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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选题：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拉美翘楚：智利经济奇迹及其发展模式选择

拉丁美洲，作为世界银行明确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地区，[1] 在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中，其发展路径彰显了若干共性，这尤其反映在拉美

各国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困境。尽管早在 20 世纪中叶拉美国

家便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能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

要的物质支撑，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生产结构趋于单一化，发展长期陷入停摆或

衰退。

然而，在拉美地区普遍陷于发展困境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特例——智

利。智利的国土面积约 75.6 万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不足 1800 万，从这两

项指标来看，智利并不占优，但却构建了拉美最为稳健而完善的社会经济体系，

并在 2010 年被纳入具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成为

拉美地区除墨西哥以外唯一的成员国。国际社会将智利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所

形成的成功经验与发展理念誉为“智利模式”。在这一发展模式下，智利成

功实现了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如图所示，早在 1960 年代，智利

与整个拉美的人均 GDP 均已超过 3000 美元，但此后 30 年间，智利的人均

GDP 并未与拉美国家平均水平拉开距离，甚至在七八十年代明显落后于地区

水平。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外向型改革的全面铺开，智利的社

会经济实现了腾飞，且在人均收入超过 10000 美元后依然持续保持稳健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 2017 年这一数字已超过 15000 美元，远超其他拉

美国家。

从历史变迁来看，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智利业已运行 30 年的内向型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开始暴露出诸多弊端与局限性。鉴于此，1973 年皮诺切

特上台，开启了长达 17 年的军政府统治，同时全面铺开经济改革，转向新自

由主义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拓展自由贸易。在

80 年代初整个拉美的债务危机冲击下，智利曾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军

政府仍然坚持外向化的改革理念与方向不动摇。自 80 年代末起，智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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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利与拉美人均 GDP 变化情况（1960~2017）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经济终于度过了深度改革的“阵痛期”，基本面趋于平稳。1990 年是镌刻在

智利历史上的一页，这一年军政府“还政于民”，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同样自

这一年起，智利驶入高速发展轨道。此后历届文人政府鉴于对国家践行外向型

发展模式必要性的充分认识，不仅未颠覆军政府时期的经济改革，反而有效保

障了这一进程的连续性，并辅以若干社会层面的政策调整，旨在构建更为稳健

高效的发展体系。

一国经济的增长需要高效健全的制度作为支撑，完善的制度与经济增长之

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鉴于此，本文从制度视角出发，探求导致拉美各

国经济发展不均的根源。拉美作为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为丰裕的地区之一，其初

级产品部门对该地区 GDP 与人口规模的贡献率具有压倒性地位。[2] 然而，资

源的发现与采掘活动往往会对各国制度质量产生向下拉力。在近半个世纪的历

史发展沿革中，资源经济的繁荣扭曲了拉美国家政治经济行为体对生产要素的

分配结构，并导致国家工业化进程长期陷入停滞与断裂。在这个大背景下，智

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铜矿产区与出口国，却未陷入同其他拉美资源型国家一样

的低效发展轨迹，而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智利模式”，摆脱了资源经济自身

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文认为，智利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与该国建立

在资源部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衍生的优异制度禀赋是密不可分的。总体而

言，可以从以下三重维度进行分析：政策实施的稳健性与可预期性、制度安排

的可持续性与逆周期性、对外发展理念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政策实施的稳健性与可预期性

拉美各国在政党政权的更迭中，意识形态与政策取向普遍缺乏连续性。面

对政治格局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各国领导人一上台便将谋求更广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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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是全球最重要的铜矿产区与出口国

选民支持视为第一要务，往往将资源优先投入到那些属于同一阵营且能够助其

稳固政权的利益集团身上，而搁置那些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政

策。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在资源经济基础上的拉美各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短

视和高度贴现的特征，缺乏对从长远来看能够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生产部

门的激励。然而，智利是其中的反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实现民主化以来，

该国的政治生态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即使左右翼政权通过选举发生更迭，政策

分歧也并不明显，即并不存在拉美政坛传统的“左转”、“右转”效应。在数

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智利各政治派别在国家核心发展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趋同。

这无疑增进了政府承诺的可信度与政策的包容度，进而有助于增进投资者对其

政策可持续性的信任。这一点对一国构建高效营商环境，进而增强对外资吸引

力至关重要。如果投资者对一国政策稳健性持有负向预期，那么任何相关政策

信号的出现都将对投资流产生显著的阻滞效应。在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未能

形成财政政策与投资行为的良性互动。以资源部门为例，资源开发企业普遍缺

乏对各国政府资源管理体系运行质量与效率的信任，因此面对财税政策的波动，

投资者所预期的风险溢价将更大程度地扩张。

这里我们将墨西哥与智利进行案例比较，以论证政策的可信度与可预期性

是导致两国在财政目标达成与投资激励之间呈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墨西哥

作为油气资源生产大国，在 1975 年至 2008 年期间，尽管资源相关的财政收

入有所增加，投资规模却显著收缩。通过上调税率，墨西哥政府得以从本国国

有油气公司（PEMEX）中征收更多的收益，但一系列社会经济动荡的出现，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损害了国家政局的稳定，

使墨西哥失去了对外资的吸引力。[3] 由于缺少充足的外资注入，坎佩切湾——

PEMEX 公司负责开发的最主要的油田——自 2006 年起尽管正处于资源繁荣

周期，产量却大幅下滑。可以认为，墨西哥长期深陷财政收入扩张与投资提振

的两难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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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良好的政治信誉与制度稳健性在国际投资者中赢得了声誉

另外，智利则同时实现了吸引铜矿采掘部门投资与提高资源财政收益的

双重目标。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智利刚从皮诺切特军政府独裁时期

实现民主过渡，政治制度与营商环境都充满不确定性。为了在铜矿部门提振

私营部门信心，以吸引足够的投资，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

事实证明，这种财政“折扣”是必要且有效的，一方面，智利国有铜矿公司

（CODELCO）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充分发挥其财政收益提取功能，

而在勘探开采活动上尽量缩减投入；另一方面，私人部门在一段时间内充分

享受税收激励，大力扩张投资，并提高了资源开发能力。经过近三十年的民

主化进程，得益于宏观政治经济调控的高效，以及资源管理体系的越发完善，

智利良好的政治信誉与制度运行稳健性在国际投资者中赢得了声誉。基于此，

即使智利政府在未来的资源开采谈判中提出更高的财税份额，也不会引起外

资的反弹。

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与逆周期性

近半个世纪以来，拉美地区日趋突显的经济体系脆弱性严重阻滞了各国工

业化与现代化步伐，这主要是由于过度倾斜于初级产品部门的经济结构所致。

应当认为，一国生产性资本的积累以及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实行，需要政府秉承

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运用公共政策手段，尤其是发挥调控工具的逆周期功能，

以抵消资源经济自身的波动性。如果一国传统上构建了完善的政府财政分配机

制，并审慎地应对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额外收入暴利，那么通常来讲，这些国

家便具备了抵御周期性冲击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财富基金是一项合

理且有效的政策选项。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需要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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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累积，更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角色作为支撑，因为在资源周期中，尤其

是价格上行期间，做出大规模储蓄的决策在政治上颇具挑战性，政府需要顶

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严格按照规定确保特定份额收益的存入。在这一方面，

拉美各国政府普遍缺乏足够的能力与激励，以保障财富的可持续性积累。在

经济繁荣期间，原本缺乏可信度的各国政府面临更大程度的现期支出压力，

因此往往不得已放弃稳定基金或可持续性财政规则，这导致国家的逆周期性

制度安排名存实亡。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尝试性地建

立了稳定基金或有意识施行了一些逆周期措施，以期缓解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波动。进入21世纪后，各国正式构建了基于自然资源收益的主权财富基金机制，

旨在通过制度化运作将一部分资源收益节省储存，并将其投向改善基础设施、

特定教育和培训计划、技术能力创新等领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具有

逆周期功能的财政安排在拉美地区仍然稀缺。在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的全

球 70 项基金中，拉美地区仅占 8 席，而智利占据其中的四分之一。尽管拉美

不少国家设立了相似的收入平滑机制，但只有智利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国对

这些资金的利用拥有长期规划；[4] 此外，根据收入观察研究所的观点，地区范

围内，只有智利的稳定基金机制在切实发挥作用，其余国家的相关机制并未有

效履行职能。[5]

近十余年来，智利实施结构性平衡财政规则，以期将周期性经济波动下的

财政支出水平与铜价波动的负面溢出隔离开。对此，国家铜矿部门收益管理体

系具有高度透明性，且政府对逆周期财政工具的功能与定位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举例来讲，该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基金的创设旨在进一步弥补增长下行或铜

价低迷时期的财政缺口。这一制度安排的收支情况带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截

至 2017 年底，收入共计约 218 亿美元，分别积累于在铜价处于“超级周期”

的 2007 年至 2008 年，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余波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企

稳回升的 2010 年、2012 年与 2013 年；支出总计 109 亿美元，主要为应对

2009 年的全球经济冲击，以及 2014 年以来国际铜价进入下行周期时，为陷

入低迷的国内宏观经济注入激励。[6] 尤其是 2009 年，在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

攻坚期，智利政府做出决断，将此前两年所积累资金总额的一半用于救市计划，

这一举措不仅使主权财富基金机制有效发挥了社会经济稳定器作用，亦标志着

智利政府以结构性平衡为目标的逆周期经济管理制度走向成熟。

对外发展理念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对外政策的选择是智利实现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制度要素。近三十年来，

鉴于与亚洲隔海相望的特殊地理区位特征，向亚太地区倾斜是智利政府一贯坚

持的经贸政策基本立场。具体而言，作为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规制的积极倡导者

与践行者，多年来，该国一直寻求向亚太国家敞开大门，拓展对外贸易关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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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发展，尤其是深化同中国的关系。这种倾向在其对一系列环太平洋区域、

次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组织的正向立场中有所彰显，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拉美太平洋联盟等。

可以认为，智利一向奉行的自由开放理念，与拉美很多国家以高关税与贸

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不相符，然而，这种外向化偏好恰恰顺应

了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趋势：一是以 WTO 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规

制能力逐步下降，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盛行；二是在当今世界经

济增长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大背景下，尤其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

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太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发展的新增长点。基于上述

两点，智利以更加务实而开放的政策立场，通过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拓展

与亚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关系，力图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7]

作为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与签署自贸协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

方面，智利政府深知亚太国家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对原材料尤其铜矿的需求

潜力巨大，双边贸易呈现高度互补性。因此，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同亚洲各国

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截至 2018 年底，与智利签署自贸协定的亚太国家与地区

已逾十个，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智利是第一个与我国签署并更新自贸协定的拉

美国家；另一方面，多年来，智利一直希望能够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发挥更大作用，并将其自身定位为“亚太与拉美的纽带”，尤其为亚洲国家与

面向大西洋的南美洲国家搭建桥梁。在与亚太国家拓展联系方面，智利进行了

大量的实践与尝试，已成为拉美国家中处理亚洲事务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应当指出，智利这种对外政策取向不仅能够使其通过降低对传统目的

地——欧美市场的经贸依赖度，增强本国自身经济体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红利，为本国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

动力。

智利对外政策设计的自由开放性亦体现在对外国资本投资的包容度上。众

所周知，该国在经济自由度、营商环境、经济体系廉洁度等投资环境指标中均

位居拉美榜首，甚至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体现在该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

遇，所有外资一旦合法进入智利便与其国内企业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此外，

为鼓励科技研发和新能源项目开发，智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和资金支

持措施。这些制度条件无疑能够提高跨国企业对该国投资的回报预期。

启思与展望

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沿革，智利政府成功探索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的现代

化发展模式，非但没有像其他拉美国家那样落入“增长陷阱”，反而创造了经

济奇迹，成功迈入了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从制度归因来看，享誉世界的“智

利模式”主要得益于三个层次的禀赋特征：政策实施的稳健性与可预期性、制

度安排的可持续性与逆周期性、对外发展理念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更深层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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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该国之所以能够构建其他域内国家所无力实现的高效规制体系，与其健全

的国家治理能力及相匹配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

其一，从国家治理能力来看，根据拉美开发银行的界定，[8] 在民主社会中，

国家能力尤为反映在获得胜选者是否能够履行对选民的承诺，以及民众是否能

够诉诸于问责机制保障自身权益。为了度量这些概念，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库，[9] 对各国在政府跨期可信度与政治包容性层面的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研

究表明，智利在上述两项指标中皆表现突出。就前者而言，智利民众普遍对其

政府具有推动政治共识与协议的制度能力形成了正向预期。值得指出的是，对

于资源丰裕型国家来说，在周期性因素影响下，短期巨额资源收益的涌入将产

生极大的吸引力，诱使国家政府或政治精英为谋取私利，诉诸于失信行为，如

撕毁已与资源开发商达成的财富分配协议，这种单边强制性行为在拉美地区屡

见不鲜。然而，智利政府却能够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促成利益攸关者之间达

成协议，并随着时间推移严格按照契约规范执行。

就后者来讲，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治包容性体现在社会将主权让渡给国

家，以换取公共物品的行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通过契约所达成

的关系性上。[10]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定的政策包容性越强，领导者对公共

计划的重视程度就越高。就智利而言，政府能够有效发挥作为全体公民代理人

的角色，与此同时，诸如立法、司法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等问责机构亦能够充

分履行职能，对政府兑现承诺及行使权力方面产生制衡、监督、约束作用。

可以认为，智利国家政治生态结构民主机制制度化程度较高，形成了以

增进集体福利为核心的选举竞争，且国家对于横向与纵向问责制的功能履行

具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这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国家治理体系，保障了该

国以稳健性、逆周期性和多元开放性为基本特征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不仅

优化了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可预测性，亦成功规避了资源经济高波动性所造

成的扰动风险。

智利的开放型贸易政策使其成为了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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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价值取向视角出发，智利之所以能够形成对经济具有正向作用的

高效制度体系，除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完善以外，价值取向要素同样不容小觑，

尤其是对共识意识的培养。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

案例充分证明了政策框架的有效实施往往基于全社会对一揽子旨在实现国家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计划达成了共识，如对内生性生产能力构建、对资源收益的逆

周期利用、提高对技术创新投资等。然而，拉美地区，尤其是资源丰裕型国家，

恰恰缺乏理性利用公共财政的社会协调机制，进而无法保障这些资源收益管理

与再投入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在这一背景下，智利在建设面向发展的制度文化层面上“一枝独秀”。一

方面，如上所述，该国在地区范围内，凭借主权财富基金的高效运行，在资源

财政管理上成为拉美国家的典范。追根溯源，智利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资源收

益的稳步积累，而未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屈从于政治压力，诉诸于现期消费，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全社会就政府审慎使用矿产收益的方式，以及构建储蓄 / 投

资长效机制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应当指出，这种制度禀赋对企业与个

人的寻租腐败意图形成了有效遏制，从而提高了该国铜矿部门收益管理体系的

透明度。根据全球治理指数的显示结果，在拉美官僚制度质量普遍被腐蚀的大

背景下，智利高质量的监管体系使其幸免沦为私营企业集中寻利的对象。[11]

另一方面，新制度学派指出，制度变迁过程往往具有“惰性”，只有当预

期收益高于实施成本时，才可实现。[12] 资源经济本身固有的特征容易加剧资

源支出的短视性。智利各届政府顺应改革诉求，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经

济措施，向全社会展现了其外向型经济模式对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发展红利。在

这一趋势下，各项改革成效开始显现，并逐步释放了正外部性，尤其提振了人

们对政府绩效的信心，使人们对政府政策选择能够产生的潜在收益形成正向预

期。这种价值取向改善了社会成本 - 收益结构，最终促成全社会形成了从面

“智利模式”的成功探索使其实现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很 多 国 家 成

功摆脱“中等收入

陷阱”的案例充分

证明了政策框架

的有效实施往往

基于全社会对一

揽子旨在实现国

家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计划达成了

共识，如对内生性

生产能力构建、对

资源收益的逆周

期利用、提高对技

术创新投资等。



64 65

封面选题：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注释：

[1] Indermit S. Gill, Homi Kharas and Deepak 

Bhattasali,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May 2007, pp. 1~28.

[2] Emily Sinnott, John Nash and Augusto de 

la Torr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Más allá de bonanzas y 

crisis? Banco Mundial, agosto de 2010, pp. 5~6.

[3] Alberto Diaz-Cayeros,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Averting the Resource 

Curse: Mexico Case Study”, Paper from 

the conferenc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Commodity Dependenc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6~17, 2009.

[4] Cepal, Pactos para la igualdad Hacia 

un futuro sostenible, Trigésimo quinto 

período de sesiones de la CEPAL, 5 a 9 de 

mayo de 2014, p. 297.

[5] Claudia Viale y Edgardo Cruzado, “La 

Distribución de la Renta de las Industrias 

Extractivas a los Gobiernos Subnacionales 

en América Latina”, Revenue Watch, Agosto 

2012, pp. 14~16.

[6] Ministerio de Hacienda de Chile, Informe 

Anual Fondos Soberanos 2017, Santiago de 

Chile,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2018, p. 27.

[7] 芦思姮：《拉美成员国对 TPP 机制的利益

考量——基于区域内贸易视角的解读》，载《太

平洋学报》2016 年第 9 期。

[8] CAF, Un Estado más efectivo Capacidades 

para el diseño, la implementación y el 

aprendizaje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informe 

de Corporación Andina de Fomento, Bogotá, 

Colombia, 2015.

[9] 参 见 世 界 银 行 全 球 治 理 指 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2017 年数据库。

[10] Naazneen H. Barma, Kai Kaiser,Tuan Minh 

Le and Lorena Viñuela, Rents to Rich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Resource–Le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2, 

pp. 54~56.

[11] John Mukum Mbaku, “Corruption and 

Rent Seeking”,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Economic Growth, S. Borner and M. Paldam 

eds., London: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1998.

[12]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 n s t i tut iona 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4~85.

向个人利益的腐败文化向基于国家发展利益的共识意识转变的变迁轨迹。

就中长期而言，智利政府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契合实际的规划，坚持

立足资源部门的比较优势，通过构建更为完善均衡的制度结构，深化以生产

专业化与对外关系多元化为基点的外向型发展方针。智利目前已在两个方面

展开了有益的政策调整，以期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经贸结构的变迁紧

密结合起来。

其一，众所周知，我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及最重要的铜矿出口国。近

年来，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升级使贸易需求偏好发生转变。顺

应这一趋势，智利政府致力于适时调整生产结构，提高初级产品附加值与价值

链的优化升级，这不仅有助于满足我国民众在结构调整中新的需求偏好，更能

够增强智利本国自身经济体系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

其二，2019 年对于智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是因为该国即将成为

APEC 峰会与全球气候大会的主办方。智方对这两项盛事抱有殷切期待，力

图以此统一各方立场，切实促成这些多边治理机制取得成效。尽管当前存在一

定的外部施压与扰动因素，尤其来自美国方面，但应当明确，智利政府捍卫自

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构建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历史上，正

是得益于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条件，智利才实现了经济腾飞；未来，智利亦将

继续利用这种利好因素为国家拓展更广阔的出口市场与对外关系，并进一步探

索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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