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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纳德·德赛勋爵，自2010年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成立以来，任顾
问委员会主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教授， 1965年始任教于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并于1992年成立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于孟买建立了梅格纳德·德赛
经济学院并担任院长。

德赛勋爵在孟买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在2008年获得了印度共和国第三高的平民奖Padma Bhushan奖。

德赛勋爵出版和编辑了20余本书，在学术期刊发表200多篇文章，并且其中
大量文章在英国和印度主流报刊登载。近期出版的书籍有：《傲慢：为什么
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危机和如何避免下一个危机》，《马克思的报复：资本
主义的复苏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死亡》，《尼赫鲁的英雄：印度生活中的
迪利普﹒库马尔》，《发展与国家地位：南亚政治经济论文集》， 《反思
伊斯兰：新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发现印度》。近期发表的OMFIF
评论系列文章包括:《未来：既非天堂，也无毁灭》，《欧洲的分裂影响》
等。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历史，南亚研究和全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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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川普未必是让人特别中意的美国总统，但并非毫无可能。川普特立独行，在很多方面甚
至让人觉得不安，但是他还是可以被选的。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许多白宫就职者都是打破模式的
人，比如尔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里根，克林顿和奥巴马。一个语言粗鲁，政治观点标新立
异，富有的右翼大亨在美国227年的总统系谱中并非格格不入。仅仅从性别统计的角度来看，无视
她高级行政管理的职位，希拉里﹒克林顿才是异常值。

在这个许多投票者（不仅在美国）感到被政治阶层背叛的时代，川普作为自1952年艾森豪威尔
以来第一位未曾担任过选任职位的候选人，也许是有好处的。经济危机以来八年的经济颓势，美国
中产的经济掏空，和一系列美国外交政策的挫折都让政治圈的人对圈内人不喜欢和不信任。川普的
经济政策，在惯例面前显得不同寻常，也许是一张可以打的牌。把他们放到显微镜下是有必要的。
我们的两位美国专家，Desmond Lachman 和 Marsha Vande Berg在前言中指出，川普目前的政
策立场显露出许多不连贯性和风险，不论对于美国还是世界。相对于Meghnad Desai，他们都对
川普经济的结果感到不乐观。

抵制7月18-21日克利夫兰共和党大会的人包括两位在世的前共和党总统大、小布什，以及最后
两位被提名者Mitt Romney和John McCain，也确认了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局外人身份。川普选择共
和党保守派，印第安纳州长Mike Pence 作为自己的参选副总统，试图以此弥补与共和党当权派意
识形态鸿沟的努力并不一定会成功。

然而这并非是这位候选人唯一需要跨越的障碍。川普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引起了全球的共同怀
疑和不确定，比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以及中东，俄罗斯和欧洲。然而，毫无疑问，如果当
选，川普在一个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领导人在内政治领袖花名册中会显得很和
谐。

川普的首要主张是把美国落后的基础建设的重建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部分。在全球利率空前低
迷甚至是负的情况下，也许是个成熟的时机来利用美国的信誉和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给国内经济的
恢复提供资金。在一个不那么正当的储备金状况规则下，川普总统任期也许会引发地缘紧张，从而
推动新的美元流入“避难所”，来支撑基础建设，仿照艾森豪威尔时期。商人川普，政客川普和社
会工程师川普也许会做出一些令人吃惊的协作效益。

大卫·马什，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总裁

令人不安但是可以选择
大卫·马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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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也许会带来一些艰难时光
戴斯蒙德·拉赫曼

Meghnad Desai的川普政治经济报告，令人受启发，受到欢迎并且非常及时。它帮助我们理解了川
普对美国一大部分选民的吸引。而且它阐明了美国经济的可能方向以及川普总统任期对于全球经济的
意义。

如果让川普在1月20日担任总统职务，那将是一个对全球经济具有高度挑战的时期。美国经济相对稳
健，但是世界经济显然并非如此。硬化的欧洲经济依然会在应对英国退欧的震动。日本再次面对经济
衰退和通货紧缩。中国将继续挣扎于摆脱已经走到尽头的基于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的新
生市场经济如巴西和俄罗斯将主要应对国际低商品价格。

勋爵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对于那些川普有争议的和与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的经济政策的有理有据的评
论。这些相关政策包括限制移民，在美墨边界修建界墙，重新进行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谈判，尤其是与
中国。报告还包括了川普关于美国政府债务，预算赤字和美元的非同寻常的观点的回顾。

回顾川普的经济政策的声明，Meghnad对于川普执政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经济后果比我乐观许多。
川普表达他完整连续的经济哲学的谨慎也让作者感到安慰。并且，在美国历史上无数的非正统经济政
策都曾成功击破专家们可怕的预言，德赛勋爵也表示从中受到鼓舞。

我对川普执政的经济担忧主要在于他将于一个世界经济处于负债且软肋频发的状况下走马上任。而那
时全球经济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不连续，无经验的新手，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亟需美国的领导。它必须避免回到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将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交付于一双
挑衅和好战的手中是毫无裨益的。

如果川普出任美国总统，我将会希望勋爵先生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如果不是，美国和全球经济将迎来
几年的艰难时日。

戴斯蒙德·拉赫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发展和研究部副主任，
所罗门美邦首席新兴市场经济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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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川普也许会赢得白宫的战役，但是如果他的竞选活动准确反映了他的政府偏好，川
普政府将会带来极少的让美国经济脱离衰退的危险地带的有力措施。甚至，他的执政将会给
美国世界经济领袖的地位带来风险。

川普坐镇的白宫将非常有限地，如果有可能，实现两个困难的目标：与陷入僵局的国会和分
化的美国选民达成政治联盟，引导充满变数并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如果川普在十一月成功
当选，这位地产商和真人秀电视节目主持人转行的政客将史无前例地成为最刻薄和最极端分
化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候选人。1月20宣誓就职之后，他将面对的可能会是一个分裂的国会，民
主党重新掌权的参议院和许多疏远的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由于其政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于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墨西哥，全球经济将会
开始反映出由于美国的缺席而产生的空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谨慎的长期投资者将会重新校
准他们的全球投资组合来显示这些新的不确定性。川普将推行他唯一一个连续的意识形态，
对移民的本土主义。总统选举暴露出这个国家的两极分化和忧虑，但是却没有给这些问题发
掘出解决之策。

在美国国内，川普的竞选特点也将会使不确定性加剧。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彻底检查美
国错综复杂的税收政策，税收将简化为四级，那些个人收入低于25000和夫妻共同收入低于
50000美元的将不再缴税。基于华盛顿的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预计这个提案将会给纳税人增
加12万亿美元的国债。

川普反驳两位数的万亿的美元估值是夸大其实，而且，去年九月在选举网站大张旗鼓贴出的
税收计划正在被修订和定稿。即便是竞选活动会削减计划的开支（通过将头等税收等级从
28%削减至25%，并保持资本利得税在15%），我们仍然不知道谁是获益的一方。这并不是
一个新选出的政府能交出的最好成绩。

共和党纲领反映出川普反全球化的立场，以及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我们需要
更好的美国优先的贸易协定”，在变得好斗和威胁美国从国际领袖角色中退出之前，共和党
曾这样表示。“我们不能允许外国政府限制美国进入他们的市场，同时窃取我们的设计，专
利，品牌，诀窍和技术。”

这有什么特别？如今，进出口从战后时期的10%占到了美国GDP的30%以上。GDP的这一部
分将会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商务部预计美国出口总值为2.3万亿美元，直接负担了1.17千万个
工作职位。多于30万的交易为出口商品或服务，其中98%是小于500人的小企业。

川普的白宫日程将继续致力于调整税收政策和在美国经济和“不受欢迎的”国外势力之间建
立防火墙，无论是移民还是想要在国际市场分一杯羹的发展中经济体。如果当选，川普将会
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他的成功或者失败有赖于他能否让大众相信他并非一意孤行的
标新立异者。即将到来的几个月将会向我们展示，川普是否会成为美国在21世纪重新定义自
己的努力的一部分，或者他会把这个任务留给那些更适合的人，至少是在理论上。

玛莎·万德伯格，斯坦福大学杰出研究员

全球经济风险
玛莎·万德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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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已成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将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与2016年的总统竞
选。他一路对抗着，或者说，漠视着各界质疑以及毫无掩饰的戏谑，特别是来源于部分两党
中坚分子与几乎所有自由派。然而，他仍旧在总统初选中旗开得胜，赢得了数百万人的共鸣
以及选票。

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想像，即唐纳德·川普最终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在2017年接任巴
拉克·奥巴马（Barrack Obama）。那么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或者更具体地说，他
的经济政策会是怎样的？他如何才能做到兑现自己的众多承诺呢？对于川普上台的的经济结
果，我的预测是悲观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川普当前的承诺高的不切合实际。

在本篇短文中，我希望详细分析川普非传统的经济逻辑，并解答他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让我
们大吃一惊。毕竟，令人厌恶的政治观念往往与成功的非正统经济学共存。例如，在上世纪
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德国和意大利的欧洲法西斯政
党是最成功的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

参选以来，川普一直十分谨慎地去避免阐明一个完整、一致的经济哲学。这样做十分机
智，因为针对川普的批评者很难找到明确的点去攻击他。事实上，川普并不是像公众所说的
那样是个傻子，他也并不糊涂或自相矛盾。他的政策立场是经过细心研究过的，其目的是为
了迷惑他的对手。川普有做出一系列承诺，包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限制外来移民、在墨西
哥边境建一堵墙、逆转与中国贸易的“消耗”。

这位共和党提名人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以及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这是一个神圣的美国传
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获得世界霸权之前，美国都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金融业专家们认为他的一些言论超出他的职责范围，例如违约美国债务以及反对强势美
元。人们的记忆总是太短，以至于普遍认为强势美元是美国经济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
而，人们遗忘了美元有一段剧烈波动时期，即随着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退出美元汇率标准
（the Dollar Exchange Standard）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随之开启的浮动汇率市场的十
年时间（见图1）。正如约翰·康纳尼·尼克松（John Connally Nixon）的财政部长对欧洲领导
人所说的一样，“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难题”。

1. 非正统的川普：
一个令人惊奇的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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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对于公共债务问题的傲慢观点
一直以来，唐纳德·川普的各类言论都十分傲慢，例如，对于债务规模、债务回收或是债务
违约的言论；对于国际贸易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的观点；对于外来移民以及驱逐非法移民的观
点；对于要放弃奥巴马的环境政策的观点。在一些其他问题的立场上，他对于穆斯林、墨西
哥人、西班牙人以及女性都十分粗鲁。

这类右翼民粹主义的观点没啥新鲜，但是它从未像川普所提出的这样引起广泛共鸣。[历史上
右翼民粹主义的总统候选代表例如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抵制美国黑人，因为在当
时西班牙裔、墨西哥裔人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川普的华丽辞藻间察觉其矛盾言论，但是正是这种矛盾使得川普在选民
中如此之受欢迎，这已是一种共识。

自从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的40年间，美国中产阶级成为了危机的最大输家。这些民众同时感
觉自己在全球化中受损（此处全球化可视作形容一系列政策的混合词，这些政策包括更自由
化的贸易、自由的移民政策、受限于债券市场信息的财政自律、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通货膨
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觉第一个矛盾点。考虑到被剥夺的美国中产阶级包括白人、黑人以及西
班牙裔家庭，而川普仅仅关注白人的不满，疏远黑人以及西班牙裔人，这样做他能够获益
吗？

通常，人们如此来总结共和党的立场，即共和党希望特别是对于富人实施更低的收入税与公
司税，并且共和党经常担心公共债务规模以及预算赤字，对公共支出尤其是穷人的福利支出
的过分增长表示担忧。

然而川普将他竞选的着力点集中于蓝领体力工人以及衰败的制造业到来的逐渐增加的失业人
群。他责骂“现有体系”，包括大型银行以及跨国公司，他们都宣扬全球化并从中受益，而
其代价是美国工人福利。川普表现出对于国际自由贸易的厌恶，并且主张增加公共支出来抵
消部分对美国工人的负面影响。

这一认知与民主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主党愿意，但一直没能够做到增加对富人的赋税并
改善福利支出。随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越来越受牵制，民主党候选人（“邮件
门”事件如果平息的话，可能是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的政策可能会更加左倾，
背离华尔街（此处华尔街（Wall Street）可视作形容一系列政策的混合词，包括降低公司
税，松散的监管，回避海外避税天堂的税收责任问题，高企的公司收入以及奖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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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投将有利于作为候选人的
特朗普2 
英国退欧的决定将会在多方面帮助特朗普。以右翼的民粹主义以及排外为特征的退欧公投与
特朗普的风格十分类似。

特朗普会十分享受对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条款的尖锐态度。一个国家不应该被先前的承
诺所制约的态度正是他所想传递的。

这也确证了特朗普采取简化的二元形式竞选以及谈论严肃观点的行事风格。自由主义的评论
家希望能够将其粗鲁的政治方法与欧洲更低调的政治风格区分开来。

如今，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政体之一采取了特朗普的策略。

“退欧”的冲击使得英镑相对美元走弱。英国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美联储至今仍旧没有立即加
息的重要决定因素。债券收益率已经降至了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特朗普应该会从这一情况中受益，因为他的财政政策将是非传统的，即通过举债来为基础设
施建设融资。

即使英镑在英国新首相上台后逐渐恢复，对于英国货币以及债券市场的恐慌仍将持续。特朗
普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特丽莎·梅（Theresa May）作为7月13日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已经决定任命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有着传奇色彩的前伦敦市长，作为外交部长。约翰逊的行事风格经常被
拿来与特朗普比较，即跨党派的形式方阵以及对于国家事务的处理方法（包括对欧盟怀有的
敌意）。就像特朗普一样，约翰逊并不寻常地在政治上走上如此高度——他有可能从各个方
面带来政策上的惊喜。



特朗普的经济决策层

其他拥有经济学、商业或者金融背景的顾问包括卡特·裴杰，国外政策顾问，他是全球能源
资本的创始人与营运合伙人；乔治·帕帕佐普洛斯，前共和党竞选人本·卡尔森的高级政策经济
顾问；乔治·马什伯恩，竞选政策总监，曾协助制定国会预算与拨款法案；肯特·加里，伊利
诺伊州署长，是伊利诺伊审计局的前行政助理；沃尔特·科特，是弗吉尼亚共和党的前财政总
监；爱德·麦克马伦，南卡罗来纳州竞选的共同主席，先前在美国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任职。

史蒂文·姆努奇恩（STEVEN MNUCHIN） 资金筹集人

作为国家融资主席领导竞选的资金筹集。在耶鲁受过教育的银行家、电视制作人以及政
治资金筹集人，前摩根斯丹利合伙人。创立了德恩基金资产管理公司。OneWest Group
前主席，其成立于2009年房地产借贷失败的印地麦克银行，后在2015年出售于CIT 

保罗·马纳夫特（PAUL MANAFORT） 竞选主席与总策略师

戴维斯、马纳夫特以及弗里德曼顾问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主要负责联络以及通讯。在四
月份获得2千万竞选预算支配权，包括雇佣决策，广告以及媒体策略。跟踪共和党总统竞
选人的宣传工作：包括福特、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

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 经济顾问

再次重现竞选江湖。与科特诺一起成为“自由企业基金”联合主席：“优秀的华盛顿游
说力量，尤其是对于会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赋税、以及有限政府权限的立法”。1981-
89年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拉里·科特诺（LARRY KUDLOW） 经济顾问

与摩尔（如下）共事为特朗普制定税务政策。他整合了电视脱口秀行业，长期作为政治
评论家，起先是一名自由主义人士，后转向保守主义。是一系列报刊的专栏作家，并且
是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的名誉学者。前里根管理层官员，贝尔斯登的首席经济学

山姆·克罗伊斯（SAM CLOVIS） 政策主管

莫宁赛德学院经济学教授，茶党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在阿拉巴马大学获得公共管理博
士学位。负责制定多项竞选政策，包括很多国内外的政策规章。在2014年参选爱荷华州

3 

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 经济顾问

经济学作家以及政策分析师。策划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在1999年成立了“增长俱乐部”
，其作为一个保守型的组织，制定减税的规划，在2004成为该组织主席。前华尔街日报
编辑委员会成员，保守派美国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名誉访问
学者。

10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NALD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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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人成为总统4 
提到唐纳德·川普，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他是一位商人，并且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涉
及房地产、电视、赌场以及其他娱乐产业。他是自罗斯·佩罗（Ross Perot）1992年来首
位以商人（以及老练的电视演员）身份竞选总统并且成为了主要党派提名人，罗斯·佩罗
作为德克萨斯州的商人参选获得了19%的主流选票

历史上一些其他的提名人或竞选人也有一些经商挣钱的，但是这些人往往在经商成功几
年内就参政并竞选总统。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其参与了2012年的总统竞选，
曾在1994年从政以前工作于管理咨询公司以及私募股权行业。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George H. W. Bush）曾经是石油行业高管。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其
作为1964年的共和党提名人，有商业的背景，如同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kie）作
为公司高管，1940年与罗斯福一同竞选。

川普之前对于从政没有任何经验。但他近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公众视野之中，促使他成为了
一位商业成功人士以及公众人物。由此可以发现“川普经济学”可能更多来源于川普的日
常经验以及见闻，而不是像其他候选人需要经济问题的专业顾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
于债务问题非常规的看法。作为一位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川普将债务视为交易的工具
而不是一种负担。

因此，当主讲人保罗·莱恩（Paul Ryan）宣布他将处理公共债务规模放在经济纲领首位
时，川普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川普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举债能够帮助经济实现这
一目标，那么他觉得就应该这么做。若想要抨击川普对于债务的观点是非常容易的。但
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自从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正统的金融学规则都失效
了。

政策制定者用纳税人的钱予以救助破产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但是戒绝任何形式的财
政扩张来改善中产阶级的现状。2008年联邦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me)用以支持少数人，却将多数人拒之门外（这一计划向被围困的金融机构收
购“问题”资产与权益）。被剥夺的中产阶级亲眼目睹了政策规则被违背，有罪之人获得
了奖赏而竟没有受罚。

当前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可以仅仅被视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加强版，但在
程度与规模上，它已经打破了之前所有的政策规则（见图2）。货币学派教导我们，利用
货币政策满足公共借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且会导致高通胀。

当下，美国和英国，更不用说日本，都在不断地印钱，仿佛不用考虑明天。至今，通胀率
对此都没有太大反应。美联储已经将利率降低接近至零下界，英国央行与欧洲央行更是将
利率降至负值。这些宽松政策的仅有受益人一直以来都是银行以及大型企业，他们依然
拒绝投资，却利用廉价信贷增加自己的资产价值来获益。普通民众从这所谓的被誉为“创
新”的对传统的背离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如果川普某一天声称他希望通过举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就业，这很可能并不是虚张
声势。长期停滞已经使得收入不平等问题变得日趋严重。银行与公司福利高涨，而公司收
入却没有。川普很可能会争辩，正统学派需要对这一切问题负责。同时，川普的批评者
对于美国历史太健忘了。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作为财政部长时
期开始，我们就被教导金融廉洁是如何成为美国政策规则的一部分的。这是一段奇特的历
史。

批评者们应该重温从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33年9月毁灭银行部门
到八十年之后美联储建立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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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贷的政策

纵观整个19世纪，美国的国外信贷质量并不好。在内战后加入国际金本位制的努
力，以及农民抵制东海岸公司造成通缩而受苦，使得在美国政治灵魂中永久植入了
对银行与银行家的不信任。

考虑更近时期，1971年美国单方面违背了以35美元每盎司的固定价格来购买黄金的
承诺，由此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不管过去30年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一直
以来美国在金融责任方面的记录都很差。川普可以引用一系列先例来佐证这一点。

川普对于贸易也是持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和任何商人一样，川普尽管一直虚伪地说
着关于自由竞争的陈词滥调，但事实上他更偏向于垄断市场。他希望能够竭尽所能
地从贸易中攫取利益。如果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施贸易限制或者汇率贬值，那么也
可以这样做。

再次重申，川普所关注的并不是所谓的教条，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这是他的底
线。自由贸易导致双方共赢并且是每一方最优政策的观点并不被川普的核心支持者
所接受，因为他们在人生经验中从未感受到这一点。

然而，他们没有感受到贸易的好处很可能是由于强大的经济因素——1973年的石油
冲击、制造业转移国外寻求低价劳动力、强势的美元等。但是，川普和他的主要支
持者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上述事实，即自由贸易政策没有成效是因为外部因素。
他们本能上希望利用政治力量的杠杆来重新主导贸易规则。

再一次地，尽管自由贸易是最优（First Best）的，并且更自由的贸易总是比贸易
保护好，但是实践经常与理论背离。美国和欧盟对其农业的保护引起了新兴市场国
家广泛的愤恨。以降低贸易壁垒为目标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The Doha Round of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alks）已被搁置多年，正是由于发达国家抵制发展中国
家也采取类似的农业保护。

至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是这样告知美国的。
如今川普抱怨中国一直玩弄肮脏手段。但是这代表着一个迹象，即跟60年代、70年
代相比，美国不再在国际贸易中，至少是制造业贸易中，拥有绝对主导地位。即便
欧盟一直抱怨美国在TITP谈判（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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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预算赤字存在一系列的指责，在实践中，民主党与共和党都采取过高赤字的财政政
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作为共和党的道德典范，采取凯恩斯范式的扩张性财政
政策，在其8年执政的每一年都采取赤字融资。

债务-GDP比重虽然在1974年已降至31%，却在里根执政时期上升至了50%以上，直至在
1992年该比重已达到60%（见图3）。在老布什以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时期，
赤字水平进一步扩大，直至达到1996年65%的最高水平。最终债务-GDP比重在克林顿第二
任任期降低到了55%。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在其8年执政的每一年都采取财政赤字，因此2008年债
务-GDP比重达到了67%。之后，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产出转变为负增长，债务水平不断增
加。受2008-09衰退的影响，美国债务-GDP水平从2008年的67%上升到了2013年的101%，
并且在2014、2015年将近达到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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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共债务悠久的历史

从1946年至今，美国仅仅有12年的时间是预算盈余的——预算盈余的年份包括杜鲁门执政的
1947-1949、1951年；艾森豪威尔执政的1956、1957和1960年，以及克林顿执政的1998-
2001年。除此之外的唯一一年是1969年。（见图4）

如果川普采取赤字融资，并提高美国债务水平，他将绝不会是首次这样做的总统。他仅仅需
要一个顺从的国会来支持他的政策。共和党将里根时期的赤字归结于冷战胜利，将布什时期
的赤字归结于9/11事件和反恐战争（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川普需要为他的财政赤字寻求
一个吸引眼球的主题，这样他就能获得良好、安全的盟友。

美国已经有20年的历史采取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这迅速地增加了其净外债。在2015年
底，美国负债达到将近7.3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1%（见图5）。这一数字在1997年还
在0.8万亿之下，仅仅是GDP的9%。在理论上，一个国家如果有大幅度的外债或者经常账户
赤字，应该面临货币贬值的压力以及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这将激励他们采取货币、财政以
及管制政策来最终平衡国内、国外需求。

美国稳定、吸引人的国内金融、政治环境以及深度流动性的市场意味着美国能够吸引储备
货币、投资以及其他长期、短期的全球资本。同时，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印发国，
与上述因素一起，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特例，允许其以低廉的价格高度借贷，同时维持一个强
势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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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5: Rising foreign liabilities for world’s largest debtor economies 
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s, 1997-2015, % of GDP

 

 

 

 

Largest debtor economies  

NIIP ($bn)  NIIP (% of GDP)  
2015  2014  2015  2014  

US  -7,357  -7,020  -41  -40.5  

Spain  -1,065  -1,208  -88.8  -87.3  

Brazil  -799  -723  -26.6  -50.1  

Australia  -689  -553  -56.3  -25.9  

Italy  -475  -799  -26.2  -33.1  

France  -416  -508  -17.2  -17.9  

Chart 6: US is the world’s largest debtor economy
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largest debtor countries, 2014-15

Source: IMF, Eurostat, OMFIF calculations

Source: IMF, Eurostat, OMFIF calculations



July| ©2016 omfif.org  |   15

特朗普经济学无可争辩的矛盾点
对不可预测的竞选采取的漫不经心的战略
雷金纳德·戴尔

解读特朗普经济学的过程中会面临两大困难。其一，当唐纳德·特朗普发表一段有争议的讲
话，很少的人会继续向他提问——不光是新闻记者，连他共和党的竞选对手先前也没有。这
一问题的原因有美国政治记者对于经济学的厌恶以及竞选者担心抨击特朗普标语会疏远选民。

因此特朗普经常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来“谋杀”美国。但是他从未被提问过他如果采取弱
势的美元会在更大范围内带来什么影响。他威胁对于转移到墨西哥的公司将实施压倒性的关
税，但是没有人询问他“这是凭什么呢？”或者“这一提案如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甚至
如何通过美国内部的基础程序呢？”

解读的第二个困难是很难判别特朗普是否是认真的或者是走一步算一步——“意识经济学
流派”，正如一位分析员所指出的。特朗普看起来并不在乎他一系列的政策声明是矛盾的，
甚至遭到竞选对手的攻击——一个漫不经心的政策正与特朗普未知是一种财富的观点相适
应。

如下是当前特朗普经济学存在的几个矛盾点以及困惑点：

一项协议：通过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决策执行的能力，特朗普暗示他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
治）的挑战，视作在零和规则下运行一个巨大的全球房地产市场的 - 如果中国和墨西哥通过
与美国贸易盈余成为赢家，美国将从中失败。他似乎认为，贸易顺差代表收入，其是政府可
以花费的，例如在墨西哥的例子中，利用这一途径来为建立墨西哥墙融资。如果不这样做，
他就干脆没收（尤其是非法的）墨西哥移民汇款的份额——这一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并会承
担冗长的法律纠纷。

税收：特朗普说，他“不一定是他自己大减税的计划的粉丝”，他声称其计划是他去年秋
天编写的。该计划的特点是为最高收入者大幅减税，但他曾表示，他也会随时对富人增税。
他声称，他的减税政策自身为支付政策成为，主要是通过提升年经济增长率至5％或6％，并
消除不确定的税收漏洞和扣除——这一声明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荒谬的。

主权债务：也许特朗普的最离谱的声明是他将在8年内消除美国19万亿美元债务，一个极
不可能实现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减税估计会造成超过10年的大概10万亿美元的的收入
损失。他甚至没有办法来慢慢地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随着他发誓要放弃废止大规模预算津
贴例如社会保障。如今，他辩驳他是想减少债务的“百分比”，并有专家来帮助他减半他的
减税预计10万亿美元的成本。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些变化——如税收和最低工资——正鼓动特朗普向中间选民靠拢，也许
我们不应该指望特朗普有更近一步的澄清。特朗普最热心的支持者对晦涩的经济学并不感兴
趣。通过加强特朗普见风使舵的形象，他正准备进一步转变他的立场。然而，那些从来没有
相信过他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经济学家们，现在也开始详细
研究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如果有更多的媒体也这样做将会更好。

雷金纳德·戴尔，跨大西洋媒体网络机构主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项目中心高级研究员。金融时
报、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员，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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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非常明确一点，即如果川普采取连续预算赤字并提高债务的政策，那么他的政策符
合常规，并不特立独行。

理所当然，控制债务-GDP比重的方法一方面是完善分母，另一方面是限制分子增长。

然而，如果要说美国有哪些方面投入不足，那么应该说其基础设施建设急需改善。预计当
前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已达到3.278万亿美元。具体包括地表运输（2万亿美元）、水路运
输（0.131万亿美元）、电力（0.736万亿美元）、机场建设（0.134万亿美元）。

美国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已经使用了20年以上，十分老旧了。由此可见其投资急需改
善。2014年密西根爆发的污水事件尤其显示了长期以来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忽视。

美国工资停滞

当前，美国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过去40年来工资率曲线的平坦（工资率在此定义为私人部门
生产型雇佣工人平均每小时的补偿）。

根据Washington-base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1973-2014年间，生产率上升了72.2%
，但是工资仅仅上升了9.2%（见图8）。自1970年的额外收入增长仅仅只有15%流向工人部
门，其余的大部分流向了企业收入。

这样的情况完全是由一系列政策产生的再分配效应所导致的，这些政策包括放开金融监管、
减税以及增加公司扣税，其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廉价劳动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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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受欢迎的秘密

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希望采取非传统的经济政策，因为正统的经济方针已经没办
法做到“一碗水端平”。他们责怪华盛顿的权威人士，因为在他们眼里，当前经济
的萎靡正是精心策划的政策所导致的，其以“经济学”正名，却“偏袒财富的创造
者”。伯尼·桑德斯仅仅关注公司特权阶级的利益（以华尔街为代表），相比之下，
川普注重创造就业，并干预国际贸易来帮助美国工人。

改变开放、自由的贸易格局很有可能并没有川普所想的那么容易。国际贸易条约
可没那么容易被改变或背弃。（川普曾公开职责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制定了
完整的措施来防范任何国家的单方面违约。）但是川普所倡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例如“墨西哥墙”）以及解决一直以来很明显被忽视的基础设施缺乏问题很
容易获得广泛支持。

国会议员希望所花的钱能够真正留到自己的选区。这些“外事具备只欠东风”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能够为低教育工人创造工作需求，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足够教育
不能在服务业工作，却可以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

毫无疑问，当前全世界都流行着一种反对全球化正统的情绪。我们见证了欧洲
右翼民族主义党派以及左翼反资本主义极端主义党派的崛起。很可能和过去一样，
全球化的高涨时期会导致去全球化，而这主要是由于大衰退以及持续的低增长和通
缩。如果上述情况成立，川普与正统观点的专家们相比，将会在国际上面临更少的
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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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私人部门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尤金·先科

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特朗普总统竞选之初的关键承诺之一。在2015年6月当他宣布
开始总统竞选之际，特朗普说，“这些项目将按时完成，满足预算，远低于成本，远远低于
每个人所预料到的。当我看着这些公路正在全国各地兴建时，我说，‘我可以建立这些东西
的三分之一。’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机场。”

毫无疑问，美国的基础设施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修以及扩建。但融资方案的选择会产生不同
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大多数美国基础设施是利用公共资金建设的，私人资金所占的份额一直
在过去十年稳步增长，尽管速度缓慢。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加快速度，由此产生的问题将是它
是否将由公共开支或私人投资来驱动。

尽管2015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仍停留在102％以上，低利率环境使得至少在短期内增
加公共开支很便宜。但是，除了要决定美国的最优举债空间外（包括其长期影响），特朗普
政府将不得不权衡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的效率。很难指望政府采购能够“构建这些设施的
三分之一”。

无论是在美国和全球，私人投资者和基础运营商拥有比政府更强大的效率记录。然而，美国
基建股的私募融资的份额，根据不同的估计，从未超过10％－15％，并主要集中在能源资
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采购流程已经相当慢，并在有在最后一刻项目流产的困扰。当前，
只有10个州已经开始运行相对活跃的PPP方案，同时，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州都没有PPP的法律
可言。

恢复基础设施投资的非正统的方式，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去除阻碍当前民间融资的立法和程序
障碍。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私人金融家群体准备并愿意——但目前还无法——更加迅速地
增加其在美国基础设施中的投入。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养老金计划、保险公司和主权财富
基金，其提供了“病人”受益，谋求长远、低风险环境下稳定的回报。美国的机构将不必特
意寻找这些投资者们，他们只需要提供更多能够接触到的项目。

走这条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首先，政府必须促进扩张其立法基础（尤其是在州一级），
并允许简化采购流程。当前的体系往往需要投资者获得一系列难以置信的批准后，才能启动
一个项目，即便该投资者已经获得竞争性投标了。

其二，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帮助提高公众的认识，即对私人基础设施的让步是能够
获益的。人们往往抱怨新的道路会征收通行费，持续的建设带来不方便，以及“某某人从公
众的利益中捞了一笔”。这经常是新闻报道的结束语。在更大的视野下看待这一事件——私
人管理下更快地实现更大的价值、更快的实施效率，以及财务受益被引导到养老金储蓄账
户——这些私人投资的收益几乎没有任何人察觉到。

尤金·先科，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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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川普可以参照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当前仍覆盖全美的国家高速公路系
统——高速公路、收费道路、机动车道的网络系统——建于上世纪50年代，正是艾森豪威
尔发起了这些项目并坚持持续建设。艾森豪威尔任命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作为其
1953-1956年间的首席经济顾问，阿瑟·伯恩斯随后在70年代担任美联储主席。

一旦涉及经济问题，伯恩斯会成为保守却又富有同情的一个人。他在经济上并不是一个凯恩
斯主义者，但是他的政策建议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公共资本投入。在艾森豪威尔执
政时期，总公共投资达到了7%每年的顶峰，从那之后经济从未有过如此高的投资份额。（见
图9）

艾森豪威尔与此同时采取审慎的财政政策，债务/GDP比重从1952年（杜鲁门执政的最后
一年）的72.7%，下降到了1960年的53%。这些年的公共工程支出甚至超过了罗斯福新
政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完全就业并且持续增长的（除1957年出现温和衰退），为财
政提供了充分的税收支持。

婴儿潮（Baby Boom）为美国提供了一批年轻、发展的群体，并且他们对于健康设施建
设的要求并不高。福利支出在当时处于中度水平，并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的大社会时期（Great Society）,其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贫困以
及种族不平等。收入的持续增长使得债务-GDP比重一直在较低水平。

作为共和党平衡公共财政的灵魂人物，艾森豪威尔彻底击败了里根、布什以及共和党的其
他总统。艾森豪威尔同开创了公私合营的先河，圣劳伦斯河海道项目，作为连接美国以及
加拿大的水闸、运河、河道的系统的融资就是采取的这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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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9: US public investment declines after Eisenhower spurt
Gross government investment, % of GDP, 1947-2013

Sourc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川普的榜样
——艾森豪威尔的执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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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主权资金为美国基础设施融资

川普可以通过利用当前低利率以及借贷条件来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公共投资支出项目。正如
圣劳伦斯河海道项目一样，他甚至可以利用主权财富基金来资助他的项目。毕竟，当前基础
设施建设赤字总额的3.28万亿美元仅仅为GDP的19.6%。

一个占GDP比重5%的投资项目将达到9000亿美元。上述金额的借贷也满足稳健的公共融
资原则。如果美国采取长期固定息票债券进行融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养老基金将都十分乐
于投资。如果能够连续4年采取这种方式融资，政府的借贷将能够满足整个资金缺口。也许很
难具体估计这些项目能创造多少就业，但能肯定其数量一定是巨大的。

如果川普能够进行如此的大胆的投资项目，他就能够兑现他的大多数承诺，并且也不用与
中国进行贸易战。也许为了赢得选民，他当前会采取一个激进的立场，但是最终他会选择和
国会站在一起，因为国会不会支持他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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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川普所能成就的

在政治方针上，川普是一个非传统的人，并且他也承诺在经济方针上如此。

在G7或G20层面上，一旦问题涉及财政前沿的大幅度扩张，其探讨就会陷入瘫痪。大衰退
随后数年经历了大幅度的赤字和债务上升，从而阻止了进一步财政支出（正如英国发生的情
况）。在任何情况下，借贷都为投资支出提供支撑。

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负责缓解大衰退的痛苦，并且帮助债务累累的僵尸家庭和僵尸企
业存活。
但是近年来，QE政策已走向尽头，货币政策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负利率成为了困扰大家的
问题。企业利用廉价资金回购股份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购买资产引起泡沫（见图10）。资金很
少流入实体经济，很少能够提高工资率，甚至推高通胀水平，直至达到2%的目标水平。

在此背景下，一个大胆的非传统政策能够解决增长困境，而不是在难以对付的问题前束手无
策。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无人车或者机器人仅仅会顾及到技术工人的工作。曾经享受高水准
以及不断上升生活水平的大部分低技能体力劳动者在过去40年中不断受损。尽管美国失业率
一直很低，关于工资率水平却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作为工资不高的结果，家庭债务水平不断
上升。

Chart 10: Low interest rate boost for asset prices
US stock market capitalisation against Fed funds rate, 197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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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支出将会刺激就业增长

一个大胆的基础设施公共支出项目会尤其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并且帮助经济复苏。
持续的资本支出政策将同时增加收入和收入增长率。

这些间接效益以及乘数效应的大小很难具体估计，但是这些效应一定是正的。政策本身将降
低债务-GDP比重，如果支出水平偏低，税收收入水平也会降低，这样的债务水平相反会更
高。如果川普采取这样的政策，那么他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实践者。

最终，一个拥有了详尽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美国总统要求顺从的国会帮助其实现其预算草案，
并给与其要求的债务限额扩张。

当然，这取决于川普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带领共和党走进两院，并且赢得多数选民
支持——以及共和党内部是否支持川普非正统的政策。上述一切都是没有定论的。如果川普
在11月份取胜，那些担心川普上台的人应该祈祷在四年后不会发生交通拥堵。这将不会是一
个幸运的结果——对于美国以及全世界——我们必须祈祷有比川普上台更好的选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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