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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建立两国 ＤＳＧＥ模型， 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对中美国际收支失衡

的影响， 解释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的原因。 通过引入对

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从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动态平衡的视角展开研究， 阐述

了中美两国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 中国有较高的资产边际产出， 在吸收 ＦＤＩ 的同

时， 需要积累相应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而中国的外汇

储备又通过美国的全球金融系统回流到美国， 使得美国可以维持经常账户逆差。 数

值模拟结果很好地拟合了真实的经济数据。 本文以 Ｇ２０ 成员为研究样本， 实证研

究了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的存在， 解释了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巨大

的事实， 以及中国需要积累外汇储备和不断提升金融市场效率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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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８年 ３月， 美国以中国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为借口， 执意挑起对华贸易

摩擦， 之后摩擦不断升级。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美国财政部无理地给中国贴上 “汇
率操纵国” 的标签， 美国反复无常的政策增加了人们对全球经贸发展的疑虑与担

忧， 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中国商务部发表了 《关
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 阐明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

巨大。 国与国之间在实际的经贸往来中， 出现国际收支失衡 （顺差或逆差） 是很

正常的， 乃至严重失衡也可能出现， 重要的是找出原因， 通过协商合作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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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或深层次原因到底是

什么？ 只有弄清楚影响国际收支失衡的内在逻辑和内在原因， 才能理解与把握中美

两国贸易摩擦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发展方向。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９０） ［１］以跨境资本流动为切入点研究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他认为根

据经典边际产出递减规律， “穷国” 在人力资本质量、 人力资本外部性、 政策风

险、 资本垄断收益方面的优势比不上 “富国”， 因此资本会从 “穷国” 流向 “富
国”。 随着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Ｋｙｄ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１９８２［２］；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ｏｇｏｆｆ， １９９５） ［３］， 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研究也在不断向前

发展。 例如，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０５） ［４］ 提出金融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等 （２００８） ［５］提出 “全球金融资产短缺” 假说；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Ｑｕａｄｒｉｎｉ 等
（２００９） ［６］提出 “预防性储蓄假说”。

为了解释中美两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已有

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 多数学者从资产端的视角 （即贸易

差额） 来研究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 （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０５；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忽略了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平衡关系， 而本文从对外金

融资产负债动态平衡的视角展开研究； 第二， 在两国 ＤＳＧＥ模型中引入对外金融资

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解释两国资产收益率差异引起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影响

的内在机制。

一、 文献回顾

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会对各国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生活方式等产生影响， 甚至

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因此， 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国际收支问题展开了讨论。 下

面将已有研究成果分为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 人口结构与国际收支失衡和预防性储

蓄假说三部分， 并分别进行综述。
（一） 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

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主张金融体系的差异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 因此发

展中国家需要改善金融体系， 提升金融配置效率才能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 金

融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最早是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０５） 提出的， 他认为全

球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 而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储蓄太

少， 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顺差国要让货币升值或启动内需。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等 （２００８）
从国际安全资产需求的视角出发， 提出 “全球金融资产短缺” 假说， 将金融资产

配置中的全球失衡视为一种经济均衡的结果。 Ｃｏｒｄｅｎ （２０１０） ［７］提出一个过剩储蓄

“寄存” 假说， 由于中国金融系统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将一部分多余的储蓄 “寄
存” 在国外是理性的选择。 Ｓ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１） ［８］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进行

ＤＳＧＥ建模分析， 研究认为金融摩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引发新兴经济

体的国际收支顺差。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 和 Ｊｅａｎｎｅ （２０１３） ［９］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

两个假设， 一个扭曲投资决策的约束条件 （资本收入税） 和一个扭曲储蓄决策的

约束条件 （有增加当前消费的效果）， 实证分析表明引入投资约束并不能解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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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问题， 资本流动是由国家储蓄驱动的。 杨子晖和陈创练 （２０１５） ［１０］考察了不同

金融发展水平的资本账户开放如何影响资本流动效应， 金融发展程度和跨境资本流

动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Ｗａｎｇ等［１１］在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和 Ｊｅａｎｎｅ （２０１３） 基础之上把不

完备金融市场引入到两国 ＤＳＧＥ模型， 将资本流动分为金融资本流动和外商直接投

资 （以下简称 ＦＤＩ），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和厂商受到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 而不存

在居民借贷约束的国外利率更高， 因此金融资本从本国流向国外； 而由于本国有较

高的资本回报， 因此 ＦＤＩ从国外流向本国。
但也有学者对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提出质疑， Ｃｈｉｎｎ和 Ｉｔｏ （２００７） ［１２］实证检验

了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０５） 提出的储蓄过剩假说， 认为将国际收支失衡归因于发展中国

家的金融发展落后不符合实际情况， 缺少实证支持； 东亚国家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是

由于较低的投资而非过度的储蓄。 Ｇｒｕｂｅｒ和 Ｋａｍｉｎ （２００９） ［１３］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金

融发展不平衡并不能够解释国际收支失衡现象， 因为有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是银行

为主导， 另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是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 那么信贷与 ＧＤＰ 的

比值就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 殷剑峰 （２０１３） ［１４］通过构建两国交

叠世代模型， 对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 分析全球储蓄率下降以及全

球经济失衡的机制， 他认为全球储蓄率的下降受到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影

响， 高收入国家对全球储蓄率下降起到推动作用。
（二） 人口结构与国际收支失衡

人口结构对资本边际收益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取决于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 人口

老龄化的国家要增加储蓄或出售资产， 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ｙ， ２０１５） ［１５］。 Ｓｉｅｇｅｌ （２０１１） ［１６］在 《投资者的未来》 中提出， 随着西方发达

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 世界经济向东方转移，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将

会从美国、 欧洲和日本退休者手中购买资产， 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

将会出现持续增长的贸易赤字， 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驱使他们用资产去换取商品，
Ｓｉｅｇｅｌ将之称为 “全球解决方案”。 Ｆｅｒｒｅｒｏ （２０１０） ［１７］对美国和六个发达国家的国

际收支状况进行研究， 认为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因素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显著的，
财政政策在国际收支失衡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人口寿命增长， 就业人口的

储蓄增加导致世界储蓄率上升是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 Ｊｉｎ （２０１２） ［１８］构
造了一个动态随机两国世代交叠模型， 如果一个经济体受到正的生产率冲击或者产

生了正的劳动力增长， 这个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它就会成为资本输出国，
因为资本倾向于流向资本密集型和产业发展更专业化的国家。 Ｃｏｅｕｒｄａｃ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５） ［１９］建立一个开放经济 ＯＬＧ 模型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如果家庭

面临不同的借贷约束， 那么借贷约束较低的国家年轻人借贷多， 借贷约束较高的国

家中年人储蓄就多， 经济增长越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家庭储蓄差异越大， 全

球国际收支失衡将会扩大。 Ｅｕｇｅｎｉ （２０１５） ［２０］认为全球失衡的原因在于新兴市场国

家的社会保险现收现付制度落后， 如果一国社会保险体系下就业人口比重较高， 那

么该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就低。 因此推动现收现付制度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国际收

支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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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预防性储蓄假说

有别于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注重金融市场发展差异， 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经济

会遇到随机冲击， 风险规避的家庭或企业部门面临冲击会触发预防性储蓄动机。
Ｍｅｎｄｏｚａ等 （２００９） 将金融发展异质性纳入到两国 ＤＳＧＥ 模型， 研究认为较低的金

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的不确定性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储蓄更多， 预防性储蓄约束下

的金融一体化导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Ｍａｇｇｉｏｒｉ （２０１７） ［２１］提供了一个均衡分析框

架， 用于理解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风险水平， 论证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

系中的关键作用。 Ｗ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２］以中国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为研究对象， 运

用小型开放经济两国模型， 假设企业面临未被保险的风险和借贷约束， 在较高

ＧＤＰ 增长率情况下， 储蓄率是收入增长的增函数， 中国的贸易顺差取决于企业家

在可贸易品部门的预防性储蓄， 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金融体系低

效率的自然结果。 Ｃｏｅｕｒｄａｃｉｅｒ等 （２０１９） ［２３］构造了一个包含不确定性的两国 ＤＳＧＥ
模型， 两个国家有不同的风险水平、 初始资本和规模， 较高的风险水平会推动家庭

预防性储蓄， 进而降低利率促进资本积累， 预防性储蓄促使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

发达国家。
但也有学者认为预防性储蓄假说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国际收支失衡， Ｆａｎ 和

Şｅｂｎｅｍ （２０１６） ［２４］的实证研究指出， 面临信贷约束的企业预防性储蓄行为并不能

解释亚洲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 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并没有缓解亚洲主要国家的国

际收支顺差。 除了家庭和企业部门的预防性储蓄， 还有一部分学者也考虑了公共部

门的预防性储蓄，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净流出的方式是通过积累外汇储备。 在国际金

融市场上， 一国政府有失信的可能， 因此就需要积累外汇储备作为抵押品， 来吸引

ＦＤＩ （Ａｇｕｉ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ｅｌ， ２０１１） ［２５］。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和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２０１０） ［２６］提出新兴市

场国家通过国际收支顺差积累外汇储备， 是为了避免货币崩溃和保障本国金融系统

安全。 Ｊｅａｎｎｅ和 Ｒａｎｃｉèｒｅ （２０１１） ［２７］认为一国政府有可能突然失去外部信贷， 因此

为预防这类突发事件会积累外汇储备，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外汇储备可以解释为

是为了回避高风险和经济突然停止增长。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１５） ［２８］将高速增长的生产率和

落后的本国金融市场视为新兴经济体积累外汇储备的原因。
金融发展不平衡理论、 人口结构与国际收支失衡和预防性储蓄假说从不同角度

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等 （２００８） 和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 等
（２０１３） 学者开始注意到跨境资本流动的结构性问题， 将资本流动分为金融资本流

动和 ＦＤＩ。 由于 ＦＤＩ具有双重经济性质， 是一种国际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可

以把国际收支的贸易项目、 非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相交叉， 将研究以 ＦＤＩ 为切入

点， 可以把资本金融项目和经常项目联系起来， 把货币经济深入到实体经济。
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７） 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通过构造两国 ＤＳＧＥ 模型解释中美双向资本

流动问题。 本文借鉴 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７） 和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等 （２００８）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通过引入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解释跨境资本流动引起的中美国际收支失衡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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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模型

为了分析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本文参考 Ｗａｎｇ 等 （ ２０１７ ）、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等 （２０１３） 和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等 （２００８） 的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两国模型组

成的世界经济， 本国用 Ｈ 表示， 另一个国家用 Ｆ 表示， 用 ζ∈ Ｈ， Ｆ{ } 代表某一国

家， ζｃ 代表与 ζ 对应的另一个国家。 两个国家都存在具有异质性的家庭和企业两种

部门， 每个国家可以发行本国债券， 但不能发行外国债券， 并且债券是两国唯一可

以交易的资产， 企业可以通过 ＦＤＩ投资到国外。
（一） 家庭

在时期 ｔ ， 家庭的效用来自于消费 Ｃ ｔ 和闲暇 １ － Ｎｔ ， 效用函数是 ｌｏｇＣ ｔ － ψＮｔ ，
β 是家庭主观贴现率， ψ 是劳动效用系数， 家庭的贴现效用为：

Ｅ０∑¥

ｔ ＝ ０
βｔ（ｌｏｇＣ ｔ － ψＮｔ） （１）

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Ｃ ｔ＋Ｉｔ＋ＢＨ

ｔ ＋ＢＦ
ｔ≤ＲＨ

ｂｔ－１ＢＨ
ｔ－１＋ＲＦ

ｂｔ－１ＢＦ
ｔ－１－ （ＢＦ

ｔ－１） １
＋τ ／ φＨＦ

ｔ （１＋τ） ＋ＷｔＮｔ＋Ｄｔ－１Ｉｔ－１ （２）
横截条件为： Εｔ→¥

０ ［βｔＢζ
ｔ ］ ＝ ０。 其中， Ｃ ｔ 和 Ｉｔ 分别代表时期 ｔ 消费和投资， Ｄｔ 表

示企业投资得到的收益率， ＢＨ
ｔ 和 ＢＦ

ｔ 分别代表家庭持有的国内债券和国外债券， ＢＨ
ｔ

＞ ０代表家庭的国内储蓄， ＢＦ
ｔ ＜ ０代表家庭从国外的借贷， ＲＨ

ｂｔ 和 ＲＦ
ｂｔ 分别代表国内

债券收益率和国外债券收益率， （ＢＦ
ｔ－１） １

＋χ ／ φＨＦ
ｔ １ ＋ τ( ) 是跨境购买国外债券的交易

费用 （ φＨＦ
ｔ ＞ ０， τ ＞ ０）。

本国消费选择的一阶条件： βＲＨ
ｂｔ ＝ Ｅ ｔ（Ｃ ｔ ＋１ ／ Ｃ ｔ）

（二） 企业

企业通过组合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 最大化当期利润， 假设企业的生产服从柯

布－道格拉斯函数： Ｙｔ ＝ Ｋα
ｔ Ｎ１

－α
ｔ ， 其中 α 为资本占收入之比。

给定资本存量 Ｋ ｔ ， 企业通过选择 ｕｔ 、 Ｎ１， ｔ 和 Ｎ２， ｔ 最大化当期利润：
Πｔ ＝ ［（１ － ｕｔ）Ｋ ｔ］ αＮ１－α１， ｔ ＋ （ｕｔＫ ｔ） αＮ１－α２， ｔ － ＷｔＮｔ － γｔｕ１

＋χ
ｔ ／ （１ ＋ χ）Ｋ ｔ （３）

其中， Ｎ１， ｔ 和 Ｎ２， ｔ 分别代表国内劳动需求和国外劳动需求， Ｎｔ ＝ Ｎ１， ｔ ＋ Ｎ２， ｔ 。Ｗｔ

是本国工资水平， 企业将 １ － ｕｔ 部分的资本来自于国内投资， ｕｔ 部分的资本来自于

国外投资 （也即是 ＦＤＩ）。 由于引进 ＦＤＩ 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 因此假设企业

跨境投资需要交易费用： γｔｕ１
＋χ

ｊｔ ／ （１ ＋ χ）Ｋ ｔ 。 γｔ 和 χ 是控制资本流动性和资本市场开

放程度的参数， 二者均大于零。
Ｙζ

ｔ ＝ ［ｕζｃ
ｔ Ｋζｃ

ｔ ＋ （１ － ｕζ
ｔ ）Ｋζ

ｔ ］ α （Ｎζ
ｔ ） １

－α （４）
Ｗζ

ｔ ＝ （１ － α）Ｙζ
ｔ ／ Ｎζ

ｔ 　 　 　 　 　 　 　 　 　 （５）
Ｎζ
１， ｔ ＝ ［（１ － α） ／ Ｗζ

ｔ ］ １ ／ α（１ － ｕζ
ｔ ）Ｋζ

ｔ 　 （６）
Ｎζ
２， ｔ ＝ ［（１ － α） ／ Ｗζｃ

ｔ ］ １ ／ αｕζ
ｔＫζ

ｔ 　 　 　 　 （７）
决定 ＦＤＩ比例的变量 ｕｔ 的一阶条件是：

ｕｔ ＝
０　 　 　 　 　 　 ， ｉｆ　 ｒＦｔ ＞ｒＨｔ
［ （ ｒＨｔ －ｒＦｔ ） ／ ｒｔ］ １ ／

χ， ｉｆ　 ｒＦｔ≤ｒＨｔ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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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ｒＨｔ 是 ｔ时期国内资本的边际产出， ｒＦｔ 是 ＦＤＩ的边际产出， ｕｔ 是 γｋ 的减函数。
ｒζｔ ＝ α ［（１ － α） ／ Ｗζ

ｔ ］（１ － α） ／ α
资本 Ｋ ｔ 的边际产出是：

ＭＰＫ ｔ ＝
ｒＨｔ 　 　 　 　 　 　 　 　 　 　 　 　 　 ， ｉｆ　 ｒＦｔ ＞ｒＨｔ

ｒＨｔ ＋ ［χ ／ （１＋χ） γ－１ ／ χｔ （ ｒＦｔ －ｒＨｔ ）
１＋χ
χ ］， ｉｆ　 ｒＦｔ≤ｒＨｔ

{ （９）

资本增长方程为： ｋｔ＋１ ＝ （１－δ） ｋｔ＋Ｉｔ，
δ 为资本折旧率， 资本净边际产出是： Ｒ ｔ ＝ ＭＰＫ ｔ － δ，
而在封闭的经济中， 资本净边际产出是 Ｒ ｔ ＝ ｒｔ － δ 。
（三）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和企业最优投资决策

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 是最大化其投资收益的现值：

Ｖｔ ＝ Ｅ ｔ∑¥

ｉ ＝ ０
ρｉＤｔ ＋ｉ， （１０）

其中， ｛Ｄｔ ＋ｉ｝¥

ｉ ＝ ０是企业给股东的分红， ρ ＜ １是企业收益的贴现率， 将其写成迭

代方程式：
Ｖｔ ＝ Ｄｔ ＋ ρＥ ｔＶｔ ＋１， （１１）

假设企业投资可以通过国家 ζ 内部融资 Πｔ（Ｋ ｔ） ， 也可以通过对外负债进行融

资 Ｌｔ ， 企业面临的投资约束为：
Ｉｔ ≤ Πｔ（Ｋ ｔ） ＋ Ｌｔ （１２）

与此同时假设投资是不可逆的：
Ｉｔ ＝ Πｔ － Ｄｔ ＞ ０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 需要考虑企业投资收益的贴现值最大化问题， 这就涉及到

Ｉｔ 的选择：
Ｖｔ（Ｋ ｔ） ＝ ｍａｘ Πｔ － Ｉｔ ＋ ρＥ ｔＶｔ ＋１［（１ － δ）Ｋ ｔ ＋ Ｉｔ］{ } （１３）

来自于 ＦＤＩ的资本存量 ｕｔＫ ｔ 是国家 Ｈ 的对外金融负债， 有两种情况外资会选

择退出国家 Ｈ ： 第一， 国家 Ｈ 存在经济和金融风险， 投资收益存在退出风险； 第

二， 在其他国家存在更好的投资机会。 假设国家 Ｈ 为吸引 ＦＤＩ 投资发展本国经济，
保障本国国际金融安全， 会给予外资安全退出承诺， 那么国家 Ｈ 面临对外金融资

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ｕｔＫ ｔ ＝ Ｌｔ ≤ ＢＦ

ｔ ＋ ρＶｔ ＋１（ξｔＫ ｔ） （１４）
ξｔ ∈ （０， １］ 可以解释为 ＦＤＩ投资者在违约情况下可以从国家 Ｈ 处扣押的固定

资产部分，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确保国家 Ｈ 永远不会放弃其外债义务。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条件非常重要， 因为一国过度债务积累会导致非常

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例如 １９９８ 年东南亚国家过度依赖短期外债来平衡国际收支

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 Ｄｏｏｌｅｙ等 （２００４） ［２９］和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等 （２００４） ［３０］研究表

明外债违约是资本不流向穷国的显著原因， 低收入国家的高违约率阻碍了境外资

本的流入。 因此， 一国经济的增长和引进 ＦＤＩ一定要满足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

续约束。
满足企业投资收益贴现值最大化和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条件的企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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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投资决策是：
Ｉｔ ＝ ＢＦ

ｔ ＋ ｑｔξｔＫ ｔ ＋ ＭＰＫ ｔ∗Ｋ ｔ （１５）
（四） 金融中介

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持有企业投资产生的分红 Ｄｔ ， 借贷给企业进行生产， 由于

模型中产生的借款是在期内偿还， 因此并不影响期末的投资收益。 同时， 家庭通过

金融中介购买国外债券。
（五） 市场出清条件

劳动市场出清条件： Ｎζ
ｔ ＝ Ｎζ

１， ｔ ＋ Ｎζｃ
２， ｔ 。

在封闭的金融条件下， 债券市场出清条件是： ＢＨ， ζ
ｔ ＝ ＢＦ， ζ

ｔ ＝ ｕζ
ｔ ＝ ０， 在资本自由

流动的金融制度条件下， 债券市场出清的条件是：
　 　 　 　 　 　 　 　 ＢＨ， ζ

ｔ ＋ ＢＦ， ζｃ
ｔ ＝ ０

　 　 　 　 　 　 　 　 ＢＦ
ｔ ＝ ［φＨＦ

ｔ （ＲＦ
ｂｔ － ＲＨ

ｂｔ）］ １ ／ τ

　 　 　 　 　 　 　 　 ｕζ
ｔ ＝ １ｒζｃｔ ＞ ｒζｔ ［（ ｒ

ζｃ
ｔ － ｒζｔ ） ／ γｔ］ １ ／

χ

　 　 　 　 　 　 　 　 ｕζ
ｔ ≤ ＢＦ

ｔ ＋ ρＶｔ ＋１（ξｔＫ ｔ）[ ] ／ Ｋ ｔ

ｕζ
ｔ 受到一国持有外国债券 ＢＦ

ｔ 和该国金融系统发展程度 ξｔ 的约束。

三、 数值分析

（一） 参数校准

运用模拟矩估计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校准， 令 Ｈ 代表中国， Ｆ 代表美国。 数据

的样本区间为 １９９４年第 １季度～２０１７年第 ４季度， 数据来源为 ＣＥＩＣ数据库。
王弟海和龚六堂 （２００７） ［３１］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主观贴现率 βＨ 等于 ０ ９５ 时可

以很好的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 与之对应的季度贴现率为 ０ ９８５； 参考 Ｂａｃｋｕｓ
等 （１９９４） ［３２］， 美国的主观贴现率 βＦ 取值为 ０ ９９。 中国的资本折旧率①δＨ 为 ０ ０１４
（陈昌兵， ２０１４）， 美国的资本折旧率 δＦ 为 ０ ０２５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ｏ， １９９９） ［３３］。 由

于企业 的 生 产 服 从 柯 布 － 道 格 拉 斯 函 数， 那 么 劳 动 收 入 比 为： １ － αＨ ＝
ＭＰＬＨ

ｔ ∗ＮＨ
ｔ ／ ＹＨ

ｔ ， 根据中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７年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核算的资本收入比 αＨ

为 ０ ３２， 同样方法确定美国的资本收入比 αＦ 为 ０ ３６。 将 ψＨ 设定为 １ ８７， ψＦ 设定

为 ２ ３２使得稳态条件下每个国家劳动时间为一个工作日的 １ ／ ３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根据 ρ ＝ Ｖｔ － Ｄｔ( ) ／ Ｅ ｔＶｔ ＋１ ， 计算得出中国的 ρＨ 值为 ０ ９３８， 同样的方法计

算出美国的 ρＦ 值为 ０ ９６０。
另一类参数 γｔ， φＨＦ

ｔ ， ξｔ{ } 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 在模型中， ＦＤＩ 的跨境流

动费用为 γｔｕ１
＋χ

ｊｔ ／ （１ ＋ χ）Ｋ ｔ ， ＢＦ
ｔ－１( ) １ ＋ τ ／ φＨＦ

ｔ １ ＋ τ( ) 是跨境购买国外债券的交易费

用， 假设跨境流动公式为二次型， 那么 χ ＝ τ ＝ １。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参

数 ξｔ 衡量了一国金融发展程度。 假设模型的外部冲击来自于 γｔ， φＨＦ
ｔ ， ξｔ{ } ， 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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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昌兵 （２０１４） 测算的中国固定不变折旧率为 ５ ６５％， 可变折旧率均值为 ５ ６３％， 对应的季度资本折

旧率 δＦ 为 ０ ０１４。



从 ＡＲ （１） 随机过程：

　 　 　 　 　 　 　 　 　 γｔ － γ
－ ＝ ργ γｔ －１ － γ

－
( ) ，

　 　 　 　 　 　 　 　 　 φＨＦ
ｔ － φ－ ＝ ρφ φＨＦ

ｔ－１ － φ－( ) ，

　 　 　 　 　 　 　 　 　 ξｔ － ξ－ ＝ ρξ ξｔ －１ － ξ－( ) ，

γ０， γ－ ｋ， ργ{ } 和 φ０， φ－ ， ρφ{ } 通过模拟矩估计法去匹配中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７ 年

ＦＤＩ ／ ＧＤＰ 值和储备资产 ／ ＧＤＰ 值。 ξ０， ξ－， ρξ{ } 通过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等 （２０１６） ［３４］的资本

管制数据集对金融发展指数校准， ξｔ 越高代表越发达的金融系统， 该国资产流动性

就较高， 资本管制程度就越小； ξｔ 越小表示该国的金融系统越不发达， 资本管制程

度就会越高。 在 ＢＦ
ｔ 和 Ｖｔ 给定情况下， ξｔ 越小， ＦＤＩ投资者安全退出的可能性越小。

表 １　 模型参数

参数符号 含义
参数值

中国 美国

α 资本占收入比 ０ ３２ ０ ３６

β 主观贴现率 ０ ９８５ ０ ９９

δ 资本折旧率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５

ψ 劳动效用系数 １ ８７ ２ ３２

ρ 企业收益的贴现率 ０ ９３８ ０ ９６０

τ 债券交易费用函数曲率 １ １
χ 跨境投资交易费用函数曲率 １ １

跨境资本流动参数

参数符号 含义 参数值

γ０ γｔ 的初始值 ４ ６

γ
－ 稳态值 ０ ３１
ργ ＡＲ （１） 系数 ０ ８２
φ０ φｔ 的初始值 ０ ４３

φ
－

稳态值 ０ ０１３
ρφ ＡＲ （１） 系数 ０ ９５
ξ０ ξｔ 的初始值 ０ ０１３

ξ－ 稳态值 ０ ０３
ρξ ＡＲ （１） 系数 ０ ８９

（二） 稳态值分析

表 ２总结了封闭的金融环境和开放金融环境下的稳态值。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金融资本和 ＦＤＩ可以自由流动， ＦＤＩ流入增加了一个经济体的资本数量， 降低ＭＰＫ
和实际利率； 对于输出直接投资的经济体来说， ＭＰＫ和实际利率将会提升。

在封闭金融环境下， 中国更高的资本边际产出 （３４ ００％＞２８ １９％） 和更低的

托宾 ｑ 值 （６ ５９＜６ ８３）。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 如果要达到稳态水平， 中

国将不断吸收 ＦＤＩ的同时 （－３４ ８８％）， 增加外汇储备的积累 （５９ ４８％）， 同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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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高的稳态消费水平 （０ ４２＞０ ３９） 和更高的人均产出 （０ ７３＞０ ６５）。 在开放

金融环境下， 中国吸收 ＦＤＩ， 资本的流入使 ＭＰＫ 降低， 同时托宾 ｑ 值上升， 说明

中国需要不断吸收 ＦＤＩ发展本国经济； 与此同时， 美国输出 ＦＤＩ 使得该国 ＭＰＫ 上

升 （１２ ６６％＞１２ ３８％）， 托宾 ｑ 值上升 （５ ３８＞５ ０９）， 说明美国资本充裕， 有强

烈的对外输出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力。
２０１９ 年， 中国累计吸收 ＦＤＩ为 ２９２８１亿美元， 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２０ ４０％， 对外金

融负债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３８ ９３％， 与稳态值的对比， 可以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尚

未达到稳态水平， 进一步加大力度吸引 ＦＤＩ是非常有必要的。 由于面临对外金融资

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中国在吸收 ＦＤＩ的同时也要不断积累外汇储备 （５９ ４８％）， 面

临经常账户顺差 （１０ １８％） 和对外支付利息 （３ １４％）。 美国在输出直接投资的

同时， 会不断积累外债 （－３０ ２０％）， 面临经常账户赤字 （ －５ １７％） 和利息收入

（１ ５９％）。 因此伴随着发达国家对外输出直接投资， 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的经常

账户赤字， 与此同时吸收 ＦＤＩ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的经常账户顺差。

表 ２　 封闭和开放的金融环境下稳态值

变量
封闭金融环境 开放金融环境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ＭＰＫ （％） ３４ ００ １２ ３８ ２８ １９ １２ ６６

托宾 ｑ 值 ６ ５９ ５ ０９ ６ ８３ ５ ３８

实际利率 （％） －０ ７４ ５ ３５ －１ ８２ ５ ３８

稳态消费 ０ ３９ １ １５ ０ ４２ １ １８

人均产出 ０ ６５ １ ４０ ０ ７３ １ ４３

外部净资产与 ＧＤＰ 比值 （％） ／ ／ ２４ ６０ －１２ ４９

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 ／ ／ －３４ ８８ １７ ７１

债券占 ＧＤＰ 比重 （％） ／ ／ ５９ ４８ －３０ ２０

经常账户占 ＧＤＰ 比重 （％） ／ ／ １０ １８ －５ １７

利息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 ／ ３ １４ －１ ５９

（三） 放松资本管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稳态值的影响

假如进一步放松管制 （表 ３）， ξｔ 的稳态值从 ０ ０３ 提升到 ０ ０４， 中国将吸收更

多的 ＦＤＩ （－３８ ９７＜－３４ ８８）， 同时积累更多的外部净资产 （２９ ４０＞２４ ６０）， 经常

账户顺差将会继续扩大 （１０ ９７＞１０ １８）， 并且有更多的利息支出 （３ ６１＞３ １４）。
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将会扩大 （－５ ６４＜－５ １７）， 但更高的利息收入 （３ ６１＞３ １４）
可以维持美国经常账户赤字。 如果中国加强资本管制， ξｔ 的稳态值从 ０ ０３ 下降到

０ ０２， 那么中国的储备资产规模将会下降 （５５ ３９ ＜ ５９ ４８）， 经常账户顺差减少

（９ ５４＜１０ １８）， 利息支出也会相应减少 （２ ９２＜３ １４）。 与此同时， 美国的经常账

户逆差会降低 （ － ４ ８３ ＞ － ５ １７）， 对外金融负债的积累也会减少 （ － ２８ ０３ ＞
－３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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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放松资本管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稳态值的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稳态值 ξ
－
＝ ０ ０２ ξ

－
＝ ０ ０３ ξ

－
＝ ０ ０４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外部净资产与 ＧＤＰ 比值 （％） ２３ ０７ －１１ ６７ ２４ ６０ －１２ ４９ ２９ ４０ －１５ １２

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 －３２ ３２ １６ ３６ －３４ ８８ １７ ７１ －３８ ９７ ２０ ０４

债券占 ＧＤＰ 比重 （％） ５５ ３９ －２８ ０３ ５９ ４８ －３０ ２０ ６８ ３７ －３５ １６

经常账户占 ＧＤＰ 比重 （％） ９ ５４ －４ ８３ １０ １８ －５ １７ １０ ９７ －５ ６４

利息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２ ９２ －１ ４８ ３ １４ －１ ５９ ３ ６１ －１ ８５

（四） 脉冲响应分析

图 １显示了面临随机冲击时， 金融开放条件下的脉冲相应图， ＦＤＩ 从美国流向

中国的同时， 金融资本从中国不断流向美国。 随着中国不断吸收 ＦＤＩ， 中国的净出

口将保持顺差， 在第 １０期净出口与 ＧＤＰ 之比为 ７ ５％， 并且逐步降低至稳态水平

３％； 美国在第 ４期之后净出口将保持逆差， 贸易逆差占 ＧＤＰ 之比为 ２％。 由于 ＦＤＩ
的收益率高于储备资产收益率， 因此中国面临负外部净资产收益。 从最底部的两个

图可知， 企业跨境投资需要交易费用的存在， 这使得中国和美国的 ＭＰＫ 存在长期

差异， 但是这种 ＭＰＫ差异仅限于跨境流动的资本。

图 １　 金融开放条件下的脉冲响应图

图 ２是数值模拟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净出口情况， 虚线表示的是模拟值， 实

线表示实际值， 纵坐标是变量与 ＧＤＰ 之比。 左上角的 ＦＤＩ 流入情况， 恰好反映了

中国将不断吸收 ＦＤ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右上角显示中国也将会不断积累

储备资产， 伴随着净出口的顺差。 模拟值方面， 到 ２０２０ 年， 中国的 ＦＤＩ 流入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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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之比为 ２０％， 储备资产与 ＧＤＰ 之比为 ５３％， 净出口占 ＧＤＰ 的 ３％。 实际值和

模拟值的比较可以发现， 本文的研究模型可以解释现实经济的中美国际收支动态变

动问题。

图 ２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净出口

表 ４中的实际值和模拟值方差和相关系数可以反映出模拟值和实际经济波动的

差异。 根据表 ４的方差对比可知， 外汇储备的波动性最大， 对外净资产的波动性最

小， 从模拟值来看， ＦＤＩ和外汇储备的方差大于经常账户和对外净资产方差， 说明

模型很好的模拟了真实数据的方差特征。

表 ４　 实际值和模拟值方差和相关系数对比

变量
方差 相关系数 ρｘｔＦＤＩｔ 相关系数 ρｘｔＢＦｔ

实际值 模拟值 实际值 模拟值 实际值 模拟值

ＦＤＩ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２ １ １ －０ ９３８７ －０ ８０６８

外汇储备 ０ １６６ ０ １７２ －０ ９３８７ －０ ８０６８ １ １

经常账户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９ －０ ７９０６ －０ ３３５４ ０ ６２８８ ０ ３０６２

对外净资产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６０ －０ ６８１０ ０ ９８６８ １

四、 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一） 不同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对于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本文假设存在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但对于

模型之外的其他国家， 是否也存在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需要做如下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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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研究。 Ｇ２０成员 ＧＤＰ 规模占全球 ８５％， 从经济贸易关系和跨境资本流动角度

来看， 研究 Ｇ２０成员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模型设定国家 Ｈ 对外负债面临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为：

ｕｔＫ ｔ ＝ Ｌｔ ≤ ＢＦ
ｔ ＋ ρＶｔ ＋１（ξｔＫ ｔ）

为了检验不同国家是否存在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将回归方程设

定为：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ｓｓｅｔｉｔ ＝ ϑｆｄｉｉｔ ＋ ωＺ ｉｔ ＋ νｔ （２０）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ｓｓｅｔｉｔ 代表 ｉ 国的外汇储备规模， 解释变量 ｆｄｉｉｔ 是 ｉ 国吸

收的 ＦＤＩ规模； 控制变量 Ｚ ｉｔ 的设定参考朱孟楠和曹春玉 （２０１９） ［３５］以及李巍和张

志超 （２００９） ［３６］， 包括资本市场开放程度①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ｔ 、 ＧＤＰ 增长率、 广义货币占

ＧＤＰ 百分比、 短期债务占 ＧＤＰ 百分比、 储蓄占 ＧＤＰ 百分比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
νｔ 是残差项。

表 ５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变量名 变量描述 均值 方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ｓｓｅｔ 外汇储备占 ＧＤＰ 百分比 １４ ０６％ ０ １８ １１５ ３８％ １ ０２％

ｆｄｉ ＦＤＩ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２３ ０％ ０ １６ ８０ ７３％ ０ ６２％

ｇｄｐ ＧＤＰ 增长率 ３ １４％ ０ ０４ １４ ２３％ －１０ ８９％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资本市场开放程度 ０ ６４ ０ ３３ １ ０

ｍｏｎ 广义货币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８３ ８９％ ０ ４８ ２４３ ６１％ ２３ ４９％

ｆｄｅｂｔ 短期债务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８ ９６％ ０ ０９ ４６ ０２％ ０

ｓａｖｉｎｇ 储蓄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２６ ２３％ ０ ０９ ５５ ４２％ １３ ３４％

ｙｏｕｎｇ 年龄小于 １５岁的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３３ ３８％ ０ １１ ６２ ４９％ １８ ４５％

ｏｌｄ 年龄大于 ６４岁的人口
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１７ ０８％ ０ ０９ ４３ ９６％ ４ １９％

在对模型进行全样本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同时， 考虑分样本的对比研究：
（１） 代表中美两国的样本； （２） 代表金砖五国的样本； （３） 代表金砖五国之外的

其他 Ｇ２０样本国家。 因此在对模型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 需要同时考虑存在组

间异方差、 同期相关以及各组自回归系数不同的情况。 由于存在不随时间改变但随

不同国家而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 以及不随国家改变而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

题， 在回归分析时要同时考虑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模型的回归结果

见表 ６。
根据全样本回归结果看， ｆｄｉ 对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ｓｓｅｔ 的影响系数是 ０ ３２并且在 １％水平上

显著。 由于不同资产市场开放程度的国家之间 ＦＤＩ 差异较大， 因此在回归分析时，
变量 ｆｄｉ 系数会依赖于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分布情况， 因此需要在全样本回归时引入交乘项 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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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从引入交乘项的回归结果看， ｆｄｉ 对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ｓｓｅｔ 的影响系数是 ０ ５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系数是 ０ ０８， 交乘项 ｆｄｉ×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系数是－０ ２６， 若对被解释变量求 ｆｄｉ
的偏导， 即 ０ ５４－０ ２６×ｏｐｅｎｎｅｓ， 由于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１］， 因此偏导数大

于 ０， 说明随着一国吸收 ＦＤＩ规模的增加， 外汇储备规模也会相应的增加， 对外金融

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的假设条件在 Ｇ２０国家间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表 ６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 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ｓｓｅｔ）

全样本回归 引入交乘项
分样本回归

（１） （２） （３）

ｆｄｉ ０ ３２∗∗∗ ０ ５４∗∗∗ ０ ９９∗∗∗ ０ ３５∗∗∗ ０ 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 （０ ３７） （０ ０６） （０ ０２）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５３∗∗ ０ ０４ －０ 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２７） （０ ０３） （０ ０１）

ｆｄｉ×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 ２６∗∗∗ －０ ９７∗∗∗ ０ １９∗∗∗

（０ ０２） （０ ３４） （０ ０２）

ｇｄｐ ０ ２２∗∗∗ －０ １８∗∗∗ －０ ４６ －０ ２６∗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３０） （０ １５） （０ ０１）

ｍｏｎ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００３）

ｆｄｅｂｔ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３６∗ ０ ３４∗∗ －０ 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２１） （０ １７） （０ ００７）

ｓａｖｉｎｇ ０ ２０∗∗∗ ０ １６∗∗∗ １ ６８∗∗∗ ０ ７７∗∗∗ ０ ０９∗∗∗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６４） （０ １５） （０ ０２）

ｙｏｕｎｇ ２ ０４∗∗∗ －１ ９４∗∗∗ ０ ３３ －０ ３５∗ －２ ８３∗∗∗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１ １３） （０ ２０） （０ ０６）

ｏｌｄ ０ ７６∗∗∗ ０ ８９∗∗∗ －３ １２∗∗∗ －２ １３∗∗ １ ８７∗∗∗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９６） （０ ８７） （０ ０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１ ０１∗∗∗ ０ ９５∗∗∗ －０ ７８ －０ １４ １ ２２∗∗∗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９１） （０ １８） （０ ０３）
年份 ＦＥ Ｙ Ｙ Ｙ Ｙ Ｙ
国家 ＦＥ Ｙ Ｙ Ｙ Ｙ Ｙ
Ｏｂｓ ３０４ ３０４ ３２ ８０ ２２４

注：∗、∗∗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

分样本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的样本、 金砖五国的样

本、 和金砖五国之外的其他 Ｇ２０国家样本， 变量 ｆｄ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由于金砖国

家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平均值在 ０ ２８， 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差异不大， 并且金砖国家样本回归

过程中， 变量 ｆｄｉ 系数不依赖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分布情况， 因此对金砖国家的样本回归分

析时不引入交乘项 ｆｄｉ×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对 （１） 中的被解释变量求 ｆｄｉ 的偏导， 即 ０ ９９－
０ ９７×ｏｐｅｎｎｅｓ； 对 （２） 中的被解释变量求 ｆｄｉ 的偏导， 偏导数值为 ０ ３５； 对 （３）
中的被解释变量求 ｆｄｉ 的偏导， 偏导数值为 ０ １２＋０ １９×ｏｐｅｎｎｅｓ， 由于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取

值范围为 ［０， １］， 因此分样本回归的关于 ｆｄｉ 偏导数均大于 ０， 证明了对外金融资

产负债可持续约束的经济含义， 即随着对外金融负债的增加， 对外金融资产也需要

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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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条件中， ρ 和 ξｔ 是控制约束条件的参数， 需要检

验模型结果是否过于依赖表 １中参数值的设定。 将 ρＨ 设定为与 ρＦ 相等的 ０ ９６， 同

时， ξ０， ξ－， ρξ{ } 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金融发展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进行校准， 模拟结果如图 ３所示。 参数的调整并没有改变图 １双向资本流动

的特征， 证明模型具有稳健性的模拟结果。 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跨

境资本流动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多于发展中国家 （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张明，
２０１８； Ｃｏｅｕｒｄａｃ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３７］， 在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 中美两国的

国际收支失衡现状依然有可持续性。

图 ３　 稳健性检验脉冲响应图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了两国 ＤＳＧＥ模型， 通过引入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对中美

两国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做出解释。 由于存在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中国吸

收 ＦＤＩ的同时， 需要积累相应的外汇储备， 而外汇储备又通过美国的全球金融系统

回流到美国， 为美国对外输出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

（较高的 ＭＰＫ）， 保证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断积累的同时， 持续获得正的对外资

产负债收益率。 对于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 本文做了进一步研究， 以 Ｇ２０
成员国为研究样本， 实证结果显示相同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下， ＦＤＩ 规模越大， 需

要积累越多的储备资产，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假设成立。 同时对模型的数

值模拟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资本流动的方向并不受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

持续约束条件参数的影响， 模型的数值模拟的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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