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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杠杆率的板子 不能只打在金融上
赵晓雷教授在湖南师范大学 麓山讲坛 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根据我国经济现状 经济去杠杆的路径有二 一是金融端 二是 产 业 端 金
融端的 债转股 高风险负债移至表外 不良资产剥离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展期 或
债务减记等手段是短期 的权宜之计 难以根本改善资产负债 表的质量 为实现经济
去杠杆 需要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同时强化金融监管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产业端
经济去杠杆路径是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 效举措 包括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优
化资源配置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等

在考核指标上 把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 比重上升视为产业结构 调整的绩效是
不全面的 极端的结果会使国民经 济空心化 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转移 要借鉴发达经济
体的经验 并不是整个产业链的转 移 而是产业链的某些环节 的转移 我们仍然要在
标准 技术 质量 品牌等方面向高端发展 并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技 术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 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 基于相对完备的工业体 系和配套能力较强的中 小企业群 继
续吸引全球中高端制造 业转移

杠杆本身无所谓好坏 要根据应用场景来判断

赵晓雷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发展研究院 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
长 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成员 全国优秀教师 获第
年
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第三届刘诗白经济学奖
年
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上海
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赵晓雷
工作室 首席专家 上海市教育系
统 赵晓雷城市经济与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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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 令世界瞩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紧紧抓住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 不仅改变了一
些具体行业的供求状 况 而且对整个经
济供求平衡大有裨益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
中 去杠杆被认为是难度 较高的一项任
务 也是进一步深化中需 要着力攻克的
难题 近年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的推进 我国的去杠杆效果已有所显
现 今年 月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比上年同期下降
产负债率为
个百分点 但是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的任务依然繁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关于经济去杠
杆的讨论中 有几种认识需要澄清 第
一 把杠杆与货币供应量 直接联系 认
为杠杆率高是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导致
的 第二 把去杠杆聚焦于金融 领域 认
为靠操作一些金融工具就可以解决这
一顽疾 第三 对所谓实体经济和虚 拟
经济没有严密界定
这些认识如不澄清 讨论就显得宽
泛而散乱 政策措施也难有实效 下面
的演讲 我重点围绕这三种认 识误区
来谈谈对去杠杆的一些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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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去杠杆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杠杆
杠杆 是通过将经济部门 企业 家庭 政
府 负债的某种度量 长期负债或流动负债 与
其总资产规模相比较来 定义的 就经济效应而
言 杠杆就是一个 乘数 可以放大经济活动
的效果 收益或亏损
通常 加杠杆会增加风险 但也可能增加
投资回报 这也就是说 杠杆作为一个财务扩
张机制 本身是中性的 衡量杠杆的风险不是
杠杆的绝对数或相对值 负债率 而是杠杆所
带来的预期收益能否超 过预期损失 当然 如
果缺失风险约束 亏损或破产 则杠杆率可以

作为一种替代的风险观 测指标
其实 杠杆本身无所谓好坏 而应根据具体
的应用场景来具体判 断 如果负债率过高 就需
要去杠杆 不然会导致较大金融 风险 但在实际
讨论中 有人往往将杠杆率高归 咎于宽松货币政
策 那么 事实究竟如何
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 货币需求在消
费 储蓄 投资等部类及各经济 部门之间的流动
和配置是表现为 资金流 资金流账户给出了金
融流量 储蓄来源以及储蓄转为 投资的步骤等信
息 在 投资 贷款 借款 储蓄 这一资金流基本
关系框架中 储蓄赤字部门必然要 增加负债 加

杠杆 以保证其资产负债表和 流动性的平衡 储
蓄盈余部门则会反映 出金融资产的增加或 负债
的减少
从中可以发现 单从资金流量体系分 析金融
杠杆 不足以说明金融杠杆与 经济运行的关系
更不能简单得出杠杆 率高是宽松货币政策 直接
导致的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需要从资本运行 角度
进一步分析
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是 指实际资本的增加
或者指用于增加实际资 本存量的支出流量 而不
包括对金融资产的购买 金融资产的交易只是 资
产权的转移 不增加社会实际资本 从统计角度

来看 资本形成可视作总投 资 但从宏观经济分
析角度来看 资本形成更多指的是储 蓄转换为投
资的流程 或者是将储蓄和投资 联系起来的机
制 现实经济中 如果储蓄不能顺利地 转化为投
资 投资和储蓄的恒等关 系就会受到破坏 经济
的稳定增长就要受到影 响
在储蓄转化为投资 资本形成 的关系中 金
融杠杆的宏观经济分 析意义在于 第一 金融杠
杆占多少份额 涉及不同融资手段和工 具的风险
测度
第二 金融杠杆主要是注入实 体经济部
门 还是主要用作金融资 产交易 涉及实体经济
部门的投资需求以及金 融市场效率分析

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冒头 根子却在实体经济
近年来 中央三令五申推动解 决 融资难
融资贵 的问题 但是 相关问题仍然是不少 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 迈过去的坎 从我国的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来看 金融杠杆 货款 债
券 占极大份额 直接融资 股票融资 占极小
份额 根据
年社会融资统计表及
年
年社 会 融 资 增 量
上半年社会融资统计表
统计中 杠杆融资占
年社会融资
年上半
存量统计中 杠杆融资占
年社会融资增量统计 中 杠杆融资占
年上半年社会融资存量 统计中 杠 杆 融 资
占
社会融资结构决定了我国经济的高杠杆
率 也反映了产业长期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渠
道 工具 产品的缺失 金融不深化 资本市场
不发展 股市上市和退市制度 不健全 是我国
社会融资结构失衡的深 层原因 找到经济高杠
杆率的 祸首 是否意味着板子就该打 在金融

身上 是否意味着只要靠操作 一些金融工具就可
以解决顽疾 恐怕没这么简单
事实上 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对 杠杆率的高
低有较大影响 在这里 可以将实体经济与实 际
投资或实际资本相联系 将虚拟经济与金融资 产
相联系 我们得出的基本判断 是 实体经济中的
传统产业市场需求饱 和 利润率低下 投资风险
较大 而金融杠杆 脱实向虚 又会导致产业空心
化风险增大
什么是产业空心化 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 区
的现有产业或产品生命 周期进入衰退期 或因生
产成本上升而向外转 移 同时 新的产业未能充
分成长 造成经济支柱和经济增 长点的萎缩 从
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如果缺乏有效的创新 机
制和有利的投资条件 新的产业不能较快发 展
产业结构不能顺利转换 升级 将隐含经济衰退的
重大风险
产业空心化经常与经济 虚拟化相联系 当投

资条件恶化 产业结构转型不畅 实业投资需求
就会下降 此时 储蓄率高于投资率 大量资金滞
留在金融系统成为 生息资本 并为了追逐利润
而投入金融资产交易 这导致实体经济萎缩 与虚
拟经济膨胀 投机需求旺盛诱发泡 沫经济 从而
使得金融系统乃至整个 经济体系风险增大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经济态势的变化使得 投
资模式发生变化 一般加工业及能源原材 料工业
以下 一
产能过剩 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在
些重点行业 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 汽车制造
业 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 制造业 精品钢材制造
业等产业增加值 投资收益率也趋于下 降 制造
上下 与此同
业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在
时 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的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障 碍 工业行业的这种状况
使得投资风险较大 投资收益率较低 获得资本
投资的条件较差 这里既有产业转型的原 因 也
有金融市场效率的原因

由此可见 经济运行本身是一个 整体 不能
用 虚 实 来加以割裂 很多时候 风险是在金
融领域冒头 根子却在实体经济 因此 去杠杆不
只是金融的事 在解决思路和实施路径 上要重视
实体经济的视角
事实上 根据我国经济现状 经济去杠杆的
路径有二 一是金融端 二是产业端 金融端的
债转股 高风险负债移至表外 不良资产剥离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展 期或债务减记等手段 是短
期的权宜之计 难以根本改善资产负 债表的质
量 为实现经济去杠杆 需要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同时强化金融监管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产业
端经济去杠杆路径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
有效举措 包括健全市场退出机 制 优化资源配
置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等
换句话说 经济高杠杆率只是表象 根本的
解决之道是通过深化改 革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 实现经济 再平衡

通过深化改革 用市场机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从具体举措来看 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仍欠发
达 体系亦不健全 致使融资渠道狭小 资本
的流动和配置不畅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 对
比例失衡以及风险高度 集中在银行系统 从操
作层面设计 应构造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 发
展多种场外交易市场 如 产 权 交 易 市 场 股 权
投资市场等 增强资本流动性 拓宽直接融资
渠道
二是优化改革金融监管
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
重要保证 也是经济去杠杆的基 本条件 国际
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 方面出现
了两个变化 一是更加重视宏观审慎 政策和宏
观审慎管理 二是从单一的审慎监管 向审慎监
管和行为监管 双峰构架 转型
不同于宏观政策对应于 总量经济 微观审

慎管理对应于企业个体 行为 宏观审慎政策及管
理对应的是整个金融体 系 是宏观政策和微观审
慎的中间环节 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 标是反周
期 即运用反周期策略来防 止金融泡沫扩大 维
护金融稳定
同时 各国进一步重视并发展金融行为监
管 以严格的预防性监管标 准对金融行为实施全
过程监管 对违规或者可能对金融 消费者产生风
险的金融行为进行早 期干预 目前 国际高标准
金融监管制度框架都包 括审慎管理 行为监管以
及针对资本跨境流动的 资本流动管理 我国的行
为监管还处于研究阶段 应该尽快建成独立于 审
慎管理体系的行为监管 体系 实施相机抉择的资
本流动管理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
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发生产 能 过 剩 市 场 的 调 控
手段是破产 兼并 重组 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

化调整投资预期和投 资结构 在这种机制下 迫
于市场竞争力 企业会进行技术创新 盈利模式
和产业结构也会发生 调整 但这一过程有个制
度条件 即投资决策 投资行为 投资效果之间
的权利和责任是平衡 的 而且市场出清不存在
非经济障碍 如果投资行为基本不 受市场机制
调控 投资的权利和责任又 不平衡 这种扭曲就
会阻碍市场机制的调 控 就会使结构调整 发展
转型难以实现
所以 要通过深化改革 真正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用市场机制倒逼产业 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 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 转
变 政府要在提供公共产 品和管理服务 维护市
场秩序方面更好发挥作 用 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
作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此外 在开放型经济框架中 解决产能过剩
的另一个市场化途径是 产业转移 当今世界 国
际产业转移特别是制造 业转移有两个趋势 一是

云龙庵暂得安宁
沈从文的长子龙朱正是五六岁的顽
童 他和弟弟虎雏常常跑来佛堂找四姨
看他们拍曲 弹琴 有时候就在临时搭设
的小长案上写作业 龙朱对整个大院的
结构观察仔细 因为这些结构几乎占据
着他的整个童年 那是一座由两层楼房
和高墙围成的大宅子 北面的一座楼足
有五十米长 除了正中一个朝北大门洞
以外 对外完全封闭 面对内部通条的长
方形大院子 一楼一部分出租给一些外
来的小作坊 糖坊 小肥皂工厂等 一部
分堆放农具 有两间养着大牲口 二楼是
粮仓 不住人 那个长方形的第一进大院
子 既是收获季节扬场 晒粮 码草垛的
地方 也是节日摆台唱戏之处 中间的第
二进楼和最南边的后楼由三组侧楼连成
一个横摆着的 日 字形 依地势比前院
抬高了约两米 组合成左右两个长方形
的小院子 那大概就算房主人的内宅啦
我们家就住在第二进的东头二楼 楼下
住过孙福熙一家 四姨 杨荫浏先生 曹
安和女士 住在后楼 外省人十分友善
但生活本身是艰苦的
四姨 杨荫浏
先生 曹安和女士与当时也在呈贡的查
阜西先生就都在那自己拼装起来简陋的
琴案上抚过古琴 我记得当年还专门去
过石碑村 在一棵大榕树下 听他们演奏
箫 笛 琵琶和古琴
古文字学家唐兰曾在北平与充和一
起拍曲 后来他到呈贡任教于西南联大
与充和相见甚欢 共诵杜诗 唐兰住在充
和楼上 充和请唐兰题写 云龙庵 匾额
唐兰独特的字体古意十足 充和一直珍
藏在身边
杨荫浏作为大院里的音乐家 常常

能听到他悠扬的笛声 他比充和大十五岁
很爱充和的昆曲 甚至把充和的唱法注在
年
曲谱里 注明 张充和唱法 时为
充和喜欢杨荫浏的创新做法 他把工尺谱
翻译成五线谱 便于传播 充和对他的印象
是 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原来是在给音乐
算节奏
在云龙庵 充和唱过 牡丹亭 琵琶
记 紫钗记 长生殿 曲余 她安静地为
友人抄写曲谱 文学家章靳以曾听她曲声
落泪 她为之抄写了 芦林 工尺谱 连同抄
写的杜甫诗 赠卫八处士 一起赠予靳以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
十觞亦不醉 感子故意长 明
此灯烛光
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笛声悠悠 兰韵幽
香 恍惚间 独身的充和似生出一种 一曲
微茫 的意蕴
呈贡时期的充和风华正茂 当别人都
是成双成对时 她就显得形单影只了 新婚
后不久 宗和即去宣威教学 留下妻子凤竹
在呈贡 照顾大弟媳妇就成了充和的分内
之事 凤竹在给宗和的信中写道 今天天
气转好了 很暖和 没有风 以后如遇这样
的天气我就可以进城 四姐早上采了梨花

来替我插好 放在窗台上 映着窗上白纸
此刻外面的夕阳透进来 真够美的 上午出
三
去走走 道路两边的菜花香得吓人
姐今天炖了红烧肉 又煮了鱼 又泡了黄木
耳 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等沈从文 因
谁知下午接到信说不来了
为是礼拜六
她颇为扫兴 我倒反喜欢 他不来 那些东
这些太太们每逢礼拜
西都是我们吃了
六都要做了好吃的款待丈夫 四姐他们也
沾沾光
充和与宗和的姐弟情总是那么不分彼
此 新婚时经济不敷 宗和就去蹭四姐的日
用品 为此凤竹以玩笑口气嗔怪宗和 四
姐接口又说那一天他们一对丑夫妻 还搭
着档到我房里 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 故意
结果是把我的镜子和胰子盒骗去了
的
又要骗热水壶
充和还教凤竹吹笛子 除了小工调 还
有一些旦戏的曲子 丰富她的昆曲戏路 教
她抄写曲谱 瑶台 还夸奖她的字好 到处
拿给别人看 那些 别人 都是各有建树的
学者 凤竹为此不好意思 于是乖乖跟着充
和练字 学写黄庭坚 她的小楷娟秀端丽
抄写曲谱风雅十足 因为自身生病 凤竹有

某些劳动密集 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加 工制造产
业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转移 二是发达国家和一
些中等发达国家凭借完 备的市场体系 产业体系
和供应链体系以及更高 的劳动生产率 吸引高端
制造业回流和转移
就中国而言 制造业增加值趋于下 降 会使
国民经济缺少骨架 在考核指标上 把第三产业
或服务业的比重上升 视为产业结构调整的 绩效
是不全面的 极端的结果会使国民经 济空心化
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转移要借鉴美 欧 日等
发达经济体的经验 并不是整个产业链的转 移
而是产业链的某些环节 的转移
我们仍然要在标准 技术 质量 品牌等方面
向高端发展 并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技 术来提高劳
动生产率 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 基于相对完备的
工业体系和配套能力较 强的中小企业群 继续吸
引全球中高端制造业转 移 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内容

意疏远一些人 但她对充和确实亲近依旧
她致信宗和说充和带着她一起吃饭 跟着
四姐一天能吃好多顿 说四姐对她偏护有
加 令别人有些不满 充和还致信在上海的
大姐元和 希望早先照顾她的保姆张干干
能来照顾病中的凤竹
充和总是尽可能地帮助凤竹做事 她
帮凤竹端茶倒水 帮凤竹倒马桶 如果凤竹
自己做这些她就很生气 充和嫌弃合伙饭
不够营养 希望凤竹吃得更好些 于是单独
雇人来开伙 有时候凤竹病得厉害 充和就
为她代笔致信宗和 还恶作剧般地用山东
细心的凤竹总
话署名 酸疯猪 孙凤竹
是怀着感恩之心 暗暗观察四姐的生活 四
姐又请作家冰心吃饭了 语言学教授罗莘
田又来云龙庵吃茶谈话了 曲友殷炎麟又
来吹笛子了 殷老总已由玉溪来住 类似
情书的信给四姐 有 有谁人孤凄似我 之
句 四姐对他印象 你喜欢用这两个字 不
坏 常说他好
有时候 宗和的信来了 充和也会故意
夺过去 还玩笑似的吆喝着说又来情书了
云云
凤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病却时好
时坏 充和默默观察着凤竹的肚子 感到从
未有过的好奇 这好奇里也隐约反映出她对
婚恋的懵懂 凤竹亦不时会有新的发现 例
如哪位先生又对四姐有意了 她致信宗和
说 有位先生 他麻醉或者竟是 迷 四姐
例如他说 平凡的人才结婚生孩子 像四姐
这样的人 应该好好保护起来 还说四姐靠
天吃饭 说我靠夫吃饭 并非玩话
有段时间 凤竹决定离开呈贡去宣威
与宗和团聚 但她又不舍四姐 而且凤竹还
想着要给四姐一个忠告 叫她看人要客观
一点 但我又怕四姐错会我的意思 你看
我能不能说
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