite
Index”。

繁榮與危機

與此同時，美國經歷了「百年一遇」的金融自由化
（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百年一遇」的持續降
息， 27 各類金融產品創新層出不窮，各類金融機構賺得缽
滿盆豐，美元霸權如日中天，索羅斯呼風喚雨，虎豹基金
興風作浪，作多點石成金，拋空所向披靡， 28 打了英鎊打
泰銖，屢戰屢勝。諾貝爾獎墨頓．米勒理論概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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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最令人恐怖的地方就是財富的轉移。」 29 不信請
看圖~1，對沖基金平均收益群峰高聳，先後對應日本、歐
洲、南美、亞洲的金融危機。華爾街花紅天文數字， 30 美
國經濟「百年一遇」空前繁榮。連格林斯潘都不好意思不
納悶，那麼多「百年來僅見」的財富從哪裡來？ 31 空手套
白狼的「新經濟」引領時代潮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長此以往 20 年，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
型的物質生產向發展中國家大搬家，金融市場錢買錢、錢
生錢的貨幣經濟拔地而起，兩下子合力佔盡便宜，極大扭
曲了美國的產業結構。
表~1：美國主要產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1980~2007 年  ( % )
產業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2 2004 2006 2007

1 農業與礦業

5.5

4.3

3.2

2.3

2.2

1.9

2.7

3.0

3.2

2 公共工程

2.2

2.6

2.5

2.5

1.9

2.0

2.1

2.1

2.1

3 建築業

4.7

4.4

4.3

3.9

4.4

4.6

4.6

4.8

4.1

4 製造業

20.0 17.5 16.3 15.9 14.5 12.9 12.2 11.7 11.7

5 批發與零售

14.0 14.0 12.9 13.2 12.7 12.8 12.5 12.2 12.2

6 信息產業

3.5

3.9

3.9

4.2

4.7

4.6

4.5

4.5

4.7

7 運輸與倉儲

3.7

3.2

2.9

3.1

3.1

2.9

2.9

2.9

2.9

金融、保險、
8 房地產、出租
和租賃

15.9 17.3 18.0 18.7 19.7 20.5 20.4 20.9 20.7

9 專業和商業服務

6.7

8.1

9.8

10.0 11.6 11.4 11.5 11.8 12.2

教育、醫療
與社會救助

5.0

5.5

6.7

7.2

6.9

7.6

7.8

7.7

7.9

藝術、娛樂、
11 休閒服務、
住宿及餐飲業

3.0

3.2

3.4

3.4

3.6

3.6

3.7

3.6

3.7

12 政府支出

13.8 13.8 13.9 13.4 12.3 12.8 12.8 12.5 12.6

13 其他

2.2

10

2.3

2.5

2.4

2.3

2.4

2.3

2 .3

2.3

資料來源：BEA Industry Economic Account（http://www.bea.gov/
industry/gpotables/gpo_action.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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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1 數據，到 2007 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只剩 11.7 % 。金融、保險、房地產、專業服
務等第三產業一路攀昇，加上對資本市場高度敏感的信息
產業和建築業， 32 貨幣經濟的成分及影響越來越大，錢買
錢、錢生錢的金融市場主導經濟景氣。在微觀層面，虛擬
經濟與物質生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狗咬尾巴一樣自我
螺旋。 33 在宏觀層面，股市、樓市、錢市之間的正反饋循
環，上行足以把整個經濟推到沸騰的頂點，倒栽蔥，下行
直達水落石出。我們十年前研究香港經濟景氣的邏輯關係
示意圖，已經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適用美國。34
圖~2：股市、樓市和錢市之間「越來越」的正反饋
樓 市

越好

越好

越差

越差
越好

錢 市

股 市
越差

資料來源：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 3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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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經濟邏輯，從內部說，是股市、樓市（房
地產）和錢市（金融）三者之間的「正反饋」關係。
⋯⋯樓市越火，股市越火；股市越火，抵押、借款就
越容易，銀行生意興隆，股市、樓市也越火。反之，
股市一跌，股票或物業資產貶值，銀行或是要求還
貸，或是要求增加抵押，壓力傳導到企業往往是收縮
營業或變現還錢。還不上錢，資金周轉不開，就只能
像百富勤或正達集團一樣清盤破產。這裡，股市越

2
29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慘，銀行越不敢借錢，房地產資金周轉越困難，股市
越發不容樂觀，是一個下行的、經濟越來越差的「正
反饋」。35
圖~3 清楚顯示，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鉅額浮財捲回
老家，美國股市頓時「過熱」，高科技沸騰。2001 年股市
崩盤，次按佔房屋貸款總額的比例從 8 % （1999 年）激增
至 20%（2006 年），36 樓市泡沫重提股市，掀起投機賭博
新高潮。2006 年樓市衝頂，次按壞賬拖墜股市調頭，引發
信貸危機、企業破產，下行的樓市、股市雪上加霜⋯⋯。
「百年一遇」追漲早晚「百年一遇」殺跌。索羅斯強調指
出無數次：「從自我加強到最終自我毀滅的過程，是金融
市場中流行的弊病。」37
圖~3：美國股市、樓市「百年一遇」的追漲殺跌，1950~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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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住宅價格指數為年度數據，以 1890 年為基期；標準普爾 500 指數
取每月最後一個交易日數據。索羅斯說，「我將全球化與超級泡沫的開
端定在 1980 年」。38
資料來源：住宅價格指數取自耶魯大學經濟學系網站，《非理性繁榮》
一書作者羅伯特．J．希勒創建的網上數據庫（http://www.econ.yale.
edu/~shiller/data.htm）；等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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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美國股市、樓市再接再勵，高潮迭起，經久不
衰，所以有弄潮兒乘風破浪，水漲船高。「截至 2008 年 8
月份，雷曼僅以三百億美元資金支撐六千億美元資產，意
味著資產價格下跌 5%，便足以令公司一文不值。」40 — 整
個兒一個世紀末廣東破產的「廣國投」，區別只在佛大泥
多，上百倍的資產∼債務總規模。41

◎  為什麼沒有證監會的事？

繁榮與危機

美國政府連串拯救行動，根本沒有證監會什麼事。 42  
這個事實勝於雄辯：危機並非少數企業經營不慎或個別賭
徒違規犯法造成，監管部門有勁兒使不上，無所作為。
詹姆斯．艾爾曼說雷曼兄弟是「想跟市場賭一把，結
果輸了。」 43 艾倫．格林斯潘說長期資本「是把本金交給
賭徒，從事和原先業務計劃毫不相干的豪賭。」 44 比起
複雜的經濟規律，賭博規律簡單透明：（1）拋擲硬幣，
頭像朝上的概率 50 % ；（2）每次拋擲都有 50 % 的成功
機會；（3）輸了就翻番賭注，只要義無反顧堅持下去，
早晚翻本，根本用不著出老千。英國巴林銀行， 45 美國
Amaranth，46 法國興業銀行，47 倒騰石油的安然，格老副
手組建的長期資本，48 這次倒閉的雷曼兄弟，49 包括相差
好幾個數量級的國產中航油，先贏後輸、輸了加注的賭博
行為（投資決策）如出一轍。而且誰也無法否認，只要有
足夠頭寸繼續下注，確實能把損失贏回來。 50 要賺錢必得
冒風險，有人贏是因為有人輸。奠基如此天經地義，對這
些企業的 CEO 來說，企業清盤純屬手氣不好，時運不濟，
怎麼能責怪他們不敬業，拿高薪？肯定有違規犯法的，但
全是籌措賭注逼出來的。他們放牌桌的每一注都沒有假
鈔，均為合法生意。所以，發達國家美國政府很明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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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釀成「百年一遇」滔天禍，證監會靠邊站，FBI 調查犯
罪。 51 誰的事情誰忙活。不像我們尚處發展中，一出事就
推給改革開放，永遠強調完善制度，加強監管，什麼壞事
都是計劃經濟種下的劣根。
金融市場的賭博性質不改變，政府的救市方案尚未通
過，廣大健在的雷曼小兄弟們，已經紛紛摩拳擦掌、躍躍
欲試了。「資金充足的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以至中小型
獨立投行趁勢而起，希望填補大型投行淡出所騰出來的空
間。」 52 政府用公帑替賭徒還賭債，當然培育「道德風
險」，鼓勵弟兄們更加大膽翻番下注。— 贏了獎金花紅冠
冕堂皇；輸了高薪照發，欠債越多越有公家兜底。這不是
非要撐死膽大的不可？

◎  軟硬著一個懸浮之陸
從宏觀角度看，水落石出的市場說法是「到底」，經
濟學家慣用「著陸」。著陸分軟硬。軟得像席夢思，硬，
會摔得缺胳膊少腿，畢竟最終有陸可著。泡沫再大，哪怕
大到沫多水少的程度，總有向主流回歸的萬有引力。從表
面理解看，雖然美國只剩 11.7 % 的製造業，泡沫向物質生
產收縮、靠攏，浮腫消腫，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實際上，不盡然。沫多水少不好辦，水乳交融更麻煩。虛
擬經濟不但滋潤而且破壞實質經濟。譬如 AIG 滿世界兜售
全資附屬的國際租賃公司，擁有上千架民航飛機的租賃合
約，53 金融失火，殃及航空。譬如雷曼兄弟 2008 年 9 月清
盤，拍賣八百億美元的房地產項目；54「AIG 的房地產附屬
公司擁有 230 億美元的房地產權益，」2009 年 3 月「削減
付款額或延遲付款」； 55 再給江河日下的樓市添亂。地產
連累金融，金融再傷地產，典型的錢市、股市、樓市下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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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一年時間，紐約和倫敦金融企業股票市值蒸發 37 %
和 25%，金融就業減少 13.5% 和 10%，外加花紅驟減，金
融從業收入減半。紐約 12% 就業人口在金融，佔全市薪金
收入 30%，從來是購買 100~300 萬豪宅的主力。2008 年二
季度，曼哈頓住宅交投銳減 22 % ，倫敦百萬英鎊以上住宅
交投銳減 46%！56 2009 年一季度，美國樓價連續九個季度
下跌，住宅市場一年貶值 3.8 萬億美元，「以致現在逾五分
之一業主擁有負資產物業」。57
更本質的問題在於，商品市場的供求規律是價格昇
少買，價格降多買。金融市場的供求規律反過來，追漲殺
跌，價格越漲越買越漲⋯⋯，價格越跌越賣越跌⋯⋯。 58
與商品市場交易物質產品不同，金融市場交易鈔票、股
票、債券、保險單、次按證券，都不是為了消費使用。
買是為了賣。「大家都是為了交易進行交易，也就是投
機。」 59 決定是否買進的依據，只有能否找到下家賣出，
必須揣測他人買賣的可能，揣測他人揣測他人買賣的可
能，揣測他人揣測他人揣測他人買賣的可能，⋯⋯。批評
雷曼兄弟與市場賭博，其實，參與買賣股票的諸位「股
蟻」，誰不是在與市場賭博？
經濟學的宏觀分析，也討論各類主觀預期，關注的是
商品市場的供求規律，收入增加，消費增加，刺激生產，收
入增加。居民過多儲蓄，不利刺激生產，所以有溫和通脹
促進消費的經濟學派。隨著貨幣經濟突飛猛進，美國居民
這些年早不往銀行存款了。持續增加的收入，節衣縮食的
儲蓄，包括醫療、養老和子女教育，全買股票債券保險基
金房產，全指望「理財」— 分頭下注了。美國三億人口，
一億多股民，幾乎家家炒股； 60 兩億五基金賬戶，幾乎人
手一冊。61 70 年代，75% 的私人儲蓄是存摺或定息債券。
「90 年代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四分之三的積蓄用來在交易
所搞投機。」62 1990~2005 年，美國「淨儲蓄總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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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GDP 的比例，從 16.2% 減少到 14.8%。「個人淨儲蓄」相
當於 GDP 的比例，從 5.4% 陡降成 0.3%，總額僅有 325 億美
元。63 完全沒有了存款應付不時之需，GDP 增長再快，就業
再充分，通貨膨脹率再高，收入增加再多，一旦股票套牢，
基金貶值，房子成了負資產，誰敢貿然增加消費開支？64
國民收入支配唯金融市場馬首是瞻，迫使政府宏觀
調控的主要參數，實物經濟的客觀數據，GDP、物價、
就業、收入、儲蓄等等，統統讓位看得見、摸不著的「財
富效應」了。如今，人人期盼美國經濟走出困境，早日
復甦。但是，這裡所說的「復甦」，與經濟學說的「復
甦」，不再是一回事。在中國，照舊還看 GDP，必須 8 %
以上的增長速度安排就業，穩定才能壓倒一切。在美國，
2008 年二季度 GDP 增長 4%，歷史罕見的高速度。快馬加
鞭的興頭上，「百年一遇」衰退邊緣。美聯儲連續多次降
息，短期利率下降；住房貸款 20~30 年週期，樓市塌臺，
斷供風險增加，長期利率上昇。 65 手忙腳亂宏觀調控哪
個？什麼參數標識經濟「復甦」？不是 GDP，不是物價，
不是就業，也不是收入增長，美國政府救市的政策目標明
白無誤 — 保房地產價格、保股票價格、保企業之間的正常
支付，阻止股市、樓市和錢市之間「百年一遇」的正反饋
殺跌循環。復甦追漲瘋狂？
宏觀調控「財富效應」？「財富效應」喜怒無常，
與實質經濟，不僅程度上沒有線性關係，甚至方向可以
完全相反。「以 1990 年 9 月為例子，市場觸底之後，
1990~1991 年美國標準普爾指數回昇 37 % ，雖然 1991 年
每股盈利下跌了 35 % ，利潤則下跌 16.7 % ，但市場並非以
實質 GDP 或者利潤來計算折讓；同樣地，分析雖預期 2009
年的盈利預測大幅下跌，但仍期望標準普爾指數將有力回
昇。」 66 這個期望靠譜嗎？「人們依照對於未來股價的預
期而買賣股票，但股價取決於投資人的預期。」 67 人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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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性命，個個進進出出，結果，集體造就一塊哪兒都是底
從而哪兒都不是底的動態懸浮之陸。這正是索羅斯一生信
奉波普哲學的「測不準定理」。脫離使用價值物質消費的
市場交換，像鬱金香、君子蘭、普洱茶一樣，「在市場到
頂和觸底時，多數人永遠是錯。」68
遺憾不遺憾，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尚未誕生能夠駕馭
追漲殺跌的經濟學。原因很簡單，賭博不是經濟。倘若出
牌能被賭場老闆宏觀調控，玩的肯定不再是平等下注的公
平賭博了。「非理性繁榮」的命題本身，超出經濟學所以
能夠成為經濟學（不是算命）的理性前提假設。 69 換言
之，面對非理性的越貴越買越貴⋯⋯，經濟學全無用武之
地。為此，貨幣學派的開山鼻祖弗里德曼，在「史無前例
的貨幣體系」面前茫然自失。 70 負責實際操作的格林斯
潘，當然知道追漲到頭必然殺跌，理論上萬般無奈，實踐
中無所措手足：
效率市場理論不能解釋股市崩盤。⋯⋯突然發生
的恐懼或興奮是無人可以預期的現象。⋯⋯我已經知
道我們永遠無法精確地辨識非理性繁榮，更難以據此
採取行動，直到事件發生之後。71

繁榮與危機

沒有一個簡單的、有關美國經濟的模型能夠有
效到解釋產出水平、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上，可能
有一些難以置信的複雜的方程式可以做到這一點。但
是我們無法掌握它們，其他人也無法掌握它們。⋯⋯
（這種系統破壞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力或者我們的能
力，從而我們無法作出有效的反應），⋯⋯我們目前
尚未完全理解這個新體系的運轉動因。⋯⋯惡性循環
顯然會出現得更加頻繁。⋯⋯歷史證明：金融市場參
與者們容易受樂觀主義的影響。過分的樂觀會產生不
平衡，這種不平衡的增長會導致樂觀變悲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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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立刻形容這一過程，但是到目前為止，經濟學
家還不能預測信心喪失的發生。信心的喪失通常被形
容為泡沫的破滅。72
預先辨別泡沫的存在需要一種判斷，即成千上萬
的知情投資者都出現了錯誤的預期。和市場打賭通常
是一種不明智的決定。73
前些年牛市追漲群情激昂，格老膽戰心驚，發出警
告，推波助瀾。如今熊市殺跌一瀉千里，當局再不出手，
賭場就開不下去了，繼任只有「埋身肉搏」（當年香港政
府救市用語）。在投機賭博的經濟實踐中，政府平時干預
市場，像主權基金一樣，與索羅斯、虎豹基金、養老基
金、長期資本、高盛大摩、美林雷曼等眾兄弟不分彼此，
來的都是牌桌下注的賭客，有輸有贏，無怨無悔。 74 莊家
在內一視同仁，所以「賭場坐莊需要高超賭技」。 75 只
有在滄海橫流、生死相拚的緊要關頭，方顯出不但莊家而
且老闆的非同凡響。雖然經濟學接受不了索羅斯的「反身
性」（越是不惜傾家蕩產地拋空，越有可能影響散戶跟
進）， 76 當局每每財大氣粗，不似分散「股蟻」盲人瞎
馬，無論作多作空，媒體呼悠輿論鼓噪，常有實力牽引
「羊群效益」走向，成就心想事成。而且，贏，可以突然
改變規矩不許對手出牌；輸，可以直接開動印鈔機多做籌
碼付賬。決戰決勝，戰無不勝。當然沒有免費的午餐。行
政手段制勝賭局，挽救賭場，代價不菲。亞洲金融危機，
香港政府出手，裁判下場主力作多，「七招 30 式」擅改遊
戲規則，作空的大鱷損兵折將，鎩羽而歸。賭場保住了，
賭博生意人去樓空。77
金融市場貨幣經濟，收益與風險相對應。熊市牛市
賤買貴賣「拉抽屜」，價格波幅振蕩越小，單位進出賺錢
越少。越是風險越賺錢。所以，「穩定市場」的口號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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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收益」的同義語。試想，政府出錢買道瓊斯指數上
兩萬點，去槓桿不能多買，禁沽空不許多賣，把股票價格
穩定得風平浪靜，金融市場一潭死水，貨幣經濟沒漲沒
落，哪裡求得「財富效應」去復甦（什麼）經濟呢？

◎  不可低估「百年一遇」
值得在理解上分清楚，當前救援方案的政策目標，是
幫忙企業資金周轉，還是調節宏觀經濟。如果是前者，用不
著擔心，美聯儲是印美元的。早已取消了黃金掛鉤，只要不
怕中日兩國拋售美債，財政部放膽發債印錢，政府想救誰都
救得了，不缺流動性。 78 不僅如此，美國危機越深化，越
禍害冰島、韓國、澳大利亞一類小貨幣國家，當地百姓越
是減持本國貨幣，美元不但不貶值反而堅挺，越發享受貨幣
霸權的好處。 79 所以，你們不出錢，我就印票子。何慮之
有？所以，出於一片好心，為了盡量少印點錢，省得美元削
債，《金融時報》文章建議美國的七千億美元救市方案，
應當從中國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借五千億。 80 英國首相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分別籲請中國和中東產油國掏
錢。81《華爾街日報》文章提醒中國、中東趁難得機會花美
元入市，特別表揚日本注資大摩。 82 沒錯，美國金融正在
重新洗牌。疑慮在於今後接著玩什麼？倘若能夠繼續「爭上
游」，黑桃皇后當然算好牌。如果洗完牌改打「拱豬」了，
急忙搶購皇后到手，豈不是請神容易送神難？所以，真正值
得討論的問題是，印鈔機敞開供應流動性，政府囫圇吞棗
「有毒資產」反芻，五大投行死而復生重操舊業，美國經濟
1989~1995 年，老布什能把房貸儲蓄機構（S&L）
的壞賬包下來消化， 83 與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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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都屬於一個局部，所以大刀闊斧，可以「砍樹救
林」。 84 那時節，各類金融機構主體，來不及創新和 S&L
纏成一團，隨後展開世界各國的金融改革開放，世界各國
的金融危機連續不斷，美國經濟靠美元霸權，全球聚斂幾
個圓周，消化些許國內壞賬，吃得多拉得少，無礙腦滿腸肥
的大局。兩相比較，小布什今天血盆大口「金融海嘯」，難
度大多了。滿世界風暴金融「搖錢樹」，碩果纍纍，滿載而
歸，吃飽了撐得坐不下來，在家裡接著開party，先造股市
狂潮，再造樓市泡沫，「美國消費狂歡」貫穿始終可勁兒
造， 85 直造得不僅美國而且歐盟全情投入理財，靠強大軍
工享受金融霸權， 86 錢買錢、錢生錢的貨幣經濟當成衣食
父母，工作就是請客吃飯，飯來張口，錢來伸手，養尊而處
優。看上去兩次都是住宅貸款惹的禍，後一場「海嘯」，贏
房子贏地全押上了，眼睛紅紅的，映出熊熊燃燒的森林大
火，四處冒煙，看不清該砍什麼樹，救哪片林了。
一方面，手心手背都是肉，砍斷骨頭連著筋。譬如
「近期連串的限制沽空禁令，令對沖基金遭受十年來最大
的打擊」。87 圖~1 顯示，2008 年對沖基金的負收益率已經
史無前例，再來三令五申嚴禁沽空，硬逼著改成貔貅只進
不出，等於乾脆不讓對沖了。然而，「目前對沖基金參與
了美國逾三分之一的股票交易」。 88 基金虧損歇業成群結
隊，不是給風聲鶴唳的股市幫倒忙？—「為了應付大跌市
引發的鉅大回贖潮，對沖基金 9 月份紛紛拋售股票套現，加
劇美股跌勢。」89
另一方面，就算不顧美元貶值加印鈔票，有多少壞
賬，小布什總能學老布什大包大攬，子承父業然後呢？貝
爾斯登的鉅額爛賬資產得賣，「兩房」的鉅額爛賬資產得
賣，AIG 的鉅額爛賬資產得賣，雷曼兄弟的鉅額爛賬資產
得賣，美林、高盛、大摩、WaMu、美聯、⋯⋯的鉅額爛賬
資產得賣，處理 50~60 萬億美元信貸違約掉期（CDS）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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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鉅額爛賬資產得賣， 90 甚至連飛機、汽車、州政府都
不斷傳來必需緊急救援的壞消息⋯⋯。什麼什麼都得救，
救下來的和救不下來的都得賣，要麼美國人民（納稅人出
錢），要麼外國政府（外匯儲備貶值），數不清的冤大頭
埋單之後，總得允許大家費力耗時運氣，逐步消化（如果
居然沒有消化不良的）。
向來予人以穩健印象的德意志銀行一元做 50 元
買賣，持有主要為美國次按約值兩萬億歐元，比「房
利美」還多，為德國 GDP 八成強； 91 英國巴克萊銀行
一元做 60 元生意，持有的問題債券總值 1.3 萬億鎊，
比英國 GDP 還多；比利時的 Fortis 銀行，一元做 33 元
生意，「相當保守」，唯其手上的問題債券數額亦
比 GDP 高！92
2008 年 7 月，美國企業破產 5644 家，比 2007 年同期
增加近 80 % 。九家地方性銀行清盤。 93「企業重組大王、
WL Ross & Co. 主席羅斯預測，美國未來數月將有多達一千
家銀行倒閉」。 94 話音未落，「美國最大儲蓄及貸款機構
Washington Mutual（WaMu）終於倒下」。95 第二天，摩
根大通收購美聯銀行，⋯⋯
與此同時，「金融海嘯」虹吸各國一次次「銀行間借
貸癱瘓」，迫使各國中央銀行一次次大規模注資。 96 「繼
愛爾蘭和愛沙尼亞等國後」，新西蘭「正式宣佈陷入逾十
年來第一次衰退。」97「11 月 15 日歐盟正式宣佈陷入經濟
衰退」。98〈冰島多招力阻國家破產〉。99〈英業界擬促政
府 效 美 救 市 〉 。 100 歐 盟 「 連 環 搶 救 四 銀 行 ， 三 間 國 有
最嚴重金融危機〉。 103 阿根廷國有化退休基金。 104 〈南
韓宣佈萬億救市計劃〉。 105 日本政府警告「日本有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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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01〈瑞士注資 405 億拯救瑞銀〉。 102〈俄遇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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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之虞。」 106 救市財政開支五萬億日元。 107 香港東亞
銀行擠兌，政府全額擔保存款，百姓雷曼迷你損失慘重，
上街遊行吶喊，金融業開始裁員。 108「如今匈牙利、烏克
蘭、塞爾維亞和白俄羅斯一個接一個地要求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打救，拉美地區則有阿根廷隨時賴債、巴西股價匯全
線崩潰⋯⋯」109 2001 年才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Joseph
Stiglitz 一口咬定，「保爾森計劃是另一個騙局」。因為
「不需要多少天才就能看得出，美國金融體系 — 實際上是
全球金融體系 — 陷入了危機。」110
高盛集團經濟學家 Jan Hatzius 預計，過去一年全
球各金融機構已沖銷了價值 4080 億美元的資產，同時
籌集了 3670 億美元資本，但似乎還未足夠。每次金融
公司和投資者暗示他們已沖銷了足夠資產並籌集了充
足新資本的時候，新一輪拋售潮就會再次引發重新估
值，把危機推向一個新階段。111

◎  南懷瑾說「中國命好」
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中國「世界工廠」一枝獨秀。筆
者擔心中國金融危機，寫〈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挑戰〉。 112
南懷瑾關注文章的邏輯分析，但是說「中國命好」。 113
2005 年《史無前例的挑戰》出版，擔心香港政府換屆、
阿扁狗急跳牆、共產黨十七大、中國金融危機，都趕在北
京奧運會前後「共振」。局部問題尚能單項處理，唯獨金
融，邏輯上繞不過去，牽一髮而動全身。高盛總裁「中國
通」轉任財政部長，保爾森矢言人民幣短期昇值加彈性、
中期市場調節。 114 2005 年以降，人民幣被迫昇值，外匯
儲備激增，梁曉寫〈昇值的壓力來自不斷昇值〉。115 2007
4
40

年 5 月《投機賭博新經濟》出版，文章中「等待中國的金融
危機」一節展開〈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一章。南懷瑾還是
說「中國命好」。到 2008 年春節，出口增速減緩，押寶人
民幣持續昇值的「熱錢」蜂擁而入，股市樓市驟然火爆，入
市就賺錢，買房就昇值，結匯發行人民幣通貨膨脹，「改革
結匯方式」提上議事日程，眼看亦步亦趨日本覆轍⋯⋯。老
人家始終高度關注，繼續堅定不移「中國命好」。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
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
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
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
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
展，這可能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
嚴峻的安全問題。116

單從救市的資金來看，就可以知道金融市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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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籠罩全球，中國是尚未被金融危機洗劫過
的最後一塊處女地。杞人憂天中國金融危機，做夢也沒想
到，美國自己搶先越位丟人現眼了！人民幣繼續昇值的
壓力頓失，反而「近日華爾街流行『太中國化不能倒閉』
（too Chinese to fail）⋯⋯。」 117 冷戰結束以來，社會
主義陣營瓦解，共產主義理想破滅，美國才是看得見、摸
得著的人間天堂。全球經濟一體化也好，普世價值也好，
具體到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實現現代化，只有美國一個
最好的榜樣。當然可以肯定，〈華爾街走向新生而非末
日〉。118 不敢肯定的是，無論這次如何走出困境，美國及
其各色幫腔人等，應當不好意思更強硬要求發展中國家、
尤其咱們中國，必須和「海嘯」的國際慣例接軌了？
對此，香港《信報》發表〈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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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嚴重，經此一役，不少人對美式投資銀行的營運
方式、對金融工具的監管，以至發展中國家是否仍然
應該遵從美國呼籲的開放金融市場原則，相信都會提
出各種質疑，金融業無可避免會來一次徹底改革！119
對此，《信報》路透社專欄指出：
十年前，美國聯邦儲備局當時的主席格林斯潘斷
言，亞洲將意識到「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所採行
市場資本主義是更優越的模式。」亞洲決策者從未把
這當一回事，現在則更會感到，華爾街投資銀行垮臺
及美國政府七千億美元援救計劃，支持了他們對這種
隨心所欲的資本主義的懷疑。120
對此，2008 年 9 月 23 日聯合國大會發言：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致辭時表示，目前金融危機
禍及全球，影響扶貧成效，各國領袖必須重新理解營
商操守及企業管治，採取新的方法，聯手解決問題，
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法國總統薩爾
科齊形容目前「瘋狂」的金融制度是危機主因，希望
能夠懲罰「危害人民存款」的人，呼籲各國領袖在 11
月召開峰會，商討如何合作重建「受規管的資本主義
體制」，使金融活動不能單憑市場營運者主宰，讓銀
行固守正業，為經濟發展融資，而不是參與投機。121
說一千道一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轉投新
興市場」。「債券投資比例則由過去 25 年佔基金投資逾四
分之三，銳減至目前的四分之一。」122 馬來西亞的林吉特
決然拒絕再跟美元掛鉤。123 10 月 6 日開始，巴西、阿根廷
雙邊貿易不再用美元了。普京建議溫家寶雙邊貿易改用盧
布和人民幣。 124〈中日首腦同稱致力維持美元體系〉。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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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日本先後放棄遵守國際會計準則。126 東盟加三未經
請示同意，徑自宣佈 2009 年成立基金。 127 各國資本市場
嚴禁沽空。 128 英國首相宣佈制定限制沽空的「永久性措
施」。 129 美國金融市場撲殺衍生工具。 130 ⋯⋯領導時代
潮流的美國政府帶頭，全面採取計劃經濟行政手段，重拳
連擊，蠻橫抑商，大張旗鼓國有化，131 大張旗鼓「去槓桿
化」，大張旗鼓限制買賣，大張旗鼓調查犯罪，大張旗鼓賣
臺灣諸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132 ⋯⋯蒸蒸日上的金融創新殘
花敗柳，欣欣向榮的貨幣經濟慘綠愁紅。未平倉的CDS 合
約總量過去七年增長一百倍，2008 年上半年減少12%。全
球衍生工具市場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跌幅。133 買空賣空又
成了投機倒把，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對沖基金的黃金歲
月已過，行業將要面對艱苦時刻。」134 索羅斯國會聽證，
「受委託資產預料將減少 50~75%。」135 華爾街大幅度裁
員，加大幅度減薪。136⋯⋯無可奈何花落去。總統的救市方
案居然遭本黨議員否決。打不完的伊拉克戰爭加百年一遇
「金融海嘯」，內外交困，11 月大選沒有懸念了。
回顧總結 30 年改革開放之際，胡錦濤向全黨提出「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有現在進行時的「海
嘯」驚濤拍岸，轉變的方向應當明確，轉變的速度應當加
快，亟需大智大勇，下定決心。經濟不是賭博，有規律可
循。在人民幣昇值 20% 的基礎上，美歐經濟萎縮，直接負
面影響貿易順差依賴美歐市場的中國 GDP。兩頭在外大進
大出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極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已經充分兌現。30 年河東 30 年河西。經過 30 年改革開
放，「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
業化道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啟動內需，共同
富裕：自力更生 — 如西部資源大開發，執政為民 — 如包
括「常住流動人口」的城市住房保障體系，137 深化金融體
制改革 — 如農村、中小企業合作金融，138 繼續與國際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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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接軌 — 如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煤礦安全、貧困最低標
準、139 城鄉戶籍管理體制等等⋯⋯

註釋和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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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 850 億美元 11.5 釐高利貸明白「顯示聯儲局不是資助
AIG，當局的主要目的只是令 AIG 有秩序地破產。聯儲局官員私
下說，當局不在意 AIG 在貸款期結束後規模變小、不再存在，
還是仍能保持現有規模和模式經營。一些不具名的聯儲局官員
透露，聯儲局向 AIG 貸款的條件不包括要求 AIG 出售資產或清
盤，儘管這是 AIG 最有可能的還款方式」（〈聯儲局 6630 億
救 AIG 穩定金融體系〉，香港《信報》2008 年 9 月 18 日，第
2 頁）。

2

2008 年 8 月底，全球金融機構為次按資產撇賬 5038 億美元，雷
曼兄弟累計撇賬 82 億美元，排名第 16 位。「相比之下，排名在
前三位的花旗銀行、美林及 UBS 的撇賬規模分別達到 551 億、
518 億及 442 億。花旗集團連續已虧損三個季度，而美國四大投
資銀行之一的美林更是從去年第三季度出現虧損，四個季度累計
虧損 193 億美元」（應堅：〈從雷曼兄弟倒閉看新一輪次按衝擊
波〉，《中銀財經述評》2008 年 9 月 18 日）。

3

「轉型後，高盛和大摩將可使用聯儲局的鉅額緊急備用信貸，而
且可以發展商業銀行，以存款作為進行投資的資金來源，⋯⋯聯
儲局希望以此顯示，局方力阻高盛和大摩『雷曼化』，最終破
產收場。這是全球金融業 80 年代以來最大變動」（〈高盛大摩
轉型，獨立投行壽終〉，香港《信報》2008 年 9 月 23 日，第 2
頁）。

4

「資料顯示高盛每一元股東有 23.7 元負債，即其槓桿比率 23.7
倍，比被聯儲局認為『可以接受』的 20 倍高近 20%。」AIG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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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六千億美元的現金，⋯⋯今年首半年，就有約 350 隻基金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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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王小強、何小亮

改革開放 30 年，東南沿海「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
業，越來越成為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火車頭。金融海嘯洶
湧澎湃，美歐經濟步入蕭條，過分依賴外資、外需的經濟
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啟動內需不簡單等於多花錢、快花
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構造資源和市場「兩頭在
內」的經濟流程，不能再拖了。

◎ 俯仰由人的發展方式
圖~4：中國、美國、日本的經濟對外依存度，1980~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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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日本國家統計局；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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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貿易相當於 GDP 的比例，1980 年為 12.5%，
2007 年高達 67 % ，其中出口相當於 GDP 的 37 % 。兩項
指標，美國為 29 % 和 12 % ，日本為 27 % 和 15 % 。也就
是說，13 億人口的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
國的 2.3 倍，出口導向日本的 2.5 倍。1998~2007 年
的數據顯示，貿易順差與 GDP 增長高度正相關（相關係
數高達0.9005）。一旦淨出口持續減少，高速增長難以為
繼。1
2005 年，中國出口 69 億雙鞋、5.4 億臺電扇、1.5 億
臺 DVD。 2 「大國崛起」鉅額外匯儲備，主要靠勞動密集
型產品出口，包括統計歸類「高科技」的 DVD。 3 都說是
「出口導向」，日本、南韓自主品牌的機械、汽車和家用
電器，廣泛佔領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國的競爭優勢是廉價
勞動力。與廉價勞動力的東南亞貿易，逆差；4 與高價勞動
力的美歐貿易，順差。美歐市場成為中國淨出口的衣食父
母。
表~2：中國對歐盟、美國貿易順差相當於淨出口的比例，
2004~2008 年 1~9 月（%）
年份

對歐盟順差
相當於淨出口

對美國順差
相當於淨出口

兩者合計

2004

103.2

252.9

356.1

2005

69.33

111.9

181.23

2006

55.73

81.22

136.95

2007

51.19

62.29

113.48

2008

65.43

70.04

135.47

註：對歐盟順差數據包括英國。
資料來源：〈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總值〉2004~2008 年，中
國海關網站（http://www.customs.gov.cn:82/gate/big5/www.customs.
gov.cn/publish/portal0/tab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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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持續昇值
如今，每天貨幣交易三萬億美元，外貿加直接投資佔不
足 5%。貿易決定不了匯率；匯率對貿易發生決定性影響。5
人民幣對美元持續昇值到 2008 年三季度，中國對美國出口增
加 11.2%，進口增加 22.1%。6 順差增幅回落九個百分點。7
GDP 尚可維持 9.9% 的增長速度，很大程度上，多虧人民幣
相對歐元持續貶值（圖~5）。2008 年初貶值近 10%；2008
年前九個月，中國對歐盟的出口，繼續高速增長 25.6%。8
圖~5：人民幣兌美元及歐元匯率，2005 年 7 月 21 日~2008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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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清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昇值以後，中國貿易對
美國的順差佔出口總額的比例，從 2004 年的 16.7% 減少到
2008 年 1~9 月的 11.4%；對歐盟（包括英國）的順差佔出
口總額的比例，從 2004 年的 6.8% 增加到 2007 和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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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圖表〉，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
www.pbc.gov.cn/huobizhengce/huobizhengcegongju/huilvzhengce/
renminbihuilvjiaoyishoupanjia.asp）。

6
65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的 11 % 左右。2008 年 8 月以來，油價大跌緩解歐盟進口
通脹的壓力， 9 金融海嘯更讓歐盟猛鬆銀根，歐元匯率狂
瀉。10 人民幣對歐元，相應猛昇 23.6%！11 以人民幣兌美
元昇值負面影響出口的經驗為鑒，出口企業連帶 GDP 增
長，必將再受重創！12
圖~6：中國對美國、歐盟的貿易順差佔出口總額的比例，
2004~200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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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歐盟數據包括對英國的順差。
資料來源：〈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總值表〉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9 月，中國海關網站。

有意思的是，人民幣匯率改盯一籃子貨幣以後，美元
持續貶值，人民幣不斷昇值，兌其他主要貨幣，與圖~5 的
歐元相類似，基本上沒有昇值，雙邊貿易為權重的名義有
效匯率均未大幅昇值。如今美元止跌回昇，衡量人民幣國
際購買力的名義有效匯率猛昇。金融海嘯以後，人民幣對
美元昇值的壓力減輕，兌一籃子貿易貨幣的有效匯率指數
扶搖直上（圖~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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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2005 年 7 月~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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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該指數為月度平均數據。
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數據（http://www.bis.org/
statistics/ee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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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美元結算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
國經濟越糟糕，流動性越緊張，越是危害世界各國，冰島
克朗、匈牙利福林、烏克蘭盧布、巴基斯坦盧比、巴西雷
亞爾、阿根廷比索等等越發靠不住，英鎊、14 盧布、15 韓
圜、 16 泰銖、新加坡元、新臺幣、印度盧比、菲律賓披
索、土耳其里拉、南非蘭特、墨西哥披索、澳大利亞元、
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等等越貶值， 17 各國政
府、企業和人民，兩害取其輕，美元需求越強烈。美聯儲
越是狂印美元，美元越堅挺 — 這才是貨幣霸權出人意料
的極端體現！ 18 與此相應的戲劇性後果是，在人民幣兌美
元累計昇值 20% 的基礎上，美元「綁架」人民幣（包括港
幣），兌各國貨幣逆風而上（圖~8）。而且，美國經濟越
糟糕，全球經濟越衰退，中國出口越困難，唯堅挺美元馬
首是瞻的人民幣越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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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全球主要貨幣兌人民幣變動幅度，2008 年初至 12 月

註：結合上下文，匯率變動的截止日期應在 12 月上旬。
資料來源：田心、姚志新：〈中美宜「囚徒困境」共度經濟危機〉，香
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2 日，第 24 頁。

人民幣能否享受歐元、英鎊、盧布的同等待遇，兌
美元貶值？不容易。金融海嘯把共和黨掃地出門，舉世矚
目奧巴馬拯救經濟。可惜，用經濟學的供給需求理論，治
療投機賭博的追漲殺跌，驢唇不對馬嘴。 19 1970~2006
年，美國房地產從 2.3 萬億美元暴漲至 22.19 萬億美元
（圖~9）。索羅斯用黑體字強調：「我將全球化與超級
泡沫的開端定在 1980 年。」20 — 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揭櫫
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金融自由化一馬當先。有追漲必
有殺跌。有沒有次按金融創新，「超級泡沫」早晚破裂。
美聯儲敞開印美元，充分供應流動性，治得了企業倒閉的
病，救不了樓市殺跌的命。 21 即便連雷曼兄弟也保下來，
一家大企業不破產，照樣止不住房地產一路躕蹓， 22 拖拽
股市前翻滾，流動性越緊越緊 23⋯⋯

6
68

圖~9：美國房地產買賣，197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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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曹仁超：〈富人變窮人〉，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5 日，第 19 頁。

迫越近。26
商務部長陳德銘說，「中國外貿出口每波動一個百分
點，將影響中國 18~20 萬人的就業」。27「2008 年 1~8 月
中國服裝業出口增長率只有 3.4 % 及塑料製品負 3.9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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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美國「超級泡沫」崩盤，缺醫少藥，無力回天。
相反，糾正中國製造的「貿易失衡」，靈丹妙藥，一應俱
全。民主黨代言勞工組織，自由民主的邏輯簡單明瞭，多
年一貫：共產黨一黨專政，缺乏人權、失業、養老、醫療
各類保障，工傷事故頻仍，煤窯爆炸不斷，拖欠工資家常
便飯，勞改犯、童工、奴工加班加點，操控匯率廉價出
口，累積天文數字美元儲備，造成美國勞工大群失業。奧
巴馬競選賭咒發誓，「若我當選總統，我會利用一切外交
渠道尋求中國改變其匯率政策。」 24 當選後義無反顧，拍
胸脯承包 250 萬就業。人民幣不是想貶值、想國際化嗎？25
不難預見不久的將來，操控匯率的政治壓力捲土重來，
「改革結匯體制」裡應外合，〈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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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 8 月份較 2007 年同期下降 12.8% 增幅（部分係奧
運效應）。」 28 值得仔細掂量，中國貿易按美元統計。人
民幣兌美元昇值累計 20 % ，假定產品價格不變，同樣的出
口價值量比原來對應的產品數量減少 20 % 。加上前些時打
著出口旗號湧進的大量「熱錢」， 29 實際生產和就業受損
的嚴重程度，應當超過統計數據的直觀表現。 30 玩具產業
是個例子：2008 年 1~7 月，中國出口玩具增長 2.1 % ，比
2007 年增幅陡降 22.7 個百分點。7100 多家玩具企業，僅
3507 家有出口實績。 31 發改委公佈全國數據，2008 年以
來，6.7 萬家小企業倒閉，大部分屬於出口部門。32 香港工
業總會主席呼天搶地：港資企業在珠江三角洲「農曆年前
將有四分之一要結業。」33「現在，全國已經有四百萬農民
工因失業而提前返回農村，不過，多數調查顯示，他們並
沒有完全回到原本居住的村落中。」34

◎ 美歐「消費狂熱」不再
歷時多年的「超期泡沫」促成歷時多年的「消費狂
熱」。
從 1994~2007 年的 14 年間，按實值計算，美國實
際消費需求的趨勢增長率每年高達 3.5 % — 持續時間
如此之長，對現代史上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這都是
一場最大的消費狂熱。⋯⋯同一時期，實際可支配個
人收入增長平均為 3.2%。⋯⋯近 15 年來，每年的實際
消費增長平均接近 4%。35
消費增長速度持續超過收入增長速度，填補兩條曲
線張開的喇叭口，是買股就賺錢、買房就增值的「財富效
應」。需要特別強調指出，所謂「虛擬經濟」的財富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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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決非某種心理現象。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貨幣市
場、房地產市場出出進進，哪一單買賣不是真金白銀？
圖~10：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相當於 GDP 的比例，1952~2008 年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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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與美國股市、樓市圖一樣（圖~3），清晰顯示索羅斯所強調：
「我將全球化與超級泡沫的開端定在 1980 年。」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在 2006 年中期巔峰之時，出自住宅房產的凈資
產萃取飛漲至個人可支配收入的 9 % ，是五年前的讀
數 3 % 的三倍整。這使收入短缺的美國消費者不僅可
以揮霍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還把 2007 年的消費推高
至 GDP 的 72%，創下歷史紀錄。這一結果的背後是兩
個鉅大泡沫 — 房產和信貸 — 的交匯，它將住宅變成
自動取款機（ATM）的功能等同物。⋯⋯截至 2007 年
底，家庭部門負債率飛漲至可支配收入的 133 % —
比十年前時興的債務負擔率 90 % 上昇了 40 多個百分
點。36 這荒謬之極。⋯⋯現在，終於結束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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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買股就賺錢、買房就增值的新經濟時代，借錢買股
票、買房產才是理性選擇；到銀行儲蓄，定期領點蠅頭微
利，等於土老財窖藏元寶。1990~2007 年，美國「總淨儲
蓄」相當於 GDP 的比例，從 16.2 % 減少到 14.2 % 。「個
人淨儲蓄」相當於 GDP 的比例，從 5.4% 陡降至 0.4%。38
誰也不往銀行存錢了。現在股市、樓市一跌再跌，銀行存
款政府保險，老百姓逐步提高儲蓄率，合乎邏輯。 39 不
過，展開這個簡單邏輯，意味著美國經濟步入空前蕭條。
有消息說，「如要重返 80 年代 10% 儲蓄率，即美國人每年
消費要減少 1.3 萬億美元。」40 換句話說，「超級泡沫」不
再，「消費狂熱」不再。「美國消費需求的萎縮會持續數
年，由 2007 年的高位回落，預計未來數年當地消費每年最
多只能增長 2%，部分時間更有收縮情況。」41 收縮到什麼
程度？放著 1700 萬間空置居所賣不出去。42「近 1170 萬戶
美國家庭已淪為負資產一族。」 43 拖欠按揭貸款和被銀行
強制收房的比例高達 10%！44 2008 年 10 月，銀行拍賣的
壞賬房佔房屋銷售的 45 % ，「直接令新房銷量遭受重創。
⋯⋯房屋存量居高不下，相當於 11 個月的供應量」。 45
與此同時，〈美商業物業危機再掀金融憂慮〉，正在興建
和剛建成的商場、辦公室，80 % 仍未租出，整體空置率
11%。46 一片恐慌萬狀之中，誰敢放膽花錢消費？
歐洲的情況亦然。譬如英國，「銀行體系的槓桿比率
高達 35 倍，部分甚至達 60 倍。」2001 年以降，「英國家
庭存款率也由略低於 6% 萎縮至幾乎為零。」47 2007 年，
「英國家庭債係個人收入 165%，較上一次衰退（90 年代初
期）高出 50%」。48 追漲而後殺跌到如今，「倫敦一流餐
館白菌售價已下跌 84%、靚紅酒售價下跌 65% 及龍蝦售價
下跌 52%」。49
對美歐的貿易順差，是「中國製造」的衣食父母。
衣食父母節衣縮食，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方式捉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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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四季度，咖啡店〈星巴克盈利瀉 97%〉！50 — 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預測，2009 年全球貿易下跌
13.2 % 。 51 不信？集裝箱船運進出口，反映國際航運業景
氣的 BDI 指數，2008 年底「比 5 月份歷史最高點的跌幅達
94 % 。」 52 大批貨船無貨可運，在世界各港口拋錨停泊，
其中新加坡港外「聚集了超過七百艘萬噸級貨輪，壯觀情
景為歷來罕見」。53 2009 年初，造船業更面臨「結業」窘
境。54「自 2007 年次按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被取消的新船
訂單約達四百艘，其中 250 艘屬散裝貨船，中國大陸佔了
被取消訂單的一半，較 2007 年全年的造船完工量還多。
到了 2009 年第一季度，全球約 60 % 的船舶訂單都沒能移
交」。55
「超級泡沫」破裂的鉅大威力不容小覷。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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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減少連鎖倒閉，表面上扶住骨牌不倒，實際上無論誰
吃誰，囫圇吞棗「有毒資產」，都是舊毒添新毒。外毒
勾兌內毒，早晚鬧肚子。譬如房地產價格猛漲，Golden
West 猛做「調息按揭」（ARMS），「即買樓者首先每
月付款只係象徵式（連支付利息不夠），然後每月供款
按年上昇」。2006 年 8 月房價調頭，Golden West 10 月
就撐不住了，美聯出手 240 億美元收購。美聯舊毒添新
毒，強撐到 2008 年撥備 187 億美元，還是掙扎不下去
了，富國再出手 150 億美元收購。富國揀了便宜？「未來
12 個月 ARMS 供款愈來愈多，呆壞賬亦愈來愈多。」 56
金融機構越救越大，「有毒資產」逐次累積、疊加、
發酵，延時集中發作起來，危害規模可能比讓 Golden
West 兩年前破產更大。2008 年 11 月和 2009 年 1 月，美國
政府先後兩次，緊急搶救花旗和美國銀行「食物中毒」，
除了通常方法注資入股，必須另外替多次吞併的 3060 億美
元和 1180 億美元「有毒資產」擔保，57 進一步加劇華爾街
上憂心忡忡：「太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ll）眼看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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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太大沒法救」（too big to be saved）。58 有分析
報告說，現在花旗、大摩、摩根大通、高盛、富國、AIG、
美國銀行、通用金融八家最大「鉅無霸」，總資產 12.2 萬
億美元，「有形普通資本」4060 億美元，可憐比率 3.4%，
「需要約 1~1.2 萬億美元資本，才能令資產負債表回復穩
健水平，有能力再次放貸。」 59 新財長蓋特納想學中國設
「壞銀行」— 資產管理公司剝離有毒資產，有專家估計需
四萬億美元。60 這還不算 50~60 萬億美元的 CDS，赫魯曉
夫似的睡在身邊，61 讓人怎麼能不神經衰弱？
《華爾街日報》引述交易紀錄報道，美林、花旗
集團、德意志銀行和瑞銀集團等多家大行在雷曼兄弟 9
月中申請破產保護兩天後，透過信貸違約掉期（CDS）
市場，大舉向摩根斯坦利可能倒閉投下龐大押注。62
「今天美國企業 50 % 純利來自金融」。 63 樓市、股
市、錢市下行殺跌的反饋循環， 64 嚴重傷害實質經濟，美
國製造業的銷售和生產連創歷史新低。 65 住宅斷供空置，
汽車首當其衝。2008 年 9 月，美國汽車銷售銳減 26% 。66
三大汽車，幾百萬就業， 67 苦苦哀求政府救援的悲情蔓
延，回馬槍再殺風聲鶴唳的股市、樓市。銀行沒救完又得
救汽車，信用卡借貸再冒狼煙。 68 實質經濟中，消費下
降 → 生產下降 → 就業下降 → 收入下降 → 消費下降的
惡性循環，與樓市、股市、錢市之間下行殺跌的正反饋銜
接，你來我往，《無極》饅頭「圓圈套圓圈」互相殘害，
企業倒閉，69 失業猛增，70 大團圓結局全球經濟一體化衰
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經濟預測一降再降。71  
聯合國擔心，「世界經濟甚至可能會收縮 0.4%，成為 30 年
代以來首次出現收縮的一年。」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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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可侈言騰籠換鳥？」73
低檔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出口受阻，市場淘汰，正好
順理成章，產業昇級？1987 年首倡「國際大循環」的王
建，20 年後再撰〈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研究〉，相信
「在未來 10~15 年內，發達國家的金屬工業、化工工業、
機器設備製造業，甚至汽車和飛機製造業等都會大幅度削
減國內生產份額，並把這些削減下來的生產能力向中國等
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目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資本
總額約八萬億美元，如果其中的三分之二向發展中國家轉
移，中國所吸納的發達國家產業資本也可能超過兩萬億美
元」。 74 確實，中國不光農民工廉價勞動力，與發達國家
的工資福利相比，越是高級知識分子和技術工人，差距越
懸殊。 75 只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招商引資再接再
勵，低檔出口銳減之危，恰成產業昇級之機！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為了熱烈歡迎，
大批企業停產關閉的廣東省，決心花五百億公帑「騰籠換
鳥」，低檔勞動密集型向西北山區轉移，騰出珠江三角
洲，承接高科技。 76 實踐效果並不理想。停產關門的多，
願意轉移的少，落實轉移的更少。 77 缺乏足夠跡象顯示，
發達國家重化工製造業會像「鳥」一般展翅飛來。

下的這點點製造業，屬於維繫貨幣霸權的命根子，不是軍
工、就是軍工不可或缺的軍民兩用重化工。 80 不要說產
業轉移了，出多少錢，連點兒產品都不能賣。立法機構嚴
密立法堅持不懈，禁運清單與時俱進補充完善，隱蔽戰線
嚴防死守羅織構陷，逮捕、關押、處罰中國間諜的冤假錯
案愈來愈多，一案接著一案。二戰結束成立「巴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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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種產品和技術全面封鎖。冷戰結束以後，全球經濟一體
化，中國改革開放，發達國家勞動、資源、污染密集型產
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光靠「巴統」控制不夠了。
1994 年「巴統」解散，歐盟先「瓦納森協議」後 1334 號法
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賣臺灣，「兩用商品和技術」嚴
禁流入大陸。 81 美國更是在「巴統」的基礎上變本加厲，
商務部制定周詳的《出口管理條例》，不僅嚴控軍民兩用
商品美國出口，而且嚴控盟國（如以色列）轉口和出口。
2006 年刻意「針對中國新增了 47 類原本不需要申請許可的
產品。」因為「工業和安全局年度報告顯示，2005 年中，
共有 12 家美國公司或個人因向中國出售違禁物品受到罰款
和監禁的刑事處罰。」82
照經濟學說經濟，美國 GDP 裡碩果僅存 11.7 % 的製
造業，統統轉移到中國，幫忙共產黨產業昇級，才是合乎
經濟規律的「雙贏」。比較優勢的邏輯分析沒有錯，市場
調節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理念沒有錯，對不上號的是，現
實世界從來不按教科書上說的來。不僅中國國有企業，而
且日本私有企業，都甭想收購尤尼科這類石油企業。 83 廉
價勞動辛辛苦苦掙點外匯，只讓買美國政府和「兩房」的
低息債券。改革開放 30 年，買了幾百億美元的大飛機，別
說買點波音股票了，就是瀕臨破產的通用汽車，去買買試
試？在這樣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國際關係基礎上說全球經
濟一體化，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挑戰，不是造好籠子沒來
好鳥，而是籠子再好，留不住現有的鳥。籠子說了不算，
鳥說了算。再巴結幾通幾平免稅讓利裝修籠子富麗堂皇，
鳥是人家的鳥。世界五百強成天來中國開會、考察、觀光
良好的投資環境，能來的或者讓來的，早都來了。中國出
口一半多外商經營，越是出口檔次較高的「高科技」零部
件，越是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工廠之間內部算總賬，越
不見得一定邀請籠子參加鳥的董事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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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亞洲經濟蕭條。「中央財政連續七
年發債共 9100 億元，拉動投資 3.25 萬億元。」 85 儘管害
了 17 位省級交通廳長鋃鐺入獄， 86 「高速公路每億元投
入，可創造 3900 個就業崗位」。 87 要說啟動內需，當今
更有錢了。「四萬億的投資規模大約相當於內地 GDP 的
14 %」 。 88 「如果把上下游的產業加在一起，⋯⋯拉動
GDP 1.5 個百分點。」 89 1.5 個百分點算什麼？各級政府
群起響應，一禮拜時間製訂出總額超過十萬億元的投資計
劃，「增加了部分經濟學家和中央政府對潛在浪費和腐敗
的擔憂。」90 擔憂頂什麼用？「截至 2008 年 12 月 19 日，
共有 18 個省市公佈了未來一至兩年的投資計劃，總規模超
過 25 萬億元。類推全國，即使保守估計，未來兩年地方政
府的投資總規模將高達 31 萬億元」。91
「過去 30 年，基建項目投資年增長率平均 20 % ，較
GDP 昇幅大一倍」。92 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鉅大作用，一
目瞭然。美國汽車 2.5 億輛，高速公路九萬公里。 93 中國
汽車六千萬輛，高速公路 5.4 萬公里，世界第二。 94 已然
屬於路多車少。「要致富，先修路」。基礎建設帶動經濟
發展，堪稱真理。問題是帶動什麼經濟怎麼發展，繼續兩
頭在外？1998 年修路啟動內需能夠成功，因為人民幣不可
許多投資東南亞的外資紛紛轉投中國，東南沿海出口加
工，更上了一層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熱火朝天，造
成公路、鐵路多處湧堵。一旦集裝箱成群結隊的玩具服裝
偃旗息鼓，摩肩接踵的民工潮人去樓空， 95 瓶頸變通途，
修好的公路鐵道運什麼？期盼美歐股市、樓市復甦，重蹈
「超級泡沫」再創「消費狂熱」？歷史上，印度招引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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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建成全球第三大鐵路網，鐵軌總長佔當時亞洲的
85 % ，棉紡出口世界第四。繁榮昌盛若干年之後，鐵路四
通八達的殖民地經濟，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更落
後。96
圖~11：中國居民消費與資本形成佔 GDP 的比例，1978~2007 年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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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結構〉，國家統計局（http://www.
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針對圖~11，曹仁超撰文〈中國應擴大消費而非基
建〉。 97 堪稱真理。2007 年居民存款 17.6 萬億，相當於
GDP 的 67%！中國人為什麼不消費？大部分存款，少數人
所有。2005 年官方調查，戶均儲蓄存款最多的 20% 家庭，
擁有城市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總額的 64.4% 和 88.1 % ；最少
的 20% 家庭，擁有的比例僅為 1.3% 和 0.3%。98 工農改名
「弱勢全體」，意味著大多數人收入低，加上教育、醫療
向錢看，失業、退休保障付置闕如，觸目驚心大比例的太
多人，生病尚不敢及時治療，死在家裡，哪裡有錢讓誰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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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什麼內需？
據衛生部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目前中國
50.4% 的城市居民和 87.4% 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
障。99
只有 25% 的城鎮人口和 10% 的鄉村人口擁有某種
形式的醫療保險。100
各級政府對衛生投入的 80 % 集中在城市，其中
80% 集中在城市大醫院。⋯⋯因為經濟原因，48.8% 的
居民生病後不去醫院就診，有 29.6 % 的人應住院而
不住院；另據衛生部估計，中西部農村的死亡人口
中，因為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因病在家裡死亡者佔
60~80%。101
顯而易見，啟動內需的核心內容，應當是形成提高多
數人就業和收入水平的經濟流程。凱恩斯經濟學原理，政
府花錢挖坑填土都算啟動內需。 102 但那是資產階級經濟
學，看上去好像隨便打個比喻，實際上為貪官和奸商爭攬
內務府大工鳴鑼開道。103 多年來，香港總共興建八百多座
廉租公屋大廈，推倒重來 566 座。 104 蓋了拆、拆了蓋到
2002 年，樓齡 26 年以上堅持不倒的只餘 11%。105 脫離了
市場檢驗，再廉潔高效的行政驗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和官商勾結的腐敗聳人聽聞。106 聯繫中
續市場經濟，為掙錢而花錢，才算真正啟動了可持續發展
的內需。
譬如，賀蘭山以東的毛烏素沙漠、渾善達克沙地、科
爾沁沙地，過去都是水草豐美的草原，開春土路翻漿，地
下水源豐富。一畝沙地一塊錢，一千元承包上千畝沙地，
打一口井，植草畜牧，儼然一個自食其力的莊園主，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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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四處流竄朝不保夕，每年還得上繳原籍諸多提留和各種
雜費。 107 三大沙地總面積不到兩億畝，招募失業農民工
「公司加兵團」治沙， 108 組織十幾萬戶安家落戶，全部
「治滿治嚴」了，總共需要花費幾個億？
譬如，1995 年建立的神華集團，煤炭、鐵路、港口、
運輸、發電，十年時間發展成產量全國第一、世界第五，
不僅安全生產，而且引進開發「煤轉油」等具有戰略意義
的煤化工和各種清潔燃燒技術。中國的水利資源、煤炭資
源世界第一，有錢多組建幾個、幾十個神華集團，全面展
開西部資源大開發，尤其是大規模南水北調，以此帶動城
市化和重型機械製造，大力發展重化工。109 太空漫步的中
華民族，為什麼不能自力更生產業昇級，通過資源開發振
興重化工，非要招外商引外資，仰人鼻息不可？
譬如，上億「農民工」四處流竄兩代人，城市化滯後
史無前例。如今許多東部城市，兩個就業就有一個「常住
流動人口」。 110 明明早就成為城市須臾不能離的勞動主
力，工人階級的主要組成， 111 不曾也不會種地， 112 拖家
帶口來城裡多年，113 有穩定工作，114 甚至購買了住房，115
命中注定低人一等，召之即來趕之即去的外籍勞工？徹底
反思房地產投機負面影響房地產建設的畸型發展，學習新
加坡執政為民，把住宅消費市場與房地產投機區別開來，
構建包括流而不動「常住人口」的城市居民住房保障體
系， 116 深化改革城鄉戶籍管理制度，逐步與國際慣例接
軌，足以持續啟動多少人幹多少年並且可以在城市道路交
通、電氣水暖、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大量就業的內需？ 117
待這些「欠賬」的城市人口都有了穩定就業、收入和足夠
安全的社會保障之後，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流轉」才會水
到渠成⋯⋯
總而言之，1988 年，黨中央注重廉價勞動力吸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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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包括臺資）的鉅大潛力，決策拓展香港出口加工業轉
移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經驗，提倡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特
指東南沿海人多地少的資源匱乏地區。 118 1991 年，鄧英
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專題論述十多億人口
的中國，決無可能循美國模式現代化。2008 年，「金融
海嘯」百年一遇，「超級泡沫」覆水難收，「消費狂熱」
一去不返，東南沿海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工業，不足以繼
續有效帶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的意義上啟動內需，著眼點應當是資源和市場「兩頭
在內」，真正落實執政為民和科學發展觀，用納稅人的
公帑為啟動，以國有大企業為主力，構建多數人就業增
加 → 收入增加 → 消費增加 → 生產增加 → 就業增加
的經濟流程，通過水資源調配（如南水北調）、國土整治
（如植草畜牧的生態建設）和資源大開發（如煤化工和清
潔燃燒技術），振興重化工（包括重型機械），實現產業
昇級，大規模城市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構造厚重
的產業縱深，開拓出有迴旋餘地從而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廣
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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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比去年同期下降 8.9 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同比下降
1.2 個百分點。換言之，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 2.3 個
百分點中，有 1.2 個百分點是由於出口減速造成的」（高遠：
〈2008 年三季度經濟述評：外貿 — 積極應變克時艱〉，《中
國信息報》2008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stats.gov.cn/tjfx/
ztfx/2005sbnjjsp/t20081023_402512170.htm）。

2

2005 年，中國「向國外出口電扇 54044 萬臺、DVD 14594 萬
臺，出口各類鞋 691360 萬雙」（〈中國經濟面臨產生全面過
剩〉，香港《信報》2006 年 11 月 26 日，第 7 頁）。

3

譬如，一臺出口 DVD 售價 32 美元，交外國專利費 18 美元，
成本 13 美元，企業利潤一美元。一臺 MP3 售價 79 美元，國
外拿走 45 美元專利費，製造成本 32.5 美元，企業利潤 1.5 美
元（陳二厚、胡作華：〈一臺 DVD 賺取一美元利潤，中國造
能走多遠？〉《北京日報》2005 年 3 月 11 日）。譬如美國
《華爾街日報》報道，「Wanda 無線電鼠標是羅技公司最暢
銷的產品之一，在美國的銷售價大約 40 美元，其中，羅技拿
八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 15 美元，Wanda 零部件供應商
拿 14 美元，生產地中國從每隻鼠標中僅能拿到三美元」（吳
越人：〈中國過度「外資化」的風險〉，《改革內參》2005 年
第 19 期，第 15 頁）。譬如，中國彩電出口世界第一，89 % 得
貼上外國商標。中國計算機毛利只有 5 % ，因為芯片和操作系
統是英特爾和微軟（〈我國名牌彩電 90 % 需貼外國商標才能
出口歐美〉，《法制晚報》2005 年 5 月 24日）。譬如，人
人喊打的紡織品出口，行業毛利潤 5~7 % ，淨利潤只有 2~3 %
（〈曼德爾森：鴕鳥政策不是歐洲的出路〉，《三聯生活週刊》
2005 年第 20 期，第 100 頁）。另有報道說，「中國紡織品生
產商只能拿到 10 % 的利潤，90 % 的利潤都屬於品牌擁有者、
批發商、分銷商、零售商等各個環節，而這些環節大多被進口
國壟斷」（〈中國紡織品出口應實行新戰略〉，香港《信報》
2005 年 5 月 25 日，第 14 頁）。

4

譬如「越南勞工成本只係中國 41 %」 （曹仁超：〈阿根廷股災
醞釀危機〉，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4 日，第 19 頁）。

5

參見本書第一篇〈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 榮智健

在新加坡萊佛士論壇的發言〉。
2003~2007 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年均增長超過 25 % 。到 2008
年 6 月，年同比增長只有 8%（Stephen Roach：〈後泡沫世界
的陷阱〉，《香港傳真》No. 2008~70）。

7

〈進出口主要國別（地區）總值〉2006~2008 年 9 月，中國海
關網站（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4370
&moremoduleid=15677&moretabid=2453）。

8

〈進出口主要國別（地區）總值〉2008 年 1~9 月，中國海關網
站。

9

2008 年 7 月，油價「創下 147 美元一桶，令 7 月份歐盟 CPI 上
昇 4%，為 1997 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最高」（曹仁超：
〈銀行搶大額存款〉，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8 日，
第 15 頁）。

10

2008 年，歐元兌美元曾達到 1.6 的高位。8 月以後急速回落。
「歐元低見 1.274 美元，是 2006 年 11 月以來首次跌穿 1.28 美
元水準」（〈歐羅跌穿 1.28，英鎊五年新低〉，香港《信報》
2008 年 10 月 23 日，第 14 頁）。

11

中間價到 11 月 19 日。「2008 年年初至今，美元對歐元昇值
超過 25 % 。⋯⋯2008 年第三季度，人民幣兌歐元名義匯率昇
值了 7.5 % — 這是匯改以來人民幣兌歐元匯率最大的單季昇
值幅度」（〈人民銀行為何仍持美國國債？〉香港《信報》
2008 年 11 月 8 / 9 日，第 15 頁）。

12

「歐洲目前佔中國出口約 26 % ，⋯⋯隨著歐元回落利好當地經
濟，對亞洲各國的出口卻造成傷害」（〈里昂：金融危機明年
更惡劣〉，香港《信報》2008 年 9 月 24 日，第 4 頁）。果不其
然，2008 年 11 月，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同比增長 5.4%，⋯⋯出口的回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11
月工業增速十年最低〉，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6 日，
第 11頁）。

13

2008 年 12 月 10 日，美國財長部發表《國際經濟及匯率彙報》
說，上半年，人民幣兌美元昇值 6.3 % ；下半年雖然沒有繼續
昇值，但隨美元堅挺，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REER），即
撇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兌一籃子主要貨幣，昇值 11 % 。報告還
說，自2005 年中國採取匯率管理浮動以來，「人民幣兌美元
昇值 17.2 % ，實際有效匯率昇幅則為 12.8 %」 （練乙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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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今年會打匯率戰嗎？〉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30 日，第
9 頁）。
14

〈英鎊創六年新低未見底〉，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3 頁。

15

「盧布兌美元從 8 月份至今跌了 15%」（〈市場批俄救市反惹炒
家阻擊盧布〉，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3頁）。
「有些外國銀行正在從新興歐洲國家的子公司撤回流動資金。
按照俄羅斯國家銀行的說法，外國銀行僅 9 月一個月就從俄國
國內撤走了一百多億美元。其他國家央行的說法也大同小異」
（Marek Belka、Erik Berglof：〈金融海嘯波及東歐〉，香港
《信報》2008 年 11 月 7 日，第 38 頁）。

16

「南韓圜已經大幅貶值 50 %」 （〈人民幣欠大幅貶值條件〉，
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9 日，第 17 頁）。

17

到 2008 年 10 月底，諸多貨幣兌美元貶值的幅度，巴西雷亞爾
35%，土耳其里拉和南非蘭特 31 %，墨西哥披索 27%，印度盧
比 21 % ，菲律賓披索 11 % ，阿根廷披索和馬來西亞林吉特 8 %
（姚志新：〈貨幣暴跌，新興市場資產雪上加霜〉，香港《信
報》2008 年 11 月 7 日，第 40 頁）。

18

譬如「2002 年 2 月至 2008 年 3 月之間，美元貶值近 40 % ，」
到12 月，「美元交易匯率相比 7 月 15 日時的近期低點已勁
揚 19 %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近期一直保持穩定，兌瑞士法郎則
大幅昇值 20%，兌歐元勁昇 26%，兌英鎊和澳元昇幅更是分別
達到 35 % 和 52 %」 （〈美元昇值是經濟衰退副產品〉，香港
《信報》2008 年 12 月 8 日，第 34 頁）。「美國 10 月份資金
淨流入創下 2863 億美元的紀錄，顯示在金融海嘯下，外國投資
者購入美國國庫債券避險」（〈美製造業續惡化，道指先昇後
跌〉，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1 頁）。

19

詳見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三章〈經濟學的困惑〉。

20

原文黑體；索羅斯：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
第 152 頁。

21

詳見本書第三篇王小強：〈百年一遇的繁榮與危機〉。

22

「據按揭銀行家協會估計，截至 6 月底有超過四百萬美國業主
處於無力償還按揭的狀況，而第三季度的樓按斷供數量，比年
初增加 71 % ，達到歷史新高」（〈出手助陷困業主被批未足救
市〉，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30 頁）。「房地

產數據公司 Realty Trac 最新公佈的數字顯示，美國收樓通知
個案 11 月份按年上昇 28 %」 （〈美按揭斷供上月增 28 % 〉，
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2 日，第 19 頁）。「750 萬家庭陷
入負資產，樓價每下降 5 % 便額外增加兩百萬個」（曹仁超：
〈口水大會洋洋大觀〉，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7 日，
第 13 頁）。
「Capital Economics 分析員 Paul Ashworth 估計，未來兩年
美國銀行仍將虧損 4500 億美元，相等於現在股東資金 45 % 。
⋯⋯據估計，未來兩年美國銀行將減少 10 % 總貸款及集資
3500 億美元」（曹仁超：〈富人變窮人〉，香港《信報》
2008 年 11 月 14日，第 19 頁）。「穆迪估計，2009 年不履行承
諾 債務高達 15%（2008 年 4%）。2009 年美國有 7580 億美元
債券到期，美國公司仍缺乏資金兌現」（曹仁超：〈短期上試萬
六阻力〉，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9 日，第 13 頁）。

24

2008 年 9 月 18 日，奧巴馬為北京美國商會刊物撰文如是說。
「目前人民幣匯價人為的偏低，中國因此不斷有龐大的外匯
進賬，但這對美國公司和工人、對整個世界都不好」（〈奧
巴馬勝算高威脅中國對美出口〉，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2 日，第 9 頁）。10 月 29 日，奧巴馬致函美國全國紡織團體
協會，說中國對美鉅額貿易順差是「操縱人民幣匯率」的直接
結果，強調「中國必須改變其政策，包括匯率政策」（〈奧巴
馬指責中國操控貨幣〉，香港《信報》2008 年 10月 31 日，
第 9 頁）。

25

「美國的 GDP 在 2007 年約佔全球的四分之一，而美國的出口在
2007 年卻只佔全球不足十分之一。可是，美元在國際貨幣市場
上每日的平均交易額則佔所有貨幣的 43%，⋯⋯內地 GDP 約佔
全球的 5 % ，出口更佔全球的 7 % ，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
的交易卻只是 0.3%」（羅約德：〈金融海嘯下中國救全球〉，
香港《信報財經月刊》2009 年 1 月號，第 7 頁。

26

詳見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五章〈迫近中國的金融危
機〉。

27

〈商務部：外貿出口處合理區間〉，香港《信報》2008 年 4 月
16 日，第 11 頁。

28

曹仁超：〈美國經濟下跌風險好大〉，香港《信報》2008 年
9 月 23 日，第 17 頁。

29

「早在 2005 年，渣打銀行分析師王志浩就發佈了一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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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 2005 年中國約 1020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真實部分也
就 350億美元。而餘下 670 億美元，王志浩稱之為『貿易中隱
藏的非貿易資金流入』，也就是炒人民幣昇值的熱錢。這個部
分佔了整個貿易順差的 60 % 的份額」（〈「假外資」回流推
高貿易順差〉，香港《信報》2007 年 3 月 15 日，第 14 頁）。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近日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估
計去年 8~12 月因「虛假出口」導致順差同比虛增 175 億美元，
佔同期貿易順差的 17 % 。』⋯⋯所謂『虛假出口』，就是通過
虛構出口貨物事實或空箱報關、以次充好、低價高報等手段，
或通過出口貨物不繳稅、少繳稅等方式，來達到騙取國家出口
退稅的目的。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通過價格轉移方式 — 抬高
出口價格（或壓低進口價格）將熱錢導入國內，以賭人民幣
昇值」（〈發改委：17 % 順差為虛假出口〉，香港《信報》
2007 年 5 月 22 日，第 5 頁）。
30

譬如，上海港「今年首九個月對美出口集裝箱量同比下降
7.8%」（陳珍珍：〈航運業正陷入寒冬〉，《中銀財經述評》
2008 年 12 月 3 日）。

31

〈今年 1~7 月我國玩具出口企業數量驟降，產業發展瓶頸亟
待突破〉，中國海關網站 2008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
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370/module3758/
info130093.htm）。「根據義烏玩具行業協會統計資料顯示，去
年前七個月，義烏市玩具企業的整體銷售量同比下降了 20 % 左
右。往年玩具企業的毛利率尚能維持在 7~10 % ，而今年只
有 5~8%，最低時只有 3% 左右」（〈迪斯尼將落戶上海，義烏
爭奪玩具授權〉，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3 日，第 25 頁）。

32

〈對美出口壞賬率增，內地企業雪上加霜〉，香港《信報》
2008 年 10 月 23 日。

33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陳鎮仁指出，珠三角一帶近七萬家港資企業
難抗金融海嘯，預計明年農曆年前將有四分之一港資企業結業」
（〈農曆年前料四分一內地港企結業〉，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0 日，第 1 頁）。

34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在「2009 年《社會藍
皮書》發佈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如是說（〈百五萬大學畢業
生搵工難〉，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頁）。

35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Stephen Roach：〈後泡沫世界的陷
阱〉，《香港傳真》No. 2008~70）。2001~2007 年，美國「每

年消費超過收入 1%、2%、4% 及 5%」（曹仁超：〈全球都想套
現〉，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2 日，第 15 頁）。
「過去 50 年美國家庭負債率平均數係個人稅後收入 78%；去年
達到 134%；今年才跌至 130%」（曹仁超：〈阿根廷股災醞釀
危機〉，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4 日，第 19 頁）。「美
國家庭負債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在 2000 年為 100 % ，2007 年達
到 140%。美國社會的儲蓄率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 10% 多，降到
了這兩年差不多為零」（葉翔：〈美國現行金融體系的「次級」
性〉，《財經  金融實務》2008 / 11，第 8 頁）。

37

Stephen Roach：〈後泡沫世界的陷阱〉，《香港傳真》
No. 2008~70。

38

BEA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http://www.bea.gov/_css/
bea_new.css）。「美國個人儲蓄率由 1990 年的 9 % 下降到
1999 年的 2%，到 2006 年更出現負 1%」（曹仁超：〈數，係造
出來 ！〉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30 日，第 17 頁）。

39

「美國個人消費開支在 10 月下跌 1 % ，是自 2001 年 9.11 事件
以來最大跌幅，也是連續第四個月下跌，⋯⋯美國個人收入
在 10 月則昇了 0.3 % ，但他們選擇把更多錢作儲蓄，儲蓄率增
長從 9 月份的 1 % 上昇到 2.4 % ，以抵御日後更惡劣的經濟環
境」（〈美經濟數據惡劣，道指先挫後回穩〉，香港《信報》
2008 年 11 月 27 日，第 4 頁）。

40

曹仁超：〈富人變窮人〉，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4 日，
第 19 頁。

41

〈羅奇：聯儲應仿 87 年大幅減息救市〉，香港《信報》2008 年
9 月 30 日，第 7 頁。

42

「美國的建屋申請新個案減少了 43%，而斷供個案則創下了 37
年來新高！」（Puru Saxena：〈救市可能帶來美國超通脹大蕭
條〉，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11 / 12 日，第 25 頁）

43

〈美樓市今年料蒸發 15.6 萬億〉，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16 頁。「據估計，到今年年底，美國將有 1500 多萬
負資產戶，佔置業者總數 30%。而到時英國的數字則是 170 萬
戶、17%」（練乙錚：〈賬目損失虛玄，實質損失難度〉，香港
《信報》2008 年 10 月 18 / 19 日，第 8 頁）。

44

「美國按揭銀行家協會昨天公佈，拖欠供款 30 天或以上的比
率在第三季度昇至 6.99 % ，強制收樓個案比率昇至 2.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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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創歷來最高，亦意味著約一成美國供樓業主拖欠按揭供
款」（〈失業率 15 年新高，美股早段急挫〉，香港《信報》
2008 年 12 月6 / 7 日，第 2 頁）。「Realty Tras 公佈，約 310 萬
美國家庭去年接到銀行接管住宅 通知，以及有逾 86 萬個家庭
失去住宅」（曹仁超：〈短期上試萬六阻力〉，香港《信報》
2009 年 2 月 9 日，第 13 頁）。
45

余慕華：〈美國次按和信貸危機的後遺癥〉，香港《信報財經月
刊》2009 年 1 月號，第 24 頁。

46

「在 2006~2007 年樓市興旺期間，部分業主趁容易取得按揭的
機會，按商業物業的 90 % 取得按揭。這種冒險的放貸行為，只
會在樓市急昇之時才會出現。但現在美國經濟衰退，商業物業的
市值亦下跌了 20 % ，並像住宅物業一樣，逐步邁向負資產的局
面。」由於在信用卡和住宅按揭業務上競爭不過大銀行，「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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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 2.6 % ，⋯⋯2008 年 6 月底，淨壞賬率已達 5.52 % 。」
2009 年 1 月，「私人標籤信用卡所造成損失較 2008 年同期增加
44%，達 10.51 %」。預計 2009 年私人標籤信用卡損失「將會
超過 12%，而一般信用卡的損失則是 8%。⋯⋯私人標籤信用卡
目前的未還貸款，只佔整體信用卡未還貸款的 11 %」 （〈信用
卡危機隨時爆發〉，〈美信用卡消費呈現不理局面〉，香港《信
報》2009 年 2 月 11 日，第 14 頁）。

69

「今年 9 月美國破產企業同比上昇 67%；公司與個人宣布破產的
宗數同比增長 42% 達 96049 件，創 2005 年美國破產法修改以來
的最高紀錄」（〈對美出口壞賬率增，內地企業雪上加霜〉，香

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65

9
91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9
92

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3 日，第 34 頁）。
70

「美國勞工部公佈，美國 11 月份流失 53.3 萬個職務，是 1974
年 12 月以來最差，⋯⋯失業率由 10 月的 6.5 % 昇至 6.7 % ，
是 1993 年以來新高」（〈失業率 15 年新高，美股早段急挫〉，
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6 / 7 日，第 2 頁）。

71

2008 年 10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發達國家 2008 年經濟增長 1.5%，2009 年增長 0.5%（〈IMF 料
發達國明年幾近零增長〉，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9 日，
第 18 頁）。該報告預測美國 2008 年經濟增長 1.6 % ，「明年
則只有 0.1%，失業率在明年估計將昇至 6.9%，是 1993 年以來
最高水準。」歐元區 2008 年經濟增長 1.3 % ，2009 年 0.2 % 。
其中，意大利兩年都是負增長，2009 年的經濟增長率，德國
為零，西班牙為負值，英國也將陷入 0.1 % 的負增長（麥麥：
〈世界經濟寒意逼人，新興市場成抗擊全球衰退中堅〉，《中
國日報》網站 2008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chinadaily.com.
cn/hqgj/2008-10/13/content_7099126.htm）。2008 年 11 月，
〈世銀料明年全球 GDP 降至 1 % 〉（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 頁）。過一個月，改成 0.9 % （〈世行預測
明年世界貿易額將出現 26 年來首次收縮〉，新浪財經 2008
年 12 月 11日，http://finance.sina.com.cn/j/20081211/
07585620566.shtml）。

72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09 年世界經濟狀況及前景報
告》預測，「全球經濟增長將從今年的 2.5 % 跌至明年的 1%」
（〈聯合國報告憂美元明年硬著陸〉，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2 日，第 16 頁）。

73

練乙錚：〈廠家倒閉如骨牌何可侈言騰籠換鳥？〉香港《信報》
2008 年 10 月 21 日，第 9 頁。

74

《香港傳真》No. 2007~3。

75

不僅勞動力便宜，「今天美國的城市地價平均約為每平方
米五百美元，中國則僅為 1200 元人民幣，相差三倍以上」
（王建：〈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研究〉，《香港傳真》
No. 2007~3）。

76

「2008 年，廣東省政府推出了『雙轉移』政策，⋯⋯根據這個
政策，省政府決定在 2008~2012 年五年時間內，拿出五百多億
資金，從扶持欠發達地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免費技能培
訓等八個方面進行扶持，使大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向廣東東西兩翼

和北部山區的 24 個轉移園區進行轉移，即實行產業轉移、勞動
力轉移。而珠三角地區則實現『騰籠換鳥』，『築巢引鳳』，產
業昇級」（封小雲：〈對廣東省「雙轉移」政策的質疑〉，香港
《信報》2008 年 9 月 29 日，第 34 頁）。
「根據今年春香港工業總會的調查顯示，⋯⋯有轉移意願的港商
佔全部調查企業的 20%。⋯⋯按照今年 1~7 月的東莞市統計，
在當地 1.5 萬家企業中，結業的有 464 家，轉移的僅有 17 家，
所佔比例極小」（封小雲：〈對廣東省「雙轉移」政策的質
疑〉，香港《信報》2008 年 9 月 29 日，第 34 頁）。

78

BEA Industry Economic Account（http://www.bea.gov/
industry/gpotables/gpo_action.cfm）。

79

曹仁超：〈中國應擴大消費而非基建〉，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5 頁。

80

詳見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五章〈美國永久性戰爭經
濟〉。

81

參見翟玉成：〈歐盟對華軍售禁令的歷史、現狀與前景評
析〉，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zhuanti/dhks/
txt/2004-06/07/content_5580274.htm）。

82

李昕、黃山：〈美對華科技出口管制調緊〉，《財經》2006 年
6 月 12 日，第 100~102 頁。2005 年，美國和中國鬧貿易赤字，
商業部廖曉淇，「美國拒絕向中國出口核電子技術設備和衛星
等高科技產品，至少喪失了 250 億美元的對華出口」（〈美喪
失 250 億美元對華出口〉，香港《信報》2005 年 11 月 15 日，
第 6 頁）。

83

詳見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四章〈石油：不全是經濟〉。

84

譬如，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佔蘇州市進出口總額的九成弱（楊彬
彬：〈「空心老二」轉型〉，《財經》2008 年 11 月 10 日，第
110 頁）。

85

如今「中國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 8.2%，已接近 1998 年危機時的
水準」（何順文、李元莎：〈內地救市將重蹈 98 年覆轍〉，香
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9 日，第 31 頁）。

86

趙磊：〈八年 17 位廳長「落馬」，交通系統緣何成腐敗重災
區〉，新華網 2005 年 3 月 29 日（http://china.org.cn/chinese/
law/824065.htm）。

87

「每公里需要鋼材 500~1500 噸、水泥 0.4~1.2 萬噸、瀝

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77

9
93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9
94

青 1900 噸」（〈四萬億方案 A 股有好處嗎？〉香港《信報》
2008 年 11 月17 日，第 30 頁）。
88

何順文、李元莎：〈內地救市將重蹈 98 年覆轍〉，香港《信
報》2008 年 11 月 19 日，第 31 頁。

89

「每年三千億元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將帶動投資六千億元；明年鐵
道部六千億元的投資規模，可創造六百萬個崗位，需要兩千萬
噸鋼材、1.2 萬噸水泥」（〈四萬億方案 A 股有好處嗎？〉香港
《信報》2008 年 11 月 17 日，第 30 頁）。

90

〈各地投資逾十萬億，專家憂過熱〉，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25 日，第 14 頁。

91

「是中央『四萬億』的近八倍，是 2007 年全社會固定資產總
投資 13.7 萬億元的兩倍多」（張環宇：〈雙刃「四萬億」〉，
《財經》2009 年 2 月 2 日，第 64 頁）。

92

曹仁超：〈中國應擴大消費而非基建〉，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5 頁。

93

汽車數不包括公共交通，2006 年數據（美國交通部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網站，http://www.
bts.gov/publications/national_transportation_statistics/html/
table_01_11.html）。高速公路為 2005 年數據（Fu Jing：
“Expressways being built at frenetic pace”，China
Daily 網站 2006 年 4 月 5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
bizchina/2006-04/05/content_560222.htm）。

94

民用汽車為 2008 年數據（〈公安部發佈 2008 年三季度全國機
動車和駕駛人統計〉，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2008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gov.cn/gzdt/2008-10/10/content_1116770.htm）。
高速公路為 2007 年底數據（〈20 年從零到 5.3 萬公里，中國高
速公路高速推進〉，《人民日報》2008 年 11 月 10 日，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10/content_10332811.
htm）。

95

2008 年 5 月，中國「服裝出口減少 0.64%，為近年來首次負增
長。⋯⋯目前紡織行業三分之二的企業利潤率僅有 0.62%，⋯⋯
約 1500 萬人的就業將受到威脅」（〈紡織業風雨飄搖，出口政
策或局部放鬆〉，香港《信報》2008 年 7 月 8 日，第 30 頁）。
「廣東社科院研究員成建三預計，廣東今年 GDP 增幅可能降至
7%，珠三角約兩千萬農民工中，2008 年約五百萬離開」（〈經

濟形勢嚴峻〉，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9 日，第 8 頁）。
彭慕蘭、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第 364~366 頁。

97

香港《信報》20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5 頁。

98

〈2006 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中國人口信息網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7938）。

99

史寒冰：〈2005 年社會保障形勢分析〉，汝信等：《2006 年：
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 163 頁。「據衛生部的調查顯示，
44.8 % 的城市居民和 79.1 % 的農村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文盛堂：〈反腐敗：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體系〉，汝信等：
《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 136 頁）。

100

「此外，中國有三億人無法得到飲用水，1.2 億人患有乙肝」
（〈西報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國龍」〉，《參考消息》2005 年
12 月 1 日，第 15 頁）。

101

史寒冰：〈2005 年社會保障形勢分析〉，汝信等：《2006 年：
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 162~163 頁。衛生部 2004 年
調查，「城鄉兩週患病因經濟困難未治療者的比例均接近四
成。」該比例在城鎮為 36 %，農村為 39%（游曼妮、陳廣太：
〈調查顯示：我國近四成病人因醫療費高漲未就診〉，《信息
時報》2004 年 11 月 22 日）。「1990~2004 年，全國綜合醫
院的門診費用上漲了大約 11 倍、住院費用上漲了約九倍，而同
期城鄉民眾的收入僅僅上漲了大約六倍和四倍多。調查表明，
1993~2003 年中國居民患病後因經濟困難未就診者的比重，
從 5.2 % 上昇到 18.7 % 。」另外的調查結果，「在 2005 年，
分別有 20.8 % 的城市居民、19.7 % 的小城鎮居民和 26.1 % 的
農村居民（包括其家人）曾經因為費用問題，在需要去醫院看
病的時候卻沒有去。分別有 9.1 % 城市居民、7.5 % 小城鎮居民
和 12.8 % 農村居民曾經因為費用問題，在需要住院治療的時
候卻沒有去住院治療」（李培林執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
點上 — 2005~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張
慧、袁嶽：〈2005 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汝信等：
《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 7、59 頁）。

102

凱恩斯用採金類比：「設財政部以舊瓶裝滿鈔票，然後以此舊
瓶，選擇適宜深度，埋於廢棄不用的煤礦中，再用垃圾把煤礦塞
滿，然後把產鈔區域之開採權租與私人，出租以後，即不再問
聞，讓私人企業把這些鈔票再挖出來，— 如果能這樣辦，失業
問題就沒有了；而且影響所及，社會之真實所得與資本財富，大

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96

9
95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9
96

概要比現在大許多。當然大興土木要比較合理些，⋯⋯ 這個辦
法與現實世界中所謂採金完全相仿。」在這個意義上，「金礦
與戰爭都對人類進步有貢獻 — 因為沒有更好辦法」（凱恩斯：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 111 頁）。
103

關於經濟學絕非中性的展開討論，值得參閱夏小林：《為誰作
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

104

「自 1988 年房屋委員會推行總體重建計劃以來，已重建 531 幢
屋 大廈」（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香港 2003》第
166 頁）。「迄 2001 年中，在整體重建計劃的推動下，政府
總計清拆了 460 幢大廈，另有 106 幢合共 55600 個單位有待重
建。到 2005 / 06 年度，有關計劃在完成前仍須清拆多達 566 幢
大廈」（楊汝萬：〈發展的里程碑〉，楊汝萬、王家英：《香港
公營房屋 50 年》第 36 頁）。

105

「整體重建計劃涉及 670 座舊型大廈及 24.6 萬個住戶的遷徙
安置。」根據房委會的資料，「2002 年 3 月底時，公屋當中
約 37%（23.7 萬個單位）於近十年內建成，另有 37%（23.8 萬
個單位）的樓齡介乎 11~20 年，只有 11%（7.1 萬個單位）的樓
齡屬 26 年或以上」（劉國裕：〈租住公屋政策與資源分配〉，
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187~188 頁）。

106

詳見本書第六篇王小強執筆：〈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
認識〉。

107

詳見楊瑩整理：〈一戶治沙 1800 畝 — 翁牛特旗農戶唐八十訪
談紀要〉，〈一戶治沙 11 萬畝！— 靖邊縣農民牛玉琴訪談紀
要〉，〈聯合 190 戶貧困戶治沙 20 萬畝 — 定邊縣農民石光銀
訪談紀要〉，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
錄》第 238~239、351~361 頁。

108

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四章〈發
展的槓桿（上）：農業以畜牧業為核心〉，第三節「經濟效益推
動的生態建設」。

109

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五章〈發
展的槓桿（下）：工業以資源開發為核心〉。

110

譬如「上海外來人口總體上更加年輕化，60 歲以上老人僅
佔 2.2 % ，遠低於戶籍人口的 19.6 % 。⋯⋯由於結構更加年輕
化，全部外來人口中約 74.2 % 為就業人員，遠高於常住人口總
體平均 51.1 % 的水平」。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調查，「企業卷

的調查結果顯示，外來務工人員佔勞務工總數的比例從 2003 年
的 50.72 % 上昇到 2006 年的 71.56 % ；而個人卷的數據顯示，
外來務工人員佔勞務工總數的比例也從 2003 年的 42.82% 上昇
到 2006 年的 61.09%」（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
第 88~89、345~346 頁）。
「在加工製造業用工中農民工佔 68 % ，在建築業用工中接近
80%，在批發、零售、餐飲業用工中佔 52 % 以上」（莫榮、劉
軍、陳蘭：〈就業形勢：關注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汝信等：
《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 116 頁）。

112

我們 1995 年的調查定義是「農村知識青年進城打工」（廣
東外來農民工聯合調查組 1995：〈精英移民與新興大城市戰
略 — 廣東省外來民工調查報告〉，《戰略與管理》1995 年
第 5 期，第112~120 頁）。

113

譬如上海有 2006 年的「調查結果表明 75% 以上的人在上海居住
了一年以上，居住滿五年的比例已經高達 32.5%，即使是十年以
上的比例也達到了 8.0%。其中從人口數的比例來看，調查中家
庭戶人員的比例為 74% 左右，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來滬人群是以
家庭規模遷移的」（盧漢龍：《上海社會發展報告（2008）》
第 66~67 頁）。「未婚外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由 1993 年的
34.2 % 下降到 2005 年的 21.9 % ；有配偶比重反呈上昇趨勢，
1990 年代前期約為 65 % ，此後即上昇並基本保持在 70 % 以
上。」2005 年，來滬居住一年以上者佔 64.23%。2003 年，近
四分之一（24.38%）來滬居住五年以上（王戰、周振華：《城
市轉型與科學發展》第 221、246 頁）。

114

譬如上海有郊區外來人口調查說，「有固定工作」的佔 58.3%，
其中「從事目前工作達兩年以上的比重有 45.6 % ，」三年以上
的 30.8%。「這說明絕大部分有固定工作的外來人口目前的工作
狀態都是比較穩定的」（袁以星：《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
究》第 47 頁）。

115

譬如上海「到 2005 年，全部外來人口中 14.7% 的家庭購買了自
有房產」（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 89 頁）。
「自己開業」者佔 42.2 % 。「有 4.3 % 的流動人口已經購買了
自己的住房，⋯⋯這些已經購買房屋的流動人口已經成為真
正意義上的上海居民」（王振：《上海人力資源發展報告》
第 139、159 頁）。有 2006 年的郊區外來人口調查說，自購
房者比重達6.4 % （袁以星：《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究》

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111

9
97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9
98

第 53 頁）。
116

詳見本書第六篇王小強執筆：〈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
認識〉；第七篇梁曉、張幸仔：〈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117

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三章〈歷
史性轉折：加速城市化進程〉。

118

王小強：〈走向現代化的新思路〉，《人民日報》1988 年 2 月
25 日，第 2 版。

5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9
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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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王小強、梁曉

80 年代以降，索羅斯著書立說一本接一本，深揭狠批
「市場原教旨主義」。 1 實踐出真知：商品市場上價格上
昇、需求下降；金融市場上追漲殺跌。譬如，住宅作為商
品，價格下降，應當購置增加。如今美國，樓市越跌，銷
售越少。2008 年下半年，石油價格每桶從 147 美元直落 34
美元，實際供求變化小得足以忽略不計，買石油比炒股票
還懸！面對這個現實理解金融海嘯，期盼美國經濟復甦帶
領全球經濟復甦，復什麼甦？股市、樓市、信貸重返泡沫
巔峰？在錢買錢、錢生錢的投機賭博新經濟，拿理性經濟
學對付「非理性繁榮」造成的「非理性蕭條」，驢唇不對
馬嘴。

金融海嘯以後，索羅斯再出新書，黑體字搶眼球：
「我將全球化與超級泡沫的開端定在 1980 年。」2 也就是
說，破滅成金融海嘯的超級泡沫，濫觴撒切爾夫人和里根
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
二戰前後，羅斯福新政，馬歇爾計劃，旗鼓相望。民
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除英美扶持的幾個酋長，阿拉伯清
一色的各色社會主義；非洲獨立 50 餘國，42 個社會主義；
亞洲的巴基斯坦、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眾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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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形式不同地推行、標榜過社會主義。3 社會主義「東
風壓倒西風」，迫使西方國家主動被動注重公平，容忍工
會和左派黨團，西歐、北歐盛行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擴大
稅收，開支社會福利，4 國有企業掌握經濟命脈。5
兩大陣營競爭，兩大陣營疲勞。社會主義重積累、輕
消費。資本主義低增長、高通脹。面對持續的「滯脹」難
題，自由主義東山再起，徹底批判凱恩斯，實證數據穩紮
穩打，數學模型步步為營，公共開支加國有企業的「大政
府」一敗塗地。著名的「通貨膨脹預期」證明，財政開支
刺激景氣的積極效果，被通貨膨脹水漲船高。市場習以為
常，提前預支通脹，政府干預形同脫了褲子放屁。著名的
「擠出效應」證明，財政擴張利率上昇，官方投資修橋補
路辦企業，越俎代庖原本可能的私人投資，官僚主義等因
奉此。理論聯繫實際的弗里德曼，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通貨膨脹就是一種印刷機現象」。6 財政赤字透支亂花錢
瞎忙活低效率，結果還是「滯脹」。需求管理得不償失，
添亂不如省事。政府宏觀經濟的調控職能，僅存印刷貨幣
一項不可代替。 7 繼弗氏嚴密論證之後，供給學派窮追猛
打，再奪諾貝爾經濟學獎。要經濟發展必須減稅＝減少政
府開支，調動民營企業積極性。8 貨幣學派加供給學派，宏
觀、微觀雙贏，新古典「返祖」亞當．斯密。「小政府」
自由放任，攜社會主義陣營的改革開放，洶湧澎湃時代潮
流。在煤炭、鋼鐵、航空、鐵路、公路、通訊、軍工、醫
療、教育、公共服務、甚至監獄等領域，全面推行經濟管
制自由化和國有企業私有化。市場調節全能，政府守夜看
更，不僅在西方而且在東方，順我者娼，逆我者亡。9 全球
經濟一體自由化，最有利於資本有效配置的金融自由化一
馬當先。 10 金融創新投機賭博，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錢買
錢、錢生錢的金融市場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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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宏觀經濟調控必須面對的現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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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備流動性的金融資產，納入錢買錢、錢生錢的市場交
換。可轉讓存單、可調整利率貸款、貨幣市場基金、信
用卡證券、抵押傳遞證券、金融衍生產品（各式各樣的互
換、期貨和期權）、擔保投資合約、零息票債券，以及層
出不窮的資產抵押證券，讓經濟學家和貨幣當局眼花繚
亂。究竟什麼是貨幣，需要宏觀管理，越來越說不清楚。
量變產生質變。M n+1 的貨幣管理越來越複雜，迫使當局不
得不退守黑箱作業式的利率調節。這一步退而求其次，背
離了控制貨幣數量的宗旨，遭到貨幣學派鼻祖 — 弗里德曼
的根本否定。14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貨幣學派的宏觀調控原理非常簡明：貨幣供應（M）＝
價格（P）．真實 GDP（Q） 貨幣流動速度（V）。11 在
消費 → 生產 → 就業 → 收入 → 消費的流程中，一旦
貨幣流通速度（V）和真實 GDP（Q）給定，多發的貨幣
（M'）＝物價上漲（P'）。所以政府不宜亂攙和，唯一應當
做的事情，不過是用穩定增加的貨幣供應（M'），滿足經
濟增長（Q'）相應增加的貨幣需求。 12 明擺著，這個公式
肯定裝不下今天，貨幣經濟大 GDP 幾十倍的現實。13
首先始料不及的是，證券化金融創新，把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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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聯儲將貨幣定義為活期存款和流通中的現
金。現在這一定義則包含了定期存款和其他的短期資
產。仿佛貨幣政策還不夠複雜似的，聯儲在過去的 40
年裡又做了多次重新定義。從 60 年代前期開始，新的
貨幣供應總量包括了 M1、M1A、M1B、M2、M3、M4、
M5、M1+、L 和 M1B，聯儲的控制目標則在這些定義之
間游移。15
這裡的問題在於「貨幣」是一種難以捉摸的東
西，在實際經濟中很難將之釘住並固定在一定的數量
上。⋯⋯ 現代貨幣主義者很難確定各層次的貨幣供應
量，⋯⋯ 我曾被告知有的分析家甚至已將貨幣供應量
劃分至 M7。在此，我希望告訴大家這一過程是無止境
的：固定任何一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 Mi，市場都將在
經濟繁榮時期創造新形式的貨幣以繞過限制，從而迫
使當局有必要固定一個新的貨幣供應量 Mj。
由於金融市場的變化，經濟與貨幣供應增長之間
出現了裂縫。前面已經說過，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意味
著信貸取得了比貨幣更重要的地位。簡單地說，聯儲
已經失去了對債務創造過程的控制。⋯⋯市場上出現
了許多貨幣替代品，高利率的誘惑導致人們大力削減
手上持有的現金頭寸。不僅如此，貨幣供應增長已經
不再像從前那樣以一成不變的節奏領先於整個經濟活
動的步伐了。有時領先的期間會很長，而且在每一個
循環中都會有所不同。16
中央銀行繼續為不同的貨幣總量設置控制目標，
但這些目標再也不是那些能夠直接激發政策反應的關
鍵變量了。⋯⋯由於證券化的影響，任何時候都無法
根據標準的貨幣供應或銀行信貸指標來計量實際金融
活動中信貸緊縮的程度。
可靠的、能夠指導貨幣政策的分析性路標早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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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存在。金融體系出現了鉅大的結構性變化，中央銀
行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緊盯住某個貨幣和信貸目標作
為自己的政策。⋯⋯金融市場裡結構性的變化令貨幣
目標的規定和維護變得越來越困難。17
其次始料不及的是，錢買錢、錢生錢的金融市場，產
生黑洞般貨幣需求，告別通貨膨脹。90 年代以後，利率調
節，從極端敏感的一次 0.25 個百分點到隨便來，調節幅度
大小，越來越無所謂，甚至迷失了方向：加息照樣利好，
減息照樣利空。貨幣種類花樣翻新，流通速度變幻莫測，
影響 GDP 的「財富效應」撲朔迷離。樓市、股市、錢市之
間的正反饋循環，龍盤虎踞宏觀景氣的主導地位。
圖~13：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與消費物價指數變化率，1969~2008 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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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通貨膨脹率以月度消費物價指數（CPI）比上一年同期指數的變化
率計算。
資料來源：聯邦基金利率來自美聯儲網站（http://www.federalreserve.
gov/releases/h15/data/Monthly/H15_FF_O.txt）；消費物價指數來自美
國勞工部網站（ftp://ftp.bls.gov/pub/special.requests/cpi/cpiai.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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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複強調，告別通貨膨脹，堪稱全球化的歷史現
象。1986~1995 年，全球製造業產品的貿易加權價格，
以年均 1.3 % 的速度爬行；1995~2000 年，以年均 1.8 %
的速度下降。1999 年，以 美 元 計 算 的 全 球 製 成 品 價 格
下降 2.0 % ，2000 年陡降 6.2 % 。 18 1981 年，美元利率
20.5 釐，通貨膨脹率 14.8%。19 2008 年，石油價格飆昇到
147 美元  桶，從未聽說石油危機，只有「世界工廠」物
價略漲。
貨幣學派的歷史任務是對付「滯脹」。弗里德曼極
力主張美元與黃金脫鉤，極力主張匯率浮動，因為多發多
少貨幣，多少通貨膨脹。弗氏名著論證大蕭條的禍首是通
貨緊縮 — 美聯儲未能及時放鬆銀根。 20 從始至終，貨
幣學派全神貫注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是最容易避免的，
只要多印一些鈔票即可。」 21 2001 年，美聯儲連續 11 次
降息，帶領全球中央銀行挺進零利率。人類金融史無前
例。2008 年，美聯儲再率各國中央銀行，集體實現零利率
（表~3）。人類金融史無前例。曾幾何時亞洲金融危機，
經濟學家痛斥東亞政府干預市場的裙帶資本主義，如今，
又在熱烈討論美國借鑒日本零利率的寶貴經驗了。順便值
得一問：美歐全成日本多年停滯走不出來，全球經濟一體
化蕭條冰河期？
這裡需要補充一點，考慮到匯率和國際資本流動，
英鎊等貨幣無法學美元（國際儲備貨幣）、日元（鉅額順
差和外匯儲備），繼續減息到零。這些國家的利率，已經
在絕對意義上，降無可降了。 22 固然，仍有所謂「量化
寬鬆」得以繼續印鈔票，財政赤字無底洞，坐直昇飛機撒
錢，有的是辦法。可是，守財奴窖藏金銀沒用，貨幣進入
銀行體系周轉，始能影響經濟。現在，商業銀行從中央銀
行拆借頭寸免費，貨幣敞開供應，激活景氣的宏觀手段，
第一次用老、第二次用盡了。「不爭論」，零利率把貨幣

學派轟出決策班底。
表~3：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官方利率，截至 2009 年 5 月 8 日
國家（地區）

利率（%）

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0~0.25

香港：基本利率

0.5

日本

0.1

瑞士：三個月目標利率

0~0.75

備註
二戰以來最低

2008 年 10 月以來五次減息

加拿大：基準利率

0.25

歷史最低

英國：基準利率

0.5

歷史最低；2007 年 12 月以
來九次減息

歐元區：標準利率

1

2008 年 10 月以來七次減息

瑞典：回購利率

1

挪威

1.5

歷史最低

新西蘭：基準利率

2.5

歷史最低；2008 年 7 月以
來下調了 5.75 釐

2

歷史最低；2008 年 10 月以
來六次減息

1.25

歷史最低；2008 年 9 月以
來七次減息

韓國
臺灣：基準重貼現率
馬來西亞：隔夜政策利率

2

這一點的背後含意非常可怕。一旦把利率降到
零，政府即不能再通過降低利率來推動總需求。這時可
謂彈盡援絕。24
1994~1995 年短期利率略高於 2%，之後日本銀行
降低隔夜拆借利率，1996 年降到只有 0.5%。1999 年 4
月，日本銀行宣佈現在已眾人皆知的零利率政策。由於
利率已經觸底，日本銀行無法進一步通過貨幣政策刺激
經濟。25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資料來源：戴道華：〈零利率政策的目標與風險〉，《中銀財經述評》
2009 年 1 月 8 日，等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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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驚恐萬狀，有美國短期國債負利率，26 有銀
行存貸利息倒掛，以備隨時發生的流動性休克，但是，從
會計上說，名義零利率也是貨幣擴張的邏輯極限。 27 總不
能說我借你百萬英鎊，不要利息，還倒找你十萬英鎊吧？
除非到了《鏡花緣》裡「君子國」，否則企業沒法記賬。
名義零利率，借錢不收利息，不在經濟學的假設範圍。新
世紀以來，零利率還衰退的經濟學表述是，通貨擴張到極
限的通貨緊縮。連小學語文老師都通不過的怪誕命題，多
少年了，經濟學家視而不見。是裝傻充愣，還是見怪不
怪？— 更嚴重的通縮還在後頭。28
日息自 1995 年年底起已低於一釐，通脹重臨了
嗎？日本於 1998~2008 年間通縮，足足十年。減息不
是應引發通貨膨脹嗎？日本政府財赤嚴重，經濟差兼
超低息，不是應不利日圓匯價嗎？29

◎ 倒退回凱恩斯離現在更遠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30
貨幣政策用無可用，宏觀調節別無選擇，只剩財政
開支了。可是，唸過大學經濟學課程者都知道，凱恩斯
鼓吹的「大政府」，被新古典理論批判得體無完膚，經
過無數實踐檢驗，尤其席捲全球的改革開放和私有化浪
潮，教科書蓋棺論定幾十年，決非還能拿出來比劃的真
理了。「2008 年美國政府開支約 2.1 萬億美元，佔整體
GDP 117120 億美元 17.9 % ，證明無論政府開支增加幾
多，對整體 GDP都刺激有限。」 31 小布什的錢沒花完，
奧巴馬的預算又來。2009 年初，新總統的核心智囊發表文
章，解惑八千億美元拯救方案，簡明扼要，根據三個經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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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測算：
（一）政府直接開支的 GDP 乘法係數是 1.55（意
思是說，政府每增加相當於 GDP 的 1% 的直接開支，即
能把 GDP 提高 1.55 % ）；（二）退稅的 GDP 乘法係數
是 0.99（意即相當於 GDP 的 1% 的退稅額，能把 GDP 提
高 0.99%）；（三）GDP 每增 1%，失業人口即減一百
萬。以此參數計算實效，八千億元的方案，能把美
國 GDP 提昇 3.7 % ，把失業率從最高預估值 8.8 % 壓至
7%，整個經濟可在 2014 年首季復元。32
上述計算，應當來不及包括剛剛開支的 2.1 萬億美元？
不管根據什麼數據，套用什麼模型，拿什麼機器運算，細
讀原文，令人不放心的還是隻字不提金融市場決定景氣的
「財富效應」。凱恩斯理論、羅斯福新政，對金融投機深
惡痛絕。 33 那時候跟現在比，純屬古代。紙幣掛鉤貴金
屬，政府開支刺激景氣，做夢也想不到，來一個大 GDP 幾
十倍的貨幣經濟，非要跟著一塊兒受刺激。現在有文章
說，金融海嘯人人有責，一點沒錯。 34 無論政府怎樣把錢
多少錢買股票投機、多少錢買住宅增值、多少錢買保險保
險、多少錢換外匯保值、多少錢存銀行儲蓄⋯⋯。雞蛋不
能放在一個籃子裡，千家萬戶分頭下注。「2001 年美國政
府退稅 1770 億美元，事後發現只有 17 % 用於消費。」 35  
留出 83 % ，當然不會都存銀行。而且，股市、樓市越火，
投入股市、樓市的錢越多，股市、樓市越火，⋯⋯股市賺
錢越多、樓市增值越快、基金回報越高、贏錢的越敢大手
大腳刺激 GDP。當然不該怪罪奧巴馬，智囊文章開宗明
義，方案計算只能根據過去的數據。36 過去 30 年股市、樓
市持續上昇（圖~15）的泡沫數據？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送到百姓手裡，每個家庭都得理財：多少錢買東西消費、

11
109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005 年約 5950 億美元來自物業加按，2006 年有
6882 億美元，2007 年有 4716 億美元，2008 年第一季
有487 億美元，第二季有 95 億美元。即利用物業加按
去增加美國人消費這條路，自 2008 年第二季開始已經
行不通。2001~2007 年 GDP 如沒有物業加按因素，估計
美國 GDP 昇幅每年少於 1%。37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房地產下跌引發海嘯，股市蒸
發小一半，樓市下跌 35 % 。美國人擁有的 50 萬億美元財
富，轉眼剩 30 萬億美元。 38 快馬加鞭的消費馬失前蹄，
GDP 高速度直接換倒檔！如此危險動作，經濟學家稱「負
財富效應」。那麼現在「正」過來，重溫舊夢，重操舊
業，經濟復甦到樓市、股市顛峰，帶動 GDP「復元」2008
年二季度的 4% — 歷史罕見的高速度？能這樣根據過去的
「財富效應」計算拯救方案嗎？顯然不能。裡外裡，格林
斯潘都講過話：「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是「百年來僅
見的」繁榮餵大的。39
「百年來僅見的」繁榮從哪裡來？全球一體化臣服美
元霸權。
和平發展，細水長流巧取：亞洲國家買美國債券，
借錢給美國購買自己的出口產品。 40 譬如，中國出口掙
點美元，購買「兩房」債券，「兩房」得現金注資，放手
住宅貸款，推動樓市泡沫，讓美國居民通過房產增值不斷
「加按」，越發有錢消費中國的出口產品，中國掙回更多
美元，購買更多「兩房」債券，⋯⋯。 41 山姆大叔什麼活
不幹，印鈔票參與「國際大循環」。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
墨頓．米勒嘲諷日本製造業：「我們指揮你們給我們送來
這些費盡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奇妙的汽車、照相機和機
床。而我們又給你們提供了什麼呢？只不過是喬治．華盛
頓的一些頭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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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風捲殘雲豪奪：世界各國陸續金融自由
化，金融危機一起接著一起，一起大過一起。1985 年《廣
場協議》逼迫日本金融改革開放，1989~1991 年日本金融
危機。1990 年歐盟取消資本管制，1992~1993 年歐洲金融
危機。1994 年墨西哥∼南美金融危機，泰國在 IMF 和世行
的壓力下開放資本賬戶，1997~1999 年亞洲金融危機⋯⋯
多年積蓄被席捲一空，華爾街賺得缽滿盆豐。在這個意義
上說，經過 30 年持續高速增長，「大國崛起」最後一塊尚
未被金融危機洗劫的處女地，倘若裡應外合，百尺竿頭，
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與金融危機的國際慣例接上軌，
再來一場海嘯翻天覆地，各家投行基金再次對沖幾萬億美
元回家，足夠復甦第一位黑人總統任內的美國經濟。
總之，補充上巧取豪奪的過去數據，復甦美國經濟 —
複製「80 後」的超級泡沫，接著再來下一場金融海嘯，才
算有了完整的科學依據。只是千萬別告訴凱恩斯。倘若死
而復生的凱恩斯得知，振奮人心的拯救方案，歸功於他老
人家的理論貢獻，肯定當場再度氣絕身亡。

2007 年，中國居民存款相當於 GDP 的 67 % ；美國
「個人淨儲蓄」相當於 GDP 的 0.4%。43 據此鮮明反差，小
布什、44 保爾森、伯南克、45 奧巴馬、希拉里、蓋特納，
衷心希望把中國儲蓄過多、美國儲蓄太少，共產黨操控匯
率造成貿易失衡，說成金融海嘯的罪魁。經濟學家異口同
聲：三億美國人，個個敗家子，居家過日子，柴米油鹽醬
醋茶，信用卡提前預支還借錢貸款，發工資當天立馬花
完，一分錢不剩，不尊老、不愛幼、不看病、不失業、不
退休、不管子女教育，吃了上頓沒下頓？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 說美國人不儲蓄是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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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美國、中國居民消費相當於 GDP 的比重，1950~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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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 GDP 和個人消費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http://
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中國 GDP 和居民消費數
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支出法 GDP 統計表〉，歷年。

我們多次強調指出，說美國人不儲蓄是一個偽命題。46
美國《經濟學》教科書的儲蓄定義明明白白：收入－消費
＝儲蓄。 47 著名經濟學家麥金農，生造出「東亞高儲蓄兩
難」，遐邇聞名。 48 經濟學的核心是商品供求原理，需要
把買股票、買基金、買保險的理財當成投資。投資＋消費
＝最終需求，必須假設（1）購買企業產權的股東或開董事
會或「用腳投票」，努力改善企業經營；（2）企業把股東
的錢全拿去買機器、建廠房、擴大再生產了。倘若面對當
今現實，無論個人還是企業，有點錢就在各類金融市場錢
買錢、錢生錢，驢打滾沒完沒了，經濟學的供求原理，就
毫無用武之地了。
但凡稍微有點實事求是，遵循教科書的儲蓄定義，
不存款不等於不儲蓄。美國居民的儲蓄＝收入－消費，一
點不比中國百姓少，醫療保險、養老基金、教育基金、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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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保障制度一應俱全。只是由於股市、樓市長期持續增值
產生的收益率預期，長期持續超過銀行存款利息，這些保
險、基金形式的居民儲蓄＝收入－消費，大多直接間接投
入金融市場了。 49 不僅居民百姓，學校、政府、企事業單
位（如果不包括軍隊）尚未支出的工資福利和運行費用，
同樣大多投入金融市場，購買金融產品保值增值。譬如，
哈佛大學基金前十年平均年回報 13.8 % ，學校營運開支的
35% 來自基金收入。50 所以金融海嘯以後，施瓦辛格呼天
搶地州政府財政破產， 51 三大汽車驟然讓福利開支壓得喘
不過氣來。 52 百姓點燈，州官放火。如今「主權基金」兩
萬多億美元，53 已經是對沖基金興風作浪的三倍多！54 政
府好意勸戒草民小心股市風險，說什麼哪？
在信貸危機中破產的 Wachovia 銀行上週一宣佈，
凍結一千間美國高校總額達 93 億美元的短期投資基
金。由於高校通常將學費等收入存入投資基金賬戶，
並從中提取資金用於員工工資、學校日常維修費用等
事項，銀行的凍結基金決定，令不少高校面臨無法發
出工資的窘境。55
達十億美元，由 6 月份的 369 億美元，至 9 月份已回
落 22%，不少部門被要求在 2009 年須節省開支 9%。56
誰不知道銀行存款利息少於貸款利息？一旦按揭買
房，按月還本付息，再往銀行存款，則是犯傻。不僅如此，
美國住宅價格持續增長的速度多年超過銀行利率，借錢買
房，才符合經濟學理性。更何況，現在銀行零售業務的服務
職責所在，就是努力發現哪位上帝的錢包還剩幾個存款，立
刻圍追堵截，推銷各種「迷你」金融創新，巧舌如簧，口吐
蓮花，說什麼也得幫忙把「儲蓄」轉換成「投資」。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哈佛大學 Endowment Fund 截至 9 月 30 日止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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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美國股市、樓市指數與「個人淨儲蓄」相當於 GDP
比例，1950~2008 年
住宅價格指數

標普500指數

220
200

1600
住宅價格指數
標普500指數

180

1400
1200
1000

160

800

140

600
400

120
100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0 1990 1995 2000 2005
10

200
0

8
6
4
2

美國個人淨儲蓄佔 GDP 比重
1950~1980 年平均數

0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0 1990 1995 2000 2005

註：美國樓市、股市資料同圖~3。
資料來源：美國個人淨儲蓄、GDP 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

所以，羅齊命名的「消費狂熱」一點也不狂熱。57 美
國相當 GDP 72 % 的高比例消費，理性根據多年持續上揚
的房價、股市以及各類基金的高回報，這正是美國居民相
應比例的穩定儲蓄＝收入－消費。不信？2007 年以來，
樓市倒栽蔥，股市前滾翻，基金回報猛縮水，貨幣經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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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預期急轉直下，居民存款急轉直上（圖~15）。
「2007 年 10 月每個美國人退休時平均有 17.5 萬美元，現
在只有 5.25 萬美元。」58 2008 年下半年，「耐用品銷量下
降 22 % 、住宅投資下跌 23.6% 、商業投資下降 19.1% ，而
儲蓄率則上昇至 2.9%（2007 年二季度 1.2%），估計好快
昇上 5 % 。」59「2008 年 12 月，美國人的儲蓄佔可動用收
入的比例為 3.6 % ，大大超出 2007 年接近零的水平，⋯⋯
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或會令美國儲蓄率重上 10 % 的高水

人民幣被迫昇值以後，中國也是買股就賺錢、買樓就
增值呢。2005~2007 年，上海證券指數從 998 點猛昇到最
高 6124 點，股票和基金賬戶猛增到 1.41 億， 64 存款儲蓄
相應減少。 65 廣大群眾擁有了資產！不料一個「大小非解
禁」，資產打水漂，人民乾瞪眼，銀行存款還鄉團，2008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平。」 60 憑什麼說美國人不儲蓄？美國人民也是人民，
沒什麼特別。股市價格和投入股市的資金，與居民存款呈
反比關係。股市越火，投入股市的資金越多，居民存款下
降。反之，居民存款上昇。
唯一特別的地方是，雖有起伏波動，美國股市、樓市
30 年一路攀昇，居高不下，經久不衰。尤其房地產只昇
不降，成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不言而喻的公理，實在非
同凡響，誰也學不了。 61 日本何嘗非要「高儲蓄兩難」。
《廣場協議》以後，日元迅猛昇值，日本股市、樓市也紅
火起來。一時間，買股就賺錢，買樓就增值。個人金融
資產裡股票所佔比例，從 1985 年的 9 % 上昇到 1987 年的
16 % ，1989 年的 21 % 。過去只會往銀行存款的百姓，兩
成多當上股東。 62 紙醉金迷，滿嘴說「不」。誰知好景
不長。到 2004 年，日本股票價格不足 1989 年的一半。
個人金融資產中，「現金和銀行存款比例反而從 44.3 %
上昇到 55.4 % ，股票及其他證券投資等從 30.7 % 下降到
13.5%」。養老、保險的比例相應從 20% 上昇到 2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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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比 2007 年 10 月增長 31%！66
圖~16：美國的股市、樓市和日本、中國的股市，1950~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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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美國樓市、股市資料同圖~3；日本股市 TOPIX 指數始於 1968 年；
中國股市上證綜合指數以 1990 年 12 月 19 日為基期。
資料來源：日本股市 TOPIX 指數來自東京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
quote.tse.or.jp/tse/quote.cgi?F=histidx/Ehistsearch）；中國股市上證
綜合指數來自搜狐證券網站（http://q.stock.sohu.com/zs/000001/lshq.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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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中日股市繁榮曇花一現，與美元霸權直
接風捲殘雲豪奪，間接細水長流巧取，不無關係。所以，
誰家的經濟結構，包括什麼儲蓄不儲蓄，全不能和獨霸的
美國比。只有美國政府能印鈔票參與「國際大循環」，眾
多老虎基金、美洲豹基金火中取栗往老巢捲錢。全世界的
金融財富情願不情願，只要能流動，全奔美國。 67 眾人拾
柴火焰高，超級泡沫持續沸騰 30 年。同樣投機賭博身不
由己，「54 % 歐洲人認為運氣決定收入。同意這個觀點的
美國人只有 30%。」68 再說「東亞高儲蓄兩難」渾身不舒
服，只要日元、人民幣、泰銖、越南盾、韓圜、新臺幣等
等小貨幣，單打獨鬥毫無勝算，想不儲蓄都得儲蓄。
更有意思的是，美元霸權巧取豪奪，不必銀行存款
低息儲蓄，還能打折優惠多消費。回過頭來端詳圖~14，
「中國製造」廉價出口美國，掙點美元購買美國債券，低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息借錢給美國人購買中國產品。這不新鮮。新鮮的是，就
這點低息美債，隨著美元不停貶值，人民幣不停昇值，外
匯儲備不停縮水，天天粵海重組似的不停「削債」（haircut）。 69 一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美元貶值或人民幣昇值
20%，兩千億美元債權不翼而飛！一方面，借新債還舊債，
越借越多，中國外匯儲備猛增，美國銀行存款驟減；一方
面，美元貶值或人民幣昇值，中國擁有的美國債權，數增
加，錢減少。怨不得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60 年
時間 18 版修訂，培育幾代經濟學家，一說到國際資本流
動、進出口與美元發行，阿 Q 似的圈畫不圓了，留下諸多
開放型思考題，令人納悶，傷人腦筋。換句話說，美國靠
借新債還舊債發行美元，購買中國產品；再靠我貶值、你
增值不停「削債」，相應部分的「中國製造」等於免費白
送。廉價勞動血汗工廠出口加工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碩大比例用人民幣計算的 GDP，轉換成美元計價、美元
統計的廉價出口，掙點美元買回美債再天天「削債」，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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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讓人家空手套白狼了。倘若根據這點眉目，填
數據，做模型，結論一定是：中國消費佔 GDP 的比例太
低，因為中國勞動收入佔 GDP 比例太低， 70 因為很多中
國 GDP 打折優惠給美國人消費了，所以美國消費佔美國
GDP 的比例太高。誰說誰養活誰誰也說不清楚？實踐是檢
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少買點（別說賣點了）美債試試，立
刻真相大白。
現如今，美聯儲利率 0~0.25 釐，90 天國庫券 0.08 釐，
兩年期 0.87 釐，十年期 2.4 釐，30 年期 2.82 釐。71 美國國
債從「無風險回報」（risk-free return）變成「無回報風
險」（return-free risk）了。 72 這樣「等價交換」的基礎
上，還要怪罪中國儲蓄造成美國海嘯，實在屬於佔了便宜
賣乖，狼吃羊抱怨塞牙縫的強盜邏輯。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主。在 2007 年第四季至
2008 年第三季，中國以不同形式借貸給美國的資金估
計高達 4750 億美元。美國從來沒有在財政上如此依賴
一個外國政府。73
難怪美國前助理貿易代表傅瑞偉說：「中國是美
國的銀行」。74

◎ 經濟學救不了「非理性蕭條」
投機而僅為企業洪流中之一點小波，也許沒有什
麼害處；但設企業而為投機漩渦中之水泡，情形就嚴
重了。設一國之資本發展變成遊戲賭博之副產品，這
件事情大概不會做得好。75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佔盡天
下便宜的美元霸權金融海嘯了。好一盤通吃的大模樣，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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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房地產價格掉頭，引發金融海嘯，造成經濟衰
退。
值得進一步琢磨，住房作為直接消費的商品，價格下
降、購買增加，經濟學叫：商品的「價格彈性」— 價格漲
落對銷售的影響。住房作為保值增值的項目，價格下降、
購買減少，經濟學叫：收入的「消費傾向」— 收入增減對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後收關了，志得意滿之際，忽喇喇似大廈傾，自己活命的
眼位，走成了倒不上氣來的生死劫。— 真的是機關算盡太
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值得重複指出，金融海嘯不是次按危機，不是信貸危
機，更不是什麼「虛擬經濟」脫離實質經濟，甚至不僅僅
是索羅斯聲嘶力竭 20 多年金融體系出了問題，而是全球一
體化的經濟性質，經過金融創新肆無忌憚，衍生變異成經
濟學不理解、所以不承認、當然也應對不了的投機賭博新
經濟。
再看圖~12，商品市場與金融市場，收入 → 消費
→ 生產 → 就業 → 收入 → ⋯⋯ 的循環，股市 → 樓市
→ 錢市 → 股市 →⋯⋯的循環，現實經濟生活中，決非
兩個可以區分開來的「實質經濟」和「虛擬經濟」。越來
越多的商品（住房、石油、糧食）變成投機賭博的工具，
既遵循價格下降、購買增加的供求規律，又遵循經濟學沒
轍的追漲殺跌。譬如住房，作為直接消費的商品，在商品
市場，價格下降 → 購買增加 → 住房建設增加 → 就業增
加 → 工資收入增加 → 購買增加 →⋯⋯。價格下降有利
於消費，刺激生產。所以有美國 1866~1897 年，「物價平
均每年下降 2%，但 GDP 每年仍有接近 4% 的增長」。76 住
房作為保值增值的項目，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下降 → 理財
收入減少 → 房地產購買減少 → 房地產建設減少 → 相關
就業減少 → 工資收入減少 → 房地產購買減少 →⋯⋯。
價格下降不利於理財，減少消費，損害生產。所以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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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影響。前者說的是單個商品價格漲落引起的銷售變
化，後者說的是收入變化帶來消費支出和儲蓄之間的比例
調整，涉及所有商品的購買。再加上樓市、股市、錢市之
間的正反饋循環，金融市場過山車一飛衝天、一落千丈的
價格變化，商品市場上的零售交易望塵莫及。結果，當住
房不再只是買來消費的商品之後，非理性的追漲殺跌摻和
進來，誰也說不清價格下降會增加還是減少購買了。顧客
與開發商討價還價，當然越降價越想買。一旦添加可能繼
續降價的宏觀預期，再降價也沒人買。降價預期越強烈，
預期越發自我實現 — 索羅斯實踐的經驗之談「反身性」。
可能漲落的宏觀預期，受超越住房商品供求的種種因素干
擾（圖~17）。八桿子打不著的流言蜚語，經常打得整個市
場人仰馬翻。具體到每一樁買賣，買房子、買石油、買股
票，經濟核算費盡心機，不如擲骰子撞大運。什麼東西，
郁金香、君子蘭、普洱茶、企業產權、商業票據、圖畫、
郵票⋯⋯只要從消費受用的商品演變成保值增值的項目，
再不聽從供求原理指揮了。日常生活精打細算省吃儉用，
經年累月聚沙成塔，金融市場一縷輕風，頃刻化為烏有，
無聲無臭無影無蹤。放鞭炮燒錢，還聽個響呢。
宏觀調控擲骰子撞大運？圖~17 是圖~12 的邏輯展
開，追隨房地產下降濫觴金融海嘯，羅列若干不難想見的
交叉循環。商品市場理性，金融市場非理性。傳統物質生
產，商品價格下降 → 購買增加 → 價格上昇的理性循環
（虛線），需要抗衡無數價格下降 → 購買減少 → 價格
下降的非理性循環，才能完整實現。「財富效應」主導宏
觀景氣，已成不爭的事實。難題是箭頭好畫，圓圈套圓圈
之間相互作用到什麼程度，無從預知、無從把握。 77 瓦
解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競爭和鉗制，資本賺錢的邏輯展開肆
無忌憚，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極端發展，把賭博變成了經
濟，把經濟變成了賭博。家家戶戶，機關、學校、企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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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從房地產價格下降展開的金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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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政府自己，既消費又理財。消費，遵循價格下降、
購買增加的供求原理。理財，或分散風險組合下注，或道
聽途說「羊群效應」起鬨架秧子，贏了房子贏地，樂此不
疲，與戒賭一樣怎麼勸都沒用，生拉硬拽也不出來。說賭
博還有經濟，說經濟滿是賭博。金融服務、華爾街花紅，
真金白銀，一點不虛擬，統統統計 GDP，渾然一體。金融
市場的「財富效應」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天衣無縫。
誰也說不上來，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多大程度上，非
理性的追漲殺跌怎樣影響理性的商品供求。因為投機賭
博，沒有也不可能有規律可循。有規律就不再是公平的賭
博了。
現在各國政府千方百計救市 — 救股市、救樓市、救
信貸泡沫？從目標到手段，到效果，極大的盲目性，史無
前例！誰也不知道放鬆的貨幣供應，增加的財政開支，相
應增加多少商品消費，多少投機賭博，通過正負「財富效
應」，轉換成多少商品消費，多少流動性緊張。但是，人
人確切知道，牛市不可能萬壽無疆，「非理性繁榮」必然
「非理性蕭條」。追漲還是殺跌，全憑信心。信心不足，
股市、樓市、錢市螺旋下降，經濟蕭條；信心增強，股
市、樓市、錢市螺旋上昇，經濟繁榮，泡沫蒸騰 → 還得破
裂。政府救市不缺錢，缺邏輯。說小布什上萬億美元搶救
銀行效果不佳，奧巴馬八千億美元刺激經濟，— 刺激什麼
經濟？
無論什麼措施，「80 後」的超級泡沫難以為繼。「去
槓桿化」擠泡沫，知易行難，難過清理企業間相互拖欠的
三角債。美國存款信託清算機構（DTCC）報告，50~60 萬
億美元的 CDS，「淨交易頭寸」不到兩萬億。78 問題僅僅
在操作過程的摩擦。各式各樣幾乎量身訂做的場外交易，
對手、金額、條件、時間千差萬別，集中結算平倉，討價還
價談判和法律裁決程序等方面的工作量，大得難以想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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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個比方，構造摩天大廈的磚瓦灰石，理論上件件均可回
收再用。真動起手來，房倒屋塌的瓦礫廢墟，裝車拉走。80
更別提〈高倍數槓桿拆卸摧殘市價〉的「財富效應」摧殘
經濟了。 81 經濟風聲鶴唳，市場驚弓之鳥，想拾掇哪棟
建築，引發的連鎖反應，都是當今社會難以承受之重。這
時候放言空論回歸金本位，道理簡單，願望不錯，面對現
實，把利率提高到 3% 試試？
更重要的是，即便去些槓桿程度，並不改變投機賭博
的經濟性質。輿論追究救助銀行的鉅款去向不明，毫無道
理。因為質問者，包括決策當局，包括再開出兩萬億救助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賬單的蓋特納，說不出銀行怎樣才算「正確」使用了納稅
人的救濟款。今天，政府「主權基金」和索羅斯一樣，絞
盡腦汁理財，遑論專業理財的銀行了。 82 國會聽政會，
議員們拿銀行家當地主老財批鬥，鉅額花紅人人眼紅，政
治家做秀義憤填膺，唾沫星子亂飛完了，回家打理自己那
點廉潔奉公的年薪，還得揣摩銀行的眼色，或基金、或股
票、或保險、或存款⋯⋯。這裡，值得一問的還是零利
率。各大銀行到美聯儲拆借頭寸免費，隨借隨有，借多少
有多少，仍然必須財政撥款，當然不是為了擴大貸款業
務，是要政府墊支當下斃命的賭債！同理，銀行家們拍胸
脯儘快還錢，根本不可能靠給那些無力按時還本付息的按
揭百姓補充貸款，實際上連中小企業都貸不到錢。 83 表面
上看，政府救市都是維繫資金鏈條，減少銀行破產。經營
性質上說，傳統經濟的支付鏈條、信貸鏈條，與賭徒之間
的三角債，不是一碼事。譬如 50~60 萬億美元的 CDS，
投入最少，贏錢最多最快，輸錢最多最快。雷曼兄弟 2007
年 42 億美元淨收入，創歷史最高紀錄。 84 看家的市場分
析在《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連續六年
奪得華爾街最佳研究分析團隊的殊榮。」 85 一朝房倒屋
塌，覆巢無完卵。四千億美元 CDS，虧損 3655 億。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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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8.625 美分。 86 有批評說保爾森理應一視同仁，給點錢
救雷曼。果真如此，設身處地，試問您要是雷曼的兄弟，
打算怎麼還錢？已經零利率了，房地產按揭斷供連續不斷
刷新紀錄，分散零售存貸利差，成本最高、風險最大、收
益最少，儘快歸還政府救助的鉅額資金？別自欺欺人了。
國有「主權基金」不會做的傻事，讓私營投資銀行幹？投
資少見效快，市場經濟的天經地義。哪裡跌倒，哪裡爬起
來。賭債還要賭來還！
《華爾街日報》引述交易紀錄報道，美林、花旗
集團、德意志銀行和瑞銀集團等多家大行在雷曼兄弟 9
月中申請破產保護兩天後，透過信貸違約掉期（CDS）
市場，大舉向摩根斯坦利可能倒閉投下龐大押注。87
高盛建議客戶買美國 11 個州政府債券信用違約
互控（CDS），賭這些州政府債務違約，無法支付利
息。除高盛外，大摩及美林亦建議客戶這樣做。估計
現在美國有 31 個州本財政年度赤字 240 億美元，有人
估計 40多個州已面臨三百億美元預算短缺，2009 年
六百億元，下一財政年度為 1200 億美元。相信新一輪
州政府所發債券無法支付利息潮快將出現！88
高盛等等都是政府出錢救下來的。最好大摩玩殘了成
雷曼第二，更好州政府紛紛破產，聯邦當局的援助資金，
很快得以回收，納稅人的錢還能賺錢哩。南懷瑾高度概括
人生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 89 富哉言乎！在商言
商，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發揮市場
效率，排除道德干擾。話說回來了，莊家替輸紅了眼的賭
客著急，幫忙墊支玩不下去了的大窟窿，然後催逼著扭虧
增盈，儘快還錢，惡醉而強酒？
只要繼續投機賭博，無論個人、企業、團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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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手裡有錢，都得繼續理財，接著分頭下注。政府的救
援資金概莫能外，接受救助的銀行、企業（如三大汽車）
和個人（免稅增收）概莫能外。 90 政府救市籌措賭資，出
錢組建「壞銀行」，大包大攬「有毒資產」，以便雷曼的
兄弟們輕裝上陣，化悲痛為力量，孤注一擲美國國債違約
的 CDS？ 91
世界財富 30 年餵大的超級泡沫，一時半會兒，很難想
像周而復始，再造第二個「非理性繁榮」。連續注資的種
種努力，微觀上個個都有機會，宏觀上等於噉臍果腹，給
進行時的海嘯補充彈藥，再釀新的衝擊波，連推帶搡，把
「非理性蕭條」堵在死胡同別想出來。所以格林斯潘大聲
疾呼：
根據日本 90 年代的經驗，我們必須保證在開始
主要財政刺激方案之前，修理金融系統。除非取得成
功，我判斷，財政刺激的正面影響將隨著方案實施而
不斷消失（peter out）。⋯⋯所以，暫時國有化一些銀
行，以展開迅速而有序的重組，恐怕是必要的。92

路。疾呼歸疾呼，給不出具體如何操作，國有化了也白
搭。拿恩平集資案舉例，中國鬧大發的，很多都是國有銀
行。美國的大學基金、州政府財政都不是私家基金。國
有賭場也是賭場，國有化了就只贏不輸？所以，癥結不
在於誰有，而在於玩什麼，怎麼整頓。諾貝爾經濟學獎
Maurice Allais 早已指明：「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賭
場裡邊橫排豎排，擺滿了賭桌」。 93 不讓玩 21 點了，還
有輪盤賭。真能清理 CDS，還有致深圳南山熱電於死地的
「累計認購期權」（accumulator），逼榮智健辭職的「目
標贖回」（target redemption）⋯⋯。股票市場、債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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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蓋特納一樣，大呼小叫重組，缺乏明晰的邏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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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外匯市場、房地產市場、信貸市場、期貨市場，場內
場外，金融創新多如牛毛。不僅如此，立一個規矩管制，
馬上衍生諸多繞過管制的新產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94
不僅如此，各類不同風險的產品結綑打包，經過權威機構
評出風險等級，按質論價，在銀行企業之間不斷轉手，相
互滲透。區區兩三千億美元次按壞賬掀起濁浪滔天，足以
表明，看上去 21 點牌桌與輪盤賭櫃檯之間隔著老遠，每
張牌、每個骰子，通過複雜的交叉對沖，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全連一塊兒了。豬八戒勇闖盤絲洞，牽一髮而動全
身。無論想先摁住哪一位，全體不答應。

◎ 殺跌「80 後」超級泡沫「百年一遇」
IMF 執行長史特勞斯卡恩表示，一項針對過去 122
次銀行業危機的研究顯示，「在銀行體系整頓完畢之
前，景氣永遠沒有辦法回春」。95
經濟學勸不住追漲的「非理性繁榮」，同樣救不了
殺跌的「非理性蕭條」。只有順其自然，聽天由命了。殺
跌跌到什麼程度，才會返身追漲，屬於算命的題目。再看
圖~15，索羅斯一口咬定超級泡沫屬於「80 後」，道瓊
斯指數跌回八百點到底？拿熊變牛，矯枉過正，不過正不
能矯枉。這不，眼看著諸多標誌性參數，劉翔似的爭先恐
後，跨越 1980 年。
譬如，2008 年 10 月，「美國的建屋申請新個案減少了
43%，而斷供個案則創下了 37 年來新高！」96 12 月，美國
新房銷售「是 1963 年以來最低的水平」。97 2009 年 4 月，
美國失業率拾級而上，達 8.9 % ， 98「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以來的最高失業率。」99 截至 5 月 2 日的一週，持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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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失業救濟人數增加至 656 萬，「是連續 15 週創下紀錄新
高。」100 2008 年四季度，美國消費開支下降 3.8%，「是
近 27 年來最大的跌幅。」2009 年 1 月，製造業指數 32.5，
「是 1980 年以來最低的水平」。101
譬如，「英國樓價在 2008 年錄得逾 56 年來最大的年
度跌幅。」102 為了救市，12 月底，英國國債昇至 6975 億
英鎊，相當於 GDP 的 47.5 % ，是 1978 年以來最高的比
率。」 103 2009 年一季度，英國 GDP 比 2008 年同期下
跌 6.2 % ，連續三個季度負增長，首相布朗說，「這次衰
退是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104 新加坡 2008 年
四季度 GDP 下跌 16.9 % ，「是歷來最大跌幅」。 105 日
本 2009 年一季度 GDP 收縮 4%，「折合年率萎縮了
15.2%，為 1955 年以來的最差表現」。106 失業率從 11 月
的 3.9 % 昇至 12 月的 4.4 % ，「係 41 年內最大昇幅」。 107
德國政府下調 2009 年經濟預測，GDP「將出現破紀錄
的 6 % 跌 幅 ， 是 二 次 大 戰 以 來 經 濟 最 大 的 跌 幅 」 。 108
2009 年冰島 GDP 預計收縮 9.6%，「是從丹麥獨立以來最
嚴重的衰退。」109
譬如，美國汽車銷售 2008 年大跌 18.5 % ，「創 1974
年以來的最大年度跌幅。」 110 日本汽車銷售連續四年減
少，「更創下 1980 年以來新低。⋯⋯法國 12 月汽車銷量
同樣大跌 15.8%」。西班牙 12 月「汽車銷量急瀉 49.9%，
全年則跌 28%，是歷來最大按年跌幅。」111
譬如，「設定 0~0.25% 的利率目標範圍，這是聯儲局
成立 95 年來第一次採取這種行動。⋯⋯房貸美上週表示，
30 年定息按揭利率跌至 5.1 釐，是 1972 年以來最低的水
平。」112 英國利率降至 0.5 釐，「再創英倫銀行 1694 年創
立以來的新低。」113 美國財政赤字史無前例。「在大蕭條
年代（1934~1937 年）聯邦政府赤字佔美國 GDP 最高約在
5.9%，但經奧巴馬提出拯救經濟方案後，有關數字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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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估計達到 8.3%，最高甚至會達 13.5%！」114
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再修改 2009 年全球經濟預
測，從估計僅增長 0.5%，下調至收縮 1.3%，「是 60 年來
首次全球經濟萎縮」。115 為此，2009 年伊始，2008 年諾
貝爾獎得主克魯格曼致奧巴馬新總統公開信：
經濟前景多糟糕？幾乎比任何人想像得更糟糕。
布什年代的經濟增長，已經表明，靠的是私人
信貸膨脹，如今信貸市場混亂，商業和消費衰退，經
濟自由落體。蕭條中，我們面臨打哈欠一樣咧開的
（yawing）就業缺口。
沒有任何數據和情況顯示，就業迅猛惡化
（plunge）近期可能緩解，這意味著到年底，一千萬甚
至更多的就業缺口。也就是說，失業率達 9% 以上。加
上那些被迫減少工資和被迫從事非全職（part time）工
作的，真實失業率應在 15% 左右 — 超過兩千萬美國
人苦於找不到工作。116
果真如此嚴重，災難超過索羅斯斷言的「80 後」，真
成格林斯潘的「百年一遇」了。是經濟學諾貝爾獎在這裡
烏鴉嘴，語不驚人死不休？
2007 年年底中國平安斥資 27 億美元，換得富通集
團 4.2% 的股份，現在同樣花這筆錢，可以買下兩枚黑
石、一家通用汽車、AIG 的 70% 股權或花旗的 14% 股
份；如果平安還是對富通情有獨鍾，那麼，現在這筆
錢可以買到它 75% 的股權，因為富通的股價已經下跌
了九成以上。117
美國多年的金融老大 — 花旗銀行，金融海嘯以來，政
府先後注入現金 450 億美元，另外為花旗 3010 億美元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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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資產擔保。118 鉅額資金連續投入，不惜代價搶救到 2009
年 3 月，花旗市值只剩下 60 億美元了。119 連續搶救一年多
時間，還在天天專家會診，保爾森計窮下野，接著找蓋特
納告急，鍥而不捨，死馬活馬都得醫呢。

◎ 腐敗化制度的制度化腐敗
正因為價值的貨幣形態是價值的獨立的可以捉摸
的表現形式，所以，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
形式 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
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
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幹的倒霉事。{因此，一
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週期性地患一種狂想
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120
市場效率的本質是投入越少、回報越多、越快越好。
僱傭工人生產商品的「中間環節」頗費周章，不得已而為
之。空手套白狼，才是資本增值的最高境界。冷戰結束以
的貪婪本性。資本自由流動，亞洲廉價勞動崛起廉價出
口。「世界工廠」意味著生產過程最大限度地成為「大國
崛起」的倒霉事。格林斯潘退休了才驚喜，擔心通貨膨脹
純屬多餘。工會造成的「工資剛性」不再，社會民主主義
的福利國家難以為繼。 121 發展中國家生產，發達國家耍
錢，比較優勢，國際分工。錢買錢就能錢生錢的金融市
場，「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產業轉移和金融
創新兩方面合力推動投機賭博新經濟，成本投入趨向無窮
小，利潤花紅趨向無窮大。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後，市場原教旨主義奮力推廣自由化，最大限度實現資本

11
129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圖~18：美國的超級泡沫與基尼係數，1950~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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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美國樓市、股市資料同圖~3；基尼係數截至 2007 年。
資料來源：基尼係數來自美國普查統計局網站（http://www.census.
gov/hhes/www/income/histinc/f04.html）。

為什麼能夠告別通貨膨脹？替金融衍生工具鳴鑼開道
勞苦功高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墨頓．米勒，理論概括一
語中的：「金融衍生工具最令人恐怖的地方就是財富的轉
移。」 122 圖~18 清楚表明，不要說被巧取豪奪的世界各
國了，就是佔盡便宜的美麗尖，「80 後」的兩極分化史
無前例，與超級泡沫超級共生。在傳統商品市場，參與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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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競爭越充分，市場價格「出」得越清，市場機制配
置資源的效率越高。在當代金融市場，參與者越多，「羊
群效應」越嚴重，起伏跌宕「在市場到頂和觸底時，多數
人永遠是錯」。 123 無論熊市、牛市，金融資產的流動性
越強，交易越活躍，財富轉移的速度越快，貧富分化的速
度越快。不僅快在了信息社會計算機光速轉賬，而且快在
了著重瓦解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理財，首先
得有財。更何況股市開張時間，勞動人民得上班。有閑錢
和閑功夫炒股買樓者多為中產。乘過山車昇降顛簸驚心動
魄，少數暴富誇誇其談「美國夢」，多數中產頭暈眼花，
一覺醒來，淪為比無產階級還窩囊的「負資產階級」。無
產階級一無所有，負資產階級揹一屁股還不完的債。124
2007 年美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為普通
員工的 275 倍，2002~2007 年的五年內，華爾街最大
的五家金融機構其 CEO 合共獲得 30 億美元報酬，美林
的 CEO 在 2007 年的報酬為 8300 萬美元，成為華爾街之
冠。此外，五家金融企業向員工發放的薪酬和福利則
高達 3120 億美元。125

鎮壓罷工大煉鋼鐵，費盡心機剝削工農的剩餘價值，進出
口企業臨時周轉的外匯儲備，官府衙門橫徵暴斂稅收的財
政，學校醫院低聲下氣籌措的經費，由於不能不理財，統
統成為華爾街爭搶的肥羊。金融市場效率越高，資本流動
性越好，人民收入越少，好不容易有點儲蓄（＝收入－消
費），讓「理財」風捲殘雲，留一張按揭合同當收據，
10~20 年欠債還錢，誰還有餘錢買東西？告別通貨膨脹，
因為多數人收入太少。迎來通貨緊縮，因為財富過於集
中。前所未有的金融創新，前所未有的兩極分化，前所未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更有甚者，周扒皮「半夜雞叫」不誤農時，卡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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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生產能力全面過剩，住宅、汽車、彩電、冰箱、洗衣
機，生產什麼產品什麼產品賣不出去，除了武器彈藥，舉
不出一樣民用製成品供不應求。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最近要求旗下
1300 名員工每週兩天準時五點半下班，原因是要振興
日本經濟！126
多數人錢太少消費，少數人錢太多揮霍。「美林證
券的前任總裁賽恩在辦公室內安裝 3.5 萬美元的洗臉盆；
Tyco 公司前行政總裁科茲洛夫斯基花 1.5 萬美元買一個雨
傘座；」 127 花旗領導一領到政府救濟款，趕緊 4200 萬美
元買架公務飛機；128 幫忙政府擴大消費。金融海嘯天崩地
裂，華爾街金融工作者臨危不懼，「9.11」消防員救「世
貿」一般奮勇撲救，不捨晝夜做賬、對賬、做賬，拆東牆
補西牆，力挽狂瀾於既倒，勞苦功高花紅 184 億美元，
幫忙政府減稅增收。在這點上，酷愛洗臉的美林賽恩，比
不愛洗臉的雷曼兄弟，頭腦清醒多多了：當機立斷賣身美
銀，虧損 153 億還發 36 億美元花紅，事後美銀「食物中
毒」，雖然終遭辭退，卻被上下左右視為英雄。129
縱觀政府救市盲人瞎馬，唯削減年薪一招，使得神勇
決然。接受政府救助、上百億美元資產的銀行的 CEO，
2007 年平均薪酬 1107 萬美元。奧巴馬當總統才拿 40 萬
美元，寬宏大量設定 50 萬年薪上限。 130 這些企業走出困
境，最、最、最需要高超財技！從 1107 萬到 50 萬，一
刀砍去 95.5 % 。落實到頂尖大銀行，等於不讓開工資了
（表~4）。肯定留不住人才。留不住正好，省得華爾街
經濟復甦，金融創新下一個金融海嘯。只是由不得「陰謀
論」不起疑：該不是期盼中國禮聘這些理財頂尖高手，進
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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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接受美國政府援助的八大銀行 2007 年 CEO 薪酬
接受援助金額
（億美元）

CEO 薪酬
（萬美元）

設 50 萬上限
＝削減（%）

花旗集團（1）

450

210

76.2

美國銀行（2）

450

2480

98.0

摩根大通

250

2880

98.8

富國銀行

250

2290

97.2

100

7000

99.3

摩根斯坦利

100

160

68.3

紐約梅隆銀行

30

2010

97.5

道富

20

2050

97.6

金融機構

高盛證券
（3）

註：（1）美國政府另外為花旗擔保 3010 億美元問題資產；花旗
CEO 薪酬較低，因為潘迪特 2007 年加入花旗，年底才晉昇為 CEO。
（2）援助金額 450 億美元包括美國政府借給美林證券的款項；美國政
府另外為美銀擔保 1180 億美元問題資產。（3）摩根斯坦利 CEO 麥克
主動放棄花紅，故薪金明顯比同級銀行低。
資料來源：〈美銀行盼儘快還清政府資金避政治干預〉，香港《信報》
2009 年 2 月 13 日，第 15 頁。

當然，制度建設上，我們學習的榜樣都在忙著反改
企業高管的工資都不讓市場調節了。如此逆歷史潮流反動
下去，真要「進入金融社會主義時期」？ 131 杞人憂天。
再說投機賭博禮崩樂壞，「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以易
之？」美國能夠印鈔票救市，全憑美元霸權。金融海嘯越
是波及世界各國，冰島克朗、俄羅斯盧布等幣種越靠不
住，敞開印的美元越堅挺。敗也蕭何，成也蕭何。多年負
債世界第一的美國政府，倘若離開美元霸權，早該破產
了。美國自由放任的新經濟，佔便宜沒夠導致金融海嘯，
還得靠佔便宜沒夠搭救。投機玩不下去了，必須繼續賭
博。諾貝爾獎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的文章標題總算破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革，大張旗鼓去槓桿化，大張旗鼓限制買空賣空，甚至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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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了：全球金融首都華爾街玩的是〈馬多夫經濟〉。132 除
非鬧到清盤逮捕那一天，誰也沒法知道，過去有過多少糊
弄過去未曝光的，今後還有多少玩炸了的馬多夫、驢多
夫，等著世界人民埋單哩。133
據說，在馬多夫被捕的當天，花旗集團的高級
顧問、美國前財長魯賓被一批花旗股東控告他在該
銀行用一個「虛擬」（Pseudo）龐氏騙局去欺騙股
東 1220 億美元。2009 年 1 月 10 日消息，魯賓向集團辭
去該職。134

◎ 〈口頭反對私下執行的保護主義〉135
不看病就吃藥，連頭痛醫頭、腳疼醫腳都做不到。
2008 年四季度，馬英九在寶島發消費券，老少咸宜，喜笑
顏開，小兒科熱鬧一場，〈GDP 下降 8.3 % ，臺經濟陷衰
退〉。136 再接再厲，〈臺經濟學家籲港派消費券〉。137 香
港未動，澳門先行。城市內需全賴進口，亂撒公帑刺激周
邊？還是人家山姆大叔實在，奧巴馬救市盯住就業崗位，
250 萬、三百萬、四百萬，層層加碼，為多數人還是少數
人，直接拿數目字說話。
大話好說，善良的願望往往是通向地獄的橋梁。全
球經濟一體化到今天，國家邊境管制依舊，資本賺錢的要
素自由流動。美國政府帶頭，用納稅人的公帑增加（或保
護）納稅人的就業，海嘯中心發達國家，盛行限制人流、
物流和錢流的保護主義，不以經濟學原理為轉移。譬如，
法國政府鉅額貸款救助兩大汽車，要求貸款期間不能關閉
國內工廠，盡力確保 2009 年不再裁員，德國、瑞典等汽
車大國強烈批評，說讓他們的車廠更加艱難。薩科齊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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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國汽車公司不能拿著政府的補貼，跑到捷克等其
他國家去開辦新工廠。」138
就業保護主義：為了增加和保護相對昂貴的本國就
業，限制相對廉價的外籍勞工，從來是西歐國家的群眾運
動。 139「美國總共 359 家公共融資機構接受財政部撥款資
助」， 140 吸引媒體高度關注：2008 年 10~12 月，「接
受政府援助的銀行宣佈裁減超過十萬名員工，」這些銀行
「過去六年要求聘用超過 2.18 萬名外國勞工，出任高級副
總裁、企業律師、初級投資分析員以至人事專家等職位。
平均薪酬為 90721 美元，接近美國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兩
倍。」從企業利益出發，經濟越不景氣，越要節約成本，
越願意聘任相對便宜的外籍勞工，至少節省諸多福利待遇
的財務負擔。「縱使這些銀行依賴美國人繳稅的稅款為
生，但積極聘請外國勞工。2008 年美國經濟倒退時，這些
銀行的工作簽證申請宗數增加近三分之一」。141「英國媒體
報道，該國政府計劃收緊技術移民記分政策，減少律師、
金融從業員等專業人士赴英工作人數，以防應屆大學畢業
生出現失業潮。」142 2009 年 3 月，澳大利亞宣佈技術移民
配額減少 14%。143 相信美國很快學會。
資助的基建工程必須採購美國製造的鋼材，只能在沒有充
分優質美國鋼材，以及採購美國鋼材使基建成本增加超過
25% 才獲豁免，這價格上限遠多於目前規定的 6~7.5%。振
興經濟方案已提交參議院審理，參議院研究將條款擴大至
所有美國製產品。」144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急忙軟化，
適當修改：
參院前天以口頭投票的方式，通過《買美國貨》
的修訂案，列明條款的執行必須符合美國各項國際協
議下的責任。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貿易保護主義：奧巴馬拯救經濟方案，「規定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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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及
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和
日本等貿易夥伴，能染指相互的政府採購市場。然
而，中國、俄羅斯、印度及巴西並沒有簽訂有關協
議，因此不受參院的新條文保護。145
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包括 20 國峰會中 17 個成員
國在內的多個國家，2008 年 20 國峰會以後，共推出並實
施 47 項犧牲別國的限制貿易措施。146
資金保護主義：「歐美政府援助甚至國有化銀行後，
要求銀行將大部分貸款都貸給本國的企業和消費者」。 147
「國際金融協會（IIF）預計，銀行 2009 年將從新興市場撤
出約 610 億美元的資金，2008 年為淨流入 1670 億美元，
2007 年更達 4100 億美元的紀錄高位。」148 2009 年 3 月，
AIG 用納稅人的錢發花紅，軒然大波犯眾怒的重要原因是，
近三成公帑流入海外銀行。149
羅齊在《金融時報》撰文警告，信貸保護主義的
殺傷力比貿易保護主義更大，因為限制貿易只針對特
定貨品，但限制資金流動則影響所有全球化下的經濟
活動，而且由政府而非市場決定資金的流向，將令資
金分配不有效，導致所有經濟體的生產力下降。
羅齊更指出，中國等以工業及出口為主的亞洲經
濟體將大受打擊，因為這些地區將受出口減少及資金
流入下降的雙重打擊；而中國可能反過來更內向，為
了發展國內經濟，以及儲備將會下降，中國有可能拋
售海外資產，包括美國國庫債券，這可能導致美元崩
潰的危機。150
羅齊伸張的經濟學憂慮，放之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
保護主義雪上加霜經濟蕭條，嚴重傷害中國「兩頭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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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進大出。「不過，美國鋼鐵工人聯合工會支持『買國
貨』條款，以確保美國納稅人的金錢是用來保障美國人就
業。美國商業及工業議會說，沒有這條款，只會鼓勵美國
人進一步舉債購買外國貨，而這正是目前經濟危機的原
因。」151 說一千道一萬，民選政府的「硬道理」是選票，
不是 GDP。無論嘴上怎麼說，美國自由民主，英國君主立
憲，首相不落實「英國的工作要留給英國人」，152 本屆任
期都混不下去。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美帝國主義的理性選擇，從不
考慮人類社會長遠發展，減少排放的《京都協議》都拒絕
參加。毛澤東斷定他們總是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估
計人民的力量，到頭來，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153
也是履試不爽的顛撲不破。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
剛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保護主義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向多達兩萬多種外國商品徵收高關稅的限制
進口，結果在 1929~1933 年，美國進口貨大減五成，但與
此同時，出口也急劇下跌」。154 — 保護主義盛行的必然結
果是，全球化重返民族主義盛行的戰國時代。

奧巴馬政府已決定將美中戰略對話提昇至更高級
別，使之成為涵蓋政治、經濟和安保事務的全面戰略
對話。
此外，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上週二暗示，美國在中
美關係問題上需要有所改變。「我們需要與中國的全
面對話，」希拉里說，「布什政府時開始的戰略對話
已變成了一種經濟對話。」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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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經濟範疇的經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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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卿提名國會聽政，希拉里神采飛揚「聰明實力」
（smart power），外交、經濟、軍事、法律、文化，文的
武的，葷的素的，18 般武藝摑打撾揉，擺明了，要招呼滿
漢全席了！從實力到「軟實力」（含《經濟學》教科書），
到「聰明實力」，說英語，讓人聯想美國百姓耳熟能詳的
「聰明彈」（smart bomb）— 精確制導炸彈，不僅精
確，還能像炸我使館一樣，鑽入深層爆炸。希拉里立志和
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深入並加強聯繫，坦率強調不同意
見」。156 攤在桌面上的，仍然是在舊地圖上延續縱深：
反恐 — 與俄羅斯重修舊好，格魯吉亞既往不咎，撥鉅
款加沙重建，敘利亞、伊朗恢復對話，伊拉克堅決撤軍，
全力以赴阿富汗 → 巴基斯坦？
朝核 — 朝鮮試射導彈，美日揚言攔截，美韓大規模軍
事演習，眼瞅著金正日風雨飄搖，身後政局動蕩？157
臺灣 — 擱置主權爭議，拿經濟補貼擠進各類國際機
構，布什大賣臺灣軍火之後繼續大賣，南海測量我潛艇情
報賴著不走，以便恢復接觸？
西藏 — 達賴喇嘛風燭殘年，加緊施壓返鄉動亂？
人權 — 從血汗工廠到法輪功、到新聞自由、到維權？
環保 — 出口減污高科技，非政府組織（NGO）監督
污染？
安全 — 日本強佔釣魚島，中國嚴正抗議，美國嚴正背
書《美日安保條約》包括釣魚島！
氣候 — 懇勸中國學美國退出《京都協議》？⋯⋯
東拉西扯的題目再多，應屆政權的核心使命是走出經
濟困境。王顧左右而言他？漏稅的蓋特納讓國會聽政逼得
說露一句「操控匯率」，奧巴馬急忙親自掛長途解釋 — 惹
惱了中國減持美債，海嘯第 n 次衝擊波立馬要盒錢！
站在布熱津斯基的角度觀這盤棋，通吃的佈局不留餘
地，中盤佔盡了便宜，走到收關了，繼續佔便宜沒夠。利

潤最大化原則不難理解，可活棋必須倆眼。軍事（軍工）
和貨幣（金融），屬於制勝《大棋局》的兩個制高點， 158
也是支撐美國產業、就業的擎天柱。159 紙醉金迷的金融眼
位崩塌，只能靠零息美債紙醉金迷苟延殘喘。保爾森救過
一趟銀行了，蓋特納又來再救一趟，走一步，挨一步，數
以萬億計的美元砸進去，頑強拚命延氣。能延氣，不等於
能活棋。當年格林斯潘救長期資本，碰巧趕上房貸膨脹，
追漲資金蜂擁而來，眾擎易舉。如今熊市螺旋直降，殺跌
拋空猶如潮汐退潮，公帑周濟賭債，一撥兒多過一撥兒，
泥牛入海無消息。有議員滿腹狐疑，「我們不能總跟在壞
賬後面傾注好錢哪。」160 與影競走，終無及理。
接下來的問題是，只要美國不收拾投機賭博，靠發零
息美債印鈔票填無底洞，失業持續增加的美國百姓能堅持
多久？亞洲國家一頭出口劇減，美元收入劇減，就業壓力
劇增；一頭繼續增加購買零息美債的政治壓力劇增；這樣
的「國際大循環」還能堅持多久？
邏輯出路何在？依託瞪得圓圓的另一隻眼，四處撩蜂
剔蝎，揪住你必應的劫材，死纏活打這個生死劫。至少脅
迫你繼續增持美債。萬一打輸了，10＋3＝亞元， 161 海灣
美的貨幣聯盟勢不可擋，163 歐元自顧不暇，零息美債無人
問津，美元崩潰性貶值，長期嚴重資不抵債的美國政府壽
終正寢安樂死？— 軟硬實力生龍活虎坐視。
如果長期蕭條會遏制國際商業企業的動物本能，
那麼美國將是最後一個遭受蕭條痛苦的國家。軍事、
政治以及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使美國有能力享受這種豁
免權。164
一旦這個劫打贏了，你滿盤皆輸，萬劫不復；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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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的統一貨幣勢必變本加厲成伊斯蘭綠紙，162 拉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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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全勝，長治久安。奧巴馬的救市目標鎖定就業，智囊團
應當有過幾次沙盤推演，計算機模擬調兵遣將。比較羅
斯福新政時期，1929 年，美麗尖佔全球製造業總產量的
43.3%。165 電視、冰箱、洗衣機、自行車、服裝、鞋襪、
手錶、玩具、打火機、曲別針，樣樣俱全，而且滿世界出
口所向披靡。政府開支擴大消費，刺激各行各業的生產和
就業。半個多世紀過去，2007 年，美國製造業產值只佔自
己 GDP 的 11.7%。民用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多年，剩下這
點製造業，不是軍工就是與軍工關係緊密的高科技。美麗
尖「製造業軍工化」，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題中應有之
義。多年了，五角大樓採購和美國軍火出口，雙雙各佔全
球一半多。美國軍費開支大得難以再大。伊拉克撤軍，成
為總統競選的莊嚴承諾。在如此極限狀態下，繼續擴大軍
工化製造業就業，光有以色列打哈馬斯，明顯不夠了，需
要捲入更多人口長期戰亂。中國「海棠葉」獨立成俄羅斯
的幾個邊疆區、日本的沖繩（琉球含釣魚島）、蒙古、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166 臺灣、香港都是阿基米德的
現成槓桿，西藏、新疆更是捂不住的活火山，兩極分化腐
敗蔓延，一黨專政千夫所指。印度次大陸獨立成印度、巴
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克什米爾、猛虎組織、錫克
族群、伊斯蘭原教旨、種姓分層、貧困婦女、民主刺殺，
渾身上下佈滿裂縫。極而言之，萬一中國金融危機或者臺
灣獨立之後發生動亂，萬一印度和巴基斯坦隨便順著哪個
裂縫大鬧起來，只需美軍出面沒收幾粒原子彈（不缺反對
暴力反對暴力的胖翻譯，積極主動上繳哩），分裂、對
峙、衝突，你來我往非禮也，盜版阿拉伯民族 22 個主權國
家，五代十國也行，魏晉南北朝也行，幾十億人口上百個
國家，加上日本趁火打劫「周邊有事」，蘇秦張儀鬼谷子
合縱連橫，由聯合國維和部隊看著，讓分裂但不准大戰，
避免人道主義危機觸目驚心，打擾了心安理得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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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如此這般二、三百年折騰不止，堪稱亞洲對現有國
際秩序最負責任的積極貢獻：
第一，像巴勒斯坦必須靠以色列就業吃飯一樣，167 世
界工廠分拆上市若干車間，不耽誤繼續提高美人生活水
平，更加充分競爭的市場調節，無限供給的農民工召之即
來，趕之即去，永遠成不了城市居民，加倍努力生產比統
一《勞動合同法》更便宜的消費品。
第二，或「列國」或「特區」大發特發各色真假人
民幣，當然必需美元當外匯儲備，零息美債供不應求香餑
餑，借錢給美人購買亞洲出口的廉價消費品。
第三，或「列國」或「特區」厲兵秣馬擴軍備戰，昇
級換代武器裝備，有的是爭議地區進進出出，唯「聰明實
力」才會製造的「聰明彈」生產多少消耗多少。先扶持薩達
姆打霍梅尼八年「兩伊戰爭」死傷數百萬，再兩次「海灣
戰爭」親自出馬吊死薩達姆；先扶持哈馬斯民主選舉奪權
法塔赫，訓練部隊、偷運軍火幫忙在野的法塔赫火併上臺
的哈馬斯，再以色列出兵黎巴嫩、西岸、加沙，飛機坦克
指哪打哪，打哪指哪，如入無人之境，刺激得阿拉伯眾列
國嚴正抗議加嚴正交涉，著急忙慌賤賣石油換美元 — 增加
供給，爭先恐後搶購零息美債和高價軍火 — 擴大需求；168
山姆大叔長袖善舞，收發自如，根據「軍工景氣」的需要
調節衝突力度，169 再不用「巴統」禁運作繭自縛，製造業
出口供不應求，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一次性消費平
衡「貿易失衡」，「東亞高儲蓄兩難」妙手回春「東亞高
儲蓄雙贏」。
希拉里上任訪華拜年，皮裡陽秋，對溫家寶訴說中國
成語，不要臨渴掘井，什麼意思？ 170 美國製造業成為失
業重災區。2009 年 1 月「流失職位 27.7 萬個，較 12 月的
16.2 萬進一步增加，是 26 年來最嚴重；反映工廠工人工時
的指數更跌至 1940 年以來最低水平。」建築業、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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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及商業服務大幅度裁員不止，「只有教育、醫療服務
及政府增聘人手。」171 縱觀美國就業形勢，金融海嘯華爾
街裁員，連累高檔服務業蕭條，與投行業務共生的會計、
律師等專業服務業裁員。在不同產業部門，創造單位就業
崗位需要的投入差別很大。華爾街就業講究鉅額花紅，而
且金融 GDP 增長再多，鍵盤上多敲幾個零而已，就業彈
性極小。對應的另一端是建築業，政府花錢招兵買馬一呼
百應，短期就業立竿見影，歷史上從來見效顯著。可惜現
在整個房地產深陷股市 → 樓市 → 錢市的三角循環，從
荒山野嶺鋪路搭橋走到中心城市熱火朝天，5.4 萬公里長
征不說，更有政府修建經濟適用房，給房地產投機大潑冷
水。唯增加製造業就業，增加生產的同時增加消費，帶動
GDP 和其他行業就業增長的乘數效應，華爾街投資銀行不
能望其項背。如果不宜再增加債務擴大軍火採購，增加製
造業就業等於增加製造業出口，等於放鬆對華禁運，幫忙
大國崛起，挑戰美國實力。再不然，學中國軍工企業「軍
轉民」，轉產彩電冰箱，高科技製做低科技。即便如此，
招惹中國減持美債的風險不小。因為必須強烈指責共產黨
操控匯率，貿易失衡造成金融海嘯，迫使人民幣昇值或者
貿易制裁，大幅度減少進口之後，才能再學中國政府，財
政補貼「家電下鄉」、「汽車下鄉」⋯⋯
顯而易見，中策 — 放鬆禁運擴大出口，下策 — 貿易
保護「軍轉民」，均非「聰明實力」孜孜以求。

◎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72
全球 30 年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足夠證明，政府財政
直接投資，在房地產、鐵路、公路、橋梁、電力、城市公
共設施、公共交通等可能掙錢從而可能企業經營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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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出」企業投資。政府投資增加、企業投資相應減少，
投資總量增加大打折扣。頂多多出一塊不賺錢、所以企業
不投資的領域。在可能賺錢的領域，政府投資行政操作，
質量、效率經常不如企業經營。更重要的是，政府開支人
為增加就業，一次性修橋鋪路，多次性公費醫療、義務教
育，只要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均屬花錢流水有去無回
的單行線，除非西部大開發，構造新的經濟流程自我循
環，決非可持續發展。用凱恩斯理論解釋羅斯福新政，用
羅斯福新政證明凱恩斯理論，均屬經濟學家造的神話。
歷史發展螺旋前進，節骨眼上話當年，何其相似乃爾？
1922 年起，美國經濟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
歷史上稱為「柯立芝繁榮。」173⋯⋯

否極泰來，樂極生悲。幾頓飯功夫，股市跳水、樓
市滾翻、銀行資金鏈條斷裂，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從天堂
到地獄。羅斯福輪椅坐不住了，驚呼美國處在「革命的邊
緣，因為人民缺少食物、衣服和避難所」。175
十分之一的大型公司擁有全美公司總資產的53%，
4 % 的大型公司的利潤佔到了全美公司總利潤的 87 %
（這些數據的確是真實的，但是別忘了這些公司有著
數以百萬計的股東）。在 1936 年，47 % 的美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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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代剩下的幾個年頭裡，這個國家出現了無
與倫比的百業興旺局面。失業率保持在低水平，電力
傳送到全國各地，對工業和國民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登記在冊的汽車數量從八百萬輛上昇到 2300 萬
輛，新建築鱗次櫛比。20 年代末，作為總統候選人的
赫伯特．胡佛聲稱，這個國家眼看就要戰勝貧困了。
股票市場漲勢喜人，投資商們以為繁榮的景象永無止
境。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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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低於一千美元，而與此同時，佔全國人口 1.5 %
的最富有階層所佔有的財富和這 47% 的社會下層民眾
的財富總量相當。這些數字出現在羅斯福 1938 年 4 月
29 日提交國會的諮文中。
羅斯福從未停止抨擊那些投機交易者以及有著
類似想法的無恥之徒，⋯⋯羅斯福開始認定，甚至里
諾也認同，經濟復甦最大的絆腳石就是「銀行家的陰
謀」，他們策劃要把羅斯福束縛到不合時宜的「健全
貨幣」政策中去。176
1933 年 3 月 4 日，羅斯福就任總統。3 月 6 日，命令
全國銀行停業四天。3 月 9 日，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
「加強國家對銀行、貨幣和信貸的控制與管理，對銀行進
行整頓、監督、扶持、清理和關閉」。5 月 27 日，簽署
《證券實情法》，「命令證券經紀人如實提供完整的交易
資料。」6 月 16 日，國會通過《銀行法》（著名的《格拉
斯∼斯特高爾法》），「將商業銀行與其投資機構分開，
並授權聯邦儲備系統對其成員銀行加以更大的節制，以便
防範銀行利用儲蓄和美聯儲資金進行投機。」1934 年，國
會又通過《證券交易法》，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負責
監管證券市場，懲處投機詐騙、操縱股市等違法行為。」177
可以說，新政從大刀闊斧收拾金融自由化開始。「羅斯福
知道，要保證戰爭中的武器生產，他需要得到國家工業資
本家的支持。他會逐漸重新推行改革計劃。」178
羅斯福認識到，如果過多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
中，這個社會將會不穩定。羅斯福對大部分富人沒有
好感，這也是促使他加快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動力。幾
十年後人們稱羅斯福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倡導者。但是
在羅斯福政治權術和政治天賦背後，潛藏著把財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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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擁有者（或其繼承者）那兒奪取過來，並在全社
會分配的野心。179
1934 年，「民用工程署興建或修繕了 80 萬公里的公
路、四萬所學校、3500 座廣場和公園以及一千個小型機
場。」「為四百萬失業者安排了工作。」然而，這些只花
錢不賺錢的項目開支和新增就業，未能構造出新的經濟流
程自我循環。「開始時熱火朝天，後來蔫得像死貓」。 180
勉強應付一屆到 1938 年，「選民開始有右傾的傾向，並且
很明顯已經厭倦了新政。」181 多虧資源匱乏、人口密集、
國家眾多的歐洲、亞洲，經濟更蕭條，迴旋餘地更小，和
平日子先維持不下去了。歐洲戰爭爆發，日本全面侵華，
美國經濟左右逢源，兩頭通吃復甦繁榮。一頭支援同盟國
購置軍火，堅持抗戰，多情承諾每年供應英法兩萬架飛
機，182 金融創新租借法案出口信貸，組織飛虎隊幫忙買飛
機不會開的中國售後服務；一頭支援協約國擴大戰事，戰
略物資源源不斷。法西斯窮兵黷武，有的是軍工，缺的是
資源。「1935 年底，美國運往意大利的石油和戰略物資增
至年初的三倍。」183「這使英國海軍部感到驚恐萬分。」184

尼西亞；而 75% 則來自美國。」185 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
印尼石油殼牌所有。換言之，皇軍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軍
艦、汽車、坦克、包括擊落飛虎隊的戰機，全賴美國加
油。「總統為在消除失業和建立國家防務兩件事上建立聯
繫下了一番功夫。⋯⋯武裝美國，並繼續以加強國防工業
來消除失業。」186 顯而易見，隔岸觀火擴大出口，不如親
自動手啟動內需。美軍投入戰鬥，英勇犧牲前赴後繼 — 持
續增加就業，海陸空狂轟濫炸 — 擴大消費軍火。
可惜老百姓「下愚不移」，直到「1939 年的一項民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 ？

遲至中國八年抗戰過去一半多時間，1941 年「日本國內只
能生產其所需石油的 10%；15% 的石油來自菲律賓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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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調查表明，84 % 的美國民眾反對參加戰爭。」 187 羅斯
福先知先覺。「他認識到，戰爭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
是有必要發動的。⋯⋯但是在他把美國人團結起來參戰以
前，他必須說服大多數美國人他最有可能讓美國免於戰
爭。這是一項嚴峻的政治挑戰。」188 羅斯福成功了，美國
成功了。「一年之內，美國的 1300 萬失業人口中的大部分
回到了工作崗位。」 189「軍用物資在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
從 1939 年的 2%，劇增至 1943 年的 40%」。「1941~1943
年，美國的軍火產量增長了八倍以上。⋯⋯在戰爭結束
時，美國有 1250 萬名現役軍人，其中 750 萬人駐在海
外。」190 1943~1944 年，美國「每天建造一艘軍艦，每五
分鐘生產一架飛機！」191 婦女都進工廠三班倒了。「戰爭
期間，整個美國的人均收入幾乎增長了一倍。美國主流媒
體不無得意地宣稱：美國驟然富起來了。開戰以來，整個
世界都已精疲力竭，而美國卻煥發活力，生活水平快速提
高。」192「事實上，正是軍火製造業成為了世界最主要大國
經濟繁榮的支柱。」193
失業的恐慌已經過去。二戰使羅斯福新政取得了
鉅大成功。在他宣誓就職時，美國本是一個破爛的、
頹敗的、沒有希望的國家，只有垮掉的財政系統，33%
的失業率，以逃避戰爭來保存民主的做法。經過七年
半的時間，現在的美國每月新增工作崗位超過 30 萬
個，失業保險或勞動福利計劃裡還包含救助金。194
「新政」也未能消滅的「經濟蕭條」，在戰爭
中被徹底根除；未能充分使用的資源和人力都得到了
適當的利用。「在戰爭期間，美國工廠的規模擴大了
近 50%；產品產量增長了 50% 以上。」1940~1944 年
間，美國工業以更快的速度增長，每年增長率超過
了 15%。這是空前絕後的。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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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道理非常簡單：社
會化大生產私人佔有，生產率不斷提高，微觀層面上，投
入越少（包括工資），產出越多，資本賺錢越多；宏觀層
面上，財富不斷向少數人集中，多數人（絕對或相對）貧
困化，不夠錢買產品受用，釀成生產能力過剩的週期性經
濟危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必然戰爭的道理非常簡單：資
本主義投入產出需要廉價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和產品
市場。一邊倒牛奶、一邊餓死人的經濟危機，激化列強對
資源和市場的激烈爭奪。通過戰爭消滅生產能力和勞動人
口，把過剩打成短缺，馬歇爾式的戰後重建充分就業，
「軍轉民」的大飛機、電子計算機、原子能發電站欣欣向
196

榮，資本家恭喜發財，額手相慶。

◎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天不變，道亦不變。毛澤東引用列寧：「經濟是基
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197「戰爭是政治的繼
續」。198 值得面對和思考擺在我們面前的如下現實：
的超級泡沫，是美元霸權平時負債削債巧取、金融危機捲
錢豪奪，集中世界各國財富養大的。即便中國金融危機再
貢獻一把，只能延緩、無法避免金融海嘯。有追漲的「非
理性繁榮」，必然殺跌成「非理性蕭條」。爬得越高，摔
得越重。「80 後」美國率先金融自由化，美國率先儲貸機
構（S&L）壞賬。隨後，情願不情願，日本、歐洲、南美、
亞洲、俄羅斯，依次金融自由化，依次金融危機。轉一圈
回老家金融海嘯，從房貸序幕到房貸落幕，從哪裡來回哪
裡去，再應了南懷瑾講究中國文化的悖入悖出。

199

第二，發達國家全體陷入日式蕭條不可持續。日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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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國的投機賭博新經濟不可能復甦。這次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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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貨幣擴張到極限的通貨緊縮，不死不活尚能維持，全賴
美國越發狂熱，中國繼續崛起。200 日本金融危機與美國金
融海嘯不可同日而語，不至引發全球保護主義盛行，不具
備軟硬實力逼迫別國購買零息國債。只懂得商品供求的經
濟學，無藥可醫「非理性蕭條」，意味著經濟救市無效，
走出海嘯困境的途徑勢必超出經濟範疇。與 30 年代大蕭條
的國際博弈形勢相類似，誰先熬不過去，發生動亂，誰為
他國經濟復甦創造條件和契機。
第三，美國軟硬實力俱在，必然軟硬兼施拉人墊背。
即便東歐先亂，北約東擴，自食其果，歐元面臨分崩離析
之虞，論出口美國鉅額順差大買美債，不管怎麼排隊，首
選「大國崛起」。我們躲得過初一（多虧了金融改革不徹
底），他們躲不過十五。不可勝在己。「兩頭在外大進大
出」的經濟循環捉襟見肘，必須抓緊西部大開發，構造資
源和市場「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如果說「兩頭在外大
進大出」對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兩頭在內啟動
內需」＝資源開發＋共同富裕！由此可見，共產黨中央提
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決非臨危制變的權宜之
計。金融海嘯「百年一遇」保爾森國有化，2005 年當選寰
球花紅魁首，201 轉眼間極右變臉「極左」，到羅斯福後人
— 民主黨接棒，第一位黑人總統左上加左，具有劃時代的
歷史意義。
現在得以貼切理解，從百色起義失敗到淮海大戰成
功，一輩子和三座大山不共戴天的鄧小平，晚年為什麼再
三強調「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202 中國改革
開放 30 年，恰逢全球經濟一體自由化、資本主義投機賭博
大賺特賺的盛世空前。今天，超級泡沫破裂，金融海嘯難
救。毛澤東臨終為我們奠定的和平發展好日子，眼看過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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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在《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中，索羅斯給主流經濟學戴
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帽子。簡明摘編見王小強：《投機賭博
新經濟》附錄一〈索羅斯深揭狠批「市場原教旨主義」〉。

2

原文黑體；索羅斯：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
第 152 頁。

3

推薦參閱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第一章〈歷史的終結〉。

4

直到 1996 年，「工業國家」公共開支佔 GDP 的 46%（耶金、
斯坦尼斯羅：《制高點》第 536 頁）。

5

譬如 1965~1985 年，國有企業在美國以外的世界 200 家最大
企業中的比例（不包括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
從 10% 上昇到 20%。⋯⋯截至 1986 年，名列 1993 年世界 100
強（Fortune 500 ）的 42 家歐洲企業裡，國有企業 19 家。11 家
德國企業，四家國有企業 — 奔馳（排名第八）、大眾（排名
第 14）、Viag（排名第 78）和 Preussag（排名第 82）；一家
部分國有 — Friedrich-Krupp（排名第 86）。八家法國企業，
六家國有企業 — Elf-Aquitaine（排名第 22）、雷諾（排名第
29）、Alcatel-Alsthom（排名第 34）、Usinor-Sacilor（排名
第 72）、Rhone-Poulenc 和 Saint-Gobain；一家政府控股 —
Total（排名第 45）。五家英國企業，兩家國有企業 — 英國石
油（BP，排名第 11）、英國宇航（排名第 68）。四家意大利企
業，三家國有企業 — IRI（排名第六）、ENI（排名第 21）和
Feruzzi Finanziaria（排名第 75）。兩家西班牙企業，兩家國有
企業 — INI（排名第 54）和 Repsol（排名第 64）（王小強：
《產業重組時不我待》第 31~32 頁）。

6

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 185 頁。

7

「最簡單的替代選擇是完全放棄任何積極的穩定政策 — 這是規
則約束的最嚴格的形式。米爾頓．弗里德曼 1959 年就建議，中
央銀行應承諾執行一項固定貨幣數量規則的政策而完全放棄謹
慎的干預性政策」（格哈德．伊寧：《貨幣政策理論》第 201
頁）。

8

1981 年，美國、英國的所得稅最高收到 75% 和 98%。經過里根
和撒切爾夫人改革開放到 1989 年，分別降到 33% 和 40%（米歇
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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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金、斯坦尼斯羅的《制高點：重建現代世界的政府與市場之
爭》，堪稱經典之作。「到了 90 年代後期，已經有 80 多個發展
中國家和後社會主義國家走上了私有化道路。」2000 年，世界
上 63% 的人口、120 多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蔡愛
眉：《起火的世界》第 33、165 頁）。

10

「金融資本享有優越的地位，因為資本較其他生產要素更具流動
性，而金融資本則比其他形式的資本更具有流動性。金融市場的
全球化已經削弱了單個國家對資本徵稅和管制的能力，因為它可
以輕易地轉移到其他地方」（索羅斯：《開放社會》第 2 頁）。

11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 505 頁。

12

「美聯儲主席嘲笑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
與其觀點相似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建議美聯儲應當被電腦所
取代。這些經濟學家推理道：美聯儲的惟一責任就應是，不久
也將會是，根據一個或多個指標讀出的數據提高或降低利率。
那項職能呼籲自動化。如果說消費者價格指數會圍繞一個預先
設置的數值上昇或下降，那麼一臺電腦就可以編製程序來提高
或降低短期利率。這樣，美聯儲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像其他
自動化帶來的犧牲者一樣，他將宣佈自己是多餘的、無事可
做了。美聯儲主席強烈的支持中央銀行的獨立意味著不需要
美聯儲，這也有些矛盾」（納賽爾．薩博：《投機資本》第
219~220 頁）。

13

「如說 2008 年全球的 GDP 是 55 萬億美元，全球的上市公司市
值是 60 萬億美元，而全球的衍生工具賬面金額是接近六百萬億
美元，是市值的十倍，GDP 的 11 倍」（張總：〈衍生工具如何
著陸〉，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29 日，第 25 頁）。另有貨
幣交易全球平均每天三萬億美元。弗朗索瓦．沙奈說金融交易
與 GDP 的比例，1970 年為 15 比 1，1980 年為 30 比 1，1990 年
為 78 比 1（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72 頁）。另有
說法是，「1973 年，全世界每天的外匯交易量在 100~200 億
美元之間波動。外匯交易與世界貿易量之比從沒有超過 2 比 1。
到 1980 年，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提供的數據，每日的外匯交易量
已經平均達到八百億美元，外匯交易量與世界貿易量之比大約
是 10 比 1。至 1990 年，每日外匯交易量達 8800 億美元，與世
界貿易量的比例達到了 50 比 1。1995 年，外匯交易量為 1.26 萬
億美元，與世界貿易量之比為 70 比 1」（伊特韋爾、泰勒：
《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第 3 頁）。

14

「聯邦儲備體系沒有把心思放在它可以加以控制的貨幣數量上，

而是把心思放在它無權過問的利率上。其結果是戰線上都遭到失
敗：貨幣和利率都在大幅度波動」（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
第 200 頁）。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197 頁。
連弗里德曼都頭疼：「從 19 世紀中葉直到大蕭條時期，美國
的基礎貨幣或稱為高能貨幣，一直佔國民收入的 10 % 左右，
接著在1946 年突然上昇到峰值 25 % 左右。從這時起，基礎貨
幣對國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1990 年下降到約 7% 。⋯⋯
除了通貨膨脹以外，更進一步的金融創新似乎會進一步減小基
礎貨幣對國民收入的比例」（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
243~244 頁）。

16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197~198
頁。Daniel L. Thornton 和 Courteney C. Stone 撰〈金融創新：
前因與後果〉中「金融創新的宏觀經濟影響」十分生動。譬如，
過去「M1 流通速度一直以一個相對不變的比率持續增長，在
80 年代早期以前的大約 35 年的時間裡，其增長率始終保持在
每年 3% 左右的水平。⋯⋯金融創新既改變了 M1 流通速度的水
平，又改變了其增值率，那麼流通速度在任何時間範圍對貨幣政
策穩定名義 GNP 增長來說，就更少用武之地了」（多德、劉易
斯：《金融與貨幣經濟學前沿問題》第 115 頁）。

17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第 203、
209、221~222、299 頁。

18

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第 263 頁。

19

如今美元最優惠貸款利率只有四釐，通貨膨脹率接近零（曹仁
超：〈短期上試萬六阻力〉，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9 日，
第13 頁）。

20

弗里德曼、施瓦茨：《美國貨幣史》第七章。

21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貨幣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米
爾頓．弗里德曼，就對這一引起世界關注的『通縮』問題有著另
一番看法。這位 1997 年已達 85 歲高齡的著名經濟學家，在這年
年底接受美國《福布斯》雜誌記者採訪時說，通貨緊縮是最容易
避免的，只要多印一些鈔票即可」（古越：《白宮首席經濟智囊
格林斯潘》第 170 頁）。

22

「這次可能是英倫銀行最後一次減息，因為與美國聯邦基金利
率的 0~0.25 釐比較，英國已沒有進一步減息的空間，畢竟零利
率政策這頂帽子並不是太多國家有如此大的頭，美國不用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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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現今飽受金融海嘯蹂躪，但美元仍是全球外匯儲備首選貨幣，
而日本雖然有失去一世代增長的困境，但在中國近年經濟飛昇之
前，日本保持全球貿盈及外匯儲備一哥寶座多年，英國根本沒
有條件將利率調低至與美日看齊的水平」（畢老林：〈通脹救
市？〉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6 日，第 15 頁）。話音未落，
3月5日英國央行百尺竿頭，降息 0.5%。
23

資料來源還有：〈美元兌瑞郎跳漲，之前瑞士央行宣佈減息及買
進外幣〉，路透中文網站 2009 年 3 月 12 日（http://cn.reuters.
com/article/wtInvesting/idCNnCN82 8886120090312）；
〈利率創新低，加元挫〉，香港《信報》2009 年 4 月 22 日，
第 12 頁；〈歐洲央行、英倫銀行同減息半釐見歷史新低〉，
香港《信報》2009 年 3 月 6 日，第 15 頁；〈歐央行 6240 億
購資產，減息四分之一釐〉，香港《信報》2009 年 5 月 8 日，
第 16 頁；〈瑞典央行減息一釐〉，新浪網 2009 年 2 月 11 日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
cgi/32/1/1/1032912/1.html）；〈挪威減息利率歷史新低〉，
香港《信報》2009 年 5 月 7 日，第 12 頁；〈新西蘭減息半釐救
經濟〉，大公網 2009 年 5 月 1 日（http://www.takungpao.com.
hk/news/09/05/01/YJ-1074776.htm）；〈韓減息至兩釐創新
低〉，香港《信報》2008 年 2 月 13 日，第 16 頁；〈央行宣佈
減息 0.25%〉，香港《信報》2009 年2 月 19 日，第 7 頁；〈馬
來西亞減息半釐〉，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25日，第 18 頁。

24

羅傑．布托爾：《告別通脹》第 14 頁。

25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第 64 頁。

26

戴道華：〈零利率政策的目標與風險〉，《中銀財經述評》
2009 年 1 月 8 日。

27

2009 年 4 月，美聯儲一份內部分析說，「對於目前條件下的美
國經濟，理想的利率是負 5 % 。」中央銀行不可能把利率減到
零以下。但是，該報告建議美聯儲繼續用非傳統的貨幣政策，
為經濟提供相當於利率負 5 % 的刺激（Krishna Guha：“Fed
study puts ideal US interest rate at -5%”，Financial Times
2009 年 4 月 27 日，http://www.ft.com/cms/s/0/37877644-32c911de-8116-00144feabdc0.html）。

28

有人用政府通貨膨脹掛鉤債券與普通債券的利率差計算「平衡通
脹率」。「舉例說，如果十年期政府債券孳息為 5%，而十年通
貨膨脹掛鉤債券孳息為 3%，即表示預期未來十年的通貨膨脹率

約為 2%。兩個數字之差便是平衡通脹率。如果通縮來臨，情況
便相反。⋯⋯用上述方法作出判斷，歐洲大部分國家在未來數年
內都要面對經濟困難，之後又要面對通脹威脅。英國的平衡通
脹率顯示，2011 年料會出現通縮，之後不久又會出現通脹。法
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今年料會出現通縮，之後會出現大約 2% 的
通脹。日本的情況更加黯淡，恐怕在未來十年內，每年會有大
約 2%通縮。不過，美國的處境才是最惡劣的。觀察美國財政部
發行的抗通脹債券的表現，顯示美國在今、明兩年都會有 4% 通
縮，到 2019 年才會見到通脹重臨，估計在繼後的 20 年內，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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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曹仁超：〈牛年唔輸錢已經當贏〉，香港
《信報》2009 年 1 月 29 日，第 11 頁）。

32

練乙錚：〈減稅有效，還是政府增加開支有效？〉香港《信報》
2009 年 1 月 12 日，第 9 頁。由於數據和模型假設不同，政府開
支和居民消費對 GDP 增長的乘數，各家各有不同說法。

33

凱恩斯關於股市投資變投機＝選美的著名比喻，經濟學家耳熟能
詳。「投資市場之組織愈進步，則投機支配企業之危險性愈大。
紐約為世界最大投資市場之一，在此市場上，投機之勢力非常龐
大。⋯⋯我有時簡直想，假使把購買投資變成像結婚一樣，除非
有死亡或其他重大理由，否則是永久的，不可復分的，也許是補
救當代種種罪惡之切實辦法」（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
論》第 136~137 頁）。

34

Paul McEntire：〈一場人人有責的危機〉，《財經：金融實
務》2009 / 01，第 18~20 頁。

35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曹仁超：〈牛年唔輸錢已經當贏〉，香港
《信報》2009 年 1 月 29 日，第 11 頁）。

36

智囊文章開宗明義撇清了責任，一身清白地指出：用過去數
據，在基本原因和嚴重性兩個方面，對付不了當前非同尋常的
蕭條（“Our estimates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rules
of thumb are derived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o will
not apply exactly in any given episode. Furtherm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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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is surely higher than normal now because the
current recession is unusual both in its fundamental causes
and its severity”見 Christina Romer、Jared Bernstein：
“The job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http://otrans.3cdn.net/45593e8ecbd339d074_l3m6bt
1te.pdf）。
37

曹仁超：〈全球都想套現〉，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22 日，第 15 頁。

38

曹仁超：〈劣銀行驅逐良銀行〉，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2
日，第 11 頁。

39

經歷了多年空前繁榮，美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格林斯潘納
悶：「我們目前不知道，而我也懷疑有任何人知道，目前的發
展是否是百年來僅見的現象，將國內和全球的生產力趨勢，帶
到更高的新軌道上」（拉斐．巴特拉：《格林斯潘的騙局》第
164 頁）。

40

蒙代爾討論時說，「日本儲蓄率很高，投資和建造了很多工廠，
生產出大量的產品。接著他們把一些儲蓄借給美國人，使他們購
買自己的產品，再生產過程就完成了」（傑弗里．弗蘭克爾：
〈日本和東亞的經濟政策〉，蒙代爾、扎克：《貨幣穩定與經濟
增長》第 190 頁）。展開分析詳見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
七章〈誰來養活美國？〉

41

「在 2006 年中期巔峰之時，出自住宅房產的凈資產萃取飛漲至
個人可支配收入的 9%，是五年前的讀數 3% 的三倍整。這使收
入短缺的美國消費者不僅可以揮霍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還把
2007 年的消費推高至 GDP 的 72%，創下歷史紀錄。這一結果的
背後是兩個鉅大泡沫 — 房產和信貸 — 的交匯，它將住宅變成
自動取款機（ATM）的功能等同物」（Stephen Roach：〈後
泡沫世界的陷阱〉，《香港傳真》No. 2008~70）。

42

墨頓．米勒：《墨頓．米勒論金融衍生工具》第 247 頁。「美
國是免費旅行，購買了貨物只付紙」（納賽爾．薩博：《投機資
本》第 124 頁）。「只有勞作才能創造出財富。而『美元』卻
不是勞動造就的 — 印製1000 億美元的鈔票和印製一張一美元
鈔票所投入的勞動有多大差別呢？它不僅欺騙了普通百姓，即使
是那些用商品和服務去換取我們的『美元』的人，也是上當受
騙的受害者」（Lawrence Parks：“W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know about our monetary system”，安迪森．維金：《美元的

墜落》第 80 頁）。
BEA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http://www.bea.gov/_css/
bea_new.css）。「美國個人儲蓄率由 1990 年的 9 % 下降
到 1999年的 2%，到 2006 年更出現負 1%」（曹仁超：〈數，係
造出來 ！〉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30 日，第 17 頁）。

44

小布什不是一般說說，正式載入 2009 年 2 月呈交國會的《總統
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http://www.
gpoaccess.gov/eop/2009/2009_erp.pdf）。

45

伯南克不是一般說說，正式長篇大論的文章標題即為〈全球儲蓄
過多與美國經常賬戶赤字〉（Ben S Bernanke：“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http://
www.bis.org/review/r050318d.pdf）。

46

詳見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六章〈民眾儲蓄太少，還是政
府軍費太多？〉第八章〈07~08 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附錄二
〈昇值的壓力來自不斷昇值〉。

47

「個人儲蓄（personal saving）是收入中沒有用於消費的部
分；儲蓄等於收入減去消費。⋯⋯家庭儲蓄是指可支配收入中
未用於消費的部分」（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
332~335 頁）。

48

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 — 東亞高儲蓄兩難》。

49

2006 年年底，美國金融資產中，股票佔 31%，保險和 401K 的
準備金佔 32%，基金佔 14%，現金和存款只有 13%。日本金融
資產 51% 是現金和存款，股票只佔 12%（張總：〈美日金融資
產比較〉，香港《信報》2009 年 3 月 23 日，第 27 頁）。

50

〈哈佛基金裁員四分一〉，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9 日，
第 12 頁。

51

「加州州長施瓦辛格去信財長保爾森表示，如果再不解決金融
危機，加州等多個州政府將須向聯邦政府尋求緊急貸款，應付
日常開支，單是加州便緊急需 70 億美元」（〈救市終過關，
美股曾飆逾 300 點〉，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4 / 5 日，
第 1 頁）。

52

2008 年 9 月，美國通用汽車全球 50 萬退休員工。金融海嘯
使「該公司保證退休人士的福利開支，目前已出現 130 億美
元的赤字」（〈美政府挽救陷困企業捱轟〉，香港《信報》
2008 年 9 月18 日，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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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隨著中國仿效新加坡、杜拜等地，成立官辦投資公司，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此現象愈來愈關注。IMF 早年支持
各地政府成立投資基金，但這類基金目前估計擁有 2.5 萬億美
元資產，比對沖基金還多」（〈政府紛炒股，IMF 關注〉，香
港《信報》2007 年 6 月 28 日，第 16 頁）。「估計 2007 年主
權基金投資在金融業的金額約為 2006 年的四倍。⋯⋯據美林
的一份報告指出，主權基金的規模為 2.2 萬億元，超過了對沖
基金（約 1~1.5 萬億元）和私人股本基金（private equity，
約 0.7~1.1 萬億元）的規模，其『興風作浪』的能量因此絕對不
能小覷」（〈主權基金勇進，西方大國戒備〉，香港《信報》
2008 年 1 月 15 日，第 2 頁）。

54

2008 年，對沖基金贖回規模甚鉅，總規模收縮成 5930 億美元。
「摩根斯坦利分析員 Huw van Steenis 則預測，今年對沖基金
行業的資產將再下跌 37 %」 （姚志新：〈對沖基金新秩序，拒
投資者贖回〉，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6 日，第 17 頁）。

55

〈危機波及實體經濟〉，香港《信報》2008 年 10 月 6 日，第 30
頁。

56

曹仁超：〈大學教授也失業〉，香港《信報》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23 頁。「該校文理學院及肯尼迪政府學院已率先宣佈，
全體教授及非工會員工凍薪」（〈哈佛基金裁員四分一〉，香港
《信報》2009 年 2 月 9 日，第 12 頁）。

57

「從 1994~2007 年的 14 年間，按實值計算，美國實際消費需
求的趨勢增長率每年高達 3.5 % — 持續時間如此之長，對現
代史上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這都是一場最大的消費狂熱」
（Stephen Roach：〈後泡沫世界的陷阱〉，《香港傳真》
No. 2008~70）。

58

畢老林：〈萬綠叢中一點紅〉，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22
日，第 13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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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認識
王小強執筆



◎ 「居住有其屋」的概念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舊中國，
共產黨革命成功的根本是「耕者有其田」。現代化意味著
城市化。改革開放帶來 30 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城市人口
的比重越來越大，日益成為人民的主體。「居者有其屋」
的政治意義不言而喻。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存的必須消費，但不等於家家必須
在產權上擁有住宅。住宅不是生產資料。雖然「居者有其
屋」的政治意義在城市等同在農村的「耕者有其田」，就
制度建設而言，決非均貧富的土改，而是建成可持續的動
態「住房保障體系」，為中低收入城市居民，建立一個隨

幾點認識

 課題組成員有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楊瑩、梁曉、張幸
仔，中信泰富（中國）投資公司傅健、朱曉軍。本文是課題組調查
研究和集體討論、反復修改的初步成果。上海市決策咨詢委員會辦
公室李華欣主任精心安排，課題組先後兩次到上海調研。在認識
上，從市委副秘書長王戰、公積金主任萬曾煒等有關部門領導的座
談中，得到很多思路性啟發。

關於上

經濟發展和收入增加而不斷改善居住條件的機制。1
2007 年，上海「90 平方米以下中小戶型的供應量不
僅達不到 70% 的比例，連絲毫優勢的形勢都沒有，統計顯
示，其佔全市商品住宅供應總量的比例為 13.5%。」2「房
價則接近香港、東京，甚至超過了紐約。」3「歷年調查統
計顯示，⋯⋯有 96.58% 的家庭認為目前的房價『太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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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貴』。」 4 為此，上海新市委提出五年時間建設兩
千萬平方米經濟適用房，決心創建中國特色的住房保障體
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了這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執政
為民，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天下歸心。

◎ 香港模式不足取
香港模式是跟在市場後面對付。致命弊端有四：（1）
低收入資格很難落實，（2）不斷產生擺不平的「夾心
層」，（3）退出機制很難落實，（4）官辦福利滋生腐
敗。
香港的「公屋」相當於廉租房，屬於早期難民湧來亂
搭建的強制性解決方案。5 雖然明文規定低收入資格，實踐
中，收入超過標準的亂搭建也得拆遷。 6 結果從一開始，
低收入資格限制形同虛設。「整體來說，估計約有近 60 %
的公屋現居租戶沒有經過入息資格審查。」7「在三人至九
人的公屋住戶當中，一半至 60% 的入息超逾輪候冊入息限
額。」8 大比例租戶需付額外租金；9 13% 的租戶另外擁有
私人住宅。10 開著奔馳住公屋，香港特色見怪不怪。
推行了公屋就必須再推「居屋」（相當於經濟適用
房）， 11 因為許多收入高於公屋申請限制的居民，實際居
住條件比公屋還差。推行了居屋又產生「夾心層」— 收入
超過居屋申請限制的居民，實際居住條件比居屋還差。於
是，不得不再推「夾屋」，「照顧夾心階層，即收入超過
居屋限額，但又負擔不起私樓的人士」。 12 推行了夾屋又
產生「夾」夾心層 — 收入超過夾屋申請限制的居民，實際
居住條件比夾屋還差。於是，不得不再推「首次置業貸款
計劃」，政府幫忙買房的家庭月收入上限，拾階而上七萬
港元！⋯⋯越中產，嗓門越大，按下葫蘆浮起瓢。政府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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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市場越幫越忙，公平福利的負擔越揹越多。
表~5：香港政府機構資助居民租公屋和購屋政策
項 目

主 辦

租住公屋

家庭每月收入資格
調整後

調整前

6600~22600 元

目前狀態
04 年 4 月 1日

居者有其屋
計劃

房委會

1~2.5 萬元

2.5~5 萬元

夾心階層住
戶貸款計劃

房協

3~6 萬元

3~5 萬元

自置居所貸
款計劃

房委會

不超過三萬元；
公屋住戶無限額

2004 年停

首次置業貸
款計劃

房協

不超過七萬元

2004 年停

置業資助貸
款計劃

房委會

不超過 2.3 萬元

替代自置和
首置計劃

已停建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13

白給的福利，吃進去容易吐出來難。小青年參加工作，
趁著收入低申請公屋，排隊兩、三年即可「上樓」。市場經
濟，收入水平經常變化，申請填表時符合標準，排隊搬進去
以後就可能超標了。雖然有超標加租、超多了搬出的明文
裡，房署壯漢下手強拖、租戶老媽呼天搶地的鏡頭，播了又
播，動人心魄。「公屋租戶只有少於 0.2% 遷出，而私人市

關於上

規定，白紙黑字，法制社會，執行起來並非易事。電視新聞

場每年卻有 9% 家庭租戶遷居。」14 廉租公屋雖小，不要白
不要。「萬年公屋」傳宗接代， 15 實際演化成一項尾大不

代中，北京創辦「青年公寓」。現在住的要麼老年、要麼子
女、要麼出租，可以當成缺乏退出機制的一個註腳。

幾點認識

掉的普遍福利。2007 年，香港人均 GDP 三萬美元。16 七百
萬人口中 31% 住公屋，人均居住面積 12 平方米。17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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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式的致命弊端是，住房福利成為封閉不透明
的政府行為，大批公屋只租不賣，隔離市場檢驗，「豆腐
渣」工程偷工減料，聳人聽聞。1986 年，26 座公屋大樓質
量太差，花錢維修不如拆除重建。 18 醜聞曝光，房屋署心
裡沒底了，請顧問公司勘查全體 843 座公屋。僅「水泥強
度」一項指標，僅 114 座（14%）「符合建築合約規定」。
詳細調查 118 座未達標的，「報告指出，大部分公屋的石
屎強度都不足，只有原來規定的 18~53 % ，當中又以只得
標準強度三成的公屋居多，樓宇壽命只有三至五年。」 19
社會輿論大嘩。當局急中生智，實施「整體重建」。英國
人在英國蓋樓，85 % 樓齡 25 年以上。論經久耐用，歐盟
12 國，大不列顛獨佔鰲頭。20 租借香港殖民，遠東水土不
服，不會蓋樓了。60 年代香港棚戶區「紅色」暴動以後，
港英「德政」大興公屋。連年落成八百多幢高樓，推倒重
來 566 幢。21 蓋了拆、拆了蓋到 2002 年，樓齡 26 年以上
堅持不倒的只剩 11 % 。 22 短短 30 幾年功夫，90 % 舊的不
去、新的不來，從戶型設計到居住面積，代代更新，四世
同堂。芝麻開花節節高，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氣急敗壞：
政府利用所謂「整體重建」，將令人震驚及強烈
要求追究責任的「問題公屋」混入重建計劃中，以便
一併清拆，混淆市民視線，掩蓋了事情的真相，避過
了向市民交代責任。23
包括只賣不租的居屋，由於買賣限制多多，照樣質量
差錯多多。 24 好在百姓能夠用腳投票，市場房價低的時候
乾脆不買了。25「公眾對公營房屋的質素漸失信心。」26 亞
洲金融危機，居屋壽終正寢。27
本來公共房屋成批建造、集中管理，規模效益的單位
成本比私人物業低得多。 28 運營結果質次價高。「私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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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薪酬比房屋署低 45% 之多，而管理、維修費用顯著便
宜，竟達 42%。」29 港府支出鉅額公帑，30 餵飽一伙高薪
養廉，31 腐敗叢生。1986 年房屋署署理署長「被廉署控告
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罪名成立，入獄三年。32「2000
年的短樁醜聞更導致房委會主席下臺。」33 2004 年房屋署
副署長奏捷報功：「房署在過去五年處理 1367 宗涉及懷疑
使用虛假文件的罪行」。34 總共不到八千員工，35 多少人
有職權「使用虛假文件」？平均每年 273.4 宗，平均每工作
日處理一宗多，高效廉潔。
上海公積金主任萬曾煒概括得精當：住房保障不等於
住房救濟。表面上看，香港的公屋、居屋、夾屋、首次置
業計劃，從低收入廉租到高收入買房，面面俱到，應有盡
有；實際上，跟在市場後面對付事，捉襟見肘，難以為
繼。尤其是堅持高地價殖民榨財，大面積扭曲的公屋只租
不賣，越攢越多。連社會主義祖國都房改了，北京、上海
住宅自有率遠超紐約、倫敦。資本主義香港回歸「一國兩
制」，堅持一半人口住公共房屋不動搖。公帑福利隔離市場
檢驗，腐敗嚴重，民怨沸騰。
隨便翻開任何一份報章的讀者投訴版，大家通常
都可以找到有關公屋或居屋的投訴，其中樓頂或水渠
俯拾即是。

關於上

滲漏、牆壁出現裂痕、渠塞及石屎剝落等的投訴更是
令人震驚的是，上述的問題，並非只限於樓齡高
的公屋或居屋，而是在很多入伙只有一至三年的樓宇
中亦常常發生。例如鳳德 紫鳳樓及屯門的兆隆苑均是
入伙未及一年，即出現滲漏、石屎剝落及鋼筋外露等
對於市民來說，安居樂業理應是他們最大的願
望。每個市民都希望有個舒適的居住環境。雖然這個

幾點認識

問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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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會因時而異，但無可否認的就是香港政府不單止
沒有提供這種環境給市民；反之，過往港府的房屋政
策都是與此目標背道而馳的。37

◎ 值得借鑒新加坡
1965 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一腳踢出，不得不拿
「China Town」當主權國家。百多萬華人孤懸海外，一盤
散沙，立國根據何在？被逼到必須政治掛帥的牆角，李光
耀看得清楚：
新加坡別無選擇。我國必須建立防衛能力。這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必須要有一些值得起而戰鬥的東
西。他不會為其他人的勞斯萊斯或奔馳 600 戰鬥，但必
定會為了自己和家人的財物作戰。
因此，我們必須設計一種制度，讓每個人都能自
置居所。每個人都擁有一些實在的財產。每個人都有
退休賬戶和醫療費賬戶。38
有了這個保家衛國的出發點，新加坡的「組屋」機制
設計，簡直是衝著港英殖民的種種弊端來的：
第一，建立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大頭是住房基
金。公積金由個人和雇主按工資比例承擔，稅務優惠。收
支對應個人賬戶，很多時候，雙方都有積極性繳納。個人
多繳，少納所得稅；企業多繳進成本，激勵員工。高比例
繳納存款，買房才能開支。一旦買房，逐年用免稅公積金
分期付款，個人更願意多繳。
第二，建屋局建設免地價的「組屋」，除了豪華別
墅，單間型、兩間型、三間型、四間型、五間型，一應俱
全，足以滿足中低收入階層住房的基本需求。低收入租住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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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型。負擔不起房租，政府另有救濟性補貼。一定收入水
平以上，組屋只賣不租；三間型以上以賣為主。 39 租戶連
續三年按期繳租，政府就來鼓勵買房。繳過的三年租金，
抵充首期付款。房價（3~4 室）約為購屋戶兩年年薪。 40
「居民家庭隨人口增多和經濟條件的改善，可再次申請購
買住房面積更大更好的組屋，前提是家庭收入尚未達到高
收入標準。」41 每戶允許兩次購買新組屋。42 這個住房保
障體系，功能上包括香港的公屋、居屋和一般中產的住房
類型。最大的好處是，從租到買，從小到大，融會貫通，
逐步昇級，水到渠成，落實了收入資格審查，減免了「退
出」難題。
第三，與我們過去福利分房的最大不同是引進市場機
制，購買組屋居住一定時間後，可以自由買賣。 43 然而，
買賣雙方一戶只能擁有一套（不許出租）。新加坡公民排

幾點認識

數量不限，敞開投機。 46 房地產企業的投資、溫州炒房團
的炒作、本地居民的保值增值，外國人和先富起來的高檔
消費，繼續在對外開放的房地產市場盡情折騰。
請注意，經濟適用房若干年內只能賣回政府、若干年
後放開市場買賣，並未區分開兩個市場。若干年內賣回政
府，等於政府封閉福利，隔離市場檢驗。若干年後自由買
賣，還是一個敞開投機的房地產市場，居民住房依然缺乏
體系保障。

關於上

隊申請組屋者和無權申請新組屋的中低收入永久居民，才
可以購買二手組屋。在這個意義上，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
民組成的二手組屋市場，更接近我們過去市民之間的換房
市場，一戶一套自住消費，即便包含保值增值的考慮，更
多成分屬於改善居住條件。 44 外國人和「溫州炒房團」無
權參與。45
這一下，把居民住宅消費與普通房地產投機分割成兩
個市場。前者一戶一套，更多自住消費；後者來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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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兩個市場具有根本意義，結合兩個市場同樣意
義重大。新加坡公民隨時可用公積金到市場買房。相對市
場價格，越是小戶型組屋，差價越大；四間型、五間型組
屋，接近市場價格。組屋的設計和建設，包括交通便利、
社區設施和物業服務，比不過市場，照樣滯銷。有了市場
檢驗，包括二手市場在更長時間尺度的檢驗，用不著防賊
式的完善制度，偵察破案式的行政監督，從未聽說香港那
樣嚴重的腐敗。與此同時，政府出資興建交通，頗具競爭
力的地理位置，大批建造和經營的規模效益，學校、醫
院、商店、公園等非常完備的社區建設，加上免地價，均
為一般房地產企業難以抗衡的競爭優勢。
總而言之，都是政府出錢興建中低收入住宅，一個執
政為民，新加坡 1997 年人均居住面積 25 平方米；47 一個
租借殖民，香港 1999 年人均樓面面積 14 平方米，48 趕不
上前者 1982 年的水平。 49 2002 年，香港人口密度 6152
人  平方公里；新加坡人口密度 6106 人  平方公里。 50
2003 年，香港一半人口居住政府興建房屋，平均每平方公
里 20 萬居民， 51 扎堆擁擠世界之最。新舊世紀交替，新
加坡從「居者有其屋」躍進「華廈供精選」了。 52 兩相比
較，新加坡的住房保障體系優勢明顯。公積金強制儲蓄，脅
迫買房，住房自有率超高。強權控制知識分子渾身不舒服，
普通百姓持續投票李家父子。提供的戶型全覆蓋中低收入基
本需求，毋庸強制「退出」。把一戶一套的自住交易分割出
來，房地產價格與香港一樣大起大落的同時，人民「居者有
其屋」的預期清晰而且穩定。普通百姓在兩個市場進進出
出，官辦福利高薪養貪，得到市場透明的有力約束。
值得補充強調額外的好處：因為各項優惠貫通一氣，
公積金的繳納比例、購買組屋的收入資格、出售組屋的條
件限制等等行政規定，並未綑住政府的手腳。相反，政府
可以根據「居者有其屋」的實際需要、財政能力、建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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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房地產景氣、社會就業等諸多因素，隨時調整，不斷
完善。53

◎  大力提高租房比例
新加坡的經驗不能照搬，無需照搬。「組屋」是新加
坡的立國之本。強制儲蓄，脅迫買房，保家衛國的政治掛
帥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新加坡的住房
自有率明顯偏高。54
表~6：主要大城市住房自有率

（％）

紐約
倫敦
東京
香港
新加坡
北京
上海
2000 年 2001 年 2003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6 年
53.0

59

44.5

57

90.7

70

87

幾點認識

中國城市的住宅自有率，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的一般水
平， 55 是過去城市行政區劃中農村人口較多和城市人口
福利分房的房改造成的。在國際大都市，地域遼闊，交通
擁堵，普通市民由於收入變化、房價起伏、工作變動、結
婚離婚、照顧老人、子女上學、探親訪友、購物就醫等諸
多方面的綜合考慮，不一定非買房住不可。而且越年輕，
工作、生活的不確定性越大，越不見得非買房住不可。所
以「大城市租賃住房的比重，遠遠高於一般城鎮。美國

關於上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調查局（http://quickfacts.census.gov/qfd/
states/36/3651000.html）；蘇格蘭銀行網站（http://www.hbosplc.
com/economy/includes/19-11-04ScottishOwnerOccupiers.doc）；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5 （http://www.demographia.com/dbjapanmet housing.htm）；星展銀行網站：（http://www.dbs.com.sg/
researchasset/mktalert/2007/asia_2007sep19.pdf）；Th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Key Annual Indicators”；建設部課題
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29 頁；胡昊：
《上海房地產發展報告 2007》第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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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城鎮租賃住房為 35.5 % 。而在中心城市裡，高達
50.2%，城市越大租房需求越強烈。日本 1993 年三大都市
圈 48.2% 的家庭租住住房，三大都市圈外 33.3% 的家庭租
住住房。」所以「日本出租住宅目前在市場供給套數中佔
到 53%，是商品住宅套數的 2.5 倍。」56
圖~19：香港私人住宅租金與售價指數，1995~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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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 1999 年為 100。
資料來源：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市場統計資料〉（http://www.
rvd.gov.hk/tc/publications/pro-review.htm）。

買賣住宅可以投機炒作，房租支付住宅消費。從沒有
人為付過房租的空置率爭得面紅耳赤。圖~19 明白顯示，雖
然房價貴、房租水漲船高，房租起伏的幅度相對穩定。房
價陡昇、房租不那麼高，房價驟降、房租不那麼低。換言
之，房租對房價震蕩亞敏感。房價炒得再火爆，鮮有炒房
租的。所以，大力提高租房比例，等於縮小房地產投機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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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市民改善居住條件的範圍和程度，直接有助「居者有其
屋」。既然越來越多買房的用途還是出租， 57 新建經濟適
用房，應當大大增加出租的比例。 58 首先廉租房就應當納
入進來。「租金補貼」顯然不能保證「居者有其屋」。59

◎  一舉建成住房保障體系
上海五百萬戶戶籍居民中，農村住宅私有，人均居住
面積 60 平方米。2000 年上海農村 116 萬戶。 60 雖然農村
戶籍逐年減少，「農轉非」過程中，住宅遠比市民寬鬆。
單說人均住宅面積，從五百萬戶減去 110 萬戶農村居民暫
不考慮，應當不過分。餘下 390 萬戶城市戶籍，對應市區
五百多萬套住宅。房改 153.5 萬套，不僅有面積標準，而
且不成套不賣。1995~2006 年，十個中心區累計動遷 90
萬戶。 61 假設 150 萬房改和百萬動遷戶基本解決了住房
困難， 62 390－150－100＝140 萬戶。2002 年，市區已
有 220 萬套私有住宅。 63 通常 80 % 為本市居民購買，即
170 多萬套。假設 140 萬戶戶籍人口中一半已經或者有能力
通過市場解決住房問題， 64 目前急需政府幫忙的中低收入

從急需改造的中心區老城入手，五年時間建設兩千萬平方

關於上

階層，應當不過 60~70 萬戶。65
「目前全市二級以下舊里尚有 1100 多萬平方米」。66
米經濟適用房，足以同時一舉建成上海市的住房保障體
系。為此，值得考慮選擇類似上海地產集團這樣的國有企
業，67 改造成新加坡式「建屋局」，統籌規劃和建造 30 萬
套經濟適用房，包括從廉租到「小白領」的各類戶型，依
積金和「建屋局」為核心的住房保障體系。
市委副秘書長王戰介紹，上海當年首創公積金制度，

幾點認識

託每年四百萬平方米的供應量，連續五年時間，建成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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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了借鑒新加坡的經驗。 68 如今公積金 335 萬戶，
佔應繳職工的 67 % ，累計支持 111 萬戶買房。全國各大
城市中，上海房價最高，公積金繳納比例最低。 69 即便
因養老金欠賬嚴重， 70 難以提高繳納比例，仍然值得研
究相應政策，大幅度提高繳納的積極性和覆蓋面，幫忙公
積金壯大成為住房保障體系的主力。核心是把排隊申請經
濟適用房，與公積金繳納年限（不是金額）掛起鉤來，激
活 180 萬戶封存賬戶中可能參與的部分。71 其次，值得考
慮把經濟適用房二手市場的參與資格，與「外來常住流動
人口」繳納公積金的年限（不是金額）掛起鉤來，進一步
擴大覆蓋範圍。
擴大公積金的資金來源，也是值得探討的題目。譬
如，停止福利分房以後，政府公務員住房補貼每月幾十元，
故有工作一輩子夠買半間廁所的諷喻。與此同時，90% 以上
的企事業單位，連政府機關的這點住房補貼也沒有。72

◎  政府搬出鬧市的政治意義
十多年來，上海每年建設兩、三千萬平方米商品房。
持續大面積拆遷，改變了城市的整體面貌和多數市民的居
住條件。偉大成績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由於發展得實在
太快了，制度、經驗、用人和工作方式、方法跟不上，無
庸諱言，腐敗謀私，貧富不均，遠近不等，前期批地沒有
「招拍掛」，尤其是動拆遷過程中補償標準不統一、不透
明，挨家挨戶威逼利誘，背靠背各個擊破，甚至採取恐嚇
手段「加強工作力度，」 73 多年時間長此以往，積累了大
量經驗教訓和民間怨氣。「政府有關規定相關動拆遷配套
用房至少在 50 % 以上，但在很多基地往往達不到這一標
準，而且有些動遷房遠離市中心城區，被安置的動遷戶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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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就醫、小孩上學、戶主就業都帶來嚴重問題。」 74 有
關動拆遷的投訴、上訪逐年猛增。 75 加上房地產市場激烈
投機，各類媒體奮力炒作，極度放大了所有正面和負面的
信息。「湯臣一品」的天價豪宅與暗無天日的老棚戶區，
鮮明對照。「溫州炒房團」帶來眾說紛紜的空置率， 76 與
外來民工亂搭建的「滾地龍」窩棚，遐邇聞名。周正毅、
陳良宇眾多胡作非為，年深日久，嚴重損害黨政形象。面
對這種社會形勢實事求是，構建和諧社會，開好世博會，
不能不收拾人心，關心民瘼，再提「老城改造」。
「老城區內還有不少廚衛合用的住房，里弄馬桶仍大
量存在，生活在這些房屋裡的群眾意見很大。」 77 因為緊
挨著這些水深火熱，不是高聳入雲的豪宅，就是燈紅酒綠
的夜總會。這些尚未改造的老城，屬於十多年改造下來，
剩下最難啃的硬骨頭，不僅位於城市中心，不僅群眾居住
困難，而且堪稱過去民間怨氣集聚儲存的火藥桶。這些老
城區，早都規劃動拆遷了。由於要拆而長期未拆，廚衛設
施缺乏和水電年久失修的狀況越拖越嚴重。 78 為了增加動
遷受益，各種方式匯集過來的戶籍人口，空前惡化人滿為患
的擁擠環境。「動遷戶 70% 以上為 50 歲以上的居民。」79

關於上
幾點認識

合用廚房，上公共廁所，拎倒馬桶，自拉水電，度日如年，
堅持不懈，改善生活的全部希望寄託在「最後一搏！」 80
多數居民不是退休就是下崗，不用上班有的是時間，全副
精力打探消息，反復切磋談判經驗，道聽途說，摩拳擦
掌，都是做好充分準備的「專業等待動遷戶」。「在部分
地區，『動拆遷』問題已演變成久拖難決的突出矛盾，因
動拆遷爭議引發的上訪活動出現了組織化、政治化和涉外
傾向。」 81 中心城區地理位置再好，「世博動遷費用佔總
建設投資的 68%。」82 動遷難度讓開發商望而卻步。83
全部改造 1100 萬平方米二級以下舊里，還得動遷百多
萬人口。 84 新市委提出主攻中心城區四百萬平方米二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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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舊里，85 少說涉及 20~30 萬「最難」動遷戶。考慮到同
情幫腔的親朋好友，過去佔了便宜不說話、吃了虧（或者
認為自己吃了虧）嗷嗷叫的已經動遷戶，集中把這些近似
「釘子戶」全部遷徙到遠郊區，就算政府手上有足夠配套
房源，86 政治上也很難交待。
多年來，土地溢價是人人看得見的鉅大利益。市場調
節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城裡早看不見工廠了，不是搬遷郊
區就是乾脆關門，因此造成眾多老市民退休下崗。 87 倘若
解決群眾居住困難的最終結果是統統搬遷遠郊，城裡留下
執政為民的政府官員和唯利是圖的商業機構，真的「內環
以內說外語、內外環間說國語、外環以外說上海話」， 88
在這樣居住分佈的基礎上構建和諧社會，決非易事。
嚴峻的挑戰擺在眼前：一方面，必須關心群眾疾苦，
否則開不好世博會。一方面，城區剩餘土地極為有限，不
夠安排兩千萬平方米經濟適用房。決心走出困境，值得考
慮背水一戰 — 黨政機關遷出鬧市。
國際大都市寸土寸金，黨政機關分散盤踞鬧市，最
大浪費土地資源，造成交通擁堵、開會遲到、不按時辦
公，嚴重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既然世博會場館大部分集中
浦東，值得學習日本和南韓的經驗，在浦東規劃「政府新
區」（包括交通、住宅和社區配套服務設施），市委領導
帶頭，黨政機關逐步退出中心城區。搬遷兌現的鉅額土地
級差收益，應當足夠改善交通，再建現代化的辦公、宿舍
和社區設施。黨政機關集中辦公，提高辦事效率，提高世
博會以後有關場館的利用率。政府在中心城區的高檔設
施，可以逐項漸進「招拍掛」，儘可能積聚機動財力。政
府機構在老城棚戶區周邊的中低檔設施，可以優先改造或
重建經濟適用房或養老設施，為「老城改造」的居民提供
就近安置和動遷郊區的不同選擇，為老齡化市民「以房養
老」，提供小戶型就近（城裡圖方便）和大戶型郊區（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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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化生活）的不同選擇。
目前養老金嚴重欠賬，養老機構尚處起步階段，對多
數認為有權益居住城區的老市民，居家意願不可低估。 89
從政治上考慮，不宜強制動遷。相反，一旦政府高姿態提
供就近安置的現實選擇，徹底鏟除動遷遠郊的逆反心理，
勢必鼓勵老城區市民在和諧的氣氛中，做出包括動遷郊區
的理性選擇。90
不僅如此，很多大學擴張到郊區辦分校、建宿舍，帶
動當地經濟繁榮的成功經驗表明，黨政機關以及諸多事業
單位陸續搬遷，足以繼世博會之後，掀起新一輪浦東新區
的開發熱潮，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為上海經濟的
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鉅大活力。
老百姓至今懷念老市委書記俞正聲時期，1992 年
3 月，青島市通過投票決定市裡四大班子全部動遷至現
在五四廣場的新址。四大機關舊址出讓費掙了一億多
元，而東部新區 1.5 平方公里的土地資源也迅速變得寸
土寸金，政府獲得土地出讓金高達十億多元。三年內
建成一個新的政治、商業、文化中心，又至少吸引資
金投入 30 億元，建設新的城市中心，政府幾乎沒有拿
一分錢。
南北狹長的條狀。有評論稱，俞正聲時代的政府東遷

關於上

自德國侵佔膠州灣後，青島的城市佈局一直呈現
為青島市至少帶來了五年的城市建設輝煌期。91

◎  動員集體興辦民工宿舍
制。上海六百萬「外來常住流動人口」來去自由，從業人

幾點認識

香港、新加坡的邊境管理嚴格封閉，護照簽證政府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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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於甚至超過戶籍勞動人口。 92 外來常住流動人口的
「居者有其屋」，不解決不行；解決得太好，勢必吸引更
多外來人口蜂擁而至。所以，市場調節的均衡水平，應當
成為解決問題的客觀依據。
上海戶籍人口老齡化極為嚴重。93 值得考慮加快頒發
戶口，吸收外籍、外地人才。2003 年外來就業人口的平均
年齡比上海戶籍低九歲。 94「2005 年受過大專以上高等教
育的外來人口佔有近 5% 的比重」。95 更大比例從事管理和
專業技術工作。 96 與「居者有其屋」相聯繫，值得考慮降
低人事部門管理的門坎，除學歷、穩定工作等條件外，把
個人和企業自願繳納住房公積金，作為重要參數，享受類
似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待遇，繳納公積金一定時間，鼓勵購
買二手經濟適用房；購買二手經濟適用房一定時間，轉上
海戶籍，有資格排隊申請購買新的經濟適用房。
另外，流動人口中有相當部分「自主創業」，10 % 左
右已經購買了住房。 97 值得考慮繼續當年「藍印戶口」的
政策精神，甄別情況，制定類似「投資移民」的戶籍頒發
標準。
從全國情況來看，2004 年自行租賃住房農民工
佔到總數的 60 % 。⋯⋯居住用工單位提供的集體宿舍
的農民工約佔到總數的 30% 左右，⋯⋯從事餐飲、休
閒、美容美髮等少數服務行業的農民工，一般居住在
工作場所。從事家政服務的，一般居住在雇主家中。
⋯⋯投親靠友的約佔農民工總數的 5%。98
上海百萬建築工人，86 %「 居住在工地的宿舍。」 99
建築、產業工人就近上班，改善居住條件，屬於納入招標
合同、鼓勵公司化經營的範疇。真正需要從整體上考慮解
決方案的是，60% 農民工居住城鄉結合部。100 三百多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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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口，造就「全市城鄉結合部居住用和產業用房違法搭
建總數超過兩千萬平方米。」101 這是在足夠長的一個歷史
階段，政策設計無法迴避的常態。由於建築業規模大、製
造產業集中、管理規範等因素，上海農民工具有滯留時間
長、工作相對穩定、 102 成家者比例高的顯著特徵。 103 眾
多外來人口多年「流而不動」，密集扎堆，「治安管理混
亂，缺乏必要的安全和衛生設施，在防止火災和流行病預
防等方面存在嚴重隱患」。104 郊區城鎮居民關心的十大問
題，第一是「小區安全」，「來滬人員管理」、「違章搭
建」和「群租」排第七、第九和第十。105 長期缺乏突破性
的解決方案，無從構建和諧社會。
外來人口收入低，「租賃房屋」和寄居「宿舍、
工棚」的比例高達 92.2 % ，因而明顯擴大了上海社會
階層結構的底層規模，加大了上海社會階層結構的不
穩定性。尤其是近年來外來人口中高危人群不斷增
加，造成外來牽涉刑事作案人員的比重居高不下。
2006 年上半年全市抓獲的作案人員中，外來人員佔
72%。106
多年來，房屋出租已經成為郊區農村的一項穩定收
整治亂搭建的髒亂差，必須考慮農村居民的出租收

入，不宜通過農民進城剝奪，更不宜由政府揹這個包袱。
「約有 95 % 的外來就業人口月收入低於 1500 元，其中在

關於上

入。

107

八百元以下的低收入者要佔 70 %」 。即便政府建設低檔廉
租房，不補貼也住不起。108
面對無組織的亂搭建，個人不宜，國家不宜。浦東
併村（或進城），節約下來的宅基地，由集體因陋就簡，
興辦民工宿舍，可以根本改善起碼的衛生、消防條件，便

幾點認識

農委杜永法提出，根據「三集中」的正確原則，農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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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治安管理。一方面，唯集體有能力管束村民。一方
面，村民從集體的民工宿舍分紅出租收入，個別人再亂搭
建，等於侵犯大家利益。兩頭制約，減少亂搭建。流動民
工對不同集體經營的民工宿舍用腳投票，市場調節，應當
可以為大部分有穩定工作的農民工改善居住條件。109 根據
外來人口集中地段隨城鄉結合部不斷外移的歷史經驗，極
少數好逸惡勞的流浪漢，勢必隨著郊區土地開發和民工宿
舍的建設步伐逐步外移，直至移出上海行政區劃，或者乾
脆調頭進城露宿街頭。
公司化經營民工宿舍，值得高度重視，大力扶持。
據說北京 240 萬外來人口居住地下室。分散承包，私人經
營，髒亂差，欠租而去，110 酗酒鬥毆，賣淫吸毒，經常遭
樓上居民抱怨。大部分民工外出，投親靠友，結伴而行。111
針對這個特點，北京金地隆公司刻意啟用外地人為一線經
營主力，老鄉招呼老鄉、服務和管理老鄉，形成一套規範
的管理機制，幾年時間，承包了 44 座樓宇的地下室。經
營規模越大，越希望客源穩定，越注重物美價廉的服務信
譽。規模效益上來了，政府有關部門更容易通過大規模經
營的公司實行「以戶管人」，提出人員登記、消防、衛生
等規範化管理的各項要求和檢查。
重新動員集體興辦民工宿舍，另有一個意義深遠的好
處：利用穩定客源的利益驅動，發育外來民工中黨員、團
員與當地黨團組織掛鉤，建立臨時黨團組織，提高外來人
口的社會組織化程度。 112 近年來「城市包圍農村」，成
片開發和市區動遷，把越來越多的郊區農村成建制納入城
市。「黨團組織屬地化」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自動實現。
民工黨團員與當地黨團組織掛鉤，不僅促進保護民工權益
的自組織過程，方便政府有效管理流動人口，而且可以形
成吸收菁英加入上海戶籍的穩定渠道，社會管理體制創新
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潛力鉅大。

◎  駕馭市場的大智大勇
王戰提出任何方案的操作過程，必須重視保持房地
產價格的相對穩定。2003~2004 年，上海的「房價收入
比」為 15~16， 113 遠高於國際 3~5 的一般水平。 114 假
如市民用四分之一的可支配收入買房， 115「房價收入比」

關於上
幾點認識

為 14，不計利息，意味著56年時間才能買下來。116 反推，
2006 年，上海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四萬多元。117 三口
之家每年用三萬元買房，20 年 60 萬元。如果人均 20 平方
米，每平方米售價低於一萬元才行。以高收入戶自住為尺
度，現在市區動輒兩三萬元的房價，實在高得離譜。
但是，為了順利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必須小心房價大
幅度陡跌。上海 80 % 多的住宅自有率，雖然絕大多數屬
於自住，房價陡跌，會產生資產貶值的心理影響。特別是
房價下跌過猛，高價貸款買房者會形成資不抵債的「負資
產」，勢必增加用銀行壞賬壓力說事的輿論。118 當前，美
國經濟衰退帶動全球經濟衰退。整個經濟前景，似乎不支
持上海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
保持房價降中有穩的有效辦法是適當控制土地供應。
亞洲金融危機，香港房價陡降 60~70 % 。港府持續減少批
地，居屋等政府幫忙全部停止，硬把房價憋回 1997 年的超
高水平。與香港情況不同，上海有 30 萬套經濟適用房大興
土木，加上世博會帶動的鉅大需求，適當控制土地供應，
穩定房價，不致於造成香港式的房地產全面萎縮。119 即便
部分影響房地產投機，房地產建設興旺繁榮。
為了穩定房價，增加政府「騰挪」的土地收益，政府
搬遷速度不宜過猛，應當與老城改造和經濟適用房建設的
需要相對應，一個蘿蔔一個坑，穩步漸進。政府搬遷增加
的高檔辦公和住宅供給，通過減少批地或者延緩開發來平
衡（僅動遷一項即可延緩許多開發），防止市中心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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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供應猛增。
更重要的是，整個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設和建設過程，
既有政府規範市場 — 區分兩個市場，更有政府參與市
場 — 建設和經營經濟適用房。「一個兩千萬」的經濟適用
房建設，與老城改造、廉租房、住房公積金構建機制聯繫，
勢必超越條塊分割的集權運作。政府搬遷，既要根據市場情
況注重先後秩序，又要銜接政府日常工作，照顧各機關單位
的現實利益，妥善解決廣大幹部家屬上班、子女上學等等實
際問題。整個過程，包括住房保障體系本身運作的屬性規
定，就是用行政權力經營市場經濟利益。處處都是權力和利
益交織的「灰色地帶」，不能全靠制度迷信和法治迷信。當
局「下海」，執政為民謀取實際利益，除了深入調查研究，
深思熟慮，下定決心貫徹始終不動搖，「政治路線確定以
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用對幾個身體力行為人民服務
的共產黨員，顯然是克服腐敗的成功關鍵。
保證這個關鍵的關鍵是發動群眾。住房保障體系直接
關係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值得動員社會各界群策群力，
參與各種方案的討論，比較不同模式的優劣，發動媒體廣
泛宣傳「居者有其屋」的基本思路，把目的、任務、困難
和解決方案的各種不同考慮交給群眾評議。化戾氣為和
諧。從理論上說，市場機制的本質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經
濟基礎；與所謂「消費者主權」相適應，民主是用手投票
的上層建築。「世博家園」動遷「三公開」的成功經驗再
次證明，自古以來，貪官對應刁民、清官對應順民的老道
理。 120 中國百姓決非生來胡攪蠻纏，越是藏著掖著佔便
宜沒夠，越是培養漫天要價的「釘子戶」。駕馭市場的大
智大勇是陽光透明，群眾監督。為人民服務怎麼會懼怕人
民？相反，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從來是共產黨人事業
成功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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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2

易居房地產研究院：《上海房地產報告》第 58 頁。

3

「2003 年，上海市商品房平均價格為 5118 元平方米，與製造
業工人平均年工資的比例為 0.2 比 1；而香港同樣指標的比例為
0.15 比 1」（上海財經大學：《2006 上海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
展報告》第 61~62 頁）。

4

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 100 頁。「同全國的情
況一樣，住房市場體系的加速發展使得上海市的住房問題已由普
遍的住房短缺變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城鎮居民的住房保
障問題日益突出。實現住房商品化、社會化，並不意味著政府在
住房領域可以無所作為，相反，必須從社會安定的高度看待住房
問題，建立健全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廣大居民的基本住房
條件」（胡昊：《上海房地產發展報告 2007》第 120 頁）。

5

「根據定義，寮屋居民泛指那些經常居住和生活於非法僭建物的
人士。寮屋地區多是自發和胡亂興建的產物，缺乏基本生活和
家居設施。更由於有關的土地運用複雜不純，交通不便，經常
發生火災和疫癥。在香港公營房屋計劃開始之初，寮屋居民在政
府提供房屋的取向中佔據關鍵的地位。⋯⋯顯而易見，有關計劃
並非建基於福利或人道的動機。真正的動機是，寮屋佔據珍貴

幾點認識

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 2003 年調查，浙江省「擁有兩處以上
住宅的居民比例平均高達 16.7%」。「2004 年全國經濟適用住
房投資開始出現負增長，佔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由 2003 年的
6.1 % 下降到 4.1 % ，不少地方甚至停止了經濟適用住房建設。
2005 年經濟適用住房投資額⋯⋯佔房地產開發投資比重進一步
下降到 3.6%，為 1998 年以來歷史最低。而 2006 年 1~6 月全國
經濟適用住房投資佔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僅為 2.28 % 。特別
是在一些大、中城市，符合當地居民需求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
嚴重不足。⋯⋯據 2005 年建設部、民政部對低保家庭住房的調
查顯示，全國符合當地廉租房保障條件的有 443.9 萬戶。其中，
只有 34.1 萬戶家庭正在和曾經享受廉租住房保障，佔符合當地
廉租住房條件家庭的低保家庭總數的 7.7%」（建設部課題組：
《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191、118、
105 頁）。

關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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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只有將之清拆，其他發展才可進行」（楊汝萬：〈發
展的里程碑〉，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2~33 頁）。「清拆寮屋有明顯的市場價值。初期估計每清拆一
地，只需三分之一用以安置原地寮屋居民，三分之一改善道路、
社區及教育等設施，三分之一可以在市場拍賣以供私人發展。因
此寮屋的清拆並不純出於福利的考慮」（薛鳳旋：《香港發展地
圖集》第 98 頁）。「最差的一年，只有少於 1% 收回的土地用
以興建公屋」（陳錦華：〈房屋政策：香港房屋問題的根源〉，
李健正等：《新社會政策》第 178 頁）。
6

「在清拆寮屋以騰出土地作發展用途的經濟考慮之外，保證所有
清拆和重建計劃能夠順利實行，一直是公營房屋機構的一個優
先目標。⋯⋯在 1974 年 4 月至 1998 年 3 月間，約 77.9 萬個公
屋單位分配予合資格的住戶，其中 53% 在入住前沒有被要求進
行任何入息審查。⋯⋯在這些年間，因徙置安排而獲配公屋的
住戶在入住前均無須通過經濟狀況評審，而有關的做法持續了
近 45 年」（劉國裕：〈租住公屋政策與資源分配〉，楊汝萬、
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181、190 頁）。

7

「故此，公屋極可能沒有照顧到最需要房屋資助的社群」（劉永
德：〈公屋居民的社會經濟組成〉，楊汝萬、王家英：《香港
公營房屋 50 年》第 299 頁）。「1994 年時，在 60 萬個公屋租
戶中，只有約 42% 在獲配租住公屋時須通過『不能擁有住宅物
業』的資產審查」（劉國裕：〈公營房屋供不應求及編配政策後
遺癥〉，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論評》第
72 頁）。「自 1970 年代，房委會展開重建計劃，清拆了 29 萬
個單位。然而，該計劃卻產生了一項副作用，就是讓很多受重建
影響而入息遠高於公屋輪候冊入息限額的租戶，獲安置入住新的
公屋單位，使他們得以繼續居於資助公屋，間接減低輪候冊上
更有需要的申請人入住公屋的機會。在 1988~1997 年間，房委
會共興建了 24.1 萬個新的公屋單位，另一方面，又透過重建計
劃，清拆了 15.2 萬個單位」（楊汝萬、鄔滿海：〈總論〉，楊
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5 頁）。

8

「2001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以四人公屋住戶為
例，38% 的住戶的月收入超逾 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3 月間生
效的輪候冊入息限額及低於兩倍輪候冊入息限額（即資助入息
限額下限）；另有 8% 的月入超逾兩倍但低於三倍輪候冊入息限

額，因而估計須繳雙倍租金；此外，另有 2% 的月入超逾輪候冊
入息限額的三倍，須繳付雙倍租金。」「其他官方統計數字亦
證實了 62% 的公屋住戶的收入比輪候冊入息限額為高，當中有
四分之一的收入高於限額 2~3 倍」（劉國裕：〈租住公屋政策
與資源分配〉，劉永德：〈公屋居民的社會經濟組成〉，楊汝
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191、297 頁）。根據
統計處 1990 年第三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只有 37.7% 的公屋
住戶收入低於輪候冊入息限額，45.2% 的公屋住戶收入超過限額
的 1~2 倍，14% 為兩倍以上，3.1% 為三倍以上（劉國裕：〈公
營房屋供不應求及編配政策後遺癥〉，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
會：《香港房屋政策論評》第 75 頁）。

10

「例如，1993 年和 1995 年的調查均不約而同地發現，13% 的
公屋住戶在香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楊汝萬：〈發展的里程
碑〉，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1 頁）。
「房委會1993 年《長遠房屋策略中期檢討報告》突出租住公屋
住戶中，約 13 % （即 7.4 萬個住戶）擁有私人住宅物業，並在

幾點認識

「1992 年 4 月，在 187232 個住滿公屋十年須申報入息的住
戶當中，34 % （即 63058 個住戶）須繳付雙倍租金，這數目
佔 1992 年 4 月房委會全體 570557 個租戶的 11 % 。⋯⋯在
1994 年 4 月，須繳付額外租金的住戶，只佔全部已入住公屋
十年或以上須申報入息的公屋租戶的 25 % ，這數目約為房委
會全部公屋租戶總數的 8.3 %」 （劉國裕：〈租住公屋政策與
資源分配〉，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173~174 頁）。「截至 2003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4879 個家
庭正繳納較高的租金」（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香
港 2003》第 164 頁）。然而，「各公屋租戶只需繳付約相當於
市值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租金」。即便繳付雙倍租金，不過相
當於市值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另有更低的說法，「例如，有評估
指出，在 1960 年代興建的公屋的租金只達市值租金的 42.9%，
對於 1990 年代興建的公屋，相關的比例更只有 7.3 %」 （王于
漸：〈租者置其屋與居者有其屋計劃的第二市場〉，劉永德：
〈公屋居民的社會經濟組成〉，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
屋 50 年》第 267、298 頁）。「據估計，公屋租金一般只是市
值的 20~40% 左右」（卜福晨：〈公屋住戶資助問題的爭論〉，
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論評》第 50 頁）。

關於上

9

11
195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1
196

其 1993 / 1994 年報告主席序言中指出：『這個情況違背了公屋
只應照顧有需要人士的政策』」（劉國裕：〈公營房屋供不應
求及編配政策後遺癥〉，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
政策論評》第 77 頁）。為此，「1996 年 11 月作出決定，要求
居於公共房屋十年以上、而被界定為『富戶』的住戶，繳交雙倍
租金，政策由 1998 年 4 月開始落實」（梁美儀：《家 — 香港
公屋 45 年》第 208 頁）。根據房委會 1995 年資料，「正在繳
交雙倍租金的富戶中，42 % 擁有私人住宅物業。⋯⋯公屋住戶
擁有物業是頗為普遍的」（劉永德：〈公屋居民的社會經濟組
成〉，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00 頁）。
「1994 年的後續調查更發現，將近有九萬戶擁有物業。1995 年
前後 12 個月內對 2250 個公屋住戶的特殊調查也發現，其中約
有五百戶把本身的單位出租圖利或用作儲物室」（王于漸：《公
屋私有化評論》第 125 頁）。「另一個對北角 住戶進行的調
查顯示，有 18% 住戶擁有位於市區的私人住宅物業，這還未包
括香港其他地區甚至海外的物業。另外，有個對私人物業市場
兩千宗實際交易進行的分析顯示，其中有 24 % 是公屋住戶於
1992 年 10 月至 1999 年 3 月期間購買的」（鄭宇碩、盧兆興：
《97 過渡》第 352 頁）。
11

「一般來說，公屋租金大約是同類房屋市場租金的 20~25%，而
居屋售價則是同類房屋市場的 50~55% 左右」（烏蘭木倫：《邁
向21世紀的香港經濟》第 371 頁）。「居屋單位的售價相對於
市場價格有高達 50% 的折讓」（楊汝萬：〈發展的里程碑〉，
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28 頁）。1996 年
的數據是平均每套 55.10 平方米（王于漸：《公屋私有化評論》
第 68 頁）。

12

〈房協夾屋貨尾賣市價約八折〉，大公網 2008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6/12/MW-918357.
htm）。

13

由於政策經常調整，另有諸多不同說法，大致差不多。申請
夾心層房屋計劃的家庭月收入限制是 2.5~5 萬（烏蘭木倫：
《邁向 21世紀的香港經濟》第 371 頁）。1994 年的標準是
2~4.4 萬。「成功的申請者可貸款達樓價的 25% 或 55 萬」（鄭
宇碩、盧兆興：《97 過渡》第 357 頁）。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是「對於月收入 3.1 萬港元以下的申請人提供 40 萬港元的免

息貸款；置業貸款計劃為月收入六萬港元以下的申請人提供
60 萬港元或按樓價三成（以較低者為準）的低息貸款，根據
收入不同，利息劃分為 2~3.5 釐兩檔。成功申請人自動用貸款
日期起，到第四年方才開始分 120 期等額攤還，還款期限為十
年」（桂世勛、黃黎若：《上海與香港社會政策比較研究》第
233 頁）。「由 1995 年 4 月開始，房委會租住公屋輪候名冊
申請人每月入息限額如下：一人：5500 元；兩人：9100 元；
三人：11100 元；四人：13600 元；五人：14700 元；六
人：16800 元；七人：18300 元；八人：20700元；九人：
22200 元；十人或以上：23900 元。居屋白表申請人每月入息
限額為 25000 元；夾心層房屋的申請人入息下限為 25001 元，
上限則為五萬元」（劉國裕：〈公營房屋供不應求及編配政策
後遺癥〉，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論評》
第 84 頁）。

15

「現在公屋是住一世，甚至是世襲，可以傳到下一代」（鄭建
生：〈公營房屋政策應該大改動〉，香港《信報》2003 年 12 月
20 日，第 19 頁）。

16

香港 2007 年人均 GDP 232836 港元（http://www.censtatd.gov.
hk/FileManager/SC/Content_802/nat_account.pdf），÷7.8＝
29851 美元。

17

「至 2006 年底，香港共有 699.5 萬人，居住在公有住房的人
口佔 49 % （其中租住佔 31 % ，資助出售佔 18 % ），另外 50 %
的人口居住在私人永久房屋中，1 % 的人口居住在臨時房屋
中」（崔光燦：〈香港公共房屋制度〉，《上海房產》2007

幾點認識

「房委會指出，約有 13% 公屋住戶擁有私人住宅物業，但很少
公屋租戶遷離公屋搬入居屋或私人樓宇。」多虧「居屋及其相關
計劃推出以來，不少公屋單位的租戶透過這些計劃成為業主，令
房委會得以成功收回 18.95 萬個公屋單位（截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楊汝萬、鄔滿海：〈總論〉，劉國裕：〈租住公屋政
策與資源分配〉，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5~6、174~176 頁）。「2003 年，約有 962 個經濟條件較佳的
租戶把公屋單位交還房屋委員會，當中有 503 個家庭參加了居者
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或置業資助貸款計劃」（公
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香港 2003》第 164 頁）。
關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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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第 59 頁）。
18

「由於房屋署壓低房屋造價，承建商相應地削減工程材料，出
現了某些劣質公屋，如葵涌的 26 幢公屋建成後不久便成危樓」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第 308 頁）。

19

房委會文件 BC78 / 88 第 6 頁；黃華輝：《公屋醜聞》第 51、63
頁。

20

1982 年，歐盟各國樓宇年齡大於 25 年的比例，荷蘭 63 % ，希
臘 71%，西班牙和法國 73%，愛爾蘭 74%，葡萄牙 75%，盧森
堡 78 % ，意大利 79 % ，西德和丹麥 82 % ，比利時 83 % ，英國
85%，名列第一（周應峰等：《香港房地產市場》第 25 頁）。

21

「自 1988 年房屋委員會推行總體重建計劃以來，已重建 531 幢
屋 大廈」（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香港 2003》
第166 頁）。「迄 2001 年中，在整體重建計劃的推動下，政
府總計清拆了 460 幢大廈，另有 106 幢合共 55600 個單位有待
重建。到 2005 / 2006 年度，有關計劃在完成前仍須清拆多達
566 幢大廈」（楊汝萬：〈發展的里程碑〉，楊汝萬、王家英：
《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6 頁）。

22

「整體重建計劃涉及 670 座舊型大廈及 24.6 萬個住戶的遷徙
安置。」根據房委會的資料，「2002 年 3 月底時，公屋當中約
37%（23.7 萬個單位）於近十年內建成，另有 37%（23.8 萬個
單位）的樓齡介乎 11~20 年，只有 11%（7.1 萬個單位）的樓齡
屬 26 年或以上」（劉國裕：〈租住公屋政策與資源分配〉，楊
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187~188 頁）。

23

〈從長遠房屋策略看整體重建政策的失誤〉，香港公共房屋政策
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論評》第 215 頁。

24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1998 年做民意調查。「60.1% 的被訪
者認為居屋單位在質素上有問題，而認為沒有問題的有 24.9%。
在認為有問題的被訪者當中，當被問及問題的癥結出自那一
方面時，4.4 % 回答『投標方式不妥善』，8.2 % 回答『投標價
偏低』，61.2 % 回答『建築監管出錯』，16.8 % 回答『房委會
和香港房屋協會指示不足』。」2001 年，亞太研究所再次調
查，「49.6 % 的被訪者表示不滿意居屋的質素，表示滿意的有
38.3%」（王家英：〈民意的軌跡和趨向〉，楊汝萬、王家英：

《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25~326 頁）。「就所有的住戶平均
來說，本身單位在住戶心目中的價值只及市價六七成」（王于
漸：《公屋私有化評論》第 147 頁）。

26

楊汝萬、鄔滿海：〈總論〉，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11 頁。

27

「由於 1997 年後房屋市場持續且急劇地萎縮，很多私人發展商
不斷呼籲政府暫停出售居屋單位，甚至必要時全面廢除有關計
劃。現時，已完成及快將完成興建的空置居屋單位累積約達兩萬
個。」「居屋政策不合理地被視為樓市蕭條的罪魁禍首。房委會
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無奈地先於 2001~2002 年間停售居屋，
再於 2002 年 11 月宣佈無限期停建居屋」（楊汝萬：〈發展的里
程碑〉，李健正：〈居者有其屋計劃及其持續需要〉，楊汝萬、
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29、253 頁）。

28

譬如，1969~1979 年，「11 年合計，私人房屋每平方米平均成
本為 910 元，而公屋則為 797 元。即公營部門的效率是 1.14 倍
於私營部門。」從兩類房屋選擇水準相近的住宅進行比較，
1978~1980 年，建築成本「公屋出租單位的成本大約比私人屋
低 40 % 而居屋則低 8 % ，合共平均大約比私人屋 低 24 %」
（李思名、余赴禮：《香港都市問題研究》第 59~63 頁）。

29

楊汝萬：〈房屋政策〉，劉兆佳：《香港 21 世紀藍圖》第 201
頁。「在屋 管理及維修保養方面，私人機構可分別省下 45 %
及 42 % 的員工開支」（葉毅明：〈屋 管理與服務〉，楊汝
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46 頁）。換句話說，
如今房委會管理 65.2 萬公屋單位，粗算管理維修費用一項，每
年多花十億「高效廉潔」冤枉錢。

30

「每個公屋單位每月平均獲 300 元資助」。「房委會的賬目顯

幾點認識

「居屋的短樁醜聞於 2000 年進一步打擊居屋的需求，造成
1998~2000 年居屋供應過剩。」「在過去幾年，隨著樓價
大幅下挫，居屋單位明顯失去其過去的魅力。相對於高峰期
的 1997 / 1998 年度居屋計劃第 19 期甲發售期的居屋的 9.8 倍超
額認購，2002 / 2003 年度第 24 期甲發售期的認購比例跌至只
有0.55 倍」（李健正：〈居者有其屋計劃及其持續需要〉，楊
汝萬：〈發展的里程碑〉，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25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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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2001 / 2002 年度，公屋的運作赤字達 19 億元，平均每年每
單位補貼 2800 元，即每月補貼 237 元」（楊汝萬：〈發展的里
程碑〉，許智文、黃君華：〈財務安排〉，楊汝萬、王家英：
《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32、153 頁）。
31

2006 年，房屋署聘請顧問公司研究薪酬，結論說約三成員工薪
酬高於市場水平兩三成（〈鐘瑞明指房署薪酬仍具吸引〉，香港
《信報》2006 年 3 月 28 日，第 5 頁）。「發展到今天，我們已
搞不清楚究竟是因為需要公營房屋所以才有這些機構，還是反過
來，為了這些機構的存在而興建公營房屋」（周應峰等：《香港
房地產市場》第 108 頁）。

32

「其妻亦因協助及教唆丈夫犯罪被判監年半，緩刑兩年，兩人
共罰款60萬及須繳堂費。莫維德亦成為當年廉署成立以來，被
檢控之最高級官員，非常轟動矣」（〈封小平拍檔，老廉大老
虎〉，香港《壹週刊》2004 年 9 月 2 日，第 38 頁）。

33

楊汝萬：〈發展的里程碑〉，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25 頁。

34

其中一百宗因各種原因無法起訴，14 宗錯過起訴時限（〈申訴
專員責房署錯過檢控時限〉，香港《信報》2004 年 1 月 15 日，
第 6 頁）。

35

「房屋署有 1.14 萬名員工，薪酬開支為 54 億元，平均每名員工
的月薪為四萬元。削減了 3500 人後，薪酬開支為 41 億元，平均
每名員工的月薪為 4.3 萬元」（鄭建生：〈公營房屋政策應該大
改動〉，香港《信報》2003 年 12 月 20 日，第 19 頁）。

36

〈公屋滲漏剝落，房署藥石亂投〉，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
《香港房屋政策論評》第 280 頁。

37

「整個高地價政策根本就是一種社會的制肘及剝削；是香港政府
處心積慮去掠奪香港人以下幾代生產成果的方法。最可悲的就是
這個政策非常成功，香港人在未來 20 年裡也會在償還港府在過
往及以後三年裡賣地的收益」（李卓明：〈私人地產市場〉，
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論評》第 90、102
頁）。高地價是港英殖民地經濟的基石，屬於這裡無法展開的更
大題目。

38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 1993 年在一次披露性的訪問中說」（雷鼎

鳴：《老有所養》第 77 頁）。

40

出租組屋出售，首付房價的 20 % ，餘款按低於市場利息計算，
20 年付清（《各國國民住宅計劃發展概況》第 19 頁）。租戶購
買居住的組屋，「不受綜合所得的基準限制」（魯虎：《新加
坡》第 207 頁）。

41

魯虎：《新加坡》第 207 頁。政府規定「每個家庭只能有兩次直
接向建屋局購買組屋的機會。當第一次向建屋局購買的組屋住滿
五年之後，可在公開市場上脫售，同時申請購買第二間組屋，但
是不能同時擁有兩間組屋。⋯⋯許多居民在居住滿五年後，轉售
組屋獲取相當的利潤，再向建屋局購買同類型或較大間的組屋。
有些居民看到轉售組屋有利可圖，就算尚未有實際需要，也把家
庭成員拆成兩個家庭核心，去申請購買新組屋。等到新組屋建
好、分配後，為生活方便，仍與另一家庭核心如父母同住，新的
組屋因此閑置，這樣的情形不在少數」（柯新治：《新新加坡》
第 127 頁）。

42

「首次組屋申請者和組屋提昇者有不同的排隊行列」（《新加坡
年鑒 2000》第 181 頁）。

43

組屋轉售要「補價」。三房式繳納轉售價的 10%，四房式
15 % ，五房式 20 % ，公寓式 25 % （魯虎：《新加坡》第 208
頁）。

44

「建屋局也從公開市場買回三房式組屋，再以津貼價格將它們賣
給符合選購條件，屬於低收入家庭的首次申請者」（《新加坡年
鑒 2000》第 182 頁）。

幾點認識

「建屋發展局承建的公共住宅的出租，主要是照顧因工資低而買
不起房的人，因此，政府規定：凡申請租住者家庭，每月總收入
必須低於 500 新元，且家庭人口不低於五人；從 1982 年起，凡
月收入 800 新元以下的家庭可以租用公共組屋，也可以購買；月
收入 800~1000 新元的家庭應購買公共組屋，不允許租用；月收
入 4000 新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只能按市場價格向私人建築商購
買住房，而不准購買價格便宜的公共組屋」（呂元禮：《亞洲價
值觀》第 345 頁）。3~4 室房以出售為主。「其申請資格限全家
月入不超過 1200 元者為對象」。五室房專供出售，對應收入水
平 1200~1500 元。「高級國民住宅」對應家庭月收入四千元者
（《各國國民住宅計劃發展概況》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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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 2005 年 3 月上海房價最高峰時，外地人士購房比例高達
28 %」 （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第 5 頁）。
2004 年以來，境外機構和個人購房，「在上海房屋交易中已經
佔 4~5% 的比例」，2006 年為 3%（上海社會科學院房地產研究
中心：《海外資金進入上海房地產市場研究》第 5~6 頁）。

46

「2003 年底上海市統計局調查統計，上海投資性購房比重達到
16.6%」。存量房「據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其中投資客比例不低
於 30%，也就是說投資部分在 1500 萬平方米以上。」2006 年，
上海二手房市場的「投資客戶估計僅為 10~15 %」 ，大部分為
「自住客戶」（胡昊：《上海房地產發展報告 2007》第 129、
108、124 頁）。「據市統計局調查，2002 年投資性購房比例
已經達到 16 % （以套為單位）。單價七千元以上的房屋，投資
性購房比例已佔 39 %」 （季寶紅：《上海樓市的「紫檀木」現
象》第 76 頁）。

47

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在 1989 年達到 21 平方米，98% 以上的
人解決了住房問題。進入 90 年代，人口雖然增長到了三百多
萬，但人均住房面積仍有所擴大，達到 25 平方米」（韋紅：
《新加坡精神》第 100~101 頁）。「到 1997 年，新加坡的人均
住宅面積達到 25 平方米以上，98% 以上的人解決了住房問題」
（謝經榮等：《地產泡沫與金融危機》第 231 頁）。

48

「以實用樓面面積計算，每個住戶所佔用的居住面積的平均數是
45 平方米，而平均居住密度是每人 14 平方米」（香港規劃署：
《住屋意願統計調查報告摘要 1999》第 3 頁）。「90 年代的平
均每戶住宅面積卻只有 480 平方呎（44.6 平方米，人均 12.4 平
方米），私人樓宇的平均面積也只有 740 平方呎（68.7 平方
米，人均 19.1 平方米）。這與 50 年代相比沒有什麼大的分
別」（李正儀等：《特區房屋計劃評估研究報告》第 24 頁）。
1990 年，聯合國進行全球房屋指標調查，包括 53 個城市，「在
人均收入超過一萬美元的國家中，香港是唯一一個人均樓面面
積少於 20 平方米的城市」，人均只有七平方米（楊汝萬、鄔
滿海：〈總論〉，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
第 4 頁）。香港戶均住宅面積，全球大都市倒數第一。根據趙
麗霞 2003 年的數據，香港 42 平方米，為臺北（104 平方米）
的 40 % ，新加坡（97 平方米）的 43 % ，東京（62 平方米）
的 68 % （陳少波：〈戶均 45 平方米，港人「安樂窩」全球最

小〉，人民網 2002 年 10 月 9 日，http://unn.people.com.cn/
GB/channel426/427/1503/200210/10/219167.html）。
49

「1982 年，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已達到 15 平方米，近 74 %
的居民住進政府興建的組屋裡」（韋紅：《新加坡精神》第 98
頁）。

50

2002 年底，香港人口 678.6 萬，土地面積 1103 平方公里；新加
坡人口 418.5 萬，國土面積 685.4 平方公里（香港政府統計處，
http://www.info.gov.hk/censtatd；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
singstat.gov.sg）。

51

當年 680.3 萬居民，339 萬住公共屋村，佔地面積 17 平方公里
（《香港年報 2002》，http://www.info.gov.hk/yearbook/2002/
chtml/capp-frame.htm；香港房屋委員會，http://www.
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894
3-2003,00.html）。
「1989 年 7 月，國家發展部部長達納巴蘭宣佈：『為了迎合新
的組屋申請者對高品位組屋的要求，建屋局將根據實際要求和
人民的新期望建屋。⋯⋯隨著 87% 的人口已遷進組屋區，建屋
發展局的目標已經從「居者有其屋」改變為「華廈供精選」』」
（魯虎：《新加坡》第 205 頁）。新加坡政府對樓齡超過 18 年
的舊組屋進行「主要翻修」。翻修費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擔，業
主們只需支付 10~25%；對樓齡不到 18 年的組屋進行「中期翻
修」，包括兒童遊戲場、草地、電梯大廳、走廊及其它公共設
施。「中期翻修不進行組屋內部的更新，費用由政府承擔，居民
不需要分擔」（柯新治：《新新加坡》第 129 頁）。

52

幾點認識

譬如中央公積金功能，1955 年建立以後，逐步添加住房、
醫療、教育、投資增值等多種功能。譬如公積金繳納比例，
「1955 年的繳費率為 10%（雇主和雇員各繳納 5%），1968 年
上昇到 13 % ，1984 年達到 50 % ，目前基本穩定在 40 % ，其中
雇主繳 17%，雇員繳 23%」（程剛：〈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
介紹〉，《中國勞動保障報》2004 年 9 月 16 日）。「目前這一
比例為 38%，其中雇員承擔 23%、雇主 15%」（郭建波：《世
界住房干預理論與實踐》第 103 頁）。譬如購買組屋的收入資
格，2000 年以後，高收入限制從早期的四千新元，多次調整到
「申請者每月家庭收入不可超過八千新元，擴大家庭總收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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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過 1.2 萬新元」（〈申請購買新組屋的條件〉，《聯合早
報》網 2000 年 3 月 20 日，http://property.zaobao.com/pages/
legal_hdbnew.html）。譬如出售組屋的居住時間限制，一開始
規定五年，不滿五年者只能賣回建屋局（《各國國民住宅計劃
發展概況》第 19 頁）。以後逐步放寬到兩年半。2003 年開始，
「沒有向建屋發展局貸款，也沒有領取公積金購屋津貼的屋主，
可在住滿一年後出售在公開市場上購買的組屋。」原來規定組屋
不許出租，2003 年開始，「沒有向建屋發展局貸款，也沒有領
取公積金購屋津貼的屋主，⋯⋯可在住滿十年後，出租整間組
屋」（蔡孝欣：〈轉售組屋條件放寬，住滿一年即可出售〉，
http://property.zaobao.com/pages1/hdbo11102.html）。
54

參見本書第七篇〈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新加坡「一個國民在
離開學校工作兩年便可以購置住房。一個月收入 500 元的工人就
完全有能力購買一套三房的組屋」（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達納巴
蘭的講話；呂元禮：《亞洲價值觀》第 348 頁）。到 2000 年，
新加坡 92 % 的居民擁有自己的住宅，68 % 的家庭住在四房式
及以上的組屋、共管公寓和私人住宅，租賃住房的居民減少到
6.6%。新加坡 93% 的華人家庭和 94% 的馬來人家庭擁有自己的
住宅。租賃居住者多為印度人（魯虎：《新加坡》第 208 頁）。

55

「2002 年，中國城市住房自有化率已經高達 82.1%。」2006 年
建設部調研住房自有率，青島 88.5 % ，石家莊 95 % ，太原
75.2 % ，武漢 92 % ，溫州 92 % ，黃石 82 % （建設部課題組：
《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174、29
頁）。

56

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
第 198 頁。

57

「據上海市 2005 年調查，2000~2003 年間購買的新建商品房出
租比例為 12.5%，是去年調查比例的兩倍多」（建設部課題組：
《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340 頁）。

58

「1998 年新舊體制轉軌時期，國務院確定了經濟適用房只售
不租的政策，各項配套政策以促進買賣為重點。國發（2003）
18 號文件規定經濟適用房租售並舉，但缺乏配套政策支持。一
些地方政府沒有充分認識到住房租賃市場對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的
重要意義，偏重住房增量市場和買賣市場，忽視租賃市場」（建

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
第 342 頁）。

60

2000 年，上海農村居民 366.26 萬，115.60 萬戶（http://www.
stats-sh.gov.cn/shtj/tjnj/2001/tables/9_1.htm）。

61

897332 戶，拆遷 5046.23 萬平方米（http://www.stats-sh.gov.
cn/2003shtj/tjnj/nj07.htm?dl=2007tjnj/C1708.htm）。截至
2004 年，「自 1990 年至今，上海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舊區
改造中已拆除舊住房 3800 多萬平方米，其中舊式里弄以下住房
3300 多萬平方米，包括危棚簡屋四百多萬平方米，涉及居民 80
多萬戶，250 萬居民從中得益」（上海財經大學：《2006 上海
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告》第 50 頁）。

62

譬如，1995 年的房改規定，職工、幹部和初級技術職稱 75 平方
米，科級、中級技術職稱和具有證書的高級工 85 平方米，縣處
級、副高級職稱 100 平方米，副局級 120 平方米，正局級、正
高級和享受高級待遇的專業技術職稱 140 平方米。「購買公有住
房面積的前提是首先住房要達到這個面積標準，⋯⋯根據第五次
人口普查資料，到 2000 年為止，上海的中心城區和新建城區共
有 457.16 萬家庭戶，其中 15.3% 家庭戶人均建築面積 40 平方米
以上」（王鍊利：〈上海市居民住房數據應該如何統計〉，《香
港傳真》No. 2007~39）。譬如，「原來在黃浦區、盧灣區平均
每戶住宅 35 平方米，在世博家園達到了 75 平方米左右」（方耀
楣、崔霽：〈從世博動遷看政府在城市動遷中的職能定位〉，
《上海房產》2007 April 第 50 頁）。

63

「上海自公有住房出售政策實施以來，到 2002 年底已累計出售
公有住房 153.5 萬套，建築面積 8355.1 萬平方米，佔可售公房
總量的 80% 以上，約佔全市住房總量的 40%。上海目前共有公
有住房 3800 萬平方米，以低租金形式滿足約 95 萬個家庭的住房
需求，約佔市區房屋的 13% 左右」（胡昊：《上海房地產發展

幾點認識

譬如上海「對廉租房對象實行兩種形式的配租：一是租金補貼，
以人均居者面積七平方米為暫定的解決標準，不足部分按每平方
米 40 元給予租金補貼，讓其持補貼通過市場租房；二是實物配
租，即政府以低廉的租金，向孤老、殘疾等特殊家庭按人均居住
面積七平方米進行實物配租」（殷關福、張永岳：《上海房地產
業發展史記》第 2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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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2007》第 123 頁）。根據出售公房＋95 萬出租＝當時市區
房屋總量的（40%＋13%）反推。
64

「從 1992 年 5 月開辦住房公積金個人購房抵押貸款至今，上
海有近兩百萬戶家庭購買了自己的住房」（上海財經大學：
《2006 上海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告》第 49 頁）。

65

其中包括 1990~2004 年「上海累計解決人均居住面積四平方米
以下的住房困難戶近 12 萬戶」（上海財經大學：《2006 上海暨
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告》第 49 頁）。另有說法，「售後公房
改革使 180 萬家庭擁有了財產性收入，⋯⋯根據測算，目前全市
仍有約 20% 的家庭住房條件需要改善」（周振華：《建設全球
城市，加快城市轉型》第 140 頁）。

66

周振華：《建設全球城市，加快城市轉型》第 127 頁。根據
2005 年抽樣調查，上海危舊房建築面積 2500 萬平方米（建設
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
第 424 頁）。2004 年，上海市民的住房成套率為 92.5 % 。
「7.5% 的居民還住在合用廚衛的不成套住房內」（上海財經大
學：《2006 上海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告》第 46 頁）。按上
海戶籍五百萬計算為 37.5 萬戶。

67

「上海地產集團是上海近年來由政府投資組建，並實行國有資
產授權經營的最大房地產企業，註冊資金達 40 億人民幣，堪稱
地產界的『航母』。其主要任務是通過市場運作機制進行土地開
發、實現土地增值，確保出讓中的政府收益，推進具有房地產、
住宅管理職能的部門分開，⋯⋯承擔上海市政府涉及舊區改造、
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建設等交辦任務」（顧建發：《上海房地產
週期波動分析》第 161~162 頁）。該集團與上海市土地儲備中
心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管理運作，接受市房地資源局統一管理的
模式，「定向開發建設土地儲備配套商品房。⋯⋯建成並交付
土地儲備配套商品房近 30 萬平方米，⋯⋯未來五年，還將建成
兩百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配套商品房」（上海地產集團網站，
http://www.shdc.jt.com/cneter/operation.asp）。

68

關於新加坡的住房保障體系，周振華主編的《建設全球城市，加
快城市轉型 — 2007 / 2008 年上海發展報告》，有相當系統的突
出介紹。

69

「2007 年本市單位和職工個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仍為各 7%，

補充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仍為各 1~8 % 。自 1999 年以來，本
市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未作調整」（〈2007 年度上海市住房
公積金制度執行情況公報〉，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 2008 年
4 月 8 日，http://cms.shgjj.com/gjjcms/html.do/9281.html）。

71

「全國有近 1500 萬個人住房公積金賬戶處於封存狀態，僅上海
就有 180 萬個」（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
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375 頁）。

72

新加坡政府平均每年拿出 6400 多萬新元補貼。「補貼主要用
於那些低收入租房戶以及用於幫助中下層收入者購買公房。根
據公房的好壞，政府補貼逐步遞減。例如，一間一套單元住房
補貼三分之二，兩間一套補貼三分之一，三間一套補貼 5 % ，
四間一套的住房，政府不僅不需要補貼，而且還有 5 % 的利潤
可賺，五間一套的則有 15% 的利潤」（韋紅：《新加坡精神》
第 96~98 頁）。

73

「近幾年一些極端侵害拆遷戶權利的事件使得拆遷難更加嚴
重。據媒體報道，2005 年年初，上海市徐匯區烏魯木齊中路
179 弄 62 號麥琪里動拆遷基地內發生火災，」兩人燒死。種種
疑點，公安破案：「2005 年元旦剛過，身為上海城開住宅安置
公司副總經理的楊孫勤等人就一手策劃並實施放火，還美其名曰
『加強工作力度』，目的是通過恐嚇手段逼迫未搬遷戶早日簽約
遷走」（上海財經大學：《2006 上海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
告》第 71~72 頁）。

74

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第 229 頁。

75

上海「據統計，2001 年接到拆遷信件數量為 8516 件，因拆遷糾
紛的上訪人數共 5189 人；2002 年接到的信件數量為 13513 件，
上訪人數為 6998 人；2003 年約有 1.7 萬多件關於拆遷的信件，
上訪人數超過八千人；2004 年，拆遷信件數量比 2003 年上昇
11.7 % ，接待群眾來訪人數比 2003 年上昇 52.9 % 。有資料顯
示，從 1993 年到 2003 年間，我國群眾性拆遷糾紛數量已由一
萬起增加到六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 73 萬人增加到約 307 萬

幾點認識

「經過測算，政府對上海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歷史性負債高達
2475 億元，對『中人』（指 1993 年以前參加工作並還在職的人
員）高達 3746 億元，二者相加高達 6221 億元」（上海財經大
學：《2006 上海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告》第 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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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海財經大學：《2006 上海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
告》第 69 頁）。
76

2006 年底，上海「商品住宅空置 401.18 萬平方米」（胡昊：
《上海房地產發展報告 2007》第 6 頁）。

77

周振華：《建設全球城市，加快城市轉型》第 127 頁。根據
2005 年抽樣調查，上海危舊房建築面積 2500 萬平方米（建設部
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424
頁）。

78

譬如，中信泰富老西門二期上千戶人家，因為規劃動遷，2001
年以來就沒有再繳過水電費。水電維修能湊合就湊合的情況，不
難想像。

79

季寶紅：《上海樓市的「紫檀木」現象》第 81 頁。

80

這是我們調研中，當地居民口口聲聲告訴我們要去上訪時的原
話，不禁令人聯想《國際歌》「這是最後的鬥爭」。

81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對 18 個區縣八千個受訪者的問卷調
查，在「上海全市老百姓關心的十大問題」中，「動拆遷」雖然
排第九，「關注強度是所有問題中最高的。從信訪部門的數據
看，動拆遷問題是群眾信訪的首位訴求」（周振華：《建設全球
城市，加快城市轉型》第 127、124 頁）。

82

方耀楣、崔霽：〈從世博動遷看政府在城市動遷中的職能定
位〉，《上海房產》2007 April 第 51 頁。

83

譬如，中信泰富老西門二期對面的一片街區，「黃金地段」不
假，因為懼怕動遷困難，至今無人問津。

84

按戶均 20 平方米算是 55 萬戶。而且，老城拆遷每戶人口通常遠
遠高於每戶 2.7 人的平均數。

85

2008 年 6 月 5 日，俞正聲在中心城區調研舊區改造座談會上
提出「確保完成四百萬平方米二級以下舊里改造任務」（〈俞
正聲：要把老百姓的居住問題解決得好一點〉，《新聞晨報》
2008 年 6 月 6日，http://xwcb.eastday.com/c/20080606/
u1a436151.html）。

86

薛建雄說：「政府手上已建好的 1260 多萬平方米動遷配套房
尚未分配」（〈2008 年上海樓市變量〉，《中國房地產報》

2007 年 11 月 26 日，http://fj.house.sina.com.cn/news/2007-11
-26/3866802.html）。

88

有學者鄭重其事地建議應當如此（孫立平、馬明潔：〈窮人富
人到底該怎麼住？〉《中國青年報》2006 年 2 月 27 日，http://
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3/4144816.html）。2007 年
底，上海住房價格，內環以內 19837 元，內外環間 9821 元，
外環以外 7084 元（周振華：《建設全球城市，加快城市轉型》
第 147 頁）。「根據有關部門公佈的信息表明：目前在上海購
房客戶中，80% 約為本地居民，外地居民佔 16%，外籍居民佔
4%；在內環線以內的高端住宅購房客戶中，本地、外地和外籍
居民各佔三分之一；而在個別樓盤中，外籍人士佔 50% 以上。
僅管上述外地、外籍人士所佔的比重合計也不過 20 % ，但他們
的購房金額和面積則大大超過市場份額的 20 % 。在這些外地、
外籍居民購房者當中，除一小部分用來自住以外，大部分用於投
資。⋯⋯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統計數字顯示，2004 年四季度，
境外投資資金佔上海所有房地產交易的 23.2%」（顧建發：《上
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第 212、226 頁）。

89

「2005 年被調查老年人口的月平均收入 936 元，」僅為全市
城鎮居民月平均收入的 65.18 % （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
報告書》第 240~241 頁）。「根據一項對我國九個大城市老年
人狀況的調查，城市老年人一年中經常在居住地附近活動的佔
50.1%，在市內活動的佔 15.6%，去外地活動的僅佔 1.4%。北
京、天津和上海關於養老方式意願的抽樣調查表明，90 % 以上
被調查的老年人選擇居家養老」（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
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223 頁）。當然，這種現實
選擇勢必受到文化傳統、目前養老院設施不健全、服務質量不夠
高等因素影響（上海市浦東新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7 年
上海市浦東新區統計分析選編》第 164~173 頁）。

90

「根據我們對上海中心城區的老年人所做的問卷調查，約有
21.3% 的老年人『願意』到郊區的養老居住區養老。按此比例推

幾點認識

1988~1997 年，上海出讓土地 3659 幅，搬遷工廠超過兩千家。
「十年間批租出去土地 138.63 平方公里，接近 20 世紀 80 年代
初期整個上海市區的版圖」（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
析》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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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海中心城區 140 萬老年人中，願意到郊區養老居住區養老
的老年人口約有 35 萬，市場需求鉅大。而且，調查中還發現，
有 48.1 % 的老人表示要『看情況』決定是否去郊區養老社區養
老。這表明如果能從費用、醫療護理、環境、交通等方面創造
更好的條件，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去郊區養老居住區養老」
（周振華：《建設全球城市，加快城市轉型》第 153 頁）。
9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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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杜世成到來時，青島東部新區只有 1.5 平方公里的土
地基本上開發殆盡。但經營城市一旦被濫用，給一座城市帶
來的可能更多是災難」（〈杜世成的青島軌跡〉，《商務週
刊》2007 年第 2 期，http://qkzz.net/magazine/1009-4865/
2007/02/760112.htm）。如今，深圳市政府已經成功搬遷兩
年了。〈霍州：政府搬遷出古衙，千年州署還於民（http://
www.linfen.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669）。
〈南充：市政府搬遷新區辦公〉（http://bbs.phoer.net/
thread-12017-1-1.html）。〈額爾多斯市委市政府駐地如期搬遷
康巴什新區〉（http://58.18.251.57/zwgk/content/2006-10/29/
content_58643.htm）。長春市政府搬遷成功（http://www.
cctianli.com/tq40121072288.html）。四川大地震，成都市政
府低調搬遷豪華辦公室，遭人垢病。新政府大樓出售捐獻災
區，搬過去的部分機構還得搬回來，勞民傷財。昆明政府搬遷
開工。海南省〈管理局精心做好省政府搬遷前的各項準備工
作〉（http://jphq.hainan.gov.cn/data/news/2008/04/30/25）。
〈國務院批准寶雞市政府搬遷〉（http://shaanxi.cnwest.com/
content/2007-02/12/content_426460.htm）。〈北京市政府搬
遷到通州已列入五年規劃〉（http://www.bato.cn/html/index.
php/t-217333.html）。〈西安市委市政府打算搬遷，得近九成
市民的贊成〉（http://news.tom.com/1002/20031010-431633.
html）。〈山西省政府改變搬遷計劃，價值數億土地讓給醫
院〉（http://news.163.com/08/0121/06/42N8MBEA0001124J.
html）。蘭州市、無錫市、杭州市、福州市、湘潭市、石家莊
市⋯⋯市市都在討論規劃，神州大地湧現〈擴城運動中的市
政府搬遷潮〉（http://cn.qikan.com/Article/xizk/xizk200614/
xizk20061422.html）。鄉鎮區級基層政府，更是說搬就搬，
風起雲湧。〈一些城鎮政府急於政績搬遷之風當剎〉（http://
news.xinhuanet.com/house/2004-07/23/content_1633792.

htm）。大潮洶湧之中，有的遷出古跡，有的執政為民，有的強
徵農民土地，有的趁機改變土地用途，有的倒騰房地產，有的改
善辦公條件，魚龍混雜。〈眾多政府搬遷狂潮的背後〉（http://
www.daynews.com.cn/mag6/20060728/ca447547.htm），核
心不過是一個基本事實 — 原有城區土地出讓得差不多了。

93

1964~1990 年，上海市人口增長 23.3%，老齡人口增長 2.2 倍。
1990~2000 年，「雖然由於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人口增
長 22.9 % ，老齡人口增長 50.1 % 。「根據上海市人口計生委預
測，到 2010 年，全市 60 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達到 306 萬，佔
總人口的比重達到 21.5%。到 2030 年，60 歲以上老齡人口將達
到 493 萬，佔總人口的比重達到 33.7 % ，平均每三個市民中就
有一個老年人」（王戰、周振華：《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第
216~217 頁）。

94

「2003 年上海市公安局和統計局進行的流動人口調查中，外來
就業人口平均年齡僅為 30.7 歲，比上海戶籍就業人口的平均年
齡要低九歲。由於較為年輕的外來就業人口的加入，使全市就業
人口的平均年齡下降了 3.7 歲」（王振：《上海人力資源發展報
告》第 155 頁）。

95

外來人口中，10% 左右在外資企業、15 % 左右在國有和集體單
位工作。「截至 2005 年底，上海外來常住人口約 438 萬人，已
辦理居住證約 54 萬張，辦證率約 12%。其中，絕大部分是辦理
臨時居住證，佔已辦居住證總額的 75% 左右。⋯⋯雖然有一些
相應的配套優惠政策，但總體上服務待遇仍不足，居住證的服務
含金量不高。特別是臨時居住證服務待遇更少，吸引力弱，無法
使外來流動人口從『要我辦證』轉變為『我要辦證』」（王戰、

幾點認識

「上海外來人口總體上更加年輕化，60 歲以上老人僅佔 2.2%，
遠低於戶籍人口的 19.6%。⋯⋯由於結構更加年輕化，全部外來
人口中約 74.2% 為就業人員，遠高於常住人口總體平均 51.1%
的水平」。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調查，「企業卷的調查結果顯
示，外來務工人員佔勞務工總數的比例從 2003 年的 50.72% 上
昇到 2006 年的 71.56 % ；而個人卷的數據顯示，外來務工人
員佔勞務工總數的比例也從 2003 年的 42.82 % 上昇到 2006 年
的 61.09%」（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 88~89、
345~3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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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華：《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第 224、238、241 頁）。
96

根據上海總工會的調查，「2006 年勞務工個人卷的調查結果顯
示，在管理崗位和專業技術崗位的勞務工佔了所調查勞務工總數
的 19.4%，其中企業中高層管理幹部為 3.02%，而且專業技術崗
位的勞務工已從 2003 年的 7.2% 上昇為 2006 年的 9.96%」（王
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 345 頁）。

97

「到 2005 年，全部外來人口中 14.7% 的家庭購買了自有房產」
（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 89 頁）。「自己開
業」者佔 42.2 % 。「有 4.3 % 的流動人口已經購買了自己的住
房，推算到人口規模為 21 萬人，按照人均 25 平方米建築面積計
算，購房總面積為五百萬平方米左右，這些已經購買房屋的流動
人口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上海居民」（王振：《上海人力資源
發展報告》第 139、159 頁）。有 2006 年的郊區外來人口調查
說，自購房者比重達 6.4%（袁以星：《上海「三農」決策咨詢
研究》第 53 頁）。

98

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
第 130~131 頁。

99

王榮華：《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 367 頁。

100

「目前，大部分農民工通過租賃房屋自行解決住房問題，居住地
相對集中，主要聚集在城鄉結合部及「城中村」中。抽樣調查
顯示，湖南有 64% 的農民工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北京有 61.9%
的農民工居住在郊區，28.8 % 的農民工居住在遠郊區；深圳有
三百萬農民工居住在城中村及其他違章建築中。2005 年長沙市
64% 農民工居住在城郊結合部，29% 居住在城區內，7% 居住在
遠郊區。⋯⋯上海市近五百萬外來人口，一半左右租住城鄉結合
部的農民住房」（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
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133、340 頁）。

101

「以閔行、嘉定、寶山和浦東新區等近郊四區（亦稱城郊結合
部）和遠郊松江、青浦兩區分佈最大，基本都在 30 萬人以上。
六區合計達 288 萬人，約佔外來常住人口的 66%。其中以浦東
新區和閔行區外來常住人口最多，分別達到 79 萬人和 72 萬人」
（王戰、周振華：《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第 223、242 頁）。

102

有郊區外來人口調查說，「有固定工作」的佔 58.3%，其中「從

事目前工作達兩年以上的比重有 45.6%，」三年以上的 30.8%。
「這說明絕大部分有固定工作的外來人口目前的工作狀態都
是比較穩定的」（袁以星：《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究》
第 47 頁）。

104

「上海市農民工人均建築面積不足七平方米的佔 47.0%，8~10
平方米佔 29.8%，農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積不及上海市常住人口的
一半」（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
題研究》第 134 頁）。有 2006 年調查「外來人口居住擁有的生
活設施」，10.4% 沒有自來水，12.8% 沒有電，75.4% 沒有獨用
廚房，75.4% 沒有獨用衛生間（袁以星：《上海「三農」決策咨
詢研究》第 54 頁）。

105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對 18 個區縣八千個受訪者的問卷調
查。在「上海全市老百姓關心的十大問題」中，「小區安全」排
第四，「群租」排第七（周振華：《建設全球城市，加快城市轉
型》第 127、124 頁）。

106

王戰、周振華：《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第 224 頁。

107

浦東農村九萬戶居民，四萬戶經營出租。「出租面積總計為
332.21 萬平方米，佔本地農村居民擁有住宅總面積的 18.4%。
⋯⋯每月租金總收入 2625.17 萬元，戶均出租面積 83.79 平方
米，戶均租金月收入 656.23 元」（上海浦東發改委：《2007 年
上海市浦東新區統計分析選編》第 187~188 頁）。「根據上海
市統計局和公安局 2003 年 32 萬個外來人口的抽樣調查結果推
算，居住在租賃房屋的流動人口總數達到了 367 萬，如果按照

幾點認識

有 2006 年的「調查結果表明 75% 以上的人在上海居住了一年以
上，居住滿五年的比例已經高達 32.5%，即使是十年以上的比例
也達到了 8.0%。其中從人口數的比例來看，調查中家庭戶人員
的比例為 74% 左右，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來滬人群是以家庭規模
遷移的」（盧漢龍：《上海社會發展報告（2008）》第 66~67
頁）。「未婚外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由 1993 年的 34.2 % 下
降到 2005 年的 21.9 % ；有配偶比重反呈上昇趨勢，1990 年
代前期約為 65 % ，此後即上昇並基本保持在 70 % 以上。」
2005 年，來滬居住一年以上者佔 64.23%。2003 年，近四分之
一（24.38%）來滬居住五年以上（王戰、周振華：《城市轉型
與科學發展》第 221、2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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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五平方米的較低水平計算，需要 1800 多萬平方米住房；
按照人均每月 50 元的低標準房租來算，每年的租賃房屋的房租
為 22 億元。很多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比較多的地區，出租房屋
已經成為當地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王振：《上海人力資源發
展報告》第 159 頁）。
108

「1500 元以上的較高收入者只約佔 5%」（王戰、周振華：《城
市轉型與科學發展》第 222 頁）。「根據本課題調查，郊區外來
人口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約有 95% 月收入在 1500 元以下，其中
以 500~800 元的外來人口最多，佔 44.4%」（袁以星：《上海
「三農」決策咨詢研究》第 49 頁）。政府直接興辦農民工廉租
房，問題很多。「一是規劃的落實有很大差距，出資建設所佔比
例很小。二是集中建設和農民工分散就業的特點不適應，選擇廉
租住房增加了農民工的通勤成本。2003 年長沙市為農民工興建
20 萬平方米廉租房，但沒有幾個農民工前來入住，原因主要是
受到月均收入、勞動合同、在崗時間等等嚴格的入住條件限制，
加之這種農民工公寓離市中心較遠，交通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
銷。三是政府統一建設同樣的住房投入要比用工企業直接建設的
成本高，後期房屋的物業費、維修費用等管理開支比較大，雖然
可以市場化經營，但是需要政府（企業）的補貼或優惠政策。四
是政府向農民工低價出租、出售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不僅程
序複雜麻煩，而且對城市居民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供給有多方
面的複雜影響。五是用工企業向政府尋求農民工廉租房，大量農
民工的住房由政府解決，企業責任弱化而政府壓力加大，增加了
政府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的難度。以政府為主提供農民工住房
的做法在全國大多數地區難以持續發展」（建設部課題組：《住
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131~132 頁）。

109

「上海市桃浦鎮規劃建設五個外來務工人員居住小區，現已有居
民約六千人，租金支出佔居民家庭收入的 10~20%。」另外，昆
山市各級政府投資三億元，「建設的新昆山人集居區，集中居住
率達到 80%（每間房住八人，租金七百元  月）。⋯⋯重慶遠達
物業公司將寫字間改建成農民工居住的『棒棒公寓』，並以一人
一床一天一元的低價格推出，吸引農民工入住。『棒棒公寓』在
為農民工提供滿意住所的同時也為企業創造了效益，企業每年的
房屋租金收益達一百多萬元」（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
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340、131~133 頁）。

111

43.0% 連就業都靠「親戚朋友介紹」（王振：《上海人力資源發
展報告》第 139 頁）。

112

有 2006 年郊區外來人口調查，「只有 8.5% 的外來人口認為他
所在的工作單位或居住社區專門組織外來務工人員加入黨團組
織」（袁以星：《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究》第 55 頁）。

113

王鍊利：〈住房公積金制度在為什麼人服務？〉《香港傳真》
No. 2007~42。另有說法，上海 2004 年為 10.7（建設部課題
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287
頁）。

114

「世界銀行的標準是 5 比 1，聯合國的標準是 3 比 1。美國目前
的比例是 3 比 1，日本則是 4 比 1。而在我國，這個比例大約
是 10~15 比 1」（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第 70
頁）。「2000~2005 年期間，從全國平均的房價收入比（全國
平均商品住宅價格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來看，基本在
4~5 之間波動。」2002 年德國 4 比 1，西班牙 8 比 1。「美國洛
杉磯、聖地亞哥、檀香山、舊金山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 11.2、
10.8、10.6 和 9.3，而同期休斯頓、亞特蘭大、聖路易斯和布
法羅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 2.9、2.8、2.6、2.2」（建設部課題
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108、
275 頁）。

115

住房開支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30% 為國際公認的境界
線」。政府補貼「一般原則是低收入家庭住房支出不超過月收入
的 30 % 。如紐約保障標準是低收入家庭支付的房租不超過其家
庭收入的 25~30%，超過部分由政府給予補貼。在日本，對公營
住宅等保障性質的住房按照家庭不同收入標準詳細規定了相應的
租金標準，原則上都是租金不超過家庭月收入的 30 %」 （建設
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
108、24 頁）。在新加坡，「購買三房 A 型、四房 A 型、五房改
良型和公寓式住房，每月為購房而付出的款項，不過分別佔其平

幾點認識

「截至 2003 年底，全國 9400 萬農民工累計被拖欠工資高達
一千億元，人均一千元。上海在開展的農民工權益保護中，為
3701 位農民工補發了他們遭無故拖欠的 470.8 萬元工資，平
均每個農民工 1272 元」（王振：《上海人力資源發展報告》
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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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的 13.5%、16.1%、14.5% 和 16.1%」（馬志剛：《新加
坡道路及發展模式》；呂元禮：《亞洲價值觀》第 342 頁）。
另外的考察數據是，1992 年，新加坡人購房三房式、四房式、
五房式、六房式，月開支分別佔月平均收入的 22 % 、24 % 、
22% 和 26%（中國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
文明》第 27 頁）。
116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我國城市住房的耐用年限往往達到 50 年
或 60 年」（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
場專題研究》第 193 頁）。

117

2006 年，上海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 42884 元，中高收入人
均可支配收入 22994 元（http://www.stats-sh.gov.cn/2003shtj/
tjnj/nj05.htm?d1=2005tjnj/C1015.htm）。

118

「相關數據顯示，上海的房地產價格在 2001~2004 年上漲近
70%，其房地產建設規模只佔全國 5%，但 2003~2004 年的房貸
總額卻佔到全國的近 20 %」 （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
分析》第 70 頁）。然而，值得認真區分企業「住房開發貸款」
與「個人住房貸款」。上海 2008 年 3 月末的數據，不良貸款
率，前者是後者的三倍（陸一：〈中國會出現「非典型次貸」危
機嗎？〉《香港傳真》No. 2008~44）。

119

2007 年，香港私人住宅落成僅僅 10470 套，空置 52470 套
（〈去年住宅落成創新低，今明兩年難忘改善〉，香港《信報》
2008 年 3 月 14 日，第 8 頁）。

120

「浦東世博園公示欄張貼的被動遷人基本情況主要包括：姓名、
被拆除房屋地址、被拆除房屋性質、被拆除房屋的建築面積、評
估單價、家庭人員等。可見內容是十分詳細的，這樣有助於被動
遷戶作比較，被動遷戶心裡明白了，自然也就配合拆遷工作」
（方耀楣、崔霽：〈從世博動遷看政府在城市動遷中的職能定
位〉，《上海房產》2007 April，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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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梁曉、張幸仔 

新加坡土地面積狹小，1 自然資源匱乏，連淡水都需要
進口。1959 年自治，人口 160 萬，GDP 只有幾億美元。2
「當時，新加坡全部住房為四萬間，也就是說，平均 40 人
才擁有一間房間」。3「市區有 84% 的家庭住在店鋪裡和簡
陋的木屋區，其中 40% 的人住在貧民窟和窩棚之內，只有

 本文為〈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認識〉的分報告。作
者參加了上海調研，2008 年 8 月 25~29 日再赴新加坡，分別到建屋
發展局、市區重建局、公積金局、南洋理工大學、裕廊工業園及組
屋住戶調查研究、收集資料。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9% 的居民能夠住上像樣的公共住宅。」4 20 世紀 50 年代
簡陋木屋屯聚市區的情況與香港相若。「他們住在用棕櫚
樹、舊箱子蓋成的茅屋裡，沒有衛生設備、沒有自來水或
任何健康必需品。」5 1961 年，河水山一場大火，47 英畝
木屋區化為廢墟，1.6 萬戶無家可歸。6
2007 年，新加坡 GDP 達 1613 億美元，自有住房率
90.7%，7 81% 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組屋中，8 人均居住面積
約為 30 平方米。9 當世界各大城市的「房奴」現象如同瘟
疫般腐蝕著社會，高昂的房價讓越來越多年輕人淪為依附
父母的「啃老族」，新加坡大學畢業生卻能在參加工作的
幾年內，輕鬆擁有一套寬敞的住房。在地廣人稀的國家，
人人能住上大房子不奇怪；新加坡每平方公里六千多人
口， 10 不但實現了「居者有其屋」，還能更進一步「華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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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精選」了。如此成就的背後，是政府幾十年一貫的政治
決心和政策設計。

◎ 凝聚民心，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組屋系統
1965 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中被踢出，「迫不得
已宣佈獨立」。 11 社會層面，伊斯蘭教和原住民的排華浪
潮波濤洶湧，百萬華人自私自利一盤散沙，少數財團唯利
是圖各留後路。12 經濟實力，轉口港地位岌岌可危，1965
年 GDP 不到十億美元， 13 貢獻了五分之一 GDP 的英軍基
地馬上就要撤離，14 失業率高達 14%，裕廊工業園的初期
摸索困難重重。軍事力量，約兩千人的軍隊，多數是馬來
亞的馬來人，「兩營新加坡軍隊是由一個馬來西亞的準將
指揮的」。政治環境，國內黨派鬥爭激烈，而且，「必須
嚇阻和預防吉隆坡的馬來過激分子煽動在新加坡的馬來西
亞部隊鬧政變」。 15 何為立國之本？李光耀說：「我們最
珍貴的資產就是獲得人民的信任。」16
「居者有其屋」，成為凝聚人民保家衛國的紐帶。李
光耀思路明確：「我要讓新加坡每個家庭都有真正的資產
讓他們去保護，尤其是他們自己的住房。」17
新加坡的組屋，早在 1927 年英國殖民時期就已經存
在。

18

但是，自己當家作主後，殖民地時期的住房救濟制

度，從此轉化為執政為民的住房保障體系，在世界上獨樹
一幟。建屋發展局於 1960 年成立，取代英國殖民地時期的
「改良信託局」。建屋局在頭三年就推出 2.1 萬套組屋，
到 1965 年共推出 5.4 萬套。 19 1964 年，為加強人民對國
家的歸屬感，政府通過建屋局公佈「居者有其屋」計劃，20
向組屋買主提供低息貸款。1968 年，為解決人民無力支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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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組屋首期款的問題，通過了使用中央公積金購買政府
組屋的決定。到 1975 年，三個建房五年計劃下來，已經有
47% 的居民住進組屋。21
單純的建房投入，要耗費大量資源。對於早期國力薄
弱的新加坡政府來說，不但要保障人民「居者有其屋」，
從而穩定政權，經濟上也要有能力支撐。因此，興建組屋
與發展經濟必須相得益彰。
由於馬來西亞的排斥，建立共同市場機會渺茫，新加
坡不得不改變原來倚賴轉口貿易的經濟模式，發展自己的
製造業。在吸引外資方面，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是發展裕
廊工業區。 22 工業、商業和傳統轉口貿易都需要土地，將
來的發展更需要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土地從哪裡來？佔
據了市中心大片位置的，是貧民窟。政府開始有計劃地在
偏遠地段規劃、建設配套設施完善的組屋區； 23 並陸續建
成 30 多個分佈各區的大小工業園， 24 既方便居民就近就
業，也滿足了發展經濟所必需的勞動力需求。當人們從貧
民窟搬到嶄新的樓房時，政府集中統籌了大量工業和商業
用地，尤其是騰挪出中心區寶貴的土地，為今後的規劃發
展打下良好基礎。
同時，新市鎮及配套設施建設極大地帶動了城市經
濟發展。相應增加的供水、供電、供氣、交通、通訊等公
用事業，還有學校、商場、銀行乃至政府機構，也帶來
了就業機會。「在設計組屋區和新鎮時，一個中心的原則
區和新鎮擁有自給自足的全面設施，使居民在各個方面均
感到便利。從實際的情況來看，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是按住
宅中心、鄰里中心和新城鎮的三級中心進行規劃：大約
600~1000 戶居民組成一個住宅區，區內植有各種花草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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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考慮居民的生活、娛樂和就業等各個方面，讓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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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環境優美，同時還設有居民集會與兒童遊戲運動的場
所；大約 3000~7000 戶居民組成一個鄰里中心，裡面設
有商店、市場、攤販中心、醫務所、託兒所以及住宅管理
機構等；大約 3~5 萬戶、總共 15~25 萬居民構成一個新
城鎮，新鎮內各種服務設施完善，擁有商業中心、百貨中
心、超級市場、銀行、圖書館、電影院、室內外運動場、
游泳池、學校和醫院等，居民們的生活、娛樂、就業和子
女上學等均很方便。」 25 再加上與此相對應的拆遷、控制
城市污染、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以及多年不斷地填海造
地，處處都在推動城市建設、帶動經濟發展。
從 1960 年建屋發展局成立，到 1971 年，共建設組屋
117225 套，35 % 以上的新加坡公民住上了政府組屋。 26
住宅建設、商業服務設施和公共配套設施的建設，大大推
動了建築等行業的發展。建築業產值佔 GDP 的比重，從
1960 年的 3.6 % 上昇到 1970 年的 7.3 % 。與此同時，製造
業發展與居者有其屋相得益彰，從 1960 年的 11.9% 上昇到
1970 年的 19.7%。失業率，則從獨立之初的 14% 大幅下降
到 1971 年的 4% 左右。27

◎ 按收入水平定價
—「興建人民負擔得起的優質房屋」28
新加坡的組屋由政府興建，售價也由政府控制，不會
像市場價格那樣大起大伏。組屋制度的關鍵，是按購買者
的收入水平來定價。與此相配合的，是公積金強制儲蓄，
以及配套的土地徵用制度。直接的政策效果，是政府「脅
迫買房」，人民不買白不買。作為國際大都市，新加坡
90.7% 的住房自有率明顯偏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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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屋局「收支兩條線」
建屋局的目標，是「興建人民負擔得起的住房」，執
政為民，其政策和制度設計核心是人民的支付能力。建屋
局給一手組屋定價，主要考慮組屋買家的購買能力，而不
是考慮自身的盈虧。 30 新加坡受僱人士月均收入 3578 新
元，一套四房式的組屋平均售價為 16.2 萬新元，31 相當於
個人年收入的 4~5 倍。32
在實施「居者有其屋計劃」的不同時期，一些具體的
制度規定也在不斷調整：例如，1982 年規定，「凡月收
入在八百新元以下的家庭，可以租住公共組屋，也可以購
買；月收入在 800~4000 新元之間的家庭應購買公共組屋，
而不允許租用；月收入四千新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只能按
市場價格向私人建築商購買住房，不准購買價格便宜的公
共組屋。」 33 隨著組屋供應量的增加，對家庭最高月收入
的限制不斷放寬。目前，購買四房或五房式組屋的核心家
庭，月收入以八千新元為上限；多代同堂家庭以 1.2 萬新元
為上限；購買二房式或三房式的，每月家庭收入分別不得
超過兩千新元和三千新元。34
建屋局還為符合條件的組屋買主提供多達兩次的優惠
貸款，利率低於商業銀行利率，攤還期可長達 30 年。35
建屋局建少量出租的組屋，主要是照顧因工資低而買
不起房的人。 36 對於這類家庭，政府還額外提供優惠鼓勵
戶，而且這些租戶都獲得全額的抵押貸款。 37 租戶買房，
「不受綜合所得的基準限制。」38
提供林林總總的補貼、優惠，使建屋局常年赤字經
營，因此每年要接受政府提供的貸款和補貼。政府對建屋
局的貸款主要分三類，專款專用：建屋發展貸款，用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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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買房：1994 年起，政府以折扣價出售組屋給現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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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組屋和建屋局營運開支；抵押融資貸款，資助由建屋局
提供給符合條件的組屋買主之購房抵押貸款；翻新融資貸
款，資助建屋局向組屋住戶提供分期貸款以翻新組屋。 39
貸款要還本付息，而政府對建屋局的另一大資助，是以補
貼形式平衡建屋局的赤字。幾十年來，每財政年度的補貼
額少則百萬，多則數億新元。截至 2007 年，政府對建屋局
的營運赤字補助金累計達 159 億新元。40
這樣，建屋局實際上是統收統支，「收支兩條線」運
作，沒有盈利壓力，扮演著一個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可以
說，是政府對建屋局的補貼，人為造就了新加坡在世界上
首屈一指的住房自有率。41
表~7：建屋發展局收支表，2003~2007 年             ( 億新元 )
年度

收入

支出

赤字

2003 / 2004

32.95

42.93

9.98

2004 / 2005

31.54

39.78

8.24

2005 / 2006

32.26

46.32

14.06

2006 / 2007

29.92

37.32

7.40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 Annual Report 2006 / 2007 ，第 93 頁。

再進一步推敲組屋的成本和售價，以不計入地價成
本的 1975 / 1976年度為例：政府補貼較多的只是解困型
的一房、二房式組屋；三房式的補貼較少，要補貼百分之
十幾；建造四房式組屋基本上是持平；造五房式則不但
不用政府補貼，還有近兩成的毛利（表~8）。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建屋局共出售組屋 83.08 萬套，其中，建造
成本與售價基本持平的四房式就佔了 40 % ；有少量補貼的
三房式佔 26%；有盈餘的五房式佔 25%；而需要政府大幅
度補貼的一房、二房式只有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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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部分組屋樣本的成本和售價比較，1975 / 1976 年度 ( 新元 )
房型

建造成本

售價

一房式

7296

3300

二房式

10530

8000

三房式

13512

11800

四房式

18040

18500

五房式

29091

35000

註：按當時的統計方法，建造成本未包含地價。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 Annual Report 1975 / 1976 ，第
81~95 頁。

由此推測，建屋局「按收入定價」的大原則下，還
會有一條「參考線」，就是組屋的平均建築成本。拿捏住
了這上下兩條線，再加上建屋局向土地局買地的錢終歸要
上繳國庫，地價漲則政府收入也水漲船高，因此，政府在
整個「居者有其屋」計劃中，其實並不用虧大錢。總的來
說，還是政府貸款支持，組屋居民「用者自付」。43

（二）中央公積金協助購房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然而，建屋局最初出售組屋的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1964 年推出的 2068 套只賣出 1600 套；到 1967 年，只
賣出六千套。 44 經調查，原因是民眾購買力不足，交不
起 20% 的首付。為此，政府於 1968 年開始把中央公積金系
統與購買組屋掛鉤。45
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於 1955 年建立。開始繳納率
為 10 % ，雇員和雇主各繳 5 % 。以後逐年增加，強制雇
主和就業人口繳納高額「中央公積金」作為社會保障。 46
1984~1985 年最高，雇員和雇主各繳 25%，公積金佔工資
比例高達 50%。47 1986~1987 年，雇員仍需繳納 25%。隨
後，繳納比率開始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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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中央公積金（CPF）提存率，1955~2007 年      ( % )
年份
1955 年 7 月
1968 年 9 月
1970 年 1 月
1971 年 1 月
1972 年
1973 年
1974 年
1977 年
1978 年
1979 年
1980 年
1981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84~1985 年
1986 年 4 月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2002 年
2003 年
2004~2006 年
2007 年

雇員
5.0
6.5
8.0
10.0
10.0
11.0
15.0
15.5
16.5
16.5
18.0
22.0
23.0
23.0
25.0
25.0
24.0
23.0
23.0
22.5
22.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3.0
14.5

雇主
5.0
6.5
8.0
10.0
14.0
15.0
15.0
15.5
16.5
20.5
20.5
20.5
22.0
23.0
25.0
10.0
12.0
15.0
16.5
17.5
18.0
20.0
10.0
10.0
16.0
16.0
13.0
20.0
20.0

總比率
10.0
13.0
16.0
20.0
24.0
26.0
30.0
31.0
33.0
37.0
38.5
42.5
45.0
46.0
50.0
35.0
36.0
38.0
39.5
40.0
40.0
40.0
30.0
30.0
36.0
36.0
33.0
33.0
34.5

註：提存率＝公積金  月工資。
1988 年以後，中央公積金的繳交率開始按年齡分層計收，有針對性地
調低了 55 歲（後來是 50 歲）以上受僱人士的繳交比率。本表中只收錄 55
歲（50 歲）以下人士的一般繳交比率。
資料來源：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CPF Annual Report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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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金供款雖然免稅，但要等到 55 歲才能開始提
取。 政府允許購房者動用公積金存款付首期和按月分期
付購房款，則意味著可以「盤活」這一筆即使不買房也必
須按月繳納的款項。從表~10 的示例中可以看到，就算是售
價較貴、政府補貼較少的大戶型四房式組屋，買家每月供
款 519 新元，而可用於買房的公積金則高達 863 新元，綽
綽有餘。因此，有了公積金購房這一條，申購組屋的人便
大幅度增加。
48

（新元）

表~10：購買組屋之公積金還貸負擔表
組屋類型

二房式

三房式

四房式

45

65

90

平均售價

67000

111000

162000

每月平均收入

1440

1700

3750

每月繳付公積金額＝34.5%
（雇主 14.5%，雇員 20%）

497

587

1294

可以用來購屋的最高公積金
款額＝23%

331

391

863

每月期款
（貸款攤還期 30 年）

215

356

519

標準面積（平方米）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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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低收入家庭，還有專門的「公積金房屋津貼計
劃」。49
獨特的定價制度和組屋與公積金的配合，用福利制度去
激發公民的進取心，是組屋制度的思想結晶。50 因此，在政
府的統籌設計下，建屋局並不是一個單兵作戰的機構，與政
府和公積金局的配合非常密切（圖~20）。組屋和公積金形
成了一個互為補充的系統：只有組屋沒有公積金，「居者有
其屋計劃」推行不下去；只有公積金沒有組屋，單靠起伏跌
宕的私人市場普遍解決住房問題，等於癡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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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新加坡組屋資金流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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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hang Sock Yong：Housing Markets and Urban 第 81 頁。

（三）政府控制土地
無論是建組屋、完善社區配套、建工業園，都必須大
量徵用土地。政府於 1967 年頒布了《土地徵用法》，「授
權自己為興建公共房屋或實施其它發展計劃而強制徵用私人
土地。」 51 而且，當時政府徵用土地的補償標準遠低於市
價。52 1973 年，修訂了《土地徵用法》，並規範了土地徵
用的補償標準，根據幾個固定年份的地價來估值，使之越
來越接近市價。53 1968 年政府只擁有全國 26.1% 的土地，
到 1985 年這一數字增加至 75%。54 1995 年，86%的新加坡
人住進了組屋，政府開始規定要按市場價格徵用土地，建屋
局建組屋時也必須用市場價格從土地局手中買地。
控制土地和地價，是大量建造政府和人民都負擔得起
的組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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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隔兩個市場，組屋「遞進機制」與私
房投機炒作兩不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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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貼錢建房子給老百姓住，跟其他國家的福利房有
何區別？新加坡不僅「居者有其屋」，而且組屋可以在一
個有准入限制的市場上買賣。這樣，既是鼓勵居民搬入面
積更大更好的組屋，進一步改善居住環境；同時也是引入
市場檢驗，盡可能地消除一般福利公屋制度的弊端。可謂
執政為民的又一體現。
政府規定，組屋住滿五年，即獲完全產權，可以進入
市場出售。購房後未住滿五年者，只能賣回建屋局。賣房
1~2 年後，得以重新向建屋局申請購買房屋。 55 道理很簡
單。「居民家庭隨人口增多和經濟條件的改善，可再次申
請購買住房面積更大更好的組屋，前提是家庭收入尚未達
到高收入標準。」 56 這個居住時間限制與高收入限制標準
一樣，逐步調整放寬到兩年半。2003 年開始，「沒有向建
屋發展局貸款，也沒有領取公積金購屋津貼的屋主，可在
住滿一年後出售在公開市場上購買的組屋。」57
政府規定「每個家庭只能有兩次直接向建屋局購買組
屋的機會。⋯⋯但是不能同時擁有兩間組屋。⋯⋯許多居
民在居住滿五年後，轉售組屋獲取相當的利潤，再向建屋
局購買同類型或較大間的組屋。有些居民看到轉售組屋有
利可圖，就算尚未有實際需要，也把家庭成員拆成兩個家
庭核心，去申請購買新組屋。等到新組屋建好、分配後，
為生活方便，仍與另一家庭核心如父母同住，新的組屋因
此閒置，這樣的情形不在少數」。 58 新加坡組屋過去只有
在特殊情況下允許出租。2003 年開始，「沒有向建屋發展
局貸款，也沒有領取公積金購屋津貼的屋主，⋯⋯可在住
滿十年後，出租整間組屋」。59
組屋自由買賣，把政府計劃與市場經濟打成一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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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用廉政公署立案偵查，媒體記者追蹤報道，任何官建房
屋，可以通過組屋二手市場自由定價評判優劣。新加坡公民
可直接向建屋局購買新建組屋，也可以在公開市場上選購轉
售組屋，如果建屋局新推出的組屋質量、配套設施等不合心
意，大可以「用腳投票」，改為購買二手組屋。新組屋空置
數月、經年，建屋局就得檢討和改善。 60 而且，二手組屋
的市場價格，可以在更長時間尺度檢驗組屋質量。
另一方面，這個組屋二手市場並非敞開大門來去自如
的。只有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參與。 61 外國人連轉
售組屋也不能買。在實際操作中，組屋的轉售必須在建屋
局登記，房款的收支則是通過公積金賬戶來完成的，政府
監管一絲不苟。
圖~21：二手組屋售價指數與私人房產售價指數比較，1994~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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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sale Price Index from 1st Quarter 1990 to 3rd Quarter
2008”，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網站（http://www.hdb.gov.sg/fi10/
fi10201p.nsf/WPDis/Buying%20A%20Resale%20FlatStatistics%20%20Resale%20Price%20Index?OpenDocument）；“Private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 Index”，新加坡市區重建局網站（http://
www.ura.gov.sg/pr/graphics/pr05-48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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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下，把居民住宅消費與普通房地產投機分割成
兩個市場。前者一戶一套，更多自住消費；後者來去自由，
數量不限，敞開投機。房地產企業的投資、溫州炒房團的
炒作、本地居民的保值增值，外國人和先富起來的高檔消
費，繼續在對外開放的房地產市場盡情折騰。」 62 所以，
新加坡的私人房地產市場同樣活躍，其投機性一點不亞於
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如圖~21 所顯示，二手組屋市場的價
格，走勢比私人房地產市場更平穩、緩和。

◎ 組屋體系與政府的政策導向
值得強調的是，因為各項優惠貫通一氣，公積金的繳
納比例、購買組屋的收入資格、出售組屋的條件限制等等
規定，均不會綑住政府的手腳。相反，政府可以根據「居
者有其屋」的實際需要、財政能力、建房進程、房地產景
氣、社會就業等因素，隨時調整，不斷完善。譬如，隨著
建屋局的建組屋進度，以及循序漸進將老百姓納入住房保
障體系的需要，最高收入限制不斷調高，讓更多人受惠。
又譬如中央公積金，自建立以後逐步添加住房、醫療、教
育、投資增值等多種功能，繳納比例也可以及時配合政府
的經濟、民生政策而調整。63

（一）「華廈供精選」64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隨著新加坡經濟的發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對房屋的
要求也不斷提高，不僅僅滿足於老式組屋了。1989 年，新
加坡 87% 人口遷入組屋以後，政府目標從「居者有其屋」
改變為「華廈供精選」。1991 年建屋局推出了「設計計
劃」，讓私人參與設計與建造公共住屋。 65 在組屋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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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房式的公寓組屋。2005 年，建屋局透過公共投標方式
讓私人發展商參與公共房屋的開發。現在公寓式組屋已經
被執行共管公寓所替代， 66 後者有比組屋更好的設計和配
套設施，目的是讓工資水平在八千新元上下的人，能夠自
由選擇在私人房地產市場或者組屋市場購房，在私人房地
產市場價格波動過大時能轉而享受國家福利。
同時，建屋局的補貼政策也在引導組屋住戶「小屋換
大屋」。從 1999 年 10 月 1 日開始，獲選訂購新建組屋者或
已提呈選購轉售組屋者，無論他們是搬遷到同類型組屋或
是降級，如果在這之前已享受過一次住屋津貼，如公積金
購屋津貼或是直接向建屋局選購組屋，他們都將不能再享
受有優惠利率的抵押貸款。 67 換言之，搬到更大戶型組屋
者，就還可以享受優惠利率貸款。

（二）組屋輔助養老
新加坡和很多發達國家一樣，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
1957 年新加坡的出生人口為 64060 人，到 1977 年為
18570 人。特別是人口主要組成部分的華人，生育率更是逐
年顯著下降。 68 養老越來越成為新加坡政府的一件大事，
各項相關政策不斷出臺。退休年齡一延再延，鼓勵老年人
繼續工作。
公積金政策積極配合，為鼓勵雇主聘請 55 歲（後來放
寬到 50 歲）以上的員工，這類雇員的企業和個人繳交公積
金比例，比正常比例低； 69 公積金內專作養老用途的特殊
賬戶，要 55 歲以後才能領取。
很多老人退休後，覺得每月領到的公積金有限，影響
生活質量。於是，住房政策也積極配合。1997 年 11 月，新
政府宣佈樂齡公寓計劃，推出 35 平方米和 45 平方米兩種公
寓，以 30 年的期限出售給樂齡人士。政府會幫助老年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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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掉原來的大組屋，然後用所得買這種老年公寓。這樣，
老人不但可以拿到一筆錢充實生活，還可以和很多同齡人
生活在一起。70
政府還通過提供優先選擇權的方式，鼓勵多代同堂。
建屋局有 15 % 的新建組屋是用來鼓勵多代同堂而建的。 71
同時還特意設計建造了三間一套和一間一套的相連組屋，
既方便照顧老人，又能保證子女有自己的私生活。 72 政
策上，有傾斜的「購屋津貼計劃」和「已婚子女優先計
劃」。「購屋津貼計劃」規定，第一次申購組屋者，若在
公開市場購買一間靠近父母或者自己子女的組屋，可獲得
四萬新元的購屋津貼。「已婚子女優先計劃」則規定，如
果已婚子女在「抽籤購屋計劃」和「預購組屋計劃」下申
請組屋以便與父母同住或住附近，將比其他申請者多一倍
的機會抽中。73

（三）組屋翻新與收攏民心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居者有其屋已基本實現，但是自 1964 年計劃實施以
來，幾十年過去，早期建造的組屋看起來和新組屋差距明
顯。 74 同時，當大部分民眾得到組屋後，什麼方法可以讓
他們繼續凝聚在政府、在人民行動黨周圍呢？組屋翻新計
劃，再一次在人民和執政黨中間取得了雙贏。75
新加坡政府開始對樓齡超過 18 年的舊組屋進行「主
要翻修」，翻修費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擔。 76 政府提供給新
加坡公民住戶的津貼佔總翻新費用 93%。77 為避免鄰里間
因翻新裝修而發生爭執，至少有 75% 鄰里投贊成票時工程
才會展開。到 1999 年底，共有 85 個鄰里將近 9.12 萬個單
位的組屋，獲選推行翻新計劃。其中 37 個鄰里完成它們的
翻新工程，25 個鄰里正在進行翻新，其餘的鄰里正處於設
計、投票和招標階段。 78 新加坡一些好幾十年的組屋外觀

22
233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還很新，基本上看不出老化的跡象，組屋翻新計劃功不可
沒。
「中期翻新延伸計劃」是為樓齡 10~17 年的組屋推行
的，包括粉刷組屋外觀、兒童遊戲場、草地、電梯大廳、
走廊及其它公共設施。「中期翻修不進行組屋內部的更
新，費用由政府承擔，居民不需要分擔」。79
最後是選擇性整體重建計劃，主要針對沒有翻新價值
的舊組屋，目的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住戶要搬遷，政府
會在原址附近（一般兩站路內）建造新組屋，老住戶搬遷
後，也能留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
這些計劃中的重要一環，是 1988 年成立的市鎮委員
會，接替建屋局管理和維護地產的權利，同樣每年接受政
府撥款運作。這個委員會的會長和委員在當地德高望重，
與人民行動黨關係密切。「設立城市委員會的目的最初是
給居民在管理其房產方面有更多發言權，但由於其主席是
人民行動黨議員，其餘成員從政府任命的居民委員會或公
民協商委員會成員中加以選擇，因此是人民行動黨進行控
制，保證選舉成功的一個機制。」

80

從另一個側面看，

政府把組屋的管理上昇到了「講政治」的高度。在組屋區
更新計劃中不遺餘力，不但有效保證了物業管理中業主的
權利可以伸張，而且杜絕了一般福利住房中，房屋維修困
難、官僚作風嚴重、質量得不到保障的問題。
在很多城市和郊區，普通百姓經常路過各式豪華住
宅，回到自己多年沒有改善的簡陋居所，議論著房地產大
款們種種窮奢極慾的流言，耳聞目睹的是對現實不滿的實
際教育。相反，我們在新加坡，無論是地鐵、出租車還是
社區中心，碰到職業、年齡不同的新加坡人，幾乎人人都
有寬敞的住宅，哪怕對政府的其它方面還有些意見，一說
到新加坡住宅建設的成就，就很難挑出刺兒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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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者有其屋」推動城市化與振興經濟
新加坡彈丸之地，曾經有 20 % 的 GDP 是為英軍基地
服務的。獨立以後，英軍撤離，新加坡面臨著大量人口
失業和傳統進口替代型經濟轉型的雙重困難。「居者有其
屋」，大興土木，多年來持續不斷，推動城市建設，帶動
經濟發展。
發展到今天，新加坡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全面啟
動城市住宅建設，從帶動建築等初級產業發展，一直到引
發金融服務等諸多高附加值產業的鉅大需求，以及為滿足
各種公共服務需求而增加的就業，成績可謂顯著。
在我國城市化多年嚴重滯後的背景下，人們群眾改善
居住條件的內需潛力非常鉅大。如果像新加坡「居者有其
屋」這樣的城市化建設放在一個更大範圍內，例如中國的
若干大中城市，並向周邊的中小城鎮輻射開去，其推動經
濟增長和容納就業的潛力有多麼鉅大，不難想像。不但是
民心之所向，也足以成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81
繼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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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hist/gdp2.html）。

3

呂元禮：《亞洲價值觀》第 340 頁。

4

韋紅：《新加坡精神》第 94 頁。「當時大約有 25 萬新加坡人居
住在破爛骯髒的貧民窟裡，另外約有 33 萬人居住在其擅自於公
地上修建的簡陋的窩棚裡」（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
質考察報告》第 186 頁）。

5

赫夫：《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第 289 頁。

6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110 頁。

7

Th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Key Annual
Indicators”。2007 年平均價，1 新加坡元＝0.664 美元。本文
所用貨幣單位，除特別註明外，均為新加坡元。

8

這一比例在 90 年代曾高達 87 %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HDB Annual Report 2006/2007 ，第 78 頁）。

9

劉雲華：〈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與管理〉，2005 年 8 月 4 日。

10

按 2007 年總人口 458.86 萬計算。而且，據主管土地規劃和出
售的市區重建局官員介紹，新加坡七百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中還
有 20% 左右是軍事用地，不能規劃用作其它用途。

11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3 頁。

12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

13

1965 年 GDP 為 9.65 億美元（Th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GDP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14

1968~1971 年英軍撤離使新加坡經濟蒙受重挫（李光耀：《李
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36、57 頁）。

15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6、12 頁。

16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7 頁。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118 頁。李光
耀 1993年在一次披露性訪問中說：「新加坡別無選擇。我國必
須建立防衛能力。這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必須要有一些值得起而
戰鬥的東西。他不會為其他人的勞斯萊斯或奔馳 600 戰鬥，但必
定會為了自己和家人的財物作戰。⋯⋯因此，我們必須設計一種
制度，讓每個人都能自置居所。每個人都擁有一些實在的財產。
每個人都有退休賬戶和醫療費賬戶。」（雷鼎鳴：《老有所養》
第 77 頁）

18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2007 年 10 月，第 7
頁。相同的機構和保障性住房也存在於當時英國的其它殖民地，
比如香港。

19

在 60 年代第一、第二兩個建房五年計劃中所建的房屋，大多
數類型為單居室，以小房型為主，主要用於出租，以解決住
房極其短缺的迫切問題（梁紹連、陳傑：〈新加坡的住房保障
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國際比較研究》，http://www.anst.
uu.se/jiche227/Interntional%20Housing%20Finance/Singapore
/%D0%C2%BC%D3%C6%C2%D7%A1%B7%BF%B1%A3%D
5%CF_N.doc）。

20

此舉同時也能解決廉租公屋的一些弊病。李光耀說，「我要建設
一個居者有其屋的社會。人們購買住房和租賃組屋的態度形成強
烈的對比。屋主為能購買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貼的廉價租
賃組屋則被嚴重濫用，維修也差。」（李光耀：《李光耀回憶
錄，1965~2000》第 108 頁）

21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HDB Annual Report
2006 / 2007 ，第 78 頁。

2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 54~56、67 頁。建
屋局成立的目的是為工人們建造廉價住房（李光耀：《李光耀
回憶錄，1965~2000》第 108 頁），這既解決了工人的住房問
題，同時也是為企業分憂解難。

23

從 60 年代開始，建屋局新建了 15 個衛星鎮（梁紹連、陳傑：
〈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國際比較研究 —
新加坡卷》）。

24

2000 年，裕廊鎮管理局管理的 35 個工業園內容納了大約七千
家公司（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28 頁）。

25

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質考察報告》第 189~190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17

22
237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2
238

頁。
26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HDB Annual Report
2006 / 2007 ，第 74、79 頁。

27

本段中 GDP 按行業劃分的份額、失業率等數據，來源於：陳祖
洲：《新加坡 —「權威型」政治下的現代化》第 173 頁。

28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扉頁。

29

參見本書第六篇〈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認識〉，表~6。

30

在訪談中，建屋局企業發展處梁維德反復強調這一點。當然，在
定出基準價格後，建屋局還會具體根據不同的地段、朝向、樓
層、配套設施等因素來決定最終價格。

31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2、11 頁。

32

另外的考察數據是，1992 年，新加坡人購買三房式、四房式、
五房式、六房式，月開支分別佔月平均收入的 22 % 、24 % 、
22% 和 26%（中國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
文明》第 27 頁）。

33

韋紅：《新加坡精神》第 99 頁。

34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房屋概觀〉，2007 年 11 月，第 4
頁。

35

建屋局根據申請者的收入和年齡決定貸款數額與攤還期限。
2007年 7~10 月，抵押貸款利率 2.6 % ，比中央公積金 2.5 % 的
浮動利率高 0.1 %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
第 11 頁）。建屋局的貸款利率，遠低於同期 5.33 % 的商業銀
行優惠貸款利率（Th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08 ）。

36

例如，租賃一房、二房式組屋的家庭，月收入不得超過 1500 新
元（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12 頁）。

37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4
頁。組屋租戶連續三年按期繳租者，已繳的三年租金，可抵充首
期付款。房價（3~4 房式）約為購屋戶兩年年薪（《各國國民住
宅計劃發展概況》第 19 頁）。

38

魯虎：《新加坡》第 207 頁。

39

自 1999 年 2 月起，建屋局也可以從資本市場取得「建屋發展貸
款」，因此，這項貸款現在佔政府貸款的比例不大（建屋發展
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4 頁）。1986~1992 年初，新

加坡政府共向建屋局提供了 126 億多新元的貸款，平均每年達
到 21億新元（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質考察報告》
第 188頁）。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3 頁。

41

政府補貼會造成「過度的住房消費」（劉雲華：〈新加坡公共住
房政策與管理〉）。一些在世界其它大城市本來很常見的租房需
求，到了新加坡，在政府補貼「不買白不買」的推動下，最終轉
為購買組屋。

42

還有比五房式更高規格、建屋毛利也相應較高的公寓式，佔 8%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6 頁）。

43

從一房式到五房、六房、公寓式，互為補充，都由建屋局統籌著
一起蓋，可視為變相的「富人」補貼「窮人」。

44

劉雲華：〈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與管理〉。

45

當時，「凡年滿 21 歲、能組成家庭、家庭月收入在 1500 新元以
下（現在已經調到六千新元以下）、不擁有其他產業的公民，都
可以申請購買公建住宅，並可提取公積金的二分之一作為購房首
付款。政府以高於公積金利息 0.1% 的利率為購買者提供貸款。
購房者則用公積金償還貸款，付款期限可長達 25 年」（魯虎：
《新加坡》第 206 頁）。家庭月收入的上限以及其它一些條款細
則，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變化，但推動公積金買房的政策一直延
續下來。

46

如今，中央公積金分成三個賬戶：普通賬戶、醫療賬戶和特別
退休賬戶，可以用於買房的是普通賬戶。2007 年，公積金已
有 316 萬名會員（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局網站，http://mycpf.cpf.
gov.sg/Members/home.htm）。

47

換言之，當時僱一個工人，要繳納政府相當於一半工資的公積金
（雷鼎鳴：《老有所養》第 70~71 頁）。

48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局網站（http://mycpf.cpf.gov.sg/Members/
home.htm）。

49

首次申請、每月家庭平均總收入不超過四千新元的低收入新加坡
公民家庭，除了現有的房屋津貼外，還可獲得額外的公積金房屋
津貼，最高可達三萬新元（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
況〉第 10 頁）。

50

「眼看著英國和瑞典的福利制度使成本不斷上昇，我們下定決
心避免推行這種消耗國家元氣的制度。我們注意到 70 年代在很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40

22
239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2
240

多由政府履行家長基本職責的現今社會裡，人民追求成就和成功
的幹勁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壞了人民的自立本能，人們
不需要為了家計而工作。施捨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因此人們的進
取心和生產力都在不斷下滑。」（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第 118 頁）
51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房屋概觀〉第 3 頁。

52

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質考察報告》第 233 頁。

53

「過後，我進一步修訂法令，授權政府為公共用途徵用土地。
徵用土地的賠償標準以 1973 年 11 月 30 日的地價為依據。在
政府利用公共資金興建基礎設施，促使經濟發展和土地價值上
昇時，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讓私人地主從土地的增值中獲益。
隨著新加坡發展得更加繁榮，我們不斷更改賠償標準根據的
年份，從 1986 年 1 月、1992 年 1 月到 1995 年 1 月，使它更
接近市價。」（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
第 110 頁）

54

陳祖洲：《新加坡 —「權威型」政治下的現代化》第 148 頁。
同年，已有 81 % 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的組屋內（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 Annual Report 2006/2007 ，第 78
頁）。

55

《各國國民住宅計劃發展概況》第 19 頁。

56

魯虎：《新加坡》第 207 頁。

57

蔡孝欣：〈轉售組屋條件放寬，住滿一年即可出售〉，聯合早報
網（http://property.zaobao.com/pages1/hdbo11102.html）。

58

柯新治：《新新加坡 — 南海之珠的經濟與社會新動向》第 127
頁。按李健正的說法：在新加坡，「業主可於市場自由轉售受資
助的自置單位以賺取金錢。為防止炒賣樓宇的歪風，樓宇賣家仍
需繳付 10% 的稅項」（李健正：〈居者有其屋計劃及其持續需
要〉，楊汝萬、王家英：《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第 251 頁）。
另有說法：新加坡的轉售「補價」具體規定是，三房式繳納轉
售價的 10%，四房式 15%，五房式 20%，公寓式 25%（魯虎：
《新加坡》第 208 頁）。

59

蔡孝欣：〈轉售組屋條件放寬，住滿一年即可出售〉。

60

例如，2001 年前後，裕廊西和三巴旺等地有不少組屋空置一年
以上，引起關注。隨後，建屋局改進組屋建造程序，每處新組屋
的申購比例要達到七成以上，才能開始建。

新加坡永久居民不能申購新組屋，但可在公開市場購買轉售組屋
（〈申請購買新組屋的條件〉，聯合早報網 2000 年 3 月 20 日，
http://property.zaobao.com/pages/legal_hdbnew.html）。

62

詳見本書第六篇，王小強：〈關於上海「居者有其屋」的幾點認
識〉。

63

例如，1997 年金融風暴以後，亞洲各國的經濟、民生皆陷入困
境，新加坡於 1998 年將個人繳納公積金的比例從 20 % 大幅調
低到 10 % ，及時減輕人民負擔；2000 年以後，隨著經濟的好
轉，才又逐漸將這一比例上調，回到 20%（見表~4）。又如，
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種族和諧，在組屋規劃中就可以相
應加入種族居住比例政策相配合：1989 年起，規定任何新的組
屋區內種族人口的最高比例，華人 84%，馬來人 22%，印度裔
人 10 % ，任一種族不應超過以上比例（劉雲華：〈新加坡公共
住房政策與管理〉）。

64

「1989 年 7 月，國家發展部部長達納巴蘭宣佈：『為了迎合新
的組屋申請者對高品位組屋的要求，建屋局將根據實際要求和
人民的新期望建屋。⋯⋯隨著 87% 的人口已遷進組屋區，建屋
發展局的目標已經從「居者有其屋」改變為「華廈供精選」』」
（魯虎：《新加坡》第 205 頁）。

65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1
頁。

66

公寓式組屋已於 1995 年 8 月 21 日終止辦理在購屋登記制下
的登記手續（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
鑒 2000》第 182 頁）。

67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2
頁。

68

華人人口出生率下降得非常厲害。據統計，每一個華人適齡婦女
所生育的子女數，在 1980 年為 0.73 人，1984 年則下降到 0.69
人。在 1985 年中，華人新生嬰兒有 2.9 萬名，佔全國新生嬰兒
總數的 69 % ，而在 1986 年 1~9 月份，華人新生嬰兒為 1.9 萬
名，由此預計全年總數為 2.6 萬名，僅佔全國新生嬰兒總數的
66 % （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質考察報告》第 203
頁）。

69

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CPF Annual Report 2006 。

70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4
頁。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

61

22
241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2
242

71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1
頁。

72

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質考察報告》第 57 頁。

73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10 頁。

74

為了避免在跟新鎮比較下，老舊組屋區看起來像個貧民窟，
1989年我向國家發展部長建議，是動用公款翻新舊組屋，使它
們更接近新組屋的時候了。⋯⋯建屋局於是推行了一個為舊組屋
進行翻新的計劃。在示範階段，政府為每個單位付出 5.8 萬元，
屋主只付 4500 元（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
第 113 頁）。

75

1985 年 3 月，國家發展部部長宣稱，「建屋發展局將在提供
電梯、水管、排水道和房頂維修方面優先考慮人民行動黨的選
民」（陳祖洲：《新加坡 —「權威型」政治下的現代化》第
151 頁）。在赴新加坡實地考察中發現，反對黨的主要選區後
港，同樣樓齡的組屋明顯舊於別區的組屋。

76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3
頁。

77

建屋發展局：〈新加坡公共住屋實況〉第 13 頁。

78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第 183
頁。主要翻新計劃實施前，一般會在當地建立一個臨時辦公室，
展出翻新模型，聽取住戶意見。

79

柯新治：《新新加坡》第 129 頁。

80

人民行動黨於 1988 年 5 月 25 日通過了在住宅區設立城市委員會
的立法，接替建屋局管理和維護地產的權利。城市委員會在單一
議員選區（SMCs）和選片（GRCs）基礎上構成，其任務包括
房產的維修、改造、重新粉刷、垃圾的收集；保護住宅區的公
園、停車場和道路的環境；制訂住宅和公寓的各項規定等（陳祖
洲：《新加坡 —「權威型」政治下的現代化》第 151 頁）。市
鎮委員會的會長，一般是企業家或者家資殷實的人，在資金不足
時還會自掏腰包補貼委員會的運作費用。

81

〈胡錦濤強調：抓緊做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各項工作〉，新華網
2008 年 4 月 29 日。

引用及參考書目：
安迪森．維金：《美元的墜落》，廣東經濟出版社 2006。
巴頓．比格斯：《對沖基金風雲錄》，中信出版社 2007。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06。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 1981。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 16 版，華夏
出版社 1999。
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 — 對民主和福利
的進攻》，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美）蔡愛眉：《起火的世界》，（香港）泰德出版有限公司
2004。
查爾斯．蓋斯特：《百年華爾街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0。
Charles P. Kindleberger：《瘋狂、恐慌與崩盤》，臺灣寰宇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7。
陳秉釗：《上海郊區小城鎮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科學
出版社 2001。
陳信康：《上海世博經濟研究專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6。
陳祖洲：《新加坡 —「權威型」政治下的現代化》，四川人民
出版社 2001。
丹尼爾．耶金、約瑟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重建現代世
界的政府與市場之爭》，外文出版社 2000。
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新星出版社 2005。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3。
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中信出版社 1991。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一》，中
央編譯局出版社 2001。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上海文匯出

引用及參考書目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二》
2002。

243
22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版社 2001。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楊雙：《再造中國》，上海文匯出
版社 1999。
董曉峰、侯典安編選：《居安 — 2007 年人居環境年報》，蘭
州大學出版社 2007。
馮鵬志、郝永平：《新加坡國民素質考察報告》，廣西人民出
版社 1999。
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甘炳光、徐永德、呂大樂、葉肖萍、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
主編：《香港房屋政策論評》，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高向東：《大城市人口分佈變動與郊區化研究 — 以上海為
例》，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格哈德．伊寧：《貨幣政策理論 — 博弈論方法導論》，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 2002。
格林斯潘：《我們的新世界》，（臺灣）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2007。
《各國國民住宅計劃發展概況 — 出國人員報告彙編》，（臺
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79。
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香港 2003》，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新聞處 2004。
古越：《白宮首席經濟智囊格林斯潘》，團結出版社 2007。
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上海三聯書店 2008。
顧吾浩：《上海三農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4。
桂世勛、黃黎若主編：《上海與香港社會政策比較研究》，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郭建波：《世界住房干預理論與實踐》，中國電力出版社
2007。
國家統計局、中國指數研究院編：《中國房地產統計年鑒
2005~2006》，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6。
韓文高主編：《世紀末金融風暴》，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1。
赫夫：《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4。
亨利．考夫曼：《悲觀博士考夫曼論貨幣與市場》，海南出版

244
22

社 2001。
胡昊主編：《上海房地產發展報告 2007》，上海交通大學出版
社 2007。
黃文忠：《上海衛星城與中國城市化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黃華輝：《公屋醜聞：一名記者的追查實錄》，（香港）進一
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1999。
季寶紅：《上海樓市的「紫檀木」現象》，上海財經大學出版
社 2006。
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
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07。
蔣應時編：《上海循環經濟發展報告 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J. M.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 1983。
凱文．多德、默文．K. 劉易斯主編：《金融與貨幣經濟學前沿
問題》，中國稅務出版社 2000。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 2005。
柯新治：《新新加坡 — 南海之珠的經濟與社會新動向》，
（臺灣）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拉斐．巴特拉：《格林斯潘的騙局》，（馬來西亞）經濟新潮
社 2005。
拉里．卡哈納編：《格林斯潘語錄》，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5。
雷鼎鳴：《老有所養 — 退休保障評議》，商務印書館（香
港）有限公司 1998。
黎偉聰：《香港城市規劃檢討》，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 1997。

李健正、趙維生、梁麗清、陳錦華編：《新社會政策》，（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李思名、余赴禮：《香港都市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香
港）有限公司 2001。

引用及參考書目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世界書局
2000。

245
22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李正儀、文志森、吳偉平：《特區房屋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香港政策研究所 1998。
梁美儀：《家 — 香港公屋 45 年》，香港房屋委員會 1999。
梁曉：《世界是平的嗎？》（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上海：《2007 年浦東新區市民生活質量指
數報告》，2008 年 3 月。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2。
盧漢龍主編：《上海社會發展報告（2008）— 公共服務與社
會發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魯虎編著：《新加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羅伯．史雷特：《索羅斯旋風 — 有史以來最偉大金融家的生平
與投資秘訣》，延邊人民出版社 1997。
羅伯特．A. 蒙代爾、保羅．J. 扎克編：《貨幣穩定與經濟增
長》，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4。
羅伯特．布倫納：《繁榮與泡沫 — 全球視角中的美國經
濟》，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3。
羅伯特．希勒：《非理性繁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羅格．洛溫斯坦：《賭金者 —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
昇騰與隕落》，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6。
羅傑．布托爾：《告別通脹 — 在零通脹時代生存與壯大》，中
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9。
羅傑．E. 巴克豪斯：《西方經濟學史》，海南出版社 2007。
羅金義、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羅納德．I.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 — 東亞高儲蓄兩
難》，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5。
呂元禮：《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江西人民出版
社 2002。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 1966。

246
22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9。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 1991。
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人民出版社 2004。
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 — 貨幣史片斷》，商務印
書館 2006。
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 1988。
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 施瓦茨：《美國貨幣史
（1867~1960）》，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 A study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 1999。
墨頓．米勒：《墨頓．米勒論金融衍生工具》，清華大學出版
社 1999。
納賽爾．薩博：《投機資本：全球金融業中看不見的手》，機
械工業出版社 2002。
南懷瑾：《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東方出版社
2008。
南懷瑾：《莊子諵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臺灣）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998。
尼科勒．施萊、莎貝娜．布塞：《美國的戰爭：一個好戰國家
的編年史》，三聯書店 2006。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 — 社會、文
化、世界經濟，從 1400 年到現在》，（臺灣）如果出版社 2007。

喬爾．庫爾茨曼：《金錢之死》，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7。
喬治．索羅斯：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 ，翻
譯書名《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引用及參考書目

Phang Sock Yong：Housing Markets and Urban ，McGrowHill Book Co 1992。

247
22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有限公司 2008。
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商務印書
館 2001。
喬治．索羅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 — 岌岌可危的開放社
會》，（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8。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2006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
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
版社 1999。
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城市經濟規劃研究中心：《2007 上
海城市經濟與管理發展報告 — 上海城市發展的空間結果優化與內
涵創新：長三角組團式城市群的協調發展》，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7。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2006 上海
暨長三角城市社會發展報告 — 健康城市與社會發展》，上海財經大
學出版社 2007。
上海社會科學院房地產研究中心、上海市房產經濟學會編：
《海外資金進入上海房地產市場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7。
上海市浦東新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7 年上海市浦東新區
統計分析選編》。
上海市易居房地產研究院：《中國地產報告 — 2007 年度報
告》。
上海市易居房地產研究院：《上海房地產報告 — 市場報告
2007》。
蘇珊．斯特蘭特：《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王豐、劉洪義、李建華：《石油資源戰》，中國物資出版社
2003。
王桂新、殷永元：《上海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上海財經
大學出版社 2000。

248
22

王榮華主編：《2008 年上海社會報告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2008。
王文忠、毛佳梁、張潔：《上海 21 世紀初的住宅建設發展戰
略》，學林出版社 2003。
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 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香
港）大風出版社 2006。
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 — 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
興》，（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4。
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
王于漸：《公屋私有化評論》，（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8。
王振主編：《上海人力資源發展報告 2005~2006》，學林出版
社 2006。
王戰、周振華主編：《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 — 2006 / 2007 年
上海發展報告》，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7。
韋紅：《新加坡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
烏蘭木倫主編：《邁向 21 世紀的香港經濟》，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 1998。
吳偉光：《來自美國的報告與反思》，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夏小林：《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香港）大
風出版社 2008。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編輯：《熱窩：香港住房權報告》，（香
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0。
謝經榮、朱勇、曲波、周健、朱海洪、丰雷：《地產泡沫與金
融危機》，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2。
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聯合早報：《新加坡年鑒 2000》。
薛鳳旋編著：《香港發展地圖集》，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 2001。
亞洲開發銀行編：《東亞貨幣與金融一體化 — 發展前景》，經

引用及參考書目

謝賢程：《香港房地產市場》，（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7。

249
22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濟科學出版社 2005。
楊靄儀主編：《香港經濟年鑒 2004》，（香港）經濟導報社
2004。
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京華出版社 2005。
楊汝萬、王家英合編：《香港公營房屋 50 年》，（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 2003。
殷關福、張永岳主編：《上海房地產業發展史記》，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7。
袁以星主編：《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究 — 2006 年度上海
科技興農軟課題研究成功彙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7。
袁以星、李崇新主編：《上海「三農」發展報告 2001~2003
年》，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4。
約翰．伊特韋爾、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經濟
科學出版社 2001。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香港）青
文書屋 1999。
張海濱、王曦編著：《撕破的海棠葉 — 中國版圖變遷大紀
實》，廣州出版社 2000。
張季風：《掙脫蕭條：1990~2000 年的日本經濟》，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 2006。
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中國金融
出版社 2005。
鄭宇碩、盧兆興編：《97 過渡：香港的挑戰》，（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 1997。
中國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團：《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紅旗
出版社 1993。
中國產業地圖編委會、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上海易居房地
產研究院編：《中國房地產產業地圖 2007~2008》，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 2007。
周振華主編：《建設全球城市，加快城市轉型 — 2007 / 2008
年上海發展報告》，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8。
周應峰、梁嘉銳、黃志輝、鄭顯輝、殷偉憲：《香港房地產市
場：事實與政策》，（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

250
22

朱亞鵬：《住房制度改革 — 政策創新與住房公平》，中山大學
出版社 2007。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 — 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
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引用及參考書目
251
22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作
者：
編
輯：
美術設計：
出
版：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梁 曉 李玉娥
廖 煒
大風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1 號 3 樓 A 座
電話：(852) 2550 8911 傳真：(852) 2550 8711
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印
刷：
國際書號：
出版日期：
定
價：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ISBN 978-988-18380-1-8
2009 年 7 月第一版
港幣 88 元

香港總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浦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新加坡總發行：商務印書館新有限公司
211 Henderson Road #05-4， Henderson Ind. Park， Singapore 159552
Tel: (65) 62783535   Fax: (65) 62786300

© 大風出版社 2009
Strong Wind Press 200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