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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希腊、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

陷入债务危机之中。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针对这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紧

缩计划,但这些计划的推出反而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化以及债务危机。本文以

西班牙为例,介绍了危机在欧洲的演进,最后分析了危机深化可能给欧盟以及

全球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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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新年致辞中,他得意地宣布:法国已经从金融危机中

走出。数十个欧洲峰会召开、多个国家出台了40多项紧缩政策,人们确实有

理由相信欧元区已经摆脱了危机。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欧盟领导人(成员国的国家首领在内)只解决了他们

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即为无法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贷款的公共权力机关提

供资金。欧洲稳定机制的目标是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为个别国家提供流

动性支持,但这一机制建立的前提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紧缩

政策的推出。
  没有采取根本措施来解救被危机重创的欧洲经济,也没有试图消除欧元

区内部的发展差异,更没有为经济持续恢复采取行动。这些都将导致欧洲大

陆的进一步经济衰退。
  此外,欧洲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目光短浅,原因在于公共支

出的糟糕管理和公共财政的监督不严格。希腊是最典型的例子,该国通过财

政造假来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但别的欧元区国家,特别是之前作为经济

发展榜样的一些国家,如爱尔兰和西班牙也陷入了危机。欧盟委员会一直没

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之前与欧盟监管完美契合的国家现在突然变

成了欧盟自己眼中的“贱民”,显然欧盟缺乏自我批评的意识。
  相反,实行了20多年的提高竞争力政策也要为危机负部分责任。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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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却已经被美化并成为了工业政策的唯一参考。对陷入困难的国家,欧洲

领导人只会简单地说道:“变得更有竞争力! 像德国那样做! 减少工资! 削减

公共福利! 然后就能摆脱危机。”
  这种排他主义的眼光明显是反全球化策略的,但全球化策略恰恰是解决

目前危机的最起码的方法。这种排他主义使欧盟内部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国家

都处于对立状态,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一国必须增加出口,但前提

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愿意扩大进口。这显然是一种非合作的策略。
  经济衰退对欧盟以及世界经济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本篇文章首先以西班

牙为例,研究一个曾经的经济发展模范国家如何转变为经济噩梦的;其次,我们将

分析紧缩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南欧、东欧、不列颠群岛直至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影

响;最后,我们将关注紧缩政策的国际影响以及欧元区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一、西班牙危机

  西班牙的情况在多个方面较为典型。希腊的GDP只占整个欧元区的

2%,与希腊不同,伊比利亚半岛是欧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整个欧元区

GDP的11%),国际收支逆差不仅会影响西班牙国内经济,还会影响整个欧盟

经济的发展。
  与希腊和意大利结构性负债、国家核算不可靠的情况不同,西班牙曾被欧

盟委员会视为经济发展良好的典型。从1995年到2008年,西班牙年均经济增

速为3.5%,占整个欧元区的2.1%。在此期间,欧盟的15个西部成员国新增就

业2
 

770万人,其中,西班牙新增就业780万人,占到了28%。劳动人口增长

50%以上,失业率从1994年的20.2%下降到2007年的8.2%(可参见图7)。
  经济发展使得公共财政持续改善。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
月1日生效)对金融稳定性规定的标准,想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其公共债务占

GDP的比重不能高于60%,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高于3%。在1995
年,西班牙的上述两项指标仍然远高于标准,公共债务占GDP的标准为

64.7%、预算赤字占GDP的标准为7.2%,但经济的迅速发展扭转了这一趋

势。危机发生之前的2007年,债务规模控制在GDP的36.2%,财政赤字已

经转变为财政盈余占GDP的1.9%(在2006年甚至达到了2.37%)。
  第一阶段的增长主要由传统产业支撑,伴随着经济活动的起伏,如汽车产

业。自弗朗哥时代结束起,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西班牙国内的工资水平一

直低于同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福特和通用汽车在西班牙建立了大型工厂,
1978年标致汽车公司接管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欧洲业务(伊比利亚工厂)。同

年,雷诺在巴伦西亚建立了大型分支机构。1986年,大众汽车公司收购了西

班牙本土汽车制造商西雅特。汽车产量保持稳定增长,从1971年的5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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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增长到1977年的近100万辆,1989年达到200万辆,2000年增长到300万

辆(见图1)。当时,西班牙是世界第六大汽车制造国,落后于法国和韩国,位
列加拿大之前。

  资料来源:全球汽车生产数据(WMVD),年度报告,OICA(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
全球汽车制造统计年鉴(Annual

 

Report,
 

and
 

OICA,
 

World
 

Motor
 

Vehicle
 

Production
 

Statistics),http://oica.net/category/productionstatistics。
图1 1960~2011年西班牙汽车产量

  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例如,钢铁产量从1969年

的60亿吨增长到1974年的11.5万亿吨、1985年的14万亿吨、2001年的

16.5万亿吨。跨国公司想要在欧洲成功的话,伊比利亚半岛是一个必经的通

道。跨国公司必须在此设厂进而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拥有了相

对便宜的工业基地来打开其他欧洲国家市场。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发生了变化。东欧国家成为了新的投资热点,这
些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能通往欧洲市场,有着相对廉价、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

力,市场需求也不断增加。如图1所示,这种趋势逆转强烈影响了汽车产业。
图2更为直观地展现了汽车制造产业从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向东

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演进。
  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及南欧的汽车产业均在扩张。2000年第一次经

济危机来袭,整个欧洲大陆汽车产业的发展放缓。2003年后,东欧的汽车产

业极速发展,然而南欧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陷入“瓶颈”,甚至出现下滑。同样

的情况也发生在意大利,国内的大型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关闭了数个工厂。即

使在西班牙,汽车产能也出现下降。另外,跨国汽车公司在捷克、斯洛伐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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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同图1。
图2 1991~2011年东欧和南欧汽车产量

东欧国家开设全新的分厂。1991年,南欧的汽车产量是东欧的9.5倍,但在

2011年,东欧终于以340万辆的优势超越南欧。由于制造业受到侵蚀,南欧

各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此时,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

被借鉴。通过发展房地产业并在居民收入不足时通过金融市场贷款,由此来

促进经济发展。地中海区域的旅游业十分发达。因此,银行准备像在美国那

样,为居民住房项目提供贷款,甚至借此来吸引资金不足的人。
  这个演变可以从图3中看出。该图计算了建筑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

重,并将采取房地产投机策略的国家与不采取这一策略的德国和比利时等国

做了对比。
  从1996年开始,在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希腊,建筑工人的

数量均出现增长。到2007年,西班牙新增130万建筑工作,其中近100万属

于住房领域。相比而言,比利时一直稳定保持在6%的比例,在德国甚至从

1996年的9.7%下降到2005年的6.1%,此后几年均保持在这一水平。
  这种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也可以从图3中看出。从2007年开始,就业几乎

崩溃,大量的失业工人只有临时工作合同。
  这样做的原因是,依赖于房地产、旅游和银行债务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一

个虚幻的基础上。同时,造成了房地产投机和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过分依赖

进口。因为房地产不能出口,但往往要求进口外国产品,如图4所示。
  从1996年开始,家庭以及企业债务飙升。截至2008年,超过18

 

700亿

欧元从银行注入实体经济,几乎2倍于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注入了一针

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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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3 1992~2011年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工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4 1980~2011年西班牙各类债务占GDP的比重

  使情况恶化的一个因素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有关,即建立一个

趋同的利率水平。因此,整个欧洲的利率达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2000年至

2003年的爱尔兰,2002年至2006年的西班牙,实际利率为负,贷款没有成本

而且无需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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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图5所示,贸易余额和国际收支日益恶化。汽车行业可以出口,
但建筑业是不可能的。这导致了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迅速增长。从1996年开

始,西班牙的经济形势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5 西班牙贸易差额和经常项目账户差额与GDP之比(占GDP的比重)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的各种账户仍相对稳定。在2007年,西班牙

的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占到了GDP的10%,意味着10%的净消费而没有任

何产出。表1列出了造成国际收支恶化的一些主要商品。

表1 1996年、2007年、2011年西班牙按产品分类的货物贸易差额情况

单位:百万欧元

1996年 2007年 2011年 差额(1996~2007年)差额(2007~2011年)
食品行业 1.638 -193 4.247 -1.831 4.440
原材料 -9.983 -39.797-45.672 -29.814 -5.875

化学制品 -3.021 -6.745 -6.580 -3.724 165
金属制品 106 -4.573 2.258 -4.679 6.831

机器 -3.831 -10.347 -124 -6.516 10.223
电子产品 -4.171 -19.745-11.482 -15.574 8.263

汽车 6.823 -3.504 10.973 -10.327 14.477
纺织品 582 -6.122 -4.535 -6.704 1.587
其他 848 -8.211 2.531 -9.059 10.742
合计 -11.009-99.237-48.384 -88.228 50.853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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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年间(1996~2007年),西班牙贸易账户的亏损超过了880亿欧元。
造成这种下降的主要项目包括原材料、电子产品,同时也包括汽车和机器制造

行业。交通运输业的情况是典型代表,从1996年的盈余到2007年的赤字。
 

  这种下滑在整个南欧都很普遍,如图6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6 1998~2011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商品贸易差额与GDP的比重

  从1996开始,由于进口的快速增长、贸易差额减少,意大利和葡萄牙减少

了1倍,希腊减少了2倍。被欧盟委员会盛赞的西班牙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

国外企业在地中海区域的销售利润的增加①。
  一旦危机爆发,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之后。如图3所示,经济下滑是异常残酷的。在某些领域,如建筑行业,产能

完全停滞,大量工人失业。
  西班牙,曾经的欧洲就业机会创造引擎,沦为了工作毁灭者。西班牙政府

曾引以为傲的失业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
  失业率水平此后继续恶化,2012年底,西班牙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

26.1%②,如图7所示。每两个年轻人中便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且很难找到

工作。希腊的情况更加严重,2012年12月的失业率达到了26.4%。高失业

率在葡萄牙(17.6%)、爱尔兰、斯洛伐克和塞浦路斯(这三国均为14.7%)等
国同样令人担忧。

①

②

1996~2007年,德国对这些南欧国家的出口扩大了1.4倍,带来了750亿欧元的出口增长,
占同时期德国总的出口增长额的13.5%

 

。
此为官方数据,每周工作低于1小时并可以领取救济金的才被认为是失业,因此这些数据通

常是被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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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7 1990~2012年西班牙及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失业率

  相比而言,整个欧盟的平均失业率也有所上升,但上升速度较慢,2012年

底失业率为10.7%。
  好消息是,加入欧元区后,贸易赤字严重的南欧国家无需平衡本国的账

户。另外,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将会逐步导致经济危机,并且很难从中摆脱。
  表2详细地展示了2007~2010年西班牙财政收支的状况,揭示出公共财

政是如何崩溃的。

表2 2007~2010年造成西班牙财政赤字增加的主要因素

金额(10亿欧元) 占比(%)
税收收入减少 50.6 42.7
社会净贡献 20.4 17.2
公职人员工资 16.9 14.3
中间收入 3.9 3.3
固定资本总额 -4.5 -3.8
其他 31.1 26.3
合计 118.5 100.0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在全部1
 

185亿欧元的损失中,超过500亿欧元是由财政收入的减少造

成的,占比达到42.7%。欧盟的这一比例为34.8%,欧元区也有18.4%①。

① 对欧盟和欧元区来说,2008~2011年的差额最为重要;对西班牙而言,则是2007~2010年最
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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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8所示,政府的不作为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公共债务状况也逐渐恶化。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8 1995~2011年西班牙公共债务和政府赤字占GDP比重

  如前文提到的,危机开始时,尽管不被法国和德国所推崇,西班牙的债务

水平仍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但很快西班牙就陷入了财政危机。
  欧盟委员会的干预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西班牙财政赤字超3%的红线时

(其他21个欧盟成员国同样如此),欧盟开始采取行动,超额赤字程序(EDP)
开启。西班牙政府必须提出新的计划以达到可接受的预算限制。
  对四个国家仅凭这一机制已经不够。爱尔兰必须援助6家国有银行700
亿欧元,这一金额相当于爱尔兰半年的GDP产值。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葡萄

牙和希腊,最近又发生在塞浦路斯。
  此时,西班牙发现自己处于“风暴”中心。提供房屋贷款的储蓄银行几乎

都濒临破产。为拯救这些银行,必须进行资产调整和重组,这需要花费近400
亿~1

 

000亿欧元,欧盟已经承诺对此进行持续的援助。
  在财政赤字超过3%的国家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主要是削减公共支出,特
别是员工工资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同时提高特定商品和进口商品的增值税

征收,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水平。
  这一情形是十分可笑的。经济危机揭示出南欧国家经济缺乏活力,从而导致

财政收入减少以及严重的财政赤字。欧盟委员会的介入没有致力于恢复经济,反
而推出紧缩政策,进一步造成了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减少,抑制了经济增长。
  因此,我们看到的通货紧缩正在出现。工资收入的减少造成个人所得税

收入的进一步下降,导致财政赤字恶化。政府将工资降到如此低的水平,主要

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重新在此投资。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向欧盟求助国家的判断也发生了错误。专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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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减少1%,GDP本身减少5.0%。但这一假设的前

提是某一地区只有一国出现经济困难,还可以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得以

解决。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各个国家都作出了同样的调整,结果使GDP的减少

幅度可能超过1%。由于估计的错误,许多国家需要制订计划,因为欧盟的监管

刻不容缓。因此,欧元区的多个成员国宣布了40多项新的计划。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对此进行解释,假设某国的GDP为100。财政

收入和财政支出各为40和50,财政赤字因此为10,占GDP的比重为10%。
欧盟委员会旨在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先降到5%。假定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保持在40%。表3列出了不同的可能性:第一行是初始假设;第
二行是将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减少5%的情况;第三行是IMF的最初假

设,即减少的乘数为0.5%;第四行是减少乘数为1%的情况。

表3 将财政赤字和公共财政占GDP的比重从10%减少到5%的效果

GDP 税收收入 支出 赤字 占GDP的比重

初始假设 100.0 40.0 50.0 -10.0 -10.0
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减少5% 97.5 39.0 45.0 -6.0 -6.2
0.5%的减少乘数 96.8 38.7 43.5 -4.8 -5.0
1%的减少乘数 90.9 36.4 40.9 -4.5 -5.0

  由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财政紧缩政策引发的效果,包括:高失业率、退休受

影响、日益恶化并稀缺的公共卫生服务、教育质量下降和基础设施落后等。

二、金融危机同样影响到了被认为可能幸免的国家

  前面提到,南欧国家依靠高杠杆支撑的经济发展使德国收益,然而当这些

地区的经济下滑时,也给德国等国带来了负面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进口

额萎缩到2006年的水平,希腊则减少到2004年的水平,其他欧洲国家成为首

当其冲的受害者(见图9)。
  很明显,相关国家的曲线一直位于欧盟的曲线之下,意味着2008年前有

关国家的增长更为迅速,但2008年之后的下滑也同样更为快速。欧盟的居民

消费停滞,但在危机严重的国家均出现下滑。受到冲击最大的领域是建筑行

业和汽车制造业,理由很简单:住房和汽车需求是可以延后的,但食品、取暖等

生活必需品的开支无法减少。
  房地产行业的全球统计数据非常少。2008~2010年,整个欧盟的房地产

行业产值减少19%,房屋建设领域减少了近30%。西班牙的情况更为糟糕:
2008~2011年,建筑行业的产值减少了57%以上,房屋建设领域减少了近

70%,整个行业近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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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计算,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9 以2008年为基准,展示了西班牙、希腊和

爱尔兰的私人消费与整个欧盟的私人消费支出的对比

  关于汽车行业,通过更为详细的资料做出了图10,来反映欧洲客车销量

的情况。

  资料来源:欧洲汽车制造协会,1990~2012年历史系列:各国新登记汽车数量。

http://www.acea.be/images/uploads/files/20120805_03_PC_90-12_By_Country_En-
larged_Europe.xls.

图10 1990~2012年欧洲新登记客车数量①

① 欧洲的数据仅从2003年开始。由18个国家组成: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冰岛、挪威和瑞士。欧洲还必须加入下
列国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
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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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阶段,受199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新车需求受到抑制,之后开始反弹

并在1999年达到顶峰:出售了超过1
 

500万辆新车,直到2007年都保持在这一

水平。此后便一直下滑,2012年为1
 

180万辆。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出,东欧的

新车市场的走势同样如此。表4给出了各国汽车市场下滑的详细数据。

表4 2007~2012年欧洲各国汽车销量的减少量 单位:百万辆

2007年 2012年 差额 与2007年销量之比(%)

希腊  279
 

745   58
 

482  -221
 

263 -79.09

爱尔兰 186
 

325 79
 

498 -106
 

827 -57.33

西班牙 1
 

614
 

835 699
 

589 -915
 

246 -56.68

葡萄牙 201
 

816 95
 

290 -106
 

526 -52.78

意大利 2
 

493
 

106 1
 

402
 

089 -1
 

091
 

017 -43.76

英国 2
 

404
 

007 2
 

044
 

609 -359
 

398 -14.95

东欧 1
 

209
 

793 755
 

497 -454
 

296 -37.55

其他国家 7
 

613
 

809 7
 

392
 

858 -220
 

951 -2.90

欧盟27国合计 16
 

003
 

436 12
 

527
 

912 -3
 

475
 

524 -21.72

  资料来源:欧洲汽车制造协会,1990~2012年历史系列:各国新登记汽车数量。ht-
tp://www.acea.be/images/uploads/files/20120805_03_PC_90-12_By_Country_Enlarged
_Europe.xls。

  我们看到,销售的下降基本上是发生在三个区域。首先是受危机影响最

严重的南欧,在全球范围内与2007年的水平相比减少了50.86%,希腊则减

少了79.09%。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减少了约100万辆汽车。自2007年以来,
350万辆汽车在欧洲退出流通,其中230万辆来自南欧。
  东欧也必须应对汽车市场的大幅下滑:减少37.55%,约45万台。后来

英国的销售减少18%。相比之下,其余欧洲国家(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

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奥地利)在此期间保持相对稳定,仅减少了2.9%,而
且下降基本上发生在2012年。
  受此影响,这些市场上的大型汽车公司遭受的损失最大。这是曾在欧洲

市场占主导地位的5家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售情况:标致(PSA)、雷诺、菲
亚特、福特欧洲和通用汽车欧洲(或欧宝)。表5显示了2007~2011年,5家

公司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下滑情况。

表5 2007~2011年5家公司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下滑情况

标致 雷诺 菲亚特 福特 欧宝

德国 -10.2 14.3 11.1 -10.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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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致 雷诺 菲亚特 福特 欧宝

比利时 -7.8 56.3 4.8 -27.8 -19.0
西班牙 -57.0 -48.7 -57.6 -61.8 -51.6
法国 10.5 14.5 12.5 -8.7 5.4
意大利 -35.0 -12.8 -34.0 -37.7 -34.1
荷兰 19.0 36.1 42.3 -35.9 -16.7
英国 -33.2 -46.5 -13.2 -40.1 -34.0
东欧 -41.1 -45.2 -42.1 -40.6 -52.1
其他 -21.7 23.6 0.0 -49.2 -38.8
合计 -17.9 -6.1 -24.1 -36.0 -29.4

  资料来源:在法国汽车制造商委员会的2008~2012年法国汽车业统计数据基础上计

算得出,http://www.ccfa.fr/Edition2008
 

and
 

http://www.ccfa.fr/Edition2012。

  销售的萎缩是严重的:福特欧洲减少了61.3万个单位的产能,在西班牙

和英国各占了一半;通用汽车欧洲(欧宝)减少了48.5万辆;标致减少了36.6
万辆、菲亚特减少了30.2万辆(2012年不考虑)①。
  表6所示的是由此带来的对公司经营的负面影响。

表6 2012年欧洲主要重组中制造商的形势

亏损(百万欧元) 就业人数 重组计划

标致 -1
 

504 80
 

000 11
 

000
通用汽车欧洲 -1

 

397 37
 

000
福特欧洲 -1

 

363 46
 

000 6
 

200
菲亚特欧洲 -738 88

 

000 1
 

450
雷诺 -615 45

 

000 7
 

500

  注:损失是指报价层面的生产损失。

  资料来源:每家公司的年报和季度报告。

  在2012年,所谈到的5家制造商在生产损失方面均遭受了560亿欧元的

损失。为此,它们全都提出了重组计划,并且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实施。通用汽

车在安特沃珀的工厂已关闭,大约2
 

600个工作岗位被取消。2014年,通用

打算关闭德国博康姆工厂。福特也打算关闭其在比利时甘可的生产线,同样,
还有英国的几条生产线。东风标致在法国也发出声明要裁掉11

 

000名员工,
其中包括巴黎近郊的奥奈生产线,而雷恩生产线大约裁掉1

 

500名员工。为

了减少工资成本和获得更多市场敏锐性,雷诺预计要在法国大约裁掉7
 

500

① 一个组装车间每年通常生产20万~50万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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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员工,否则就必须关闭一个工厂。菲亚特已经就工资调整和灵活性问题达

成一致,不再就该问题进行集体讨论,但是希望将汽车从意大利出口到美国。
如今,菲亚特转让了其对克莱斯勒的控制权,如果这种方法不能成功,关闭业

务线就很可能成为必然。其实,它在波兰蒂黑工厂已经裁员1
 

450人,占其员

工的1/3。
  我们详述这些解决方案主要是为了说明销售额下滑对于欧洲南部和东部

的影响,这一影响从英国、爱尔兰延伸至欧洲大陆,一直到比利时、法国和德

国,并且汽车销量的下滑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业务。其中钢铁业就因汽

车业和地产业的不景气而受到重创,表7呈现了2007~2011年欧盟原钢业的

发展。

表7 2007~2011年欧盟国家原钢生产减少情况 单位:百万吨

2007年 2011年 下降(%)
比利时 10.7 8.1 -24.1
法国 19.3 15.8 -18.0
德国 48.6 44.3 -8.8
希腊 2.6 2.0 -22.0
意大利 31.6 28.7 -9.2
西班牙 19.0 15.6 -17.9
英国 14.3 9.5 -33.8
东欧 34.5 27.7 -19.7
其他 29.8 25.8 -13.2
总额 210.2 177.4 -15.6

  注:2007年为基数。

  资料来源:世界钢铁协会,年度原钢生产存档,http://www.worldsteel.org/statistics/

statisticsarchive/annualsteelarchive.html.

  从表7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受到重大影响的国家,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加

一般的情况。英国的钢铁生产减少了1/3,比利时减少3/4,甚至德国也受到

了影响。
  钢铁业的损失同样延伸到其他领域,如:装饰业,零部件行业或与汽车行

业紧密关联的其他原材料业如玻璃、轮胎、电子及塑料。所以,整个制造业都

受到影响,而且整个欧盟都处于下滑阶段。
  图11呈现了2006~2012年欧盟国家GDP的季度情况以及受金融危机

影响的地区情况。
  尽管经济衰退的影响在爱尔兰和意大利表现得很明显,但是,相比于伊比

利亚半岛国家,这两个国家受到的影响还算较少。紧缩措施的后果很明显,
2012年底,受到这些措施影响最多的国家GDP低于平均水平。我们还可以

从图11中看出,2008年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受影响。而且,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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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欧盟国家报告,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

national_accounts/data/database。
图11 2006~2012年欧盟地区季度GDP的演变情况及部分欧盟国家的GDP情况

经济暴跌的2008~2009年,仍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复苏现象。
  不管怎样,我们想说明,公共财政调整计划的后果是通货紧缩。这不仅是

符合那些必须采取这种计划的国家,同样也符合其他国家,因为它们向这些国

家的出口已经减少。图12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图12 欧盟国家通货紧缩路线

  由于最近采取的为了加强预算公约的措施,这一状况会进一步恶化。预

算公约也即在经济货币联盟区域内的稳定、合作及管理条约。该公约旨在规

定每年赤字最多不超过0.5%。
  令人烦恼的不仅是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不愿改变他们的政策,即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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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元首希望他们改变,他们也不愿做出任何改变。这一衰退也影响着

向欧盟出口的国家,如美国、中国和巴西。这些国家不愿看到欧盟国家经济暴

跌,也不愿看到它消极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领域位于衰落的边缘

  欧洲地区以及欧盟的未来在哪里? 此时此刻,欧洲领导人希望仍然保持

该地区的团结。他们甚至认为为此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欧盟内的不平等情况越来越多,社会及政治冲突越来越激烈。马里奥蒙

蒂推行精简计划,他在意大利大选的失败,足以表明南欧人民对该届政府的厌

倦。而且,在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成员国

向欧盟委员会指明这是减少财政预算的原因,这在欧洲大陆范围内造成了僵

化的关系。
  罗伯特·姆戴尔所描述的存在于最优化的金融体系的问题依然存在。地

区的差异是无法弥补的,无论是制造生产领域还是所支付的工资。最发达地

区与最不发达地区的差异达到5︰1的比例。对于地中海国家和东欧国家来

讲,他们的货币要能够贬值使其半成品能够出口到其他国家。但是,对于柏林

或其他政府来说,这是绝不允许的,它们需要有稳定、坚挺的欧元。这样才能

有储备货币以防止通货膨胀。在这种条件下,把各种情况综合起来恐怕需要

魔术师的魔力。如果欧盟经济政策不调整、国家与地区的团结机制不改变,最
可行的选择就是把整个地区拆分开来,最弱的地区会一个个拆分开来,最强的

地区也会拆分开来重新改革组织。如果真是这样,对整个欧盟也有很大的影

响。那它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维持下去吗?
  德国的解决办法是接管欧盟,从而让其他国家效仿其依靠出口的发展模

式,那就是不计代价的竞争。但是,这显然是不行的。有国家出口,就必须有

国家进口。
  在繁荣时期,德国曾经将这一方法传给它的伙伴国家。表13呈现出自

1988年以来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商业平衡顺差非常小,顺差的增长来源于与欧

盟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终结了这一

切。之后,德国企业转向欧洲市场,2008年的经济危机再一次结束了这一切。
债务缠身的欧洲国家无力再购买和消费德国的产品。柏林再次转向新型市场。
  表8呈现了这一转变。该表体现了每个阶段的盈亏。尽管20世纪90年

代德国已与南欧和法国建立了往来,但与美国的贸易中,消费品收支平衡得到

了发展。第二个十年,德国贸易依旧如此,但逐渐南欧成为了主要的出口国。
与此同时,东欧国家、英国及其他国家陆续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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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欧盟国家国际贸易数据,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international_trade/data/database。
图13 1988~2011年德国货物收支平衡

  这次衰退完全改变了这一状况。东欧及南欧不能再继续像之前那样进口

消费品。2007~2011年,德国在欧盟国家的出口业务中损失690亿欧元。因

此,为了补偿这一亏损,德国努力寻找欧盟外的市场并获得325亿元的盈利。
其中,从中国市场获得210亿欧元的盈利。自1988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德国

对于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转亏为盈。在此之前,赤字达到100亿欧元。

表8 1991~2011年德国消费品收支平衡演变情况 单位:10亿欧元

1991~2000年 2000~2007年 2007~2011年

比荷卢—爱尔兰 -15.1 -10.4 -28.1
  法国 11.6 11.4 6.2
  英国 8.0 15.2 -4.9
  东欧 3.4 15.6 -15.9
  南欧 16.9 31.9 -24.7
奥地利—瑞士 4.9 9.4 4.3
  中国 -1.6 -10.4 20.8
  美国 21.3 15.5 -1.0
  其他 0.0 57.0 6.4
  合计 49.4 135.1 -36.8

  注:每个阶段的开始年和结束年的情况已呈现。因而,这种差异可以表现为发展,也
可以表现为衰退。

  资料来源:欧盟国家国际贸易报告,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

portal/international_trade/data/database。

  2007年以来,车辆的出口增长50%。汽车零部件的出口增长1/3。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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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化工业机械更是有双倍增长。这是展现其好转的最重要的方面。
  事实上,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健康经济中也获益不少,挪威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荷兰也同样受益于德国经济的发展:2012年净贸易收支已经上升到680
亿欧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1%。
  很显然,在德国可能发生的对其他国家而言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短期

内。事实上,德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机械制品(占2011年出口总额的

20.4%)、汽车(16.4%)、化学制品(11.2%),均为高附加值产品(且均为行业

内的高质量产品)。相比而言,西班牙的出口结构完全不同:汽车出口占16.
5%,但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分别占到了11.8%和10.3%。希腊的情况则是

34.1%的出口为农产品,原材料占到了14.2%。
  我们发现所采用的模型是完全混乱的,因为工业基础不同,出口结构也不

同。此外,即使在欧元汇率极高的情况下,德国出口商依然可以卖出自己的商

品。想要得到德国产的特制机器以及豪车必须支付对价。但在欧元走强的情

况下,西班牙和希腊的农产品竞争力就会急剧下降。
  在这一层面上,只建立统一的货币区是不够的,因为区域内各国的需求是

有冲突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各个国家的经济推到同一水平上,即实力最

强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实力最薄弱和落后的国家建立分厂,生产出的产品

与在本国生产的进行竞争。这是欧元区摆脱目前困境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方

法,但欧盟实际上并没有朝这一方向努力。
  因此,欧元区很有可能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德国为主导的更为细分

的国家联盟。有着27个国家的欧盟从政治角度上看是无法管理的。理论上

每个成员国都有可能成为主导。对那些想要在欧洲建设上走得更远的国家,
亟须采取独特的、合作的发展策略。
  现任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双
速”欧洲理论,即由中心国家做出重大政治决策,将德国、法国和比荷卢三国置于

中心位置。这一理论在当时引起了愤慨,因为其他国家不甘心处于第二集团。
  然而从今天来看,欧洲正在向这一状态推进。受经济稳定性、经济合作程

度以及政府加强财政预算控制的影响,欧洲国家分化为两种:一种是愿意恪守

或者一定程度上遵守欧盟规定的国家,另一种则是不愿意遵守的国家。也许

第一种国家可以成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提出的中心国家。
  无论存在哪种选择,很明显,欧盟扮演着破坏世界稳定的角色。为了尽快

使其他欧盟国家也采取德国的商业出口政策,这样做是必需的。只要美国进

口一部分欧洲国家的产品,就解决了主要问题。但是,如今美国的债务水平已

使其不能再消耗这些进口产品。在此情况下将引发一场激烈的商业战争,在
这场战争中,欧盟不但不会妥协,相反还会更加强势。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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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危机不会就这样结束,至少可以肯定在欧洲不会这样结束。相反,来自政

治领袖的证实是冒险的。我们的分析旨在说明危机仍在继续,新的一轮即将

开始,并会影响到欧洲大陆的中心。它们之前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避免危机。
  然而,在衰退出现时,欧盟国家政府都在否认事实,忽略其严重性,忽视影

响规模及欧盟卷入程度。一开始,美国出现信任危机时,欧盟国家提出要减弱

大西洋两岸的经济。然而,当欧洲银行受到影响,造成整个经济的下滑时,它
们又提出欧元能够帮助欧洲大陆免受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现在,它们又谎称最艰难的时期已经结束,它们已经失去了信誉,这信誉

本能够帮助它们获得更多支持。一般来说,预言者降低了其对欧洲地区及欧

盟的期望。2012年末,危机再次卷土重来,并且,2013年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对于欧洲国家唯一的选择是向国外投资,以此来降低成本,尤其是工资成

本,这会减缓欧盟经济的复苏。然而,依靠欧盟以外的国家来消费欧盟的产

品,就好像其他国家不存在危机似的。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欧盟问题的

解决方法在于存在第二个星球有市场来消费欧盟的产品。然而,事实是,不存

在这样的星球。
  越来越激烈的商业冲突的出现,使原本脆弱的金融平衡体系受到影响。
最近“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所达成的折中方案表明目前危险仍在全球范围内

存在。这一方案要求每个国家作出承诺,即各国将不再具有对竞争性货币贬

值的追索权。在这个游戏中,欧盟不仅是救火者,更是纵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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