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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推

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制造

业，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强调

政府主导作用，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

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增长，但自七八十

年代开始，发展陷入困境，至今仍徘

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人称这一现象

为“拉美陷阱”。“拉美陷阱”的形成既

有特殊历史根源，又有深刻现实原因。

“拉美陷阱”的突出表征

一是经济低迷起伏。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地区年均 GDP 增长率和

人均 GDP增长率分别为 1.2%、–0.9%，

90 年代分别为 3.2%、1.4%。虽然

2003—2008年有所恢复，分别达4.8%、

3.4%，但近年又步入下行轨道，个别

国家甚至发生严重经济危机。

二是发展能力下降。1980—2002

年，拉美地区 12 个主要国家全要素

生产力增长的年贡献率，除智利为

1.5% 外，其余为零或负数。这说明，

近 22 年来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生产力

出现持续下降趋势。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试析“拉美陷阱”的
成因及启示
“拉美陷阱”，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
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
象。究其原因，既与拉美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失误、经济社会政策失
调有关，也受其政治制度无法满足国家治理需要以及政治腐败深刻
影响。关于“拉美陷阱”的几点启示，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推
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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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会分化严重。1980—2002

年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从 1.35 亿增

加到 2.14 亿，贫困率达 43%，基尼系

数始终在 0.5 上下高位徘徊，普遍高

于其他发展中国家。2002 年，占地区

总人口 30% 的最贫困人口仅占国民收

入的 7.5%，而人口占 10% 的最富人

口却占国民收入的 40%。虽然近年来，

拉美各国扶贫减困取得成效，但其至

今仍是公认的贫富差距最悬殊地区。

四是政治社会动荡不安。20 世

纪 90 年代后半期以来，拉美地区先

后有五国的六位民选总统在民众抗议

浪潮中被迫下台，个别国家甚至一年

内先后更换五位临时总统；多国发生

军事政变，个别国家总统被迫流亡国

外，或遭反对党弹劾。地区国家普遍

社会治安不靖，民众反政府抗议示

威成为常态，世界 40% 杀人事件和

66% 绑架事件发生在这里。

“拉美陷阱”的形成既有特殊历

史根源，又有深刻现实原因

一、发展战略转型及经济政策调

整延误与失误是关键原因

进口替代战略在促进经济长期快

速增长的同时，也造就了国企部门的

低效和腐败、国内经济无法对变化的

国际市场做出迅速反应、工业制成品

缺乏国际竞争力等严重消极后果。而

农业科技化又因土地高度集中，不仅

限制了中小农户的发展，而且将农村

劳动力过快从农业部门排挤出来。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一些结构性矛盾开

始显现，70 年代初世界石油危机爆

发加剧了有关矛盾，但拉美国家迟迟

未进行相应战略调整。70 年代中期，

结构性矛盾开始转化为结构性发展危

机，非耐用消费品产能过剩导致工业

和整体经济增速下降，外贸失衡，产

业升级面临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多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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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造就业难度加大，食品与能源

危机显现。此时，拉美国家才进行了

一轮应急性战略调整，从一般性消费

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

关资本货物进口替代，从吸纳外国直

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国际信贷为主，

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市

场调节为主，从向本地区内部市场开

放为主转向地区外市场开放为主，以

负债方式继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进

程。

但是这些调整效果不佳，且外债

负担急升。70 年代后期，美联储货币

政策紧缩，国际资本市场资金流向逆

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 80 年

代初拉美一些国家考虑提出整体性、

长远性方案，造成“去工业化”及政

府在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国内市场秩

序、保护民族产业等方面职能缺失，

地区主要国家在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

初相继陷入更严重的债务、金融危机，

大量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增

多、贫困人口增加，一些国家政局受

到冲击。此外，新自由主义改革还进

一步加深了拉美各国对国际资本、技

术及市场的依赖。近年，受国际市场

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等

影响，拉美经济形势恶化，多国出现

经济危机，并引发政治社会危机。

二、经济社会政策失调、城市化

超速发展是主要原因

战后数十年内，拉美国家单纯追

求经济增长，一味强调“先把蛋糕做

大”、“积累优先”，深信所谓“滴漏

效应”[1]，设想在人均 GDP 达到 600

美元时，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由不

断扩大趋势自然转向逐步缩小趋势。

然而，时至 2003 年拉美人均 GDP 超

过 3800 美元，这一“拐点”依然没

有出现，相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1

世纪以来，伴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

位运行，拉美国家国际收支状况明显

改善，普遍加大公共投入，实施各种

社会计划，着力通过二次分配促进社

会公平。这种重分配、轻积累的政策

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资源，忽视自主

发展能力的提高，也罔顾经济发展的

周期性特征，因而当国际大宗商品价

2012年12月19日，阿

根廷劳动者总工会和

阿根廷劳动者中央工

会的数千人在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联

合大游行，表达对政

府经济政策的不满，

要求政府就当前日益

恶化的通货膨胀和治

安问题拿出对策。 

图为当日数千人在阿

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参加游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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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大幅下挫后，多数国家经济社会政

策难以为继，陷入发展困境。

20 世纪 30—70 年代，拉美多数

国家追求“福利赶超”，先后通过立

法加强劳工保护，强化工会作用，推

行社会高福利保障。该政策的实施，

表面上使劳工利益和就业受到了保

护，但实际上导致劳动力市场弹性差、

非正规就业增多、贫富分化加剧、政

府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80 年代，地

区国家纷纷推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

不同形式的养老基金，向私营部门开

放医保体系，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等。

这些改革虽对繁荣资本市场和促进经

济增长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社会

各阶层享受权益不公、贫富差距扩大、

社保覆盖率萎缩等后果。

战后至 21 世纪初，拉美的城市

化发展迅速，2000 年地区城市化率

达到 78%，在第三世界名列前茅。由

于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大量城

市居民就业不足，加剧了贫困化问

题。1990 年拉美贫困人口绝对数量

比 1980 年增加 6130 万，其中城市占

94.5%。拉美国家长期实施鼓励自购

住宅政策，忽视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

在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过程中，住

房供给短缺，造成城市周边贫民窟不

断扩大。由于地区国家政权更迭频繁，

政府的城市化政策缺乏连续性，也没

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和解决城市中的问

题，使得城市贫民难以融入城市发展

进程，非正规就业率、文盲率、贫困

人数不断上升，城市污染、交通堵塞、

治安混乱、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

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三、政治民主化负面效应明显、

腐败盛行是重要原因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拉美国

家掀起新一轮政治民主化运动，普遍

建立文人政府，实行多党制、代议

制，但这种制度不仅未能解决好各国

治理问题，反而导致政府政策缺乏连

贯性，执行力低下，行政效率大打折

扣。八九十年代，传统政党面对严重

的经济社会问题束手无策。21 世纪以

来，地区政治力量普遍呈“碎片化”

趋势，民粹主义上升，朝野争斗，左

右对立现象严重，民众抗议游行此起

彼伏，政府施政受到多方掣肘，困难

重重。此外，数十年来，地区政局在

左右间“钟摆”不定，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严重不稳定因素。

拉美国家大多法制不健全，加上

政府更迭频繁，政党“轮流坐庄”执

政，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2010

年，地区 26 个主要国家中，只有六

国的清廉指数在 5 以上，其他 20 国

均腐败严重。腐败盛行导致政府公信

力和施政效率下降，政党的执政合法

性和执政能力弱化，成为影响经济社

会发展的“毒瘤”。

关于“拉美陷阱”的几点启示

一、要平稳、有序、高效地推进

发展的转型升级

拉美的发展经验表明，能否顺应

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主动合理进行

战略调整，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是发

展中国家避开发展陷阱的关键。面对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持久冲击，中

国在推进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一要

保持耐心与定力，继续发挥比较优势

维持经济增长，为改革调整形成支撑，

争取时间；二要大力推动创新创业，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尽

快形成新的发展优势；三要抓住后危

机时期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利用

好中国外汇储备充足，以及在一些新

技术、新产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起

点接近等有利条件，加强技术吸纳和

自主攻关，力争在某些领域实现“弯

道超车”。

二、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的各种关系

拉美情况表明，国家现代化是一

项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动态处理好系

统内各种关系，全面协调推进。当前，

中国在推进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应

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及内外条件变化，

厘清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做好宏观

顶层设计，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积累与分配、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发

展，以及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对外

开放与自主发展等重大关系，找到其

相对平衡、相互促进的动态结合点。

三、要突出“稳”字当头和“能”

字当先的治国理念

拉美情况表明，保持政治社会稳

定，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水平是发展

中国家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

件。当前，中国在推动发展转型升级

过程中，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

通过坚定“四个自信”、加强党的领

导和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稳定。同时全

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

保稳定。要立足国情，从健全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坚决清

除阻碍发展的各种制度性因素。要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

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国家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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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

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

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

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

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

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