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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减速对 2008-2009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中国出口、进口、净出口、投资、消费、GDP 方程的估计基础上，
探讨了目前由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联立模型结果表明，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不变价计，2008 年、2009 年美国 GDP 增速下降 1 个百分点，中国
GDP 增速将分别下降 2.28 和 2.18 百分点。如果 2009 年美国 GDP 增速按 IMF 11 月预计下
降 2.1 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则中国 2009 年 GDP 增速将有可能下降 4.59
个百分点。中国目前采取扩大内需的系列政策对减轻该负面影响十分必要。
关键字：次贷危机、中国、GDP 增长、净出口

一、引言
目前，受来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进一步恶化。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EO）在 2008 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和 11 月共 5 次不
同幅度下调了世界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IMF，2008）1 。其中，WEO 11 月的报告
称即使目前采取的全面解决金融危机的政策得以迅速实施，金融危机也会比 2008 年 10 月期
WEO的预测更为严重，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表 1：WEO 11 月最新经济增长预测 百分比
世界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中国

2007

5.0

2.0

2.6

2.1

11.9

2008

3.7

1.4

1.2

0.5

9.7

2009

2.2

-0.7

-0.5

-0.2

8.5

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An update of the Key WEO projections”, November 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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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IMF每年只在 4 月和 10 月发布两期《世界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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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将导致其消费和进口需求的下降。2007 年对美出口已占中国总出
口的 19%，同时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日本和欧盟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受美国经济减
速的影响而下降。因此，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便成为一个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对此，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曾给出了不同的估算结论。花旗银行经济金融模型在去年 8
月的测算结果表明，如果美国经济放缓 1%，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1.3% 2 。华而诚等（2008）
的测算表明如果美国全年经济增长仅为 1%，则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减速至 8%。国民经济
研究所所长樊纲指出，美国如果经历一年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对中国GDP产生 1%的影响 3 。
汪同三等（2008）根据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近期数据（2002-2007 年）粗略测算，
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 5.2 个百分点。
本文将从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出口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入手，逐一分析和测算美国经
济减速对我国 GDP 及三个组成部分的综合影响。整个测算建立在时序数据的联立方程基础
之上，目的是估算美国 GDP 增速下降对我国 GDP 增长速度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利影响。
这将有助于定量判断中国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程度，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以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三部
分是实证方程，内容包括我国出口、进口、净出口、投资、消费和 GDP 需求方程。第四和
第五部分分别利用联立模型，测算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 2008 年和 2009 年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影响机制
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是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出口。次贷危机使美
国经济减速，占美国 GDP 约 70%的消费支出将下降，进口需求也会随之下降，中国出口将
由此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 2007 年对美出口已占我国总出口的 19%，美国进口需求的下
降将直接导致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进口国，2006
年美国的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 15.4%。中国主要贸易国如日本和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将因美
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其 GDP 增长将会放缓，收入的下降会致使其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也即
由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会受美国经济减速的影
响而下降。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出口的以上两方面影响可通过标准出口方程中的国外需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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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8/17/content_6549844.htm。
樊纲：“美经济收缩可能导致中国GDP减值 1%”，博鳌亚洲论坛 2008 年年会，2008 年 4 月 13 日，
http://www.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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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体现，具体用中国出口排名较前的出口伙伴（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的贸易
加权不变价美元 GDP 之和来近似代表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美国经济减速通过影响我国出口，进而会对我国的进口、净出口、GDP、投资和消费产
生影响，并且这些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表现为：
（1）出口的减少通过加工贸易会对
进口产生影响，同时进口的变化也将影响出口。原因是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
位使进口和出口之间产生了相互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4 。（2）出口和进口的变化使净出口随
之改变。净出口作为GDP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变化将引起GDP的改变。
（3）出口的减少会通
过企业产出的减少，直接导致出口企业投资需求下降，由此对其他企业（包括非出口企业）
的产品需求会下降，这些企业的投资需求也将随之下降。以上出口减少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可
通过GDP变化对投资的影响来反映，数据表明投资对GDP的变动很敏感。
（4）GDP变化后通
过收入的改变会引起消费的改变，消费和投资的改变又会使进口发生变化，根据一国进口的
标准方程，对进口的这些影响可通过GDP来反映。
（5）投资和消费作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的变化将引起GDP的变化，GDP的变化通过投资、消费、进口方程又将影响投资、消费、
进口和出口，最终影响GDP，之后再进入下一轮的循环影响。简言之，美国GDP的改变首先
通过贸易途径对我国净出口和GDP产生影响，而GDP的变化将对投资、消费、进口、出口（净
出口）产生影响，它们作为GDP的组成部分，其变化又将促使GDP发生改变。这些影响相互
作用，通过联立方程组的迭代运算，最终可以得到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GDP等主要宏观经济
变量影响的收敛解。

三、实证方程
实证分析将基于 1992 年以来的时序数据，主要运用 Hendry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方法，
依次给出以不变价计我国出口、进口、投资、消费和 GDP 需求弹性方程。它将直观地给出
美国 GDP 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可能对我国 GDP 增速等变量产生的百分点影响。其中，
依据 IMF 2008 年 11 月 WEO 的最新预测数据，可估算美次贷危机带来的包括日本和主要欧

盟国对我国净出口增速的影响。下文中变量名前加 L 表示取自然对数，变量名前加 k 和ᇞ分

别表示该变量不变价增长速度及改变值，变量下标表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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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华等（2005）在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的对外贸易方程设定中验证了这一结论。1992 年
以来，加工贸易约占出口和进口总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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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出口、进口方程
根据一国出口的建模经验和加工贸易在我国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假设决定中国出口（ex）
的变量有国外需求（GDP11）
、出口相对价格（ExRP）和进口（Im）。国外需求用排名较前
的 11 位出口伙伴的贸易加权不变价美元GDP之和近似代表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这
11 个贸易伙伴按占中国出口比重大小依次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荷兰、
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5 。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对外出口的三个主要
目的地，2007 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为 20%。11 个贸易伙伴中德、荷、英、法、
意是中国对欧盟的主要出口国，2007 年中国对这 5 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13.4%。由于欧盟
不变价GDP历史序列数据无法获得，故GDP11 中仅考虑以上主要欧盟 5 国而非整个欧盟对
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2006、2007 年中国对GDP11 包含的出口伙伴的出口约占中国总出口
的 67%和 64%，因此GDP11 可以较好地代表世界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各贸易伙伴的不
变价美元GDP乘以中国对其出口占当期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代表该贸易伙伴对中国产品的需
求 6 。计算GDP11 的相关数据来源于IMF《Direction of Trade》和《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出口相对价格（ExRP）为中国出口价格指数除以世界出口价格指数，相关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对外贸易指数》和IMF《Direction of Trade》。
出口方程中所有变量需转换为基于 1992 年 1 季度的不变价美元值，方程各变量均有单
位根，是非平稳变量，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变量。方程估计的样本区间为 1992 第 1 季度至
2006 年第 4 季度，估计方法采用Hendry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约化建模方法 7 。具体从出口
的多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开始逐级约化，最终得到影响出口变动的短期项和长期均衡项
（误差修正形式表示） 8 。出口方程的长期均衡项显示 9 ：
Lext＝LGDP11t + Limt – LExRPt

（1）

上式给出了出口对国外需求、进口和出口相对价格的季度弹性关系，换算成年度弹性数
据基本保持不变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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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出口比重较前的国家还有新加坡、俄罗斯和印度。由于这些国家GDP不变价历史序列数据无法获
得，故国外需求变量没有包括这三个国家。
6
何新华等（2005）第 9 章出口方程中国外需求没有进行贸易加权，贸易伙伴的选取亦有所不同。
7
参见何新华等（2005）附录一，第 197-207 页。
8
Hendry论证了长期均衡项对应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长期均衡解，它自身不含任何变动的趋势。见韩德瑞、秦
朵（1998），第 268 页。
9
出口和下文将要给出的进口、消费方程均是季度方程，它们分别给出了影响出口、进口和消费变动的短
期项和长期均衡项。各长期均衡项的调节系数分别为-0.23、-0.24 和-0.29，表明出口、进口、消费对各自长
期均衡值的偏离调整大约需要 4 个季度（1 / 0.23，1 / 0.24，1/0.29），约相当于 1 年的时间。由于本文讨论
的是各变量年度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故可以略去出口、进口、消费的季度短期波动，只考虑它们的长期
均衡决定因素。
10
如假设GDP11 在一年的各季度保持相同的增长率，当GDP11 年增长率为 1%时，可求得出口年增长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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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国进口的建模经验和中国存在大量加工贸易的特点，选取中国 GDP（y）、进口
相对价格（ImRP）、出口（ex）作为进口（im）方程的解释变量。进口相对价格为中国进口
价格指数除以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指数。由于 1992-2006 年间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我国商品进
口总额的 80%，故用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代替进口商品对应的国内价格。进口方程的样本
区间和估计方法同出口方程，所有变量也需转换为基于 1992 年 1 季度的不变价美元值。估
计结果表明进口相对价格只出现在方程的短期项而未在长期项，进口方程长期均衡项给出了
进口对 GDP 和出口的弹性关系式：
Limt = 0.9*Lyt

+ 0.46*Lext

（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出口和进口方程的所有变量均以美元计，我国进口和出口价格
指数（美元计）以及将人民币计的中国 GDP、工业品出厂价格转化为美元计的过程中，隐
含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影响。也即，出口和进口方程考虑了汇率变量的影响。

2．美国 GDP 增速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方程
近几年来，美国、日本、欧盟 5 国（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经贸易加权后
不变价美元GDP占同期GDP11 的比例非常稳定。2006 年该比例分别为 74%、16%和 7.4% 11 ，
表明以GDP11 表示的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中，约 97.4%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 5 国。假
设 2008 年该比例保持不变，那么GDP11 在 2008 年的增长速度（kGDP11）可表示为kGDP11
= 0.74*kus +0.16*kjpn +0.074*keu + 0.036*koth。式中kus、kjpn、keu、koth分别为美、日、
欧盟 5 国和其他 4 个贸易伙伴 2008 年的不变价GDP增长速度。
IMF 2008 年 11 月WEO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受来源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同其 10 月的预
测相比，2008 年美国、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下降了 0.1、0.1 和 0.2 个百分点 12 。

若 2008 年美国GDP增速改变值为ᇞkus，据此，有ᇞkeu = 1*ᇞkus，ᇞkjpn = 2* ᇞkus。假设ᇞkoth

= 1*ᇞkus，则对应ᇞkus ，GDP11 增速的改变值为：

常接近 1%。类似地，下文给出的进口和消费方程的季度弹性关系等同于年度弹性关系。
11
虽然欧盟 5 国占中国出口的比例之和以及GDP之和均大于日本，但GDP11 按单个国家进行贸易加权，并
不是将欧盟 5 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贸易加权。因此贸易加权后欧盟 5 国的GDP之和占GDP11 的比重小于日
本。
1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An update of the Key WEO projections”, Nov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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ᇞkGDP11 = 0.74*ᇞkus +0.32*ᇞkjpn +0.074*ᇞkeu +0.036*ᇞkoth = 1.17*ᇞkus

（3）

上式表明，2008 年美国 GDP 增长速度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增
长速度将下降 1.17 个百分点。通过出口方程，美国 GDP 增速变化便可以影响中国的出口，

进而影响中国的其他经济变量。令对应ᇞkus，中国出口、进口和 GDP 增速改变值分别为ᇞkex、

ᇞkim 和ᇞky。假设美国 GDP 的增速改变并不影响中国的出口相对价格，由式（1）和（3）

有：

ᇞkex = 1.17* ᇞkus + ᇞkim

（4）

3．美国 GDP 增速对中国净出口的影响方程
由式（2）
、（4）还不能直接得到美国GDP增速改变对我国净出口增速的影响。令Ext-1、
Imt-1、Nxt-1分别为t-1 年中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不变价美元值，kext和kimt为t年出口和进口
不变价人民币增长速度 13 ，则t年我国净出口增速knxt（人民币不变价）为：
knxt = ( Ext-1*kext –Imt-1*kimt)/Nxt-1

（5）

假设t年美国GDP增速改变了ᇞkust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净出口增速将变为knxt’:

knxt’ = (Ext-1*kext’ – Imt-1*kimt’) /Nxt-1

（6）

则受ᇞkust影响，中国净出口增长速度的改变值为式（6）减（5）：

ᇞknxt = ( Ext-1* ᇞkext – Imt-1* ᇞkimt )/Nxt-1

13

也可以是美元不变价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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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上分析显示了美国 GDP 增速改变后，通过使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发生改变来影
响中国出口。由于加工贸易大量存在，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互相影响，净出口由此发生改变，
进而影响 GDP。同时，GDP 增速的改变除影响进口（出口）外，还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影
响，它们的变化最终又会影响 GDP 增长。接下来分析投资和消费同 GDP 增速之间的关系。

4．中国投资方程
投资方程根据资本存量逐步调整假说来确定投资与产出的关系。合意资本存量是企业在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下长期愿意持有的资本存量规模。假设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t期合意资本存量K*t与产出水平Yt有如下关系：
K*t = a/rt * Yt

（8）

式中a 为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份额，rt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由于企业将实际资本存量调整
到合意资本存量需要成本和时间，企业是逐渐调整的。假定调整速度为λt，t期投资It为：
It = λt(K*t – Kt-1)

（9）

令kit和kyt分别为t年投资和GDP的增长速度，将式（8）代入（9），在t年，有It = λt (a/rt *

Yt – Kt-1)，It-1 (1+kit) = λt [a/rt * Yt-1(1+kyt) – Kt-1]。当kyt改变ᇞkyt时，Kt-1保持不变，假设λt和

a/rt均保持不变，有：

ᇞkit =λt*a/rt * Yt-1/ It-1 *ᇞkyt

（10）

5．中国消费方程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消费（c）方程的解释变量为GDP（y）。这里的消费为居民总消费
和政府消费之和。消费和GDP是基于 1992 年 1 季度的不变价，分别用CPI和GDP缩减指数
来缩减。方程估计样本区间为 1992 第 1 季度至 2006 年第 4 季度，采用Hendry的误差修正模
型估计法。消费方程的长期均衡项给出了消费对GDP的弹性关系式：Lct = Lyt。从而消费与
GDP增速变化之间的关系为：

7

ᇞkct = ᇞkyt

（11）

6．中国 GDP 需求方程
从需求角度看，GDP 三个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及上一期各自占 GDP 的份额共同决定了
GDP 当期的增长速度。在 t 年这一关系可表示为：

ᇞkyt = Ct-1/Yt-1* ᇞkct + It-1/Yt-1* ᇞkit + NXt-1/Yt-1* ᇞknxt

（12）

四、2008 年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数据准备
至此，我们已经有美国GDP增速改变对中国出口、净出口的影响方程，以及中国进口、
投资、消费、GDP需求方程。对应式（7），以 1992 为基年，可以计算出 2007 年我国不变价
美元出口（Ex07）为 10403 亿美元，进口（Im07）为 7407 亿美元，净出口（Nx07）为 2996
亿美元。
以下是对投资方程式（10）中相关数据的估计。根据最新的 2005 年投入产出表劳动者
报酬占GDP的比例为 0.4173，可认为生产函数中资本份额a = 1-0.4173 = 0.5827，假设该值在
近几年内保持不变。依照何新华等（2005）投资方程对资本使用者成本r的定义 14 ，在 2008
年有r08 =0.1048。则v* 08 = K* /Y = a/r08 = 5.56，可以将 5.56 看成是 2008 年合意资本存量实现
时的合意资本产出率。根据对中国资本产出率的估计，v值较小于 5.56 15 ，资本存量调整速
度λ08应小于 1。以下是对λ08的估计。
设gt为t期Y的增长率，由Kt-1/Yt-1 = vt-1，有 Kt-1 = vt-1 Yt-1，λt(Kt* - Kt-1) =λtYt-1 {vt* (1+gt) -

14

见该书第 84 页，公式中有关“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增速”的刊出有误，这里按正确的定义计算。r = 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年期贷款利率 -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增速 + 折旧率）/{GDP减缩指数*（1-综合税
率）}。即r08 = 1.105*(0.070875 – 0.0637 + 0.08)/{1.057* (1- 0.1311)} = 0.1048，其中，假设 2008 年第四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价格指数保持第三季度的水平，计算可得全年约为 1.105。一年期贷款利率在 2008 年总
共调整了 3 次，假设其在 11 月和 12 月保持不变，按时间跨度进行加权得到年平均值为 7.0875%。折旧率
假定为 8%。据IMF WEO 11 月预测，假设 2008 年中国GDP增速全年和第四季度分别为 9.7%和 9.0%，据此
可计算得到 2008 年GDP缩减指数为 1.057。综合税率为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进口产品
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相加之和除以GDP，取 2007 年值。
15
对资本产出率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是张军和章元（2003）测算的v在 1990-2000 年间的值为 3-3.3，
王小鲁等（2000）小于 2.5。白重恩等（2007）估算 1991-2005 年间v值为 1.44-1.72。由于资本产出率变化
很缓慢，以上所列测算结果都小于文中估算的 2008 年合意资本产出率 5.56。
8

vt-1 } = It = Kt – Kt-1 = Yt-1 { vt(1+gt) – vt-1}，有
λt= { vt(1+gt) – vt-1} / {vt* (1+gt) - vt-1 }

（13）

对资本产出率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是张军和章元（2003）测算的 1990-2000 年间该值
为 3-3.3，据此假设资本产出率在 2008 和 2007 年的值分别为v08 = 3.51 和v07 = 3.5。依据IMF
11 月WEO的预测，中国 2008 年GDP增长速度g08 = 0.097。据此由式（13）有 λ08= 0.1349。
由下文式（15）有Y07/ I07 =2.386，据式（10）2008 年投资与GDP增速的关系式为：

ᇞki08 =1.789 *ᇞky08

（14）

对中国需求方程式（12）
，根据 1992-2007 各年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数据 16 ，可以得到C07 / Y07 = 0.4886，I07/Y07=0.4192，NX07/Y07 =0.0922。其中，C07 、
I07、NX07和Y07分别为 2007 年人民币计基于 1992 年不变价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和GDP。
式（12）变为：

ᇞky08= 0.4886* ᇞkc08 + 0.4192* ᇞki08 + 0.0922* ᇞknx08

（15）

2．2008 年联立模型估算
结合式（2）
、
（4）
、
（7）
、
（11）
、
（14）和（15），可得到以下由六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
组。它揭示了 2008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改变后对我国GDP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增速的作用
机理和数量关系 17 。

ᇞkex08 = 1.17* ᇞkus08 + ᇞkim08

ᇞkim08 = 0.9* ᇞky08 + 0.46*ᇞkex08

（16）

ᇞknx08 = ( Ex07* ᇞkex08 – Im07* ᇞkim08 )/Nx07

16

见《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2-20，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GDP增量之比。
联立方程组（16）的前两个方程在原方程式（2）和（4）中，各变量的单位以美元计量。假设 2008 年
美国GDP增速的改变不影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值，通过方程对应的对数形式，可以证明以人民币计的
△kex08、△kim08、△knx08、△ky08与以美元计的△kus08之间存在着和式（2）、（4）同样的线性关系。
9

17

ᇞky08 = 0.4886* ᇞkc08 + 0.0922* ᇞknx08

ᇞkc08 = ᇞky08

ᇞkytotal08 = ᇞky08 + I07/Y07* ᇞki08

= 1.75* ᇞky08

对比式（15）
，联立方程组（16）的第 4 个方程没有 I07/Y07* ᇞki08 这一项，即投资没

有直接通过GDP的需求方程参加联立方程组的循环求解。原因是企业对既定投资计划的改变
需要成本和时间，资本存量调整速度比较缓慢（λ08=0.1349）。假设 2008 年GDP保持ky08的
增长速度，企业依据对GDP增长的预期以λ08的资本存量调整速度来做投资计划。受美国GDP

增速改变（ᇞkus08）的影响，中国GDP增速发生了改变（ᇞky08）。由于企业预期ᇞky08和实

现投资增速的改变（ᇞki08）需要时间，我们假设企业在年末一次性实现ᇞki08的调整，在此

之前ᇞki 08= 0，投资未通过对ᇞky08的贡献加入联立方程组的迭代循环 18 。在年末，企业依据

GDP增速的变动进行一次性的投资调整，之后通过方程组（16）的最后一个方程对GDP变动

作贡献。ᇞkytotal08为包括此贡献的GDP增速的最终变动值。求解联立方程组（16），有：

ᇞkytotal08 = 2.28*ᇞkus08，ᇞkex08 =4.34*ᇞkus08，ᇞkim08 = 3.17*ᇞkus08

18

可以验证△ki08 对△ky08 的贡献为 I07/Y07* △ki08 = 0.75*△ky08，加入迭代循环后，整个方程组将发散得
不到收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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ᇞknx08 = 7.23*ᇞkus08，

ᇞki08 = 2.33*ᇞkus08，

ᇞkc08 = 1.30*ᇞkus08

（17）

也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不变价计，2008 年美国GDP增速下降 1 个百分点，
中国GDP增速将下降 2.28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增速将分别下降个 4.34、3.17
和 7.23 个百分点；中国投资和消费将分别下降 2.33 和 1.30 个百分点。以上估算显示，在GDP
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虽然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最小，外需最初通过净出口变动引起的GDP
变动较小，但由于投资和消费对GDP变动较敏感，且对GDP的贡献占主导地位，这些变量间
的相互循环作用，最终使美国经济减速通过净出口变动对我国GDP增速造成的不利影响大于
通常直观的估计。姚枝仲等（2008）也指出出口会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影响GDP，
外需对GDP的综合影响非常巨大 19 。
IMF 11 月 WEO 预计 2008 年美国 GDP 增长将比 2007 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情景 1）。
根据本文的联立模型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情景 1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详见表
2。结果显示受此影响，2008 年中国 GDP 增长将有可能比 2007 年下降 1.37 个百分点，降至
10.53%。

表 2：2008 年美国 GDP 减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美国 GDP
下降

预期增
长%

中国 GDP
下降

百分点

中国

预期增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投资

消费

长%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基准测算

1.0

1.0

2.28

9.62

4.34

3.17

7.23

2.33

1.30

情景 1

0.6

1.4

1.37

10.53

2.60

1.90

4.34

1.40

0.78

在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危害日显严重。根据年初IMF WEO 1 月和 4 月
的两次预测，2008 年美国GDP下降 1 个百分点，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下降
0.2 和 0.1 个百分点。而根据年末IMF WEO 10 月和 11 月的两次预测，2008 年美国GDP下降
1 个百分点，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下降 1 和 2 个百分点。从而，2008 年美国
GDP增长速度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增长速度下降的百分点由 0.77 20

19

他们对中国数据的测算表明“出口增长率下降１个百分点，会引起投资增长率下降 0.6 个百分点，消费
增长率下降 0.5 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下降 0.8 个百分点，净出口增长率下降 1.7 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下
降 0.6 个百分点。”
20
鉴于WEO 2008 年 4 月的预测，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减速对欧元区、日本影响较小，这里假设对
式（3）代表的中国其他 4 个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速没有影响，即△koth = 0。
11

上升到 1.17（见式（3）ᇞkus前的系数），中国出口和整个经济增长将受到更为不利的冲击

（见表 3）。

表 3：2008 年次贷危机的演变加剧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美国 GDP
WEO

预期增

下降

长%

中国 GDP
下降

百分点

中国

预期增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投资

消费

长%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10、11 月

1.0

1.0

2.28

9.62

4.34

3.17

7.23

2.33

1.30

1、4 月

1.0

1.0

1.50

10.4

2.86

2.09

4.76

1.54

0.86

五、2009 年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类似于 2008 年的联立模型求解，2009 年的估算首先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假设和推断。
1.

中国数据假设

1) 考虑到全球石油、金属及粮食等商品价格的回落，假设 2008 年 10-12 月出口价格指
数比上月少 1 个百分点，分别为 105.9、104.9 和 103.9；假设进口价格指数比上月
少 2 个百分点，分别为 115.5、113.5 和 111.5。
2) 假设 2008 年 11 月、12 月出口和进口月同比增长速度等于各自 10 月份的同比增长
速度，分别为 19.1%和 15.4%。则以现价计，2008 年进口和出口分别为 11960 和 14791
亿美元，净出口为 2831 亿美元。进口和出口全年增长速度为 25.1%和 21.4%。据此
可计算得到以 1992 年不变价计，2008 年进口和出口分别为 7862 和 11682 亿美元，
净出口为 3820 亿美元。
3) 据 IMF WEO 11 月预测，假设 2008 年中国 GDP 增速全年和第四季度分别为 9.7 和
9.0，2009 年 GDP 增速为 8.5%。
4) 假设 2009 年的资本使用者成本r09 = r08 =0.1048，令资本产出率v09 = 3.52。由此可得
调整速度λ09 = 0.1227。
5) 假设以不变价计，同 2007 年相比，2008 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下降 2 个百分点，
而消费和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上升 1 个百分点，分别为 17.7%、40.4%和 41.9%。
这里的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据此可得到基于 1992 不变价的C08 /
Y08 = 0.481，I08/Y08=0.419，NX08/Y0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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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设 2009 年中国出口与其国外需求的弹性系数同 2008 年。

2．2009 年联立模型估算
类似于 2008 年的联立模型，2009 年有：

ᇞkex09 = 1.17* ᇞkus09 + ᇞkim09

ᇞkim09 = 0.9* ᇞky09 + 0.46*ᇞkex09

（18）

ᇞknx09 = ( Ex08* ᇞkex09 – Im08* ᇞkim09 )/Nx08

ᇞky09 = 0.481* ᇞkc09 + 0.1* ᇞknx09

ᇞkc09 = ᇞky09

ᇞkytotal09 = ᇞky09 + I08/Y08* ᇞki09 = 1.682* ᇞky09

联立方程组求解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不变价计，2009
年美国 GDP 增速下降 1 个百分点，中国 GDP 增速将下降 2.18 个百分点；中国出口、进口
和净出口增速将分别下降个 4.33、3.16 和 6.74 个百分点；中国投资和消费将分别下降 2.11
和 1.3 个百分点。
IMF 11 月 WEO 预计 2009 年美国 GDP 增速将比 2008 年下降 2.1 个百分点，降至-0.7
（情景 2），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见表 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09 年中国 GDP 增长
将有可能比 2008 年下降 4.59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在 2009 年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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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09 年美国 GDP 减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美国 GDP
下降

百分点

中国

预期增

GDP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投资

消费

长%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基准测算

1.0

1.0

2.18

4.33

3.16

6.74

2.11

1.30

情景 2

2.1

-0.7

4.59

9.09

6.64

14.15

4.44

2.73

五、结论
本文基于 1992-2008 年季度和年度数据，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国出口、进口、净出口、投
资、消费和 GDP 需求的联立模型，探讨了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 2008-2009
年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在测算美国经济减速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时，考虑了主要贸易伙伴包
括日本和欧盟 5 国受美国经济减速进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2008、2009 年美国 GDP 增速下降 1 个百分点，中国 GDP 增速将分别下降
2.28 和 2.18 个百分点。随着 2009 年美国经济增长更大幅度的下滑，2009 年中国受美国经济
减速的不利影响将更为严重。若 2009 年美国 GDP 增长如 IMF 11 月预计的那样下降 2.1 个
百分点，则受此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09 年中国 GDP 增长将有可能比 2008
年下降 4.59 个百分点。中国目前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措施对减轻美国经济减速带来的
负面影响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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