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学试行一年半以来，首相的信誉岌岌可危。原因在于

当所述政策与一些严酷的人口以及文化传统现实发生碰

撞时，要实现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大胆（同时也是美好的）

承诺就会出现困难。

A. 劳动力增长与生产效益

由于实际上劳动力不再增长，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日

本经济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实际 GDP 增长的算法可分

解为劳动力增长和生产率增长。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因果

关系，但对一个劳动力停滞不前的国家来说，具有启示

意义的一点是，只有那些通常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效提高

实际 GDP 增长率的政策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

目前日本可谓是万众瞩目，尤其是安倍首相，不出所料

这当然是由于该国经济政策以他的名字命名所致。安倍

经济学于 2012 年 12 月向选民们发布，一则是希望，再

则也是愿意基于过去二十年间的挫败来给改变一次机会。

在日本，人们强烈希望能重获过去的经济荣耀，并达到

超过 2% 的年度实际 GDP 增长率，可能的话还要更高。

安倍经济学由“三支箭”组成。第一支箭是日本银行大

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也即量化宽松计划。第二支箭是增

加政府对公共工程项目的开支。第三支箭则围绕旨在通

过一系列途径来刺激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农

业、劳动力市场以及卫生保健部门的政策变化。安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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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存在 QE 是否可以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日本自

安倍首选当选以来已发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但是这

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大选之前从 2012 年末至 2013 年 4

月之间的数月内日元走弱。在该段时间内，日元兑美元

汇率从 80 以下跌至 97-103 之间，此后一直在该区间内

波动。QE 直至日元下跌已发生之后的 2013 年 4 月才开

始。投资者可以将日元下跌理解为是预期到 QE 所致，

但是它可能也是对日本新政府乐见日元走弱的一种反应。

不管怎么说，实际推出 QE 并未造成日元进一步走弱。

此外，已产生的通货膨胀一直以来大部分来自进口能源。

全国一般消费物价指数较一年前上涨 1.5% 左右，而核

心价格指数（不含食品与能源）只上涨 0.7%。我们对

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分析是在全国销售税上调之后，它在

2014 年下半年实际上可能会下滑一点。而且在 2015 年

4 月以后，销售税增加将不参与去年同期比较，并将缺

席从现在到那时之间另一轮的日元走弱趋势（这一点绝

对有可能）。日本在 2015 年中期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

能仍会处于 0% 至 1% 之间。

同时，日元在 2012 年末和 2013 年初走弱，而日本股市

迎来大反弹。值得注意的是，日元疲软与股票走强之间

的联系并不一定通过出口增长预期来传递。

劳动力没有增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日本的人口已经停

止增长（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并不少见）。

此外，由于出生率下降，再加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因此有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超过 65 岁。

当然移民可以缓解老龄化人口模式带来的挑战，不过日

本对于鼓励大规模移民并不持开放态度。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安倍首相已经赞同允许更多外国护士来照料越来越

多的老人，但这只是一项小型计划。

其他增加劳动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大女性的参与。日本

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目前为 48%，而美国和英国分别为

57% 和 56%。此外，日本女性通常从事较低收入和较低

生产率的工作，这为该政策途径增加了一项劳动生产率

部分。因此，通过加强女性劳动力角色的“第三支箭”

政策来刺激更高的经济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有限。

不过从根本上来看，如果没有劳动力增长，那么问题就

变成三支箭当中的任何政策通常随着时间是否能使劳动

生产率发生显著变化。

B. 量化宽松、财政政策以及与劳动生产效益
之间不确定的联系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为日本银行的量化宽松（QE）。

日本银行（BoJ）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行短期零利率，

以防走强的日元增加通缩压力。不过日本银行此前一直

抵制量化宽松。虽然日本银行在 2000 年收到了时任教

授的伯克南采取 QE 的建议，但还是担心可能出现未变

现的投资组合损失，其原因在于如果它购买数十亿政府

债券，然后通胀率就开始提高，进而导致债券收益增加，

价格降低。虽然目前存在同样的较长期风险，不过安倍

首相选中黑田东彦行长担任日本银行的领头人表明其希

望抓住机会，并且已经选择量化宽松。

通过 QE 来实现更高实际 GDP 的经济途径充满着一些大

胆假设。就日本而言，其概念是要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

打破通货紧缩心理，然后希望消费量增加来实现更强劲

的增长。

来源：日本银行（www.boj.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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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打破通货紧缩心理可能会增加消

费，进而提高实际 GDP 的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日本的

老龄化人口模式可能是消费增长速度不如以前的真实原

因。该国人口平均年龄为 45 岁左右，目前有四分之一超

过 65 岁，最新时尚或款式的支出，甚至每隔数年买新车

的光景已经今非昔比。其次，即使消费需求增长，但额

外需求有很大可能会增加进口，而不是提高国内产量。

C. 第三支箭：市场改革

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具体内容实际上非常细致入微，

包括行业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建计划和全球拓展战

略。这些举措当中的最后一项旨在促进新的且更大范围

的自由贸易协议，而前两项举措则是要解决国内企业阻

力并促进国内生产率。

战略市场创建计划中所关注的选定行业包括医疗保健、

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和旅游业。这些选定行业中的一

些改革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同时计划中还有很大一部分

着重于考虑在未来会带来有影响力的改革所必需的问题

以及补救措施。实际上，在上述一些行业中进行彻底改

革并作出有意义的变革所需的长期努力可能要在2020年

至2030年这一目标时段内才会见效。这并不是许多市场

参与者选民能为之激动的时间表。

在最近取消对大米生产的补贴，农业部门已有一些进

展。考虑到大米补贴已在过去实行40年之久，我们认为

这实在是一项惊人之举。另一项刚刚通过的法律使合并

农田变得相当容易，并且期望这一点能提高农业部门生

产率。此外，虽然与美国和欧盟之间更广泛的交易一直

毫无起色，但在农业贸易方面还是与澳大利亚取得了一

些双边进展。

医疗保健行业监管方面的变革主要集中于提高竞争力和

增加投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通过互联网出售药

品成为可能，以及增加国家全民医疗保险可用性的具体

信息。此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还有引进外国护士来

帮助护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计划。

行业复兴计划重点改革就业制度。关注点放在科学技

日本大型跨国公司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设有大量生产工厂，

以及庞大的非日元资产负债表项目（包括地产、厂房、

设备和非日元金融资产）。走弱的日元可能对出口会有

一定作用，但它显然也意味着日本跨国公司的非日元资

产价值折算成日元应会更高。同样，日本跨国公司的非

日元自由现金流以日元来重估的话也会更高。不明确的

一点是预期出口增长对于股市上涨是否会有作用。事实

上在中国经济增长依旧放缓的情况下，最新的出口数据

表明该部门并未走强，而是比较疲弱。

QE 一大显而易见的影响是，QE 已使日本银行由于购买

日本政府债券（JGB）而扩大了其资产负债表。不过，

银行贷款或其他信贷扩张的迹象并没有跟风。而在最初

发生的一些波动之后，JGB 收益在 10 年间仍刚好低于

1%。因此，在日本银行所拥有的已发行政府债券的比例

比 QE 前要高得多的同时，私人部门所拥有的比例则相

应要更低一些，其他方面则没有太大变化。从我们的角

度来看，较高劳动生产率与 QE 之间的联系看上去非常

难以理解。

就第二支箭而言，日本财政政策正是对冲突的研究。作

为第二支箭一部分的扩大公共工程项目代表着更多刺激。

不过，允许全国销售税增加的决定显然属于收缩政策。

即使销售税增加被上届政府通过，安倍也还得让它开始

生效，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担心如果没有采取这种解

决庞大政府债务问题的举措，信贷市场则可能出现消极

反应。其结果就是目前的财政政策开始收缩。

来源：彭博专业服务（NKY、J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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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结论：安倍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以及日元的
未来

当我们对安倍首相箭袋中的每支箭作出我们的分析时，

我们会留下这样的感觉，即安倍经济学在经济增长方面

可能会令人失望。量化宽松提高了日本银行所持有政府

债务的份额，并降低银行和养老基金的比例，但并未带

来更多银行贷款或形成任何刺激迹象。而财政政策在全

国销售税于2014年4月付诸实施时变得紧缩。竞争性的

市场改革少之又少，只在医疗保健和农业部门取得些许

成功。此外，长期改革的时间表按十年来衡量，而不是

按年来量度。

如果本分析正确的话，那么一种可能的经济情境就是

2014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再强劲，而日元缓慢贬值带

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不久将告一段落。这就带来这样的

可能性，即安倍首相将会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这样即

使较高的实际GDP增长率依然难以实现，但至少可提高

日元计价的股票价格。

术、向中小企业（SME）提供资源，以及推动日本的超

大城市成为商业枢纽与全球信息技术领袖方面。

有趣的是就改革就业制度而言，该计划中提到要审视该

领域的诸多问题，但并不未述及任何方案，而且因此忽

视私人部门以下经常被提及的、为了减轻日本经常高企

的经营成本而放松对解雇与雇用规则管制的请求。与此

同时，也许是为了安抚企业部门，2014年4月公司税率

减少2.4%，从38%降至35.6%。虽然较低的公司税可能

提高税后利润，但较低公司税与国内较高资本投资之间

的联系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而且就提高劳动生产率而

言，这远不能算是一件有十足把握的事情。

 

由于第三支箭中的上述任一改革并不保证带来大规模的

资本投资或科技进步，因此它们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

产率这一方面并不明显。迄今为止农业部门的进展一直

以来似乎有希望能释放新效率，同时由于鼓励照料日本

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的措施激发了人们集中精力来推

动科技进步，因此医疗保健部门任何新改革都有可能会

带来更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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