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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交易活动中，许多原始意义上的做法仍然被保留下来，几乎所有独
立国家为了表明自己的民族性，都会选择自己特有的货币，这给它们自己以及与它们相邻的国家都带
来了许多不便。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 年
国际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不同国家间商品和服务交换这类微观问题，而且也包括对国际交换
活动相互影响的总体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货币和价格等。为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评价国际贸易的
宏观影响，有必要掌握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如何影响总
体经济以及怎样受到总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诸如汇率水平的确定、不同国家间货币的流动、外汇交易商、国际银行和投资者之间每日活
动的开展等方面的问题，人们感到有些神秘是正常现象。即使是一些经验丰富的国际旅行者，对汇率
水平为什么在伦敦、巴黎和纽约实际上是相同的现象也感到不解，即使涉及不同国家的货币，进行买、
卖、旅游和国际投资也能非常方便地进行。事实上，国际宏观货币基础理论课的许多方面不难掌握，
因为这是一些日常的交易活动，只是这些活动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而已。尽管如此，这些国际交易也
会影响到货币、价格、国民收入以及经济政策。
第五部分将向读者介绍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为分析这方面的政策影响提供背景知
识。第 19 章“国际收支账户”，集中介绍了如何记录一国的国际经济活动，以及如何解释账户信息的
含义。第 20 章“外汇市场”，介绍了外汇市场，并解释它们在方便日常商品、服务交换和投资方面的
作用。由于许多新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外汇市场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 21 章“国际金融
市场与工具”，介绍了这一系列金融工具。第 22 章“外部均衡实现的货币与资产组合分析法”中，进
一步扩展到一个更为一般的分析框架中，其中包括国际收支和汇率决定的各种方法。本部分的第 23、
24 章集中探讨汇率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变化如何引起一国价格和收入的调整，以及又如何受到收入
和价格变化的影响。
对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研究因此也就成了汇率理论的核心。
——弗里茨·马克卢普，1939 年

第19章
国际收支账户

学习目标
● 理解一个国家国际收支账户的含义以及如何对其记录。
● 掌握国际收支账户内不同账户的区别。
● 了解美国最近的国际收支状况。
● 了解一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含义。

19.1

引言：中国的贸易盈余和赤字

一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意识到了从中国进口产品的规模巨大。实际上，对于这
种大规模涌入的进口有好多人极为关切。因此，一直有人呼吁应对中国施加新的贸易限
制，并努力说服中国提升其货币的价值，以使这些产品对美国消费者变得更贵一些。庞大
的进口规模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近年来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2007 年为 2 580 亿美
元，2008 年为 2 680 亿美元，2009 年为 2 270 亿美元，2010 年为 2 730 亿美元，2011 年为
2 950 亿美元。因此，对于贸易赤字会引发美国就业的丧失、美国制造业和整个经济正面
临危险的悲观言论和预测甚嚣尘上。
然而，我们也要指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差额状况并非完全代表了中国的整个贸易
关 系。 一 直 到 2006 年， 中 国 与 所 有 贸 易 伙 伴 的 贸 易 盈 余 要 小 于 对 于 美 国 的 贸 易 盈 余；
2007 ～ 2010 年，中国的贸易盈余才大于对美国的贸易盈余。
尽管中国商品贸易有盈余，但服务贸易继续赤字。当把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在一起
之后，其贸易盈余在上述各年又小于商品贸易盈余。然而，使用其他的概念，中国官方储
备余额近年来又大于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盈余之和。这一概念和其他一些国际收支的计算
方法将在本章讨论。

一

如下讨论中所使用的有关中国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11, Part 1: Country Tables (Washington, DC: IMF, 2011), p. 22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11, p. 80, and April 2012,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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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中要完成多项交易，货币显然必不可少，国际交易的复杂性表现在不同国家使
用不同的货币。纯粹的国内交易，例如，一个南卡罗来纳的居民购买一把北卡罗来纳制造的椅
子，并不需要将一种货币转化为另一种货币。购买者的“南卡罗来纳美元”与椅子制造商想要
的“北卡罗来纳美元”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同一种货币单位，即美元。但是，当北卡罗来纳的
家具制造商将椅子出售给一位法国居民时，交易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出售者希望得到美元，因
为这是他支付给工厂的工人、供应商和股东的货币单位，而法国消费者却希望能用欧元来完成
交易。由于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一般都持有本国的货币单位，因此就需要通过外汇市场把
一种货币兑换为另一种货币。从更广的角度看，外汇市场就是一种把不同货币的买者和卖者集
中在一起的机制。接下来的三章，我们将论述外汇市场的性质和运作以及均衡汇率的决定。
本章将集中介绍某一国家是如何记录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一国的国际交易包括该国因
进口、对外捐赠和对外投资引起的对外支付，和因出口、接受捐赠和外国人投资引起的对内支
付。这些交易活动被记录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账户（balance-of-payments accounts）中。这些账户
试图把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经济交易进行系统的记录。在
本章读者将会学习，不同类型的交易怎样记入不同的账户，如何去解释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表，以及经常在媒体中见到的不同账户余额，如“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等的意思是什
么。此外，我们还将探讨一个相关术语，即一国国际投资净头寸的含义。这部分内容是为了后
续几章讨论外汇市场与汇率决定理论作准备。然而作为前奏，我们首先对近期国际贸易与收支
活动的增长情况作简要分析。

19.2

近期贸易与资本流动增长情况概况

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记录的国际交易，从总体上反映了某一年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
交往活动的规模。商品和服务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本书第 1 章列出了大量关于贸易流
动的数据资料，表 19-1 列出了 1975 年以来商品贸易迅速增长的概况（在该时间范围内，服务
贸易的数据较难获得，可信度也差）。用货币形式表示的世界出口额（理论上等于世界进口额）
在这 36 年时间里年平均增长为 8.8%。在 1980 ～ 1985 年，因为世界经济衰退和贸易以美元度
量记录的影响（美元币值在 1980 ～ 1985 年大幅上涨，因此以其他货币表示的贸易额尽管增加，
但转换成美元值反而减少了），国际贸易出现倒退，但在 1975 ～ 2011 年，强劲上升趋势还是
非常明显的。
表 19-1

部分年份的世界商品出口额（1975 ～ 2011 年） （单位：10 亿美元）

年份

世界出口额

年份

世界出口额

年份

世界出口额

1975

877

1990

3 449

2005

10 495

1980

2 034

1995

5 164

2010

15 254

1985

1 954

2000

6 456

2011

18 217

资料来源：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 obtained from http://stat.wto.org.

但是，国际交易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是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现在，个人、公司、金融机
构及政府持有的国际资产比以前已经明显增多。这些资产从本国居民和公司持有的国外存款到
外国债券、股票与实物设施（如在其他国家的工厂建筑）等。
表 19-2 列出了近年来一些国家相互持有资产逐渐递增的部分指标。第（1）行列出的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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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持有的外部资产存量递增的情况，这是各国报告给国际清算银行（一家设在瑞士的多国
“银行家”的银行，负责收集世界商业银行的数据）的数据。这些资产是由银行持有的对国外
个人、公司、银行和政府的要求权（claims）。这些资产从 1977 年的 6 020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31.7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2.4%，这反映出银行活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快速扩展。表
19-2 第（2）行表现的是几个工业化国家，股票和债券的跨国交易额（流入和流出）的年增长
率，表示为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例如，1975 年美国这类交易额占 GDP 的比率为 4%
（或者说大约为 650 亿美元，因为当时的 GDP 为 16 380 亿美元），到 1999 年上升到 179%（或
者说有 16.6 万亿美元，因为当时的 GDP 为 92 680 亿美元。这一数字在 1988 年还要高一些，达
到 223%。
）
，1975 ～ 1999 年，以这类交易，用美元价值来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 26%。第（3）
行表示的是另一层面上国际金融资产存量的增长情况，中央银行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收支问
表 19-2
1975
（1）国际银行信贷
总 量（年 底 存 量，10
亿美元）

不断上升的金融依存度指标

1980

1985

1990

1995

602（1977） 1 181

2 580

6 298

8 073

2000
10 778

2005

2010

2011

21 133

30 117 31 682 ①

9 702 10 684

（2）股票和债券跨
国 交 易 占 GDP 的 比
率（%）
3

9

27

65

187

331（1998）

法国

NA

5

21

54

187

415（1998）

德国

5

7

33

57

167

334（1999）

意大利

1

1

4

27

253

640（1999）

日本

2

8

62

119

65

85（1999）

美国

4

9

35

89

33

179（1999）

（3）央行国际储备
（年底值，10 亿美元）

228

452

481

979

1 521

2 071

4 439

（4）对外直接投资
总 额（年 度 平 均，10
亿美元）

1976 ～
1980
40

1994 ～
1999
553

2000
1 245

2005 ～
2007
1 487

加拿大

（5）每日外汇交易
额（10 亿美元）

1981 ～
1985
43

1986 ～
1990
168

1991 ～
1996
281

2009
1 171

2010
1 323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1 527

1 239

1 934

3 324

3 981

① 截止到当年 9 月数据。
注：NA= 数据无法获得；第（2）行中 1998 年或 1999 年后的数据无法获得。
资料来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69th Annual Report（Basle: BIS, June 7, 1999）, p. 118; BIS,
70th Annual Report（Basle: BIS, June 5, 2000）, p. 90; various issues of the BIS Quarterly Review;“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btained from www.bis.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Washington, DC: IMF, 2002）, pp. 6-7, 72-73;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10（Washington, DC: IMF, 2010）, p. 229; IMF Database obtained from
www.imf.org;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Geneva: UNCTAD, 1999）, p. 10;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Geneva: UNCTAD,
2003）, p. 253;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Geneva: UNCTAD, 2006）, p. 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Geneva: UNCTAD, 2011）, p. 24, all obtained from www.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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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持有的储备（主要是外币）数量。这些储备规模从 1975 年的 2 280 亿美元增长到 2011 年
的约 10.7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11.3%。最后，表 19-2 的第（4）行给出了从各国流出的对
外直接投资（FDI）的数量。第 12 章已经指出，FDI 包括国内企业为了获得控制权方面的利益
而购买外国企业以及在国外新建工厂等之类的行为。这类投资金额从 1976 ～ 1980 年的年均增
长 400 亿美元，增加到 2005 ～ 2007 年的 14 870 亿美元。总的流出额在 2007 年达到顶峰，为
21 750 亿美元（表中未给出），之后下降到 2009 ～ 2010 年的 12 470 亿美元。2010 年的数额是
1976 ～ 1980 年平均值的 33 倍。第（5）行是近些年每日外汇变化的情况。1998 ～ 2010 年，
外汇交易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达到 8.3%。
总的来看，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中，世界经济中在实体和货币资产的跨国交易两个方面
增长迅速。本章下面内容将集中介绍如何把这些交易记录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和国际投资
表中。

19.3

国际收支核算中的贷方与借方

在追踪记录一国在一年中的国际交易时，国际收支的会计核算人员采取了多种办法。我
们无须费心去了解各个细节，因为我们想了解的仅是与这些账户有关的实用知识，目的是能解
释和明了经济总体趋势、经济事件和经济政策。因此，弄清整个贷方和借方的分类体系就非
常关键。一般的操作规则是，国际收支账户的贷方项目（credit items in the balance-of-payments
accounts）反映外国对本国支付而发生的交易。主要的项目包括出口、外国投资流入本国，以
及本国从此前国外投资中获取的利息和红利收入。贷方项目（引起支付流入）依照惯例用正号
记录。国际收支账户的借方项目（debit items in the balance-of-payments accounts）则反映本国对
外支付所进行的交易。主要项目包括进口、本国国民在外国的投资，以及本国对外国投资者的
早期投资支付的利息和红利。借方项目（对外国的支付）按照惯例用负号记录。
我们介绍的贷方和借方项目基本上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编制 185 个成员方的国际收支
统计年报时的分析体系，并使用了美国商务部公布美国经济数据时用到的某些术语。项目可以
分为三个大类，下面将分别说明。
第Ⅰ类：经常账户。计入贷方项目（以“+”号表示）的有：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从国外投
资中获得的收入（如利息和红利）和其他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如工资）
，以及用来表示国外
捐赠的“单方面转移”项目等。计入借方项目（以“-”号表示）的有：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向
在本国进行投资及提供要素服务的他国居民支付的收入，以及表示对外捐赠的单方面转移项目。
第Ⅱ类：金融 / 资本流动项目。这一类别与下面的金融项目一起构成了一国国际收支中的
金融账户 。第Ⅱ类关注的是长期实物资产及金融资产持有量的变动，这里，“长期”是指一年
一

或一年以上到期的资产。如果外国的居民、企业和政府持有的本国长期资产增加（金融资源流
入本国），就要在该账户中贷记（以“ + ”号表示）；但如果外国人出售这些资产，导致持有量
一

传统上将第Ⅱ、Ⅲ类统称为资本账户。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商务部已将其改为“资本与金融
账户”，这是由于该类交易绝大多数记录在金融账户。资本账户现在仅记录少数几种特定类型的交易，如政
府国际债务减免或移民资本转移等，这些资产头寸会发生变化但都不是出于通常意义上的逐利或经济利益动
机。为了简化起见，同时也由于资本账户交易相对并不重要，我们经常以“金融账户”一词来表示资本与金
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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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就要借记（以“ - ”号表示）（本国的金融资源流出）。另一方面，如果本国居民、企业
和政府持有的国外长期资产增加，就要借记（本国的金融资源流出）；如果本国居民出售这些
资产减少了对国外资产持有数量，就要贷记（当出售资产所得收益流回国内后，应计为本国金
融资源流入）。对这样的记账方式有一种简单易记的办法，即贷方代表外国持有本国资产量的
净增加，而借方代表本国持有外国资产量的净增加。
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本类别包括短期资产（到期时间在一年以内的）的交易记录。这
些交易基本上都是私人性质的；也就是说，是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以外的其他行为人进行
的。记录方法是：外国持有本国资产的增加属于贷方项目，减少则属于借方项目。另一方面，
如果本国的私人部门增加了持有外国的这些资产，应记入借方；减少则应记入贷方。
第Ⅲ类：官方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的变动。如果外国中央银行持有本国的资产
（如银行账户），这属于贷方项目；如果减少资产则属于借方项目。另一方面，如果本国中央银
行获得了国际储备资产或其他国家的资产（如外国银行存款），在国际收支核算中将被视做借
方项目；而出售这类资产或减少这类资产则是贷方项目。

19.4

国际收支账户记账的几个事例

要想更好地掌握国际收支（BOP）的核算方法，下面来看一些假想的交易活动。在这
些事例及所有关于国际收支的讨论中，关键是要认识到所用的是复式记账（double-entry
bookkeeping）原则。这意味着任何一笔交易都要涉及交易的两个方面，因此货币交易额要记录
两次—— 一次记入借方、一次记入贷方。所有借方项目的和必须等于所有贷方项目的和；也就
是说，总国际收支表必须总是平衡的（注意：借记用“ -”号，贷记用“ +”号。总和“相等”
实际上是指借方和贷方的绝对值相等）。
现在，我们来看假设的例子。我们称本国为 A 国（如美国），将所有其他国家看成一个国
家——B 国（如英国）。我们将给出 7 项不同的交易，并在每一步分别说明如何记录这一交易。
交易 1

A 国出口商向 B 国出口价值 6 000 美元的商品，得到 B 国 6 000 美元的短期银行

存款（如支票账户存款）。在这一交易活动中，国际收支的核算对该笔交易的两笔记录如下：
贷：第Ⅰ类，商品出口，+6 000 美元
借：第Ⅲ类，国外短期私人资产增加，-6 000 美元
贷记项目很清楚。借方记录的特别之处在于，因为 A 国的出口商现在 B 国将支票存入银
行账户。这些存款归属于短期资产一类。
交易 2

假定 A 国消费者向 B 国企业购买了价值为 12 000 美元的商品，A 国居民付款是

向 B 国企业开立在 A 国（如在纽约市）的银行账户中转入 12 000 美元。在核算国际收支时这
笔交易记录如下：
借：第Ⅰ类，商品进口，-12 000 美元
贷：第Ⅲ类，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增加，+12 000 美元
采用这些例子中的做法，即先记录交易的初始部分或初始记录，也就是先借记借方项目，
然后记录交易的“金融部分”的数据。在这一例子中是进口增加，但请注意进口是借方项目，
因此，记账时要用“ - ”号。对进口付款时，本国居民增加了 B 国企业在 A 国的银行存款；
因为是 A 国持有国外资产的净增加，所以对进口付款的记录要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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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的居民向 B 国的居民捐赠价值 1 000 美元的商品。在国际收支账户中，这是

一种特殊类型的记账方式，它与我们上面两个事例不同，因为这里没有涉及商品的购买或销
售。但是，因为同外国人发生了经济交往，所以必须进行记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商品是从
本国送出，因此贷记项目应为“出口”。由于采用复式记账，所以尽管没有任何“支付”发生，
也进行借记。国际收支的会计师在这种情况下“造出”一个借记项目，就像在私人企业资产负
债表上因捐赠而无支付记录时，会登记“商誉”或“捐赠”记录类似。交易 3 的记录如下：
贷：第Ⅰ类，商品出口，+l 000 美元
借：第Ⅰ类，单方面转移支付，-1 000 美元
交易 4

A 国企业向 B 国企业提供价值 2 000 美元的航运服务，B 国企业在对该项服务的

付款是将其在 A 国银行的支票账户中的相应存款转入 A 国航运企业在 A 国银行开设的账户。
交易活动记录如下：
贷：第Ⅰ类，服务出口，+2 000 美元
借：第Ⅱ类，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减少，-2 000 美元
对借记的解释为：外国企业减少了在 A 国银行开立账户中的存款数额，因此减少了它们
在 A 国的资产持有数量。
交易 5

B 国一家企业向在 A 国的股权持有人支付并汇出 2 500 美元的红利。具体通过 B

国企业设在 A 国银行的账户开出支票来支付。这一交易记录如下：
贷：第Ⅰ类，国外投资（或要素）收益，+ 2 500 美元
借：第Ⅱ类，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减少，-2 500 美元
对借记的解释是：因为外国企业现在减少了在本国（A 国）的资产持有量。
交易 6

A 国居民购买了 B 国一家公司发行的长期公司债券，价值 5 000 美元。支付方式

是：A 国居民从他或她在 A 国银行账户中转出这笔款项到 B 国公司在 A 国银行开设的账户。
这是资产交易，并不涉及任何商品。簿记记录应为，本国居民以一笔短期资产（支票账户存款）
交换到了一笔长期金融资产（债券）。
借：第Ⅱ类，国外长期资产增加，-5 000 美元
贷：第Ⅱ类，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增加，+5 000 美元
交易 7

这一交易对一国中央银行参与外汇市场交易后市场如何运行进行了演示。假设 B

国的商业银行（可以视同为“居民私人”）希望通过减持部分 A 国货币（如美元）兑换成 B 国
的本币（如英镑）。减持美元的可能是该商业银行预期美元未来价值会下跌。减持美元的一种
做法是将它们出售给英格兰银行（换成英镑），同时英格兰银行也愿意购进美元，比如固定汇
率制度下，购买美元是防止其对其他货币价值下跌。交易 7 为：B 国商业银行向 B 国中央银行
售出 800 美元。外国中央银行在 A 国银行的美元账户中的存款增加，同时外国商业银行在 A
国银行美元账户中的存款余额减少。如果 A 国是美国，而外国商业银行及其中央银行都在纽
约的美国银行中有美元存款，这种在美国银行的美元账户中的存款间确实可以进行这种划拨。
A 国的国际收支核算人员将对这种美元资产所有权的转换记录如下：
借：第Ⅱ类，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减少，-800 美元
贷：第Ⅲ类，外国在 A 国短期官方资产增加，+800 美元
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总量未变，但这些资产在外国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间的分配情况已经
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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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编制国际收支总表

接下来我们编制 A 国的国际收支表。在真实世界中，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任何一
个年份都要进行数以百万计的国际交易。但是，我们假定前面介绍的 7 项交易构成了某一年 A
国全部的国际交易活动，我们以此为依据来编制国际收支总表。
首先，在表 19-3 的 T 型账户中分别把前面一节中交易各项分别列入借方和贷方项目。左
边第一列括号内的数字标明了交易的项数。根据这些记录，现在我们在表 19-4 中编制出了国
际收支总表并最终完成该表。
表 19-3

国际交易活动（A 国）

借方（-）

（单位：美元）
贷方（+）

-6 000

（1）国外短期私人资产增加

-12 000

（2）商品进口

+6 000

（1）商品出口
（2）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增加

+12 000

（3）单方面转移支付

-l 000

（3）商品出口

+1 000

（4）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减少

-2 000

（4）服务出口

+2 000

（5）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减少

-2 500

（5）国外投资收益

+2 500

（6）国外长期资产增加

-5 000

（6）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增加

+5 000

-800

（7）外国在 A 国短期官方资产增加

+800

（7）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减少

-29 300

表 19-4

A 国的国际收支总表

+29 300

（单位：美元）

类别
Ⅰ. 商品出口（+6 000 +1 000）
商品进口

+7 000
-12 000

商品贸易差额

-5 000

服务出口

+2 000

服务进口

-0

商品和服务差额

-3 000

国外要素收益

+2 500

支付国外要素收益
商品、服务与投资收益差额

-0
-500

获得的单方面转移

+0

支付的单方面转移

-l 000

经常项目差额（经常项目差额）

-1 500

Ⅱ. 外国在 A 国长期资产的净增加（+）
国外长期资产的净增加（-）
外国在 A 国短期私人资产的净增加（+）
（+12 000+5 000-2 000-2 500-800）
国外短期私人资产的净增加（-）
官方储备交易余额（综合差额）
Ⅲ.外国在 A 国短期官方资产的净增加（+）
国外官方储备资产或官方资产的净增加（-）

+0
-5 000
+11 700
-6 000
-800
+800
-0
0

先看商品出口和商品进口，A 国进口超过出口 5 000 美元（出口 7 000 美元，进口 12 000
美元）。把商品出口（+）与商品进口（-）相加（或从商品出口中扣除商品进口）得到商品贸易
差额（merchandise trade balance）。当这一差额为正值时，所得结果就称为商品贸易盈余；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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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负值时，所得结果则是商品贸易赤字。依照惯例，盈余通常就称作贸易顺差，而赤字则被
称作贸易逆差。这些术语是从重商主义时期流传下来的。报纸、全国电视和广播新闻报道中常
常引用月度商品贸易额，但读者应该了解，它并非一种全面反映国际收支的指数，因为它省略
了许多其他的项目。
商品贸易差额只是国际收支表列出的几项差额中的一项。为了得到其他差额，并对国际交
易有全面的认识，我们必须在表 19-3 中增加其他交易项目。下一步是在商品贸易差额上加上
服务差额。由于 A 国“出口”了价值 2 000 美元的服务，但无进口，因此服务账户有 2 000 美
元的盈余，它可以用来部分抵消 5 000 美元的贸易收支赤字。即因此商品和服务差额（balance
on goods and services，经常被称为“贸易差额”）为 3 000 美元，这是在这一时期，A 国同其
他国家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易支付后的净值。从 1994 年 1 月开始，美国每月都要公布这一差额，
但下面所讨论的其他差额则是每个季度公布一次。
继续讨论第Ⅰ类中的项目，我们现在考虑要素收入的汇出和获得。当把 +2 500 美元的投
资收益（在我们的例子中，没有向外国汇出的要素收入）记入后，我们得到另一项差额：商品、
服务与要素收益差额（balance on goods，services，and factor income），-500 美元。
国际收支总表下一个应列入的项目是单方面转移。当在商品、服务与投资收益余额之上加
上 -1 000 美元单方面转移时，我们就得到经常项目差额（current account balance，或者 balance
on current account），-1 500 美元。
经常项目差额非常重要，因为它从本质上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与使用。出口商品和服务
被生产出来即能够带来收入，接受捐赠与收到国外要素收益同样也是现期收入的一个来源。另
一方面，本国居民和政府用现期收入去购买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捐赠并向国外支付要素
收益。
看待经常项目差额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其与总收入及总支出联系起来。我们已经知道，基本
的宏观经济等式为
Y = C + I + G +（X - M）
式中

（19-1）

Y——总收入；
C——消费支出；
I——在工厂、设备等方面的投资支出；
G——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X——出口；
M——进口。
实际上，X 并不仅仅指出口，包括经常项目中所有贷方项目，因为它们都能够带来收入。

同理，M 也由经常项目中所有借方项目组成，表示对现期收入的使用情况，而不仅是进口。现
在重新对等式排列
Y -（C + I + G）=（X - M）

（19-2）

重新排列后的式子表明，经常项目差额是一国国民收入与（C+I+G）之间的差额，而
（C+I+G）部分就是该国居民在这一时期的支出。如果一国经常项目为赤字［（X-M）为负］，就
意味着（C+I+G）大于 Y，即该国的支出超过收入，入不敷出。美国自 1982 年以后就是这样。
当然，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盈余［（X-M）为正］，该国支出小于收入，这就是日本 1981 年
以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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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项目差额与宏观经济整体的关系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解释。除式（19-1）之外，收入还
可等于
Y=C+S+T

（19-3）

这意味着收入可被用于消费（包括支付进口和对国外的转移支付）、储蓄与缴纳税收。我
们注意到，式（19-1）和式（19-3）是 Y 变量的两个等式，即
C+I+G+（X-M）=C+S+T
或
（X - M）= S +（T - G）-I

（19-4）

如果 S 为私人储蓄，（T-G）为政府储蓄（可能为负），则经常项目差额也就是一国储蓄与
投资之间的差额。因此，经常项目赤字［（X-M）为负］意味着该国的储蓄小于它的投资（即
该国“储蓄不足”）。这是美国自 1982 年以来经常项目赤字的另一层寓意。当然，经常项目盈
余［（X-M）为正值］表明该国储蓄超过了投资。
现在，我们来看增加了第Ⅱ类、第Ⅲ类。要注意到的一个点是，如经常项目各项累加后的
结果为 -1 500 美元，那么这些金融账户项目自身加总的结果必然是 +l 500 美元。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复式簿记的性质，国际收支所有贷方各项之和（“ +”号项目）与借方各项之和（“ -”
号项目）加总后必须为 0。因此，当有人说起“国际收支赤字”时，并不是说国际收支的所有
各项，所有项目加总后必定为 0。因此，并不严格地使用“国际收支赤字”一词仅仅是指国际
收支表的某些部分，而不是指整个表。例如，可能只是指商品贸易差额，或商品和服务余额，
也可以是经常项目差额。因此，国际收支赤字的说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并没有具体说明所指
的是账户中的哪些项目，如果它指的是国际收支中的所有项目，则这一术语毫无意义。
现在回到我们的例子，但增加第Ⅱ类，即长期资本账户和短期资本账户后的情形。第一，
由于有 5 000 美元的长期金融资产流出而没有任何流入。第二，至于短期资本，外国短期私
人资产（贷方项目）净增长了 11 700 美元（12 000 + 5 000 - 2 000 - 2 500 - 800），本国在国
外的短期私人资产的借方项目增长了 -6 000 美元，因此，短期资本流入的净值为 5 700 美元
（11 700 - 6 000）。加上长期资本流入，第Ⅱ类的结果净值为：+700 美元（5 700 - 5 000）。
最后，从第Ⅰ类到第Ⅱ类（经常项目、长期资本流动与短期私人资本流动）的累计差额
变为 -800 美元。经济学家使用的广义国际收支赤字（或盈余）一词，一般就是指这一差额。
更为精确的表述是：“考虑了商品、服务、投资收益、单方面转移、长期资产流动与短期私
人资产流动后的余额”。为了简化起见，这一余额被称为官方储备交易差额（ofﬁcial reserve
transactions balance）或综合差额（overall balance），它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同其他国家进
行的、除政府短期金融交易（“官方储备交易”）以外的所有交易活动结果的净值。既然第Ⅰ
类与第Ⅱ类的和为 -800 美元，第Ⅲ类的值就必须为 +800 美元；要“平衡”或“补偿”先前
各项交易的净差额，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从根本上讲，这 800 美元也是货币当局参与或干预
外汇市场的一个尺度，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就是 B 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元的数量。在这种情况
下，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国际收支的自主性项目和国际收支的调节性项目的说法。国际收支的
自主性项目（autonomous item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是指那些为实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
标，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个人的效用最大化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交易。这些交易的发生独
立于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映在国际收支表的第Ⅰ类和第Ⅱ类中。国际收支的调节性项目
（accommodating item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一词则是指由国际收支中的其他方面的活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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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交易，即第Ⅲ类中的政府项目。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了 A 国国际收支样本交易中的所有项目，不足为怪，所有项目
加总结果的净值为 0。从第Ⅰ类加到第Ⅲ类，总的加总必为 0，因为每一类别中的每一笔交易
都做两次记录——一次贷记、一次借记，而且经常项目差额（第Ⅰ类）的值必须等于其他两
类金融账户（第Ⅱ、Ⅲ类）相加后的差额，但符号相反。这显然也是复式记账法的结果。因
此，我们所举事例的经常项目差额（-1 500 美元）便等于第Ⅱ类与第Ⅲ类两者之和（以美元为
单位）：
第Ⅱ类

+700

第Ⅲ类

+800

金融项目差额

+1 500

这一金融项目差额（financial account balance）成为国际收支中的另一个“差额”尺度，美
国对此也极为关注。
在编制国际收支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明确了 7 种不同的差额计算。这些差额的货币价值
各不相同，当你听到或读到一国的“国际收支”时，要弄清楚讨论的是哪一类差额。我们的事
例中的这些差额是（以美元为单位）：
商品贸易差额

-5 000

商品和服务差额

-3 000

商品、服务与要素收益差额
经常项目差额
官方储备交易差额（综合差额）
金融项目差额

-500
-1 500
-800
+1 500

在实践应用时，决定要强调的具体差额类型反映的是分析人员出于政策制定或学术研究
的不同目的而具体选择的结果。没有哪一种能够真正衡量一国的差额，不同的差额反映了对
国际收支项目关注点的不同。例如，贸易差额可能只是集中于研究商品国际竞争力问题；经
常项目差额是分析一国国民收入—支出关系的核心。此外，如果研究的兴趣集中在政府官方
干预外汇市场的具体规模上，官方储备交易差额也就成了关注点。无论关注哪一焦点，如果
我们想分析和解释任一特定时期内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际经济交易，就必须编制完整的
国际收支表。

“在真实世界中”专栏 19-1

经常项目赤字①

如正文所述，一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该国的支出正在超出其收入，或者说，相对于投资而言
储蓄不足。但是，尚不能就此认定：经常项目赤字（CAD）一定是“糟糕的事情”，故一国应致力于采
用那些能保持收支平衡或经常项目盈余的政策。实际上，经常项目赤字有时也应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
例如，CAD 可能表示该国比贸易伙伴国从衰退中更快地复苏。随着经济迅速复苏，收入提高，人们购
买的进口品增加，由于外国收入未有显著的增长，因此出口增长乏力。或者说，由于本国有利的商业
环境、技术进步或生产率全面提升带来的高回报预期，本国对外国投资人更具吸引力。投资流入，金
融项目出现盈余，与此同时，经常项目必然出现赤字。金融项目盈余的另一种可能是，在国外的生产
设备清盘变现后的金融资本转向了本国的生产场所。最后，与 CAD 相联系的金融资本的净流入往往会
压低本国利率，进而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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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可能还需要有净投资流入（因此产生 CAD），目的是支持它们早期阶段的
工业化。即使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加快，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降低了，但支付已有的外国资
本存量的利息或红利也会导致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然而，如果最终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初始的外国投
资，那么发展中国家将经历经常项目的盈余和金融账户赤字。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从债务国（金融项
目流入国）向债权国（金融项目流出国）的转换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自然顺序。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对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坐视不管，这是
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此所关心的并不是某一年度的经常项目赤字自身，而是外国投资进入、持有本国
资产增加潜在地导致的对外国投资者支付要素收入的大幅增长。对外国投资收益支付的迅速增长，不
仅恶化经常项目差额，而且还会快速导致“债务陷阱”出现，从而使该国的净负债头寸和经常项目赤
字迅速增加。2001 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仅占 GDP 的 3.8%，净对外负债头寸占 GDP 的 19.0% ；到
了 2005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GDP 的 6.4% 和 21.6%。到了 2010 年，分别为 3.2% 和 17%。这些数值
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如果外国人不愿意在美国投资（即不再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融资），经济
硬着陆就会发生，而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必须调整，生产必须超过
当前所用，目的是满足国外债权人购买需求。
① 关于其中许多观点的有益探讨，见“ Schools Brief: In Defense of Deﬁcit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 1995,
pp. 68–69; and Wynne Godley,“ Interim Report: Notes on the U.S.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Deﬁcits,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Annandale-on-Hudson, NY, 2000;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various issues.

概念复习 19-1
1．国际收支表试图描述什么？为什么国际收支总是处于平衡状态？
2．经常项目差额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3．会计师在记录国际收支时遵循什么原则？出口小麦应以何种方式记录？购买外国的股票呢？

19.6

美国的国际收支总表

详细讨论了一个假想国家交易活动的具体事例及其国际收支总表的编制过程后，现在我们
将给出美国在 2011 年的国际收支表，如表 19-5 所示。
关于表 19-5 要说明的第一点是，它与前面讨论的内容并非完全相同。在过去大约 35 年的
时间里，美国并未将第Ⅲ类（短期官方资产账户）单独列出，但能从表中推算出来。 这种表
一

现方法的改变意味着，上述差额中只列出了商品贸易差额，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商品、服务
与投资收益差额，经常项目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在官方出版物中给出了。在改变表现方法之
前，官方计算的官方储备交易差额也一起给出（但金融项目差额从未正式列出过）。官方储备
交易差额和金融项目差额一直都能根据表中的数字推算出来。

一

这种改变的原因用官方的表述涉及从相对固定的汇率转变为 1973 年之后的浮动汇率，在此可不考虑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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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0 亿美元）

经常项目：
商品出口

+1 497.4

商品进口

-2 235.7

商品贸易差额

-738.3

服务出口

+607.7

服务进口

-429.3

商品和服务差额

-560.0

来自国外资产的投资收益

+738.7

向外国人支付的投资收益

-517.7

商品、服务与收益差额

-338.9

单方面转移，净值

-134.6

（政府 -56.0）
（私人 -78.6）
经常项目差额

-473.4

资本与金融账户：
资本账户交易额，净值
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净值（增加，-）

-1.2
-15.9

除官方储备资产外的美国政府国外资产，净值（增加，-）

-102.2

美国在国外的私人资产，净值（增加，-）

-278.3

外国在美国的官方资产，净值（增加，+）

+164.8

外国在美国的其他资产，净值（增加，+）

+625.7

统计误差

+80.5

注：1. 数据为初步计算。
2. 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各部分的加总可能并不等于总额。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April 2012, p. 32.

在表 19-5 的最上端，你会注意到美国在 2011 年商品贸易赤字数额巨大，达 7 383 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商品贸易传统上一直保持盈余，但 1971 年之后，除 1973 年和
1975 年外，美国其他各年的商品贸易都为赤字。
2011 年，部分美国商品贸易赤字被服务贸易盈余所抵消。美国当年的服务盈余达到 1 784
亿美元（服务出口 6 077 亿美元减去服务进口 4 293 亿美元，这里取整数）。服务贸易中的重要
项目包括旅游支出与收益、版税及许可证费用、电信费、银行业、保险业的收费等。来自国外
的要素收益（7 387 亿美元），向外国人支付的要素收益（大部分是投资收益 5 177 亿美元），结
果有 2 211 亿美元盈余。2011 年，商品和服务差额（-5 602 亿美元）及商品、服务与要素收益
差额（-3 389 亿美元）都小于 2011 年商品贸易差额的赤字。
下面看表 19-5 中的单方面转移项目。2011 年的净值是借方（或净流出）的 1 346 亿美元。
当把这一赤字加到商品、服务与要素收益的赤字上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 4 734 亿美元。
这比 2006 年美国历史上最高的经常项目赤字 8 006 亿美元缩小了许多。
经常项目差额为负，在经济意义上如何解释？答案是，国际收支账户中必定有一个数额
与之相等、弥补这一赤字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盈余，也就是外国资金的净流入。现在我们来看
2011 年的美国资本账户，以考察金融资本净流入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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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官方的国际收支账户，并非按照第Ⅱ、Ⅲ类的框架形式系统性地给出各个金融
资本流量的项目，但我们还是能从美国现行的国际收支账户获得有用的金融账户的信息。首
先，现在该账户中有一项数额不大的资本账户项目（正式名称为“资本账户交易，净值”）。这
一项目反映的是那些特殊的、一次性完成的交易，如政府国际债务清偿、移民的国际资产转
移等，典型的金融交易并不包括在内。余下的金融账户项目则代表我们前述的第Ⅱ、Ⅲ类项
目。先看名为“除官方储备资产外的美国政府国外资产”与“美国在国外的私人资产”这两个
项目。政府资产交易并非第Ⅲ类中那些短期、流动资产的交易。美国私人资产类别中的交易包
括长期，也包括短期资产的购买与出售，如长期直接投资、美国对各种期限的外国证券的交
易，以及美国银行和非银行机构所持有的对外国人的短期要求权。这两个内涵丰富的标题实
质上代表了“美国国外资产的增加”
（流出）的借方金额，即第Ⅱ类中非官方类的长期资本和短
期资本之和。2011 年，两项相加得到的借方净值为 -1 022 亿美元 -2 783 亿美元 = -3 805 亿
美元。
接下来看“外国人持有的美国的其他资产”，指的是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的变化，但它
同时也是长期流量和私人短期流量的总和。2011 年，美国贷方净值为 6 189 亿美元，再加上
68 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总量达到 6 257 亿美元。
最后，看剩下的两个金融账户的项目，“美国官方储备资产”与“外国持有的在美官方资
产”。这些项目属于我们讨论的第Ⅲ类（短期官方资产账户）。“美国官方储备资产”项目下，
储备资产的净增长用负号表示（因为这一增长是借方项目的增长），净减少则用正号表示。在
2011 年，这一项增加了 159 亿美元。“外国持有的在美官方资产”则表明外国货币当局在美国
持有的资产数量的变化情况（增加记“+ ”号，减少记“- ”号）。2011 年，贷方项目表明，外
国货币当局在美国持有的资产数量增加了 1 648 亿美元。当把第Ⅲ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时，
我们可得到 +1 490 亿美元 = -159 亿美元 +1 648 亿美元。因此，由于采用了复式簿记方法，美
国从第Ⅰ类到第Ⅱ类加总的金额应当为 -1 490 亿美元。也就是说，2011 年美国官方储备交易
赤字为 1 490 亿美元。

一

再回头看完整的表 19-5，经常项目差额为 -4 734 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为 -4 734 亿美
元），根据复式记账原则，资本与金融账户合计必须达到了 4 734 亿美元，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一
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已确认的金融账户项目和它们的借方净值或贷方净值为（以 10 亿美元为
单位）：
资本账户交易，净值

-1.2

除官方储备资产外的美国政府国外资产，净值

-102.2

美国私人国外资产，净值

-278.3

外国在美国的其他资产，净值

+625.7

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净值
外国在美国的官方资产，净值

+15.9
+164.8
+392.9

错在哪儿了？为什么金融账户项目加总后得到的是 +3 929 亿美元而非 +4 734 亿美元？原
因是，美国政府编制国际收支表时所用的数据并不完全。在复式记账的框架内，会计师无法得
一

我们忽略了一些步骤，所以赤字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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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复式记录所有足够的信息。有关贸易的数据是从记录商品进入或流出美国的海关记录中收集
而来的，但有关贸易融资方面和金融流动的数据则是独立地从商业银行及其他一些机构收集而
来的。有些交易活动既未进行记录，自然也不纳入国际收支核算；走私和洗钱当然是这样，但
有部分合法的交易也会如此。进一步讲，经常账户及对应的金融账户中的资金流量从发生的
时间上并非恰好在同一日历年度。因此，会计师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类别，统计误差（statistical
discrepancy）或净错误与遗漏（net errors and omissions），用来处理实际中出现的借记项目与贷
记项目加总后在事实上不为 0 的情形。在表 19-5 中，读者会看到，统计误差值为 +805 亿美
元（该项经常被认为反映了短期金融资本流动，但未被登记的出口也可能包括在内。参见 Ott，
1988）。当把 +805 亿美元与金融账户 +3 929 亿美元的数值加总后，我们有 +4 734 亿美元，它
与经常项目差额 4 734 亿美元相吻合。
这样我们完成了对国际收支会计核算的讨论，对读者来说这可能说得太细致了。对本书
的一名作者而言，国际收支核算是其喜欢的两件事情之一，仅次于回家享天伦之乐。但我们认
为，掌握各种不同差额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方法是理解国际支付、外汇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的政策
决策最为重要的基础。尽管我们仅给出的是美国的国际收支数据，它所揭示的概念和分类方法
却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在真实世界中”专栏 19-2

美国对日本、中国、OPEC 和加拿大的贸易赤字

如正文所述，1971 年以来，美国在商品贸易上一直存在赤字（1973 年和 1975 年除外）。与这一系
列赤字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赤字主要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几个国家。图 19-1 给出了 1980 ～ 2011 年，
美国对日本、中国、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和加拿大的商品贸易差额。
美国规模最大的商品贸易赤字国是日本。 2011 年日本是美国出口商品的第四大购买国（次于加拿
大、墨西哥和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的供应国（少于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然而，如图 19-1 所示，
美日之间的贸易很不平衡。1980 ～ 2011 年，从整体上看，美国对日本累计的贸易赤字达到了 18 090
亿美元（1.8 万亿美元），占美国累计赤字总额 103 670 亿美元（10.4 万亿美元）的 17%。在这 32 年期
间，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年均为 560 亿美元左右，其中最高的是 2006 年的 920 亿美元。
在 1986 年之前，美国对中国实际上还有小额的贸易盈余。但自此以后，赤字连续不断地出现，在
2000 ～ 2011 年，美中贸易赤字的规模已大于美日贸易赤字的规模。2011 年，中国是美国进口品的最
大供应国（根据赫克歇尔 – 俄林定理，其中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美国出口品的第三大购买国。
在 1980 ～ 2011 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累计 26 690 亿美元，近 2.7 万亿美元（年均 830 亿美元），
占 1980 ～ 2011 年美国累计赤字总额的 26%。日本和中国合在一起占美国累计赤字总额的 40% 以上，
其中一年（1991 年），两国合计甚至占到美国贸易赤字的 75%。
美国与 OPEC 国家（这一组织当前成员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
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和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赤字小于美日及美中之
间的贸易赤字。尽管如此，在 1980 ～ 2011 年，美国与 OPEC 之间的累计的贸易赤字达 13 840 亿美元
（占美国累计赤字总额的 13%）。各年度的具体数据则为 90 亿～ 1 800 亿美元，其中 2008 年为 1 800 亿
美元。
1980 ～ 2011 年，另一个同美国持续保持贸易赤字的国家就是加拿大。在此期间，累计的贸易赤
字超过 9 500 亿美元。在 2000 ～ 2011 年，每年都超过 560 亿美元。如图 19-1 所示，加拿大是美国第
二大进口商品供应国和最大的出口商品购买国。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与日本、中国、OPEC 国家和加拿大存在巨额赤字，也与一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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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存在小额贸易赤字，但与另一些国家则存在贸易盈余。如在 2011 年，存在盈余的有土耳其、阿根
廷、巴西、新加坡、比利时和卢森堡，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在 1980 ～ 2011 年一直持续保持盈余。
美国贸易差额（10 亿美元）
20
0
-20
-40

加拿大

-60

日本

-80
-100
-120

OPEC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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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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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1980 ～ 2011 年美国总贸易差额及其与日本、中国、OPEC 和加拿大的贸易差额

从政策制定者的观点看，尽管与某些国家存在赤字与盈余，但最重要的还是贸易赤字总量而不是
与特定国家之间的贸易盈余。不过，当对个别国家的赤字达到美日贸易赤字或美中贸易赤字的规模时，
还是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决策者也被迫把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来应对之。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ne 1994, p.
104; July 2006,p. 80; July 2011, p. 80; April 2012, p. 36.

19.7

美国的国际投资状况

本章最后，我们将分析表现一国与他国经济联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仍将以美国为例
来进行说明。这一表述要说明的是一国的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of
a country），或者有时用相反的符号列出，即一国的国际负债头寸（international indebtedness
position of 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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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国际投资头寸与该国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有密切关系，但也有较大的
区别。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表明了具体年份的金融资本流量。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
说，国际收支是一个流量概念，它描绘的是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一类型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分析
中，流量概念的使用非常频繁。常见的例子有，某一年的国民收入，某一年的企业投资支出，
或一种商品在某一个特定月内的销售量。另一方面，国际投资头寸却是一个存量而非流量概
念。存量概念考察的是某一特定经济变量在一定时点上的值。因此，一国在某一年年末的实物
资本存量，在某一既定的月末保有的汽车数量，以及年底的货币供应规模等都是存量概念。国
际收支表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显示了一年之内的流量规模，国际投资头寸则显示一国在某一时
点上（通常定义为某一特定年份的年末）持有的外国资产和负债的累计规模。一年中的资金流
动将会改变累计的存量规模，年末的国际投资头寸反映了这种流量及此前所有的流量的变化。
年末的国际投资头寸可帮助观察者比较该国持有的外国资产规模与其对外负债规模（即外国在
该国持有的总资产）。如果资产超过负债，则该国是一个净债权国（net creditor country）；如果
负债超过资产，则该国就是一个净债务国（net debtor country）。
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表 19-6 给出了 2010 年年底的美国国际投资头寸表。A 部分“美国
拥有的国外资产”表给出的是美国居民和政府持有的对外国人的要求权（部分资产如股票，其
具体凭证可能就为美国人所持有）。第一个项目“美国官方储备资产”指的是美国政府持有的
国际储备资产存量，它与美国国际收支表中该类资产在某一既定年份的流量并不相同。第二个
项目“除官方储备资产外的美国政府持有的国外资产”主要包括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贷款，
以及美国作为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缴纳的会费。而“美国私人
持有的国外资产”项目则包括了许多细目，其中主要是美国的国外直接投资、美国持有的外国
公司股票及美国银行和非银行报告的属于美国的要求权（例如，银行要求权项目反映了美国银
行与个人存款人在外国金融机构中的存款）。近十几年来，在私人资产中，按百分比计算增长
最快的是美国私人持有的外国公司股票（从 1979 年的 148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44 856 亿美
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20.2%）。 2010 年年底，美国居民和政府持有的外国资产总计为 203 154
亿美元，约为 20.3 万亿美元。
表 19-6 中 B 部分反映了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的状况。“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国资产”项目表
明外国中央银行（中国和日本尤为突出）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和商业银行存款等金融工具的累计
量。近几十年，外国官方持有的这类资产总量增长幅度达到了 2 866%（从 1979 年的 1 640 亿
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48 636 亿美元），“外国持有的美国其他资产”项目反映的是私人持有的
美国资产，增长幅度也很巨大。该类数值在 1979 年时仅为 3 070 亿美元，到 2010 年年底增加
到了 143 802 亿美元，这表明从 1979 ～ 2010 年增长了 4 584%（！）。当美国面临巨额的经常
项目赤字时，外国资本流入弥补了这些赤字。例如，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按当前成本计算）
累计额在 1979 年时为 886 亿美元，但到 2010 年年底就已增加至 26 589 亿美元。1979 ～ 2010
年，外国私人持有的美国国库券从 142 亿美元增加到 10 646 亿美元；外国私人持有的美国公
司及其他债券的数量从 103 亿美元增加到 28 685 亿美元；外国私人持有的美国公司股票的数
量从 483 亿美元增加到 29 916 亿美元；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货币从 166 亿美元增加到 3 421 亿
美元。2010 年年底，外国持有的美国总资产（政府加上私人）为 227 863 亿美元，或 22.8 万亿
美元。
通常引用的一国国际投资净头寸的数字是该国持有的国外资产和外国在该国持有的资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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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之间的差额。2010 年，美国的这一数字如表 19-6 最后一行所示，为 -24 710 亿美元。世界
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会有如此大的负值（即国际负债净头寸）。
表 19-6

2010 年 12 月 31 日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

（单位：10 亿美元）

A. 美国拥有的国外资产
488.7

美国官方储备资产

75.2

除官方储备资产外的美国政府持有的国外资产

3 652.9

金融衍生品

16 098.5

美国私人持有的国外资产
国外直接投资①

4 429.4

外国债券

1 737.3

外国公司股票

4 485.6

美国银行与非银行报告的美国对外国人的要求权

5 446.3
20 315.4

美国国外资产总计
B. 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
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国资产

4 483.6

金融衍生品

3 542.5
14 380.2

外国持有的美国其他资产
外国直接投资

2 658.9

美国国库券

1 064.6
342.1

美国货币
公司及其他债券

2 868.5

公司股票

2 991.6

美国银行与非银行报告的美国对外国人的负债

4 454.5
22 786.3

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总计
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 = 美国持有的国外总资产减去外国持有的美国总
资产 = 20 315.4 - 22 786.3

-2471.0

①直接投资以现行成本计价。
注：1. 资料是初步数据。
2. 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各部分加总后可能会与总额不符。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11, pp.
122–123.

拥有这样的头寸对美国肯定是不利的。例如，美国将来必须向国外的债权人和股东支付利
息和红利（还要加上债务本金），这最终会牵涉到向国外转移商品和实际收入（另一种担心是，
外国个人、企业和政府所持有的“过量”的资产数量会威胁到国家的主权）。不过，这些累计
的金融资产流入若能用于生产性目的，将能够产生未来支付所需要的收入。此外，部分经济学
家还认为，外国资金的流入还会导致美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低于没有资金流入时的水平。然而，
除了考虑美国的净债务国地位本身，还有重要一点要认识，即美国在国外高达 20.3 万亿美元
的资产和外国在美国高达 22.8 万亿美元的资产持有额，都显著地表明现代世界资本流动性的
加剧和国家间的依存度不断增强。

“在真实世界中”专栏 19-3

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恶化状况日益显著。1980 年为 +3 603 亿美元，到 1986 年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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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负值，之后如表 19-6 所示，2010 年年底达到了 -24 710 亿美元。1979 ～ 2010 年的国际投资头
寸用曲线表示如图 19-2 所示。国际投资净头寸是指美国在国外的资产总存量减去外国在美国的资产总
存量，该值的减少反映了净金融资产向美国的净流入（金融项目盈余／经常项目赤字）。美国投资头寸
的显著下降可以被看做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一种反应。进一步看，由于经常项目赤字反映了美国的支
出大于收入（或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为投资融资），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减少的另一种方法是外国的居民、
机构和政府通过资金流入来为美国的过度开支提供融资。
（10 亿美元）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0
年份
国际投资净头寸
直接投资净头寸

图 19-2

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与直接投资净头寸（1979 ～ 2010 年）

与总的国际投资净头寸的变化有明显差异的是，直接投资净头寸的变化。因为投资头寸要涉及新
工厂和实际的生产设施的兼并与新建。1979 ～ 2010 年，美国拥有的国外直接投资资产存量一直超过外
国在美国拥有的直接投资资产存量。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 1979 ～ 2010 年增长显著（从 886 亿
美元上升到 26 589 亿美元），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从 3 363 亿美元上升到 44 294 亿美元，因此它
如图 19-2 所示，净头寸为正。
最后，当国际投资净头寸为负时，就意味着该国是净债务国。但是，切勿将美国的净债务国地位
与流行的国债（超过 16 万亿美元）概念混淆起来。“国债”一词从根本上说名不副实。因为它仅仅指美
国联邦政府的负债，其中绝大多数（70% 以上）是由美国（而非外国）居民、团体和机构持有。在评价
比较其他国家对美国持有的要求权与美国持有的对他国的要求权，国际投资净头寸是比联邦政府债务
更为恰当的衡量尺度。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11, pp.
122–23.

概念复习 19-2
1．你认为当前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特征是什么？它如何同以下说法联系起来，即美国参与贸易时
就好像拥有一张国际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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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在实际中，金融项目差额并非正好抵消经常项目差额？哪一项记录能让 BOP 实现均衡？
3．说美国是个净债务国，意思是什么？这种情形已经存在了多久？

小

结
国际收支表概述了一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

的大幅盈余相对应。国际收支表中引用最广泛的

（通常是一年），同其他所有国家进行的经济交易

差额是商品贸易差额和经常项目差额。这些差额

活动。依照不同的会计核算惯例，表说明了商品、

和其他差额（尤其是在中央银行参与外汇市场交

服务与投资收益的流动，单方面转移，长期金融

易情况下的官方储备交易差额）在解释经济事件

资本流动，短期私人金融资本流动及与该国货币

和指导决策者进行决策时都很有帮助。最后，一

当局采取的行动相关的短期资产流动等项目进行

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表描述的是该国在国外持有

借记与贷记。国际收支表大致可划分为经常账户

的总资产和外国在本国持有的总资产的状况。这

和金融账户，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定对应数额相

个表表明，一国在一给定时点上与外国相对应，

等（但 符 号 相 反） 的 金 融 账 户 的 不 平 衡。 例 如，

是处在净债务国还是净债权国状态。

近年来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就与金融项目

术

语

国际收支的调节性项目

复式记账

国际收支的自主性项目

金融项目差额

国际收支账户

一国的国际投资头寸（或一国的国际负债头寸）

商品和服务差额

商品贸易差额

商品、服务与要素收益差额

净债权国

国际收支账户的贷方项目

净债务国

经常项目差额

官方储备交易差额（或综合差额）

国际收支账户的借方项目

统计误差（或净错误与遗漏）

练习题
1． 请解释下列项目应如何记入美国的国际收支
表（即初始登录）：

● 在日内瓦的旅馆开支。
● 利润也从该工厂汇回美国。

● 运往孟加拉国救灾的小麦。

2．金融账户与经常账户的区别是什么？

● 在苏黎世开设一个 500 美元的银行账户。

3． 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所指的是什么？

● 日本购买价值 10 万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
● 购买一辆宝马轿车。
● 在伦敦的银行账户获得的利息。

如果美国当前经常项目为盈余，这种净头寸
规模将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
4． 近年来，尽管中国存在巨大的经常项目盈余，

● Union Carbide 购买法国一家化工厂。

但中国的官方储备交易剩余要比贸易盈余大

● 向日本销售木材。

的多。这种差异是什么意思？

● 纺织机械的进口。
● 从墨西哥生产，向美国运送福特汽车。

5． 既然金融项目差额必须完全抵消经常项目差
额，那为什么政府的核算人员还要费工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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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什么说经常项目赤字表明的是，一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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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在 B 国的一位亲戚 500 美元，具体是在
他亲戚在 A 国的银行账户上存入 500 美元。

的 商 品 和 服 务 超 出 了 它 自 己 的 生 产 量， 请

这两件事怎样影响 A 国的：①商品贸易差额；

解释。

②经常项目差额；③官方储备交易差额。

7．“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对外投资不仅影响金

9． 在克林顿政府出现预算盈余之前，日本官方

融账户，也影响经常账户。”读者是否同意此

坚持认为，削减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关键步

观点？请说明原因。

骤并非外国应对美国出口产品更多地开放市

8． 假定下述两事件同时发生：① A 国一家企业
向 B 国出口了价值 l 000 美元的商品，得到的
1 000 美元存在 B 国银行；② A 国一位移民给

场，相反，应该是美国政府削减它的预算赤
字。这一观点成立吗？为什么？请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