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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ARCH 2016芝商所高级经济学家兼执行董事ERIK NORLAND

当一个国家的总债务（包括公共部门债务和私人部门债务）接近
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金融危机似乎已经扎根。例如
1989年的日本、2007年的美国和2009年的多个欧洲国家 
（图1-4）。目前，中国、香港、澳洲、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不
少其他国家的债务与经济规模比例都差不多已经达到这一水平。

当债务水平较低时，政府、家庭和企业可以通过举债来承受超出
其收入水平的支出。债务刺激开支超出收入，进而拉动GDP增
长，因为一方的开支，就是另一方的收入。然而，随着债务水平上
升，借贷的性质也随之改变。当债务水平高企，更多资金会流向
现有债务的再融资而非消费，增长继而放缓。当总债务水平变得
过高，借款人或贷款人最终会紧张得关上水龙头，令市场失去信
心。结果只会令由举债推动的经济增长出现螺旋式逆转。

图1：日本的危机于1990年开始，当时总债务占GDP的比例由
1980年的190%上升至约275%。

图2：美国金融危机于2007年开始，当时总债务升至GDP 
的约230%。

图3：欧洲金融危机于2009年开始，当时总债务占GDP的比例突
破230%。

本报告中的所有例子都是有关情况的假设性解读，仅供解释之用。本报告中的观点仅反映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芝
商所或其联营机构的观点。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信息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或实际市场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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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当国民西敏寺银行2007年9月破产时，英国的债务水平约占
GDP的225%。

当大家讨论债务GDP占比时，往往倾向将焦点集中在公共部门债
务上。这种做法可能是错误的。在大部分国家，公共部门债务只
占整体债务的一小部分。虽然金融危机有时是因为公共部门债务
过多造成，希腊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图5），但危机更常见的诱
因在于私人部门债务，例如1990年代初的日本及2007年的美国。
即使公共部门债务水平极低，私人部门也可能引发危机，例如
2009年的爱尔兰和西班牙（图6和图7）。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危机
开始时，其总债务正徘徊在GDP的240%与250%之间，而公共部
门债务不到GDP的30%。

即使总债务水平更低，危机依然可能发生，事实上也曾经发生
过。例如1980年代末的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爆发危机之前
的1981年至1987年期间，美国经历了加杠杆阶段（图2），当时实
际利率高企，美国名义GDP增长急剧放缓。

1997年和1998年爆发亚洲危机的国家，债务水平相当于GDP的
60%-150%。不过区别在于这些国家当时是以外币（主要是美
元）借款。当亚洲各国货币崩盘时，从本币角度来看，其债务水平
急剧上升。这也是阿根廷2000年初的情况（图8）。

图5：希腊：公共部门债务过高引发危机的罕见案例。希腊债务仍
然不可持续。

图6：爱尔兰出现金融危机时公共部门债务极低但私人部门债务
庞大。

图7：西班牙在危机开始时公共部门债务水平低但私人部门债务
庞大。

图8：使用外币借款一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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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文关注的并非因使用外币大量借款但本币贬值而造成的
新兴市场危机，反而是（大部分）以本币借贷的债务水平过高的
国家。

总债务占GDP比例突破250%的最新国家：金融危机的下批受
害者？

大家可能以为全球各国都已从日本、美国及欧洲的经验中汲取过
度杠杆有多危险的教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欧美1990年
代和200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批评教育日本，但同时又不断重蹈
日本的覆辙，多个国家似乎已经在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危险地增加
了杠杆。这些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中国（及香港）、挪威、新加
坡、韩国、瑞典和瑞士。与此同时，欧元区方面，虽然爱尔兰、西班
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开始降低债务水平，但其他国家（例如比利时、
法国、芬兰、意大利和荷兰）的债务水平却与日俱增。近期杠杆水
平高企的国家未来数年可能面对爆发重大金融危机的高风险，只
是危机爆发的时间难以预测。

这些国家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国的GDP已经突破10万
亿美元，是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自GDP
的约五倍之多，但仍低于美国和欧盟。假如中国经历重大金融危
机，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下跌。不幸的是，中国的总债务
加起来高达GDP的249%，当中包括少量公共部门债务（相当于
GDP的44%）、适度家庭债务（39%）和大量企业债务（166%）。
这些数字与2007年的美国和英国、2009年的爱尔兰和西班牙相
似，但家庭债务较少，而非金融企业债务较多（图9）。2009年，鉴
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出口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向内地企业大量
借款。加上全球经济反弹，让中国得以保持多数年稳健增长。但目
前经济放缓已成定局。中国还面对人民币汇率过度高估和反腐问
题，虽然反腐长远来说可能带来收益，但短期却要付出代价。

中国政府正竭尽所能阻挡经济放缓，避免全面爆发危机。中国人
民银行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中国政府正考虑实
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可能有帮助，但未必足以阻
挡严重的下行风险。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增加了公共部门债务，以
缓冲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影响，但效果有好有坏。当债务水平变得
过高，利率大致上须朝着零下降，以在无须制造大量违约及避免
出现像1930年代全球因债务通缩造成的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为债
务融资。

尽管存在上述各种重大风险，但我们预测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
陆，只会因经济增长继续减速而比较艰难。重点是：中国以及本
报告所讨论的很多其他国家目前的负债水平，令其经济体在相对
于债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加脆弱，抵御全球冲击的能力更低。

图9：中国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学会为其私人部门提供杠杆。债务
=GDP的249%。

在重复犯下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错误上，中国并非唯一的国家。有
合理意见认为亚洲将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但这轮危机并非像
1997-1998年那样由外币借贷刺激，反而是由本币债务过高所引
发，例如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图10-13）。

图10：香港：亚洲的爱尔兰？香港私人部门债务庞大，公共部门债
务极少。 

图11：马来西亚的总债务低于GDP的200%，但以马来西亚的标
准来说仍然较高。



28 MARCH 2016

4

图12：恭喜新加坡！成为总债务占GDP比例达到250%的最新
国家。

图13：韩国2015年第三季度的债务相当于GDP的235%，接近美
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部分大宗商品生产国（例如澳洲和加拿大）债务水平亦有所急升
（图14和图15），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以往增加。

图14：澳洲总体上躲过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其总债务占GDP
的比例低于200%，现已升至239%。

图15：加拿大积累大量债务：总债务=GDP的279%。

虽然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已经利用财政紧缩政策和较低的
欧洲央行利率进行去杠杆，但法国借款人也许受到欧洲央行的宽
松政策推动，仍在继续增加杠杆。

图16：为什么不呢？随着多个欧洲国家减少杠杆，法国背道而驰
增加杠杆，债务=GDP的278%。

图17：芬兰步法国后尘使用大量杠杆，总债务=GDP的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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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2007年的债务“只是”相当于GDP的214%，目前则为278%
（图16）。鉴于欧洲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法国的债务短时间不
会出现问题。意大利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其总债务负担由2007
年相当于GDP的214%增加至2015年的257%（图18）。芬兰
308%的债务GDP占比应该也不会出现问题（图17）。欧元区的
问题在于欧洲央行很有可能不得不无限期将利率保持在极低水
平，直到主要经济体去杠杆为止。

图18：在德拉吉和欧洲央行决定停止印钞之前，意大利的债务负
担都不会构成风险。

挪威和瑞典的私人部门债务水平也很高（就像2009年的爱尔兰
和西班牙那样），但公共部门债务不多（图19和图20）。正如欧元
区和日本的银行一样，瑞典的银行实际上按负利率将款项存入央
行。之所以采取负利率，是为了鼓励银行放贷而不是将现金存放
在央行。但过度杠杆的经济体是否真的需要增加贷款？无论如
何，欧洲和日本推行负利率，看来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欧洲、挪
威和日本的央行甚至并没有成功推动本币兑美元贬值。因此，我
们不能断言负利率将能通过刺激进口品价格和提高出口竞争力，
推高通胀和名义GDP增长。最终，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也许只
会增加银行体系的负担。

与此同时，或许受到欧洲央行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的刺激，荷
兰和比利时已跟随法国和意大利增加杠杆（图21和图22）。

图19：挪威拥有庞大外汇储备，问题应该不大。

图20：瑞典央行的负利率尝试有助于去杠杆还是鼓励借贷？ 

图21：新的“荷兰病”：只有低利率才能维持的庞大债务。 

图22：比利时的总债务日积月累，占GDP的比例突破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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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债务引发危机后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相当容易回答，因为西欧、美国和日本目前的情况正是如
此。然而，我们观察到以下五点：

1. 去杠杆未必一定发生，债务水平基本上会继续上升。

2. 要去杠杆，名义GDP增速必须为正。

3. 即使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可能难以实现稳健的名义
GDP增长。

4. 利率必须要长时间保持低位。

5. 经济增长放缓。

危机未必能够（通常也不会）降低杠杆。日本在1990年危机开始
后杠杆急升，目前总债务占GDP的比例高达387%，比危机开始
时高出约110%（图1）。在金融危机爆发早年，美国、英国和欧元
区（尤其是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债务水平也大幅攀升。共同点是
名义GDP的负增长。2008年和2009年，美国名义GDP实际上有
所萎缩。同样地，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
牙）名义GDP在2008年与2012年期间陆续萎缩，而日本过去二
十年几乎都经济萎缩（图23-26）。名义GDP（计算债务占GDP比
例的分母）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令债务占GDP比例无法企稳，
更不用说实际上去杠杆。举例来说，如果总债务相当于GDP的
300%（正如日本在1997年至2012年期间的情况），而名义GDP
下降10%，即使未偿还债务总额保持不变，债务占GDP比例也会
上升30%。

图23：日本的名义GDP自1994年以来只增长了1%：与去杠杆尚有
一大段距离。 

图24：在名义GDP像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增长之前，希
腊不会去杠杆。

自从总债务水平在2010年企稳，美国和欧元区已经完全没有去
杠杆。这是因为其私人部门债务的适度去杠杆被公共部门债务
增加所抵消。例如美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例由98%下滑至
79%，而企业债务占GDP比例由2008年的73%下降至2012年的
66%，到2015年第三季度回升至71%。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债务
占GDP比例由2007年底的60%升上2013年的103%，到2015年
底降至98%。

美国债务水平高企，令美联储难以按其所想的幅度上调利率。欧
洲央行已将存款利率下调至负值，以推动欧洲实现经济增长。说
到债务过多，日本可谓一个坏榜样。日本的利率在1998年下调至
零（日本应该早就将利率下调至零），接下来的近二十年利率都维
持低位。美国和西欧可能会将低利率再维持十年或更长时间，而
澳洲、中国和韩国即将加入低利率行列。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面对债务过多的问题。德国债务占GDP的比
例仍然低于200%（图25）。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债务水平较
低，并利用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时期进行去杠杆（图26和图27）。
以色列也在持续去杠杆（图28）。然而，鉴于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正
拖累这些经济体，这些国家也难以实现增长。巴西和俄罗斯的债
务水平较高，因为他们的利率高于10%（图29和图30）。在金砖四
国之中，只有印度的情况看起来较好（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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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德国是欧洲债务最少的“好学生”，但它借钱给大家。 

图26：印度尼西亚是为数不多的能从自身和他国债务危机中汲取
教训的环太平洋国家。

图27：沙特阿拉伯在油价高企的年份偿债，目前有充足空间增加
杠杆。

图28：以色列持续进行去杠杆。

图29：对于利率10%以上的国家来说，巴西债务水平较高，而且
持续上升。

图30：俄罗斯在1998-08年期间去杠杆，但其后再度增加杠杆。
对于利率10%以上的国家来说债务水平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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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金砖四国中，印度是唯一一个相对于利率其债务水平尚属
合理的国家。

结论

• 澳洲、加拿大、中国、香港、挪威、新加坡和瑞典的杠杆已
经追上日本、美国和西欧在金融危机开始时的水平：约占
GDP的225-275%。

• 上述部分国家（特别是加拿大、新加坡和北欧国家）的低利
率政策以及中国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都有可能阻止金
融危机爆发。

• 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并没有去杠杆，公共部门债务上升抵消了
私人部门债务的适度减少。

• 欧元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些欧元区国家（包括爱尔兰、葡
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开始降低杠杆，但法国、意大利和比荷
卢的总债务占GDP比例持续攀升。

• 危机过后日本的杠杆水平从未下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
尝试加快名义GDP增长，这是去杠杆的必要条件。

• 面对债务高企，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很多年保持低利率，而
澳洲、中国和韩国等国可能即将加入（接近）零利率之列。

• 中国、日本、韩国和西方国家债务水平普遍偏高，可能预示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拖累股票回报，对大宗商品构成进一步
下行压力（尽管近期有所反弹）。 

• 鉴于利率水平很高，巴西和俄罗斯的债务水平相当高。危机
可以在杠杆水平低得多而以外币借款的国家发生。

• 印度的总债务水平是金砖四国之中唯一一个与利率水平相比
看起来合理的国家：这是对于印度短期经济前景乐观的另一
理由。

• 利率极低可能鼓励进一步提高总债务占GDP的百分比，但
如果新债务主要用来为现有债务负担提供融资，则可能对增
长帮助不大。 

• 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 通胀率）可以用来判断能否进行
去杠杆。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大跌，似乎令各国更难去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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