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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 ( 2016) 将人均国民收入 ( GNI) 介于

1026 美元至 12475 美元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1 /3、总人口的 71%和贫

困人口的 73%，其增长与发展关系全球福祉。然而，

相关研究显示，中等收入期的增长波动、停滞甚或下

降具有一定普遍性，对比这一时期增长绩效不同国家

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突破

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巴西和韩国，试图从外向型经济

发展模式下“出口—增长”联动的视角解释中等收入陷

阱的成因。文章后续部分内容为: 第一部分对比巴韩进

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路径差异; 第二部分分析两国经

济增长稳定性不同的原因; 第三部分说明低增长出现的

结构性原因; 第四部分提出启示和建议。

一、巴西和韩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极案例

近代以来，巴西和韩国都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

口导向模式的转变，两国发展轨迹在短暂交集后出现

分化。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之

一，在经历 20 世纪 60、70 年代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

“巴西奇迹”后，率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韩国的现

代化起步晚，直至 60 年代末期时经济总量还远低于

巴西。1967 年，两国经济差距达到峰值，巴西是韩

国人均 GNI 的 2. 2 倍。此后，两国差距逐步缩小，自

80 年代起，韩国的人均 GNI 开始超越巴西，并逐步

达到高收入水平，而巴西则危机不断，长期徘徊在中

等收入区间。
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将 “中等收入陷阱”做出

了相对与绝对标准的划分，巴西和韩国在两重标准下

都成为跨越这一发展陷阱的两极案例。就绝对标准而

言，世界银行认为长期停滞中等收入区间即陷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图 1 描述了 1962－2015 年期间两国

人均 GNI 的演变，从中可见，巴西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末前后步入上中等收入区间，但此后始终未能迈过高

收入门槛; 韩国则在 1980 年前后升至上中等收入阶

段，在 1995 年进入了高收入阶段。
就相对标准而言，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区间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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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入的 1 /8 ～ 1 /2。新古典增长理论的 “趋同假

说”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最终会发展趋同。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赶超”停滞。图

1 显示了两国人均 GNI 相对值的变化，可以看到，巴

西经济增长先扬后抑，人均 GNI 相对值在 1975 年突

破 0. 125 ( 美国收入的 1 /8) 之后，始终在 0. 23 下波

动，未能达到高收入标准，对美国的 “赶超”陷入

停顿甚至回退状态。韩国的人均 GNI 相对值呈现总体

上升趋势，1979 年超过 0. 125，2014 年之后超过 0. 5
( 美国收入的 1 /2) ，“赶超”相对延续，从而成为严

格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

图 1 巴西与韩国人均 GNI ( 1962－2015)

注: 绝对值采用三年平均名义汇率法 ( Atlas Methodology)

调整的美元现价 GNI; 相对值为巴西和韩国人均 GNI 相对

美国人均 GNI 的比例。

数据来源: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现有研究显示，中等收入状态的延续时间与人均

GNI 的增长速度和稳定性相关。增长率差异是造成巴

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两极表现的直接原因。对比

两国的人均 GNI 增长率，可以看到，虽然其人均 GNI
增长率均有波动，但巴西多次出现负增长且波动程度

远超韩国。尤其是 80 年代之后，巴西的增长速度大

幅减缓且波动加大。以两国人均 GNI 相同的 1981 年

为起点，彼时高收入门槛值是两国人均收入的 7 倍，

在 10 年、20 年和 30 年内突破中等收入期应达到的必

要增长率如表 1 所示。此后的 30 年间，韩国每十年

的人 均 GNI 年 均 增 长 率 依 次 为 13. 1%、7. 1% 和

4. 8%，为较快跨越中等收入期创造了条件; 巴西每

十年 的 人 均 GNI 年 均 增 长 率 则 依 次 为 － 0. 34%、
0. 84%和 3. 1%，低于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

必要增长率。

表 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必要增长率 ( %)

时间 10 年 20 年 30 年 40 年 50 年 60 年 70 年 80 年 90 年 100 年

必要增长率 21. 4 10. 2 6. 7 5. 0 4. 0 3. 3 2. 8 2. 5 2. 2 2. 0

注: 以 1981 年为基点，巴西和韩国人均 GNI 为 2070 美元。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综上，巴西和韩国过去 50 多年间的发展历程对

比显示，中等收入时期的增长质量是决定这一阶段延

续时间的关键因素。由于增长率无法达到跨越中等收

入所需的必要水平且频繁大幅波动，巴西长期深陷这

一发展阶段; 相反，正是由于保持了相对高质量的增

长，韩国得以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脱颖而出，较早地进

入高收入阶段。

二、增长差异分析

巴西和韩国的增长质量差异突出体现在 1981 年

之后。在这一时期，两国均主动或被动地实施了以出

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出口在两国经济被赋予

的重要意义，其数量和质量的分化，是解释两国增长

绩效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一) 出口数量

出口数量以出口额及其占 GDP 的相对比重衡量。
图 2 显示了两国出口演变情况，可以看到，1981 年以

来，韩国出口额大体保持增长趋势，在 GDP 中所占

比重始终大于 20%①，出口发挥了应有的经济增长拉

动作用。与之相比，巴西的出口在经历 80 年代的波

动之后，90 年代大体保持了正向增长。但是，巴西

出口占 GDP 的比重在峰值年份 ( 2004 年) 也仅为

16. 5%，这意味着其经济的外向型特色并未得到有效

发挥，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引擎效用不足。
( 二) 出口质量

出口质量通过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衡量。出口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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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上通常把外向度 ( 出口额占 GDP 比重) 大于

20%称为外向型经济。



图 2 巴西与韩国出口情况 ( 1981－2015)

数据来源: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度可以反映一国出口结构，一国出口品复杂度越高，

则该出口品的技术水平越高。Hausmann 等 ( 2007) 、
Amiti 和 Freund ( 2010 ) 、Jarreau 和 Poncet ( 2012 ) 、
Mishra、Lundstrom 和 Anand ( 2012) 等所做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量的高

低，而在于其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的复杂程度，出口复

杂度高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更快。鉴于巴西和韩国

出口规模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采取 Hausmann 等

( 2005) 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 EXPY) 。
为了规避债务危机特殊时期的影响，本文选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出口情况进行比较。两国出

口复杂度指数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到，两国再一次表

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 韩国的出口复杂度逐年稳步上

升; 而巴西则处于一个震荡状态，在 2000 年达到峰

值后，由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对出口结构的反向激

励，其出口复杂度随后开始下降，而 2008 年金融危

机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也未能扭

转其出口复杂度持续下跌的趋势。

图 3 巴西与韩国的出口复杂度 ( 1990－2015)

数据来源: World Bank，WITS 数据库。

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两国人均 GDP 和出口复杂

度之间的相关性①。表 2 总结了相关性系数情况。能

够看到，1990 年以来，两国相关性 ( 均显著) 情况

完全相反。韩国的人均 GDP 和出口复杂度高度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 0. 973，表明其经济增长与产品的出

口复杂度密切相关。巴西的人均 GDP 和出口复杂度则

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 426。这表明，在出口复

杂度处于上升期的 90 年代，巴西并未因出口技术含量

的上升而出现高质量的增长，反而在初级产品出口比

例上升的 21 世纪，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调。

表 2 巴西与韩国人均 GDP 和出口

复杂度的相关性系数
巴西

LnEXPY LnGDP

韩国

LnEXPY LnGDP

LnEXPY 1. 000 LnEXPY 1. 000

P 值 / P 值 /

LnGDP －0. 426 1. 000 LnGDP 0. 973 1. 000

P 值 ( 0. 030) / P 值 ( 0. 000) /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对比出口数量和质量在两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可

以发现，韩国相对高质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向

型发展模式下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出口数量积累

和质量提升都为其突破中等收入阶段提供了必要的支

持。与之相比，巴西的 “不良”增长也恰反映了其

出口向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失灵: 出口数量未能达到

外向型模式下应有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限，

而出口质量向经济增长加速的转换过程被切断。

三、出口传导机制差异分析

巴西和韩国在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差

异使得两国出现不同成长路径。巴西存在传导机制的

某种阻隔，影响了出口的效用发挥，也限制了经济增

长的溢出效应，使得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被割

裂，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这种阻隔很大程

度上表现为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传导缺陷，无法为

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提供必要的环境。
( 一) “出口－产业－增长”传导机制对比

在本文考察期中，巴西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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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本文选用以 2010 年不变美元

价格衡量的人均 GDP 替代人均 GNP。



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1962 至 1974 年: 巴西和韩国的出

口均以低科技附加值的产品为主，但韩国已经开始酝

酿其产业转型，巴西的产业结构却几乎没有太大的

改变。
第二个时期为 1974 至 1992 年: 两国均大力发展

中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韩国集中优势产业，巴西则

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分散化地鼓励企业发展不同种类

的中高科技产品。
第三个时期则是 1992 年至今: 韩国的高科技产

业转型完成，人均 GDP 超越巴西，并脱离中等收入

陷阱，巴西的产业升级和改革没有完成，整体经济复

杂性较之 90 年代反而下降。
巴西和韩国不同的产业政策效应产生两方面的直

接影响。一方面是使得两国技术水平差距加大。以专

利数量来衡量两国技术差距，据统计，从 1984 年起，

韩国的专利数量开始超越巴西，并大幅增长。另一方

面则使得两国的经济结构出现分化。巴西在开放市场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

工业制成品，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这样

的贸易结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相对固态化的产业分

布，使其在全球生产中经济收益水平相对较低，制造

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产值在 GDP 中的比重却呈现整

体下降趋势。与之不同，韩国则在国际竞争下，出现

工业 ( 特别是制造业) 的较快成长。截至 2015 年，

巴西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 9. 1%、35. 6% ( 制造业

为 23. 6%) 和 56. 3%， 而 韩 国 则 依 次 为 12. 7%、
34. 0% ( 制造业为 24. 5%) 和 53. 3%。同期，巴西的

制造业人均产值为 586. 3 美元，仅为韩国 ( 2265. 3 美

元) 的 25. 9%。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两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

很好地验证了出口复杂度、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巴西和韩国的人均 GDP 和经

济发展均处于相似水平。在随后的发展中，韩国结合

国际竞争的需要，及时出台必要的产业政策，促使动

态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复杂

度、着力生产和出口科技导向型产品，出口成为韩国

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的动力来源，最终促使其超越了以

大宗产 品 出 口 为 主 导 的 巴 西，并 脱 离 了 中 等 收 入

陷阱。

就巴西而言，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

业化时期，出口曾直接或间接促进其制造业成长。但

在新型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缺乏

恰当的产业政策纠偏，巴西制造业依据比较优势原则

向资源加工业和出口加工装配业倾斜，而封闭经济下

因规模约束和竞争不足而相对脆弱的一些民族工业部

门，因受到开放市场中的激烈全球竞争而被迫退出。
上述两种合力使得巴西的工业布局发生变化，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去制造业化”，［1］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

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

巴西制造能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出口

复杂度不断下降，这影响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

出口扩张的数量边际受到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出口数量向经济增长的传导。同时，受自身产业结构

约束，巴西国际分工地位相对固化，经济和产业升级

受到制约，经济增长潜力有限。由此，巴西经济增长

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增长的波动性增大，使得人

均收入无法保持前期相对的稳定增长，“中等收入陷

阱”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 二) “出口－增长”内生化传导机制对比

在经济机制运行顺畅的国家中，“出口—收入增

加—消费增加—经济增长”这一传导会使出口对经济

增长的推动内生化，转为消费动力，促进经济及相关

部门的发展。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或偏重贫困人口时，

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有助于此种 “外需－内需”
的传导。

巴西和韩国在起步阶段都存在两极化的收入分配

结构，但社会政策的差异使得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不

同的演变轨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改

变“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

过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分

配秩序、促进教育均衡、支持农业发展等，促进收入

分配公平化，这使其基尼系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 在

全球性危机年份有所反弹) ，始终低于 0. 4 的警戒线，

处于比较平均和比较合理的区间内①。这使其在外向

化发展模式下，出口与非出口部门、高收入与低收入

部门之间保持着流动性，促使出口产生的收入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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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韩国统计厅“社会统计” . http: / /ko-
stat. go. kr /portal /eng /pressＲeleases /11 /1 / index. board



用能够较为顺畅地传导，促进经济增长。
巴西在殖民经济下就具有典型的两极化收入分配

结构，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权势阶

层对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集中整合，加剧了收入分

配的不平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巴西大体完成发

展模式转型后，其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直至 2003 年

后，情况才略有好转，但目前其基尼系数仍超出 0. 5。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巴西是拉美城市收入级差

( 即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 最大的国家，

收入最高和最低 20%的人口的所得差异超过 20 倍。［3］

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出

口带来的收入增长对内需的刺激效果有限，对经济增

长也具有制约作用，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抗外部风险

能力。
( 三) “出口－减贫”传导机制对比

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贫困对经济增长形成一

定的制约作用。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购买力相对有限，

无力形成有效内需，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育，无法

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规模，不利于经济结构

的调整升级。同时，大规模贫困人口对社会稳定形

成巨大压力，使得社会平衡相对脆弱，难以为经济

增长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出

口—经济数量增长……经 济 质 量 改 进—出 口 升 级”
出现断 链，无 法 实 现 出 口 与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的 良 性

循环。
对比巴西和韩国，能够看到两国在消除贫困方面

同样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轨迹。韩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开始，陆续建立生活保护制度、有功人员保护

制度、灾害救护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儿童、老

人、残疾人、妇女、流浪者等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

盖了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并且专门制定了相关法

律，规定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在上述政策的推动

下，韩国的社会福利和外向型的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

较好互动。
巴西相对集中的贸易结构下，出口创造的就业

机会与福利改善仅局限于相关行业和地区，加剧了

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情况。尽管从 90 年代中

期开始，巴西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建立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政

策，削减贫困是这些政策的核心 内 容 之 一。不 过，

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90 年代后的历次全球性或地

区性经济危机都通过作用于经济总量，对巴西的减

贫效果形成冲击，使其减贫绩效不稳定，增长与发

展有所“脱钩”。
上述分析表明，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下，韩国

辅之以配套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补充了市场机制，而

巴西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抑制了外需的溢出效

应。在巴西模式下，外需在 “挤出”内需资源配置

的同时，无法通过顺畅的传导机制刺激内需的相应扩

大。由此，出口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带动有限，内需和

外需之间的传导断裂更是影响了其经济增长，这构成

其 80 年代以来长期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在《独立以来拉丁美洲

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提及的“产品的机遇性”对拉

美经济有着很大影响，当其与恰当的出口导向机制和

经济政策融合默契时，经济成功; 而当三大因素之间

矛盾激化时，经济出现问题。巴西和韩国在进入现代

化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再次验证了这一机理。可以看

到，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与韩国经济形成

了良性互动，形成了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促使其较快

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然而，出口对巴西经济增长的

“数量引擎”作用不足， “质量制擎”效应突出，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三大因素之间的不适应引发

的。上述效应加之巴西的社会结构与政策体系，外

需、内需和经济增长之间传导不良，就使得其出现了

低增长与波动加大的复合结果，导致经济总量和人均

收入长期胶着于固定区间，“中等收入陷阱”最终由

偶然转为必然。
需要强调的是，在发展中世界，较快跨越中等收

入阶段的韩国属于典型个例，而类似巴西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前，如何及早进入高

收入阶段也是中国面临的首要目标之一。而本文对巴

西和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可以为

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启示一: 出口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形成高

质量经济增长的前提，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持续

支撑，须对产业结构和出口技术含量不断升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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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韩国通过市场与政策有机结合确保产业动态升

级的模式，巴西出口对初级产品始终有较高依赖度，

导致出口对经 济 增 长 质 量 改 进 的 不 利 影 响。对 此，

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国内外资源和竞争环境的变化，

对出口结构加以调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规避单

一出口结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在条件允许时，更

应该通过政策干预，打破初级产品出口的产销循环

和利益链条，促进出口结构升级，提高出口的经济

效益和效率。
启示二: 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为了保持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在最大化出口对经济刺激作用的同时，

应建立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从而形成有

效的经济联动增长。在开放经济中，外需与内需都成

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二者之间存在有机关联。通过

“收入－消费”效应将外需带来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内

生动力，将有助于扩大外需的积极影响，消除其外部

风险有可能带来的弊端。
启示三: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会自发解决结构

性缺陷，应配合以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进行纠偏。
在经济体系内，出口对经济形成直接推力，通过市场

的自由配置就可以促进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比

较优势，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出口也将外部

变动导入国内经济中，增强了国民经济对比较优势产

品的依赖性，使得一国更易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
在社会体系内，出口是外生变量，通过传导机制对社

会指标产生影响，只能对 “发 展”形 成 间 接 推 力，

不但无法直接消除或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

盾，反而有可能激化原有问题。
启示四: 规避中等收入阶段矛盾激化，应当适时

进行调整与转型。从韩国和巴西的增长实践可以看

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初期，发展中国家经济仍

然保持较高速的增长，但这一持续增长期有限。直至

1981 年才关闭的良性发展“窗口期”内，巴西并未

及时进行换挡升级的适应性调整，而是在经济增长受

到抑制后才被迫转型。转型延迟使巴西错过了 70、80
年代国际产业大转移带来的有利国际贸易和投资环

境，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韩国，也一直未能从中等收

入国家跃升至发达国家。而今，巴西又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出口和增长的不适应，应当结合国际市场环

境，适时调整发展模式，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经济

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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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wicked problems and interdependence has change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constraints mechanism are
made up of political incentives，intergovernmental contracts
or commitments; the incentives mechanism are composed of
coordination，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evenue sharing．
The interaction under th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mecha-
nism shapes the multiply levels of cooperation process． The
case stud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shows the
framework’s validity and uniqueness variables．

Key Words: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Develop-
mental Localism，Incentive Mechanism，Constraint Mecha-
nism

The Dilemma between Administrative Ｒeform
and Food and Drug Ｒegulatory Capacity

Hu Ying－lian
Abstract: The latest round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started since 2014，which integrated Industry and Com-
merce Administration，Quality Supervision Bureau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to a new Market Supervision Ad-
ministration ( MSA) at local level． A controversial topic is，
whether comprehensive enforcement institution improves
food and drug regulatory capacity? Based on government ca-
pacity theory of WDＲ 2003 and regulation quality report by
OECD，we construct“GOAL － STＲUCTUＲE － ACTION”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capacity． Institutional reform brings conflict of policy goals，
mismatch between function and resource，as well as struc-
tural dilutions of expertise，which increase regulatory re-
sources while not promote regulatory capacity． Policy recom-
mendations are followed．

Key Words: Food and Drug Safety，Market Supervi-
sion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ve Ｒeform，Ｒegulatory Ca-
pacity

Attitude of County－Level officials 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local officials
Wang Ya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
mocracy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tizens on specific public
policy，the attitude of officials to express true opinions di-
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s of consultation． Using multi class lo-
gistic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this paper found that of-
ficials who have positive expectations on negotiation results
and hold inclusive attitude on democracy are inclined to ex-
press true opinions

Key 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County －Level
officials，True Opinions

The Characteristics，Caus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Deutsche Bank Crisis

Dong Xiao－jun ＆Zhong Zhen
Abstract: Deutsche Bank is the largest bank in Ger-

many and Europe，which is regarded as a model of sound fi-
nancial management and prudent supervision in Germany．
Deutsche Bank had successfully resisted the impact of two
major crises． But in recent years，Deutsche Bank gradually
fell into crisis because of the business failure，the blind area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the external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arning，we should introspect the blind
area of ou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cross－border business risks of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us deepen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Blind Area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Cross－Border Business Ｒisks，Financial Supervision Ｒeform

Overcome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Brazil

and the Ｒepublic of Korea
Yue Yun－xia ＆ Shi Pei－ran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middle income stage，
Brazil and the Ｒepublic of Korea experienced a similar trend
of development． However，Brazil then has been stepped into
the so called“Middle Income Trap”，while Korea emerges
as a high income country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in the past 50 years，we find out that high－quality
growth i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success of Korea． Mean-
while，the difficulties Brazil experienced，in fact，come
from the insufficient and volatile growth rate． Under the ex-
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the growth difference be-
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Brazil．
Therefore，Brazil needs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support
from the export to the economic export，and to build up a
smoothing“external demand－internal demand”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se will，in the end，help form interconnec-
ted economic growth in an efficient way． Meanwhile，to a-
void the conflicts due 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Brazilian
government should also adjust and transform its public poli-
cies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Key Words: Middle Income Trap，Export－Oriented，
Export，Growth，Transmis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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