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各方专家评论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希尔德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摘自：新华网 

 世界经济未来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可能还是来自欧元区。虽然决策者努力暂时控制住危

机，但他们也表示仍处在解决问题的早期。如果决策者未能实现承诺，或者市场和经济力量

压倒政治意愿和能力，则促使欧元区分裂的压力可能再度升级。不过，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再

次发生类似 2008 至 2009 年那样大危机的可能性很低，因为金融危机前累积的经济和金融体

系失衡已得到大幅纠正，资产负债表也进行了重大调整，金融系统监管者变得更加警惕。 

 

高盛首席欧洲经济学家裴修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摘自：新华网 

  欧元区内宏观经济失衡明显，潜伏隐患。纠正失衡的核心，在于欧元区周边国重拾相对

德国的竞争力。在欧洲货币联盟内，名义汇率已不再是实现上述再平衡的有效机制。因此需

进行“内部贬值”，即实施通货紧缩措施来压低国内劳动力成本。 

不过，单靠“内部贬值”意味着对工资和成本作出大调整。对于较小和较脆弱的周边国

（希腊和葡萄牙），甚至是较大和较富的西班牙和法国等成员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困难

重重。因此必须同时推进结构调整。这方面的改革有一些共同要点，即将资源从面向国内的

行业转移至出口导向型行业；同时提高市场灵活性，以减少与上述结构调整相关的成本。但

具体措施需因国家而异，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入改革的魄力。目前看，这方面的进展各国参差

不齐。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阿尔贝托·阿莱西纳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摘自：新华网 

 明年欧洲仍将是热点，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这些国家。希腊明年不会

退出欧元区。但围绕建立怎样的机制更有利于欧元区稳定发展的讨论仍将持续。欧洲不同国

家问题各异，同时欧洲整体层面的问题也需加以解决。欧洲人应认识到，一个货币联盟如果

没有更为严格的财政协议，或者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是难以维持的。欧洲遇

到困境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南欧，它们需要改善国内的财政状况，通过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

的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力。 

 

石建勋：缓解欧债危机的积极举措 

2012 年 06 月 12 日 摘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欧元集团 9 日宣布，将在西班牙政府提出正式申请后，为西班牙银行业提供不超过 1000

亿欧元（约合 1250 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世界各国财政官员、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对欧元

集团决定援助西班牙银行业表示欢迎，普遍认为，这是缓解欧债危机的积极举措。 

此前，西班牙政府出手对该国第三大银行班吉亚银行(Bankia)实施国有化以来，外界对

于西班牙银行业前景的担忧就持续升温。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将西班牙银行信用评级不断列入

垃圾级的同时，西班牙国债息率也在逐步上升，最近一次拍卖 10 年期国债息率已突破 6%。

西班牙政府希望欧洲央行直接支援该国银行的希望落空后，以国家名义向欧元区求援成为唯

一的选择。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当地时间 10 日对欧元区同意向西班牙提供援助资金的决定表示欢

迎。他将这一事件形容成“整个西班牙和欧洲的胜利”。西班牙《国家报》认为达成此协议

的欧元区是在自救，如果没有这一大胆决策，不只西班牙银行或整个西班牙将面临破产，欧

元区也会宣告瓦解和消失。 

 自 2010 年以来，欧洲救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已经花费了 3860 亿欧元。如今，西班



牙成为了欧债危机以来最大的受助国。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的处境与接受援助

的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不同，不仅援助规模占经济产出比率迥异，条件也大不相同。1000

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主要是针对西班牙银行系统进行资产重组行动的支持，没有先前欧元区解

困方案附加的严苛条件，避免了救助附加财政紧缩条件而引发受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欧元区对西班牙的援助足以重组其千疮百孔的银行业，这对稳定西班牙金融市场和投资

者信心，恢复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等方面，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无法彻底解决欧债危

机。 

与此同时，希腊将于本月 17 日举行第二轮大选，此次选举，不仅决定哪个党派能够上

台执政，同时也是对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的信任投票。如果反对紧缩和援助的政党获胜，希

腊将面临退出欧元区的痛苦选择，这对欧元和欧元区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也将对世界经

济复苏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支持紧缩和援助的政党获胜，则欧债危机有望得到某种程

度的缓解，这无疑对处于低迷的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是一个大利好。 

从长期来看，统一财政是欧元区的唯一出路，欧盟的未来取决于财政一体化的进程，但

财政统一需要较长时间，也必定不会一帆风顺。远水救不了近火，解决眼下欧债问题的方法

可以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提前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时间，也可

以是为问题国家国债作担保。 

有理由相信，欧元集团有能力有智慧对困难国家实施针对性强的有效救助计划，同时也

会顾及到受援国人民的感受和承受力，在财政紧缩政策与刺激经济增长两方面找到平衡。而

最终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在制度上创新，欧元区需要进一步改革，形成更加紧密的

财政和政治联盟，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以使欧洲经济获得持续稳健的增长。 

 

鲁政委：欧债危机最终将有惊无险 

2012 年 02 月 10 日 摘自：中国广播网 

高盛 2 月 9 日调高了对欧元区全年经济预期，预计 2012 年欧元区经济萎缩 0.4%，而去

年年底的预期是萎缩 0.8%，欧债危机持续蔓延高盛为什么还要调高预期，他看中了哪些积

极的因素呢？ 

我觉得最近调高对欧元区经济的预期不止高盛一家，还有好多家外资机构都作了类似的

上调。对于今年来说，首先从一些经济的先行指标比如说 PMI 来看，德国的经济是比预想

的好；同时实际上欧债危机已经渐渐地找到了可以渡过的办法，尤其是长达三年期欧央行流

动性支持的方案，基本上是敞开供应，需要资金的金融机构都可以获得借款，进而长达三年

覆盖了欧洲五猪国家偿债的最高峰，所以实际上最终的欧债危机应该是有惊无险的。对于欧

央行这样隐形的印钞，这种印钞无论对于长期还是对于眼下欧洲经济的好转来说都有积极的

作用，所以调高并不意外，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是调高了，但是依然是负增长，所以实

际上还是衰退，只是衰退程度的区别。 

 

韩志国：欧债新一轮危机已经来袭 

2012 年 01 月 16 日 摘自证券时报网 

认证资料显示为“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1 月 15 日在微博称，标准普尔打开了欧债危机

的潘多拉魔盒，新一轮危机已经来袭，而一季度是欧债危机的危险时期。 

韩志国在微博写道：“【欧元区爆发新一轮危机】标准普尔打开了欧债危机的潘多拉魔

盒，法国失去了 AAA 级信用评级，德国也遭到重大警示。一季度是欧债危机的危险时期，

巨量的主权债务到期将引发筹资潮，而信用降级将大大增加发债国家再融资的难度和阻力。

9 个国家信用同时降级揿下了欧元区解体的按钮，新一轮危机已经来袭。” 

 



李稻葵：新兴经济体可通过外汇储备解决欧债危机 

2012 年 01 月 28 日 摘自汇通网 

中国央行顾问李稻葵周五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表示，新兴市场经济体可

以通过外汇储备流动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李稻葵称，实际上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帮助稳定目前的金融市场，以外汇储备形式进行

的资本流动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来自新兴经济体。 

李稻葵认为，如果要为欧债危机制定解决方案，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这一方案的一

部分。 

然而李稻葵没有表示中国是否将扩大对欧洲主权债券的投资规模。 

 

时寒冰：欧债危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真相 

2012 年 09 月 13 日 摘自新华读书 

与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金融危机相比，随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开始时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

够注意。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将注意力放在美国经济何时触底反弹、迎来复苏之上，

其分析其建议令人闻之，不免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起作用）的经济体。 

当欧债危机一步步深化、蔓延，到了不容人忽略的程度，媒体上、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

专家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从欧元形成机制及隐患、欧洲国家高福利体制对经济发展形成

的阻碍、欧洲人口（劳动力）危机等角度展开，由此来解读欧债危机。这些角度的解读都可

以说是准确的，也很及时和必要，但却忽略了一点，也就是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任何一种主

流货币、任何一个融入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主要经济体，都存在与其他货币、经济体的密

切互动。更重要的是，全球政治、军事、社会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市场，这种影响的发挥

既包括公开事件的推动，也有不那么直观的相关经济体政府、金融机构、国际组织、跨国公

司等利益方展开的博弈。简言之，欧债危机的形成与蔓延，绝不能单单从欧洲国家经济层面

上找原因，而需要扩展视野。 

 知名财经评论人、经济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所著的《时寒冰说：欧债真相警示中国》，

就是一本打破了国内外许多同类图书研究分析视角，将地缘政治、国家政策、金融市场现状

与历史进行了精心梳理，试图更深刻更全面解读欧债危机的著作。 

这本书首先提出一个设问，当今，“凡是触碰美国最核心利益的国家，不是遭到军事打

击，就是遭到严厉制裁；不是发生动荡，就是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这种规律一再被验证，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时寒冰指出，欧洲联合、欧元问世都对美国最核心利益构成威胁，

造成美元结算货币-定价权被削弱、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减收、开始出现许多国家和地区以

欧元为储备货币，欧洲联合、欧元走强的每一个时间点上，都会出现干扰欧洲国家的地缘冲

突及由此带来人道主义危机（如难民潮）等问题，发挥拖累欧洲的“作用”，这些显然也不

能说是巧合。 

书中回顾了中外古今历史上货币霸权的多个成败案例，分析了欧洲特别是昔日的“日不

落帝国”英国衰落的原因和过程，介绍了法德这两个欧洲大陆上的领导国家从对抗走向和解

的情况，也说明了当代欧洲必然走向同化联合道路的原因；以及这种崛起、联合过程中，美

国的利益立场及行为逻辑。了解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十分重要，否则很难理解欧债危机前后，

美国和欧洲诸国的政策立场，比如，为什么同为欧元区、欧盟核心，法国和德国在救助南欧

诸国的政策立场上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为什么美国会采取拖后腿的方式，千方百计让欧债危

机维持下去而非尽快解决；为什么作为援助国，法德会表现出十分犹疑的态度，而希腊等受

援国对接受援助所附带的政治、经济条件也表达出强烈的不满？ 

时寒冰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其他学者、图书作者（编著者）就欧债危机提出过的原因，

即前述的欧盟制度缺陷、欧洲国家高福利体制带来的拖累、人口（劳动力）危机（老龄化）



等几方面，进行了历史、现实、制度演进等多视角的评述分析，并就欧元区国家、欧盟今年

以来的政策应对作了评价及预测。 

这本书的书名是《时寒冰说：欧债真相警示中国》，自然需要从欧债危机出发，提出对

中国的警示及政策建议。时寒冰指出，欧债危机中的巨额负债，主要体现为欧元区国家为民

众高福利而背上了包袱，民众手中仍有大量的财富积累；但在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是进

行政绩经营的低效投资而积累的，惠及民众的实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既然欧元区国家政

府都会受困于债务危机，那么中国一旦出现债务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将无法想象。

文/郑渝川 

 

扬·兰布雷茨：荷兰合作银行专家认为欧债危机已接近底部 

2012 年 09 月 10 日 摘自新华网 

荷兰合作银行金融市场研究部门主管扬·兰布雷茨１０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欧债危机已接近底部，预计危机“再过一轮”就可能会逐渐好转。 

他说，欧债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的发展特点，主要是由于欧元区只有在压力之下才会有进

展。他预计欧债危机再过一轮才能渡过难关，最后一轮也许就是西班牙债务危机，时间概念

也许是未来３至６个月。 

兰布雷茨说：“我们对于欧债危机能够得到解决持谨慎乐观的看法。决策者对财政共同

体需要变得更紧密、欧洲央行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已有了一致意见，不过各国对时间表未

能达成一致，预计未来１２个月仍将比较动荡。” 

他说，未来几周，有许多与欧债危机相关的重要事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就欧元区长

期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ＥＳＭ）是否违反德国宪法作出裁决，荷兰将举行大选，密

集的动作或许能够为欧元区建立财政共同体打下基础。 

兰布雷茨说，欧元区的总体负债率实际上低于日本等经济体，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基

本面，而在于体系设计中缺乏财政统一性。从政治上来说，虽然欧元区解体的风险并非不存

在，但由于欧元区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出现这种情况的代价，因此真正的风险并不大。 

 

筱原尚：欧债危机仍是全球经济最大风险 

2012 年 09 月 13 日 摘自财华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主席筱原尚之周四称，欧元区债务危机仍是全球经济最大风

险因素，但他也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筱原尚之列举了世界经济面临的几大风险因素，包括欧债危机、美国因 2013 年将减支与加

税而引发的“财政悬崖”，以及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硬着陆。 

筱原尚之还补充说，在这三大风险因素中，欧债危机无疑是头号因素。 

 

丁志杰：欧债危机有利于遏制国内通货膨胀 

2011 年 11 月 03 日 摘自中过新闻网 

中新网 11 月 3 日电 不断恶化的希腊问题和持续暴跌的欧洲股市，正使欧债危机雪上加

霜。G20 戛纳峰会如期举行，欧债危机的议题更是备受关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

长丁志杰做客中新网视频访谈时表示，欧债危机以后，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下降，

对目前国内通货膨胀起到遏制作用。 

丁志杰表示，欧盟在世界金融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中欧的经贸关系也是越来越

密切，欧债危机时时得不到解决，必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会产生较

大影响。 

他称，欧债危机影响有多方面的，一方面，欧债债务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说在全



球经济重新面临着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风险，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欧债危机

也有有利的一方面，危机以后，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下降，这种下降可能对于目前

国内通货膨胀得到遏制，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 

 

欧债危机发生后中德关系呈跳跃性发展 

2012 年 08 月 30 日  摘自新华网 

温家宝对此表示，他对欧债问题也有担忧，解决问题的前景取决于有关国家自身推进改

革的决心和实效，也取决于德、法等欧盟大国和“三驾马车”采取行动的意愿和时机。 

温家宝用“四个信心”总结了欧债危机的根本出路：“政府要对国家有信心，金融机构要对企

业有信心，企业要对市场有信心，消费者要对未来有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认为，通过欧债危机可进看见欧洲经济的“防火墙”

千疮百孔，欧盟成员国痛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才是出路。 

冯仲平认为，欧债危机造成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速放缓。然而，欧债危机同时也为中德

两国提供了机遇，中国对欧洲投资增加，上升势头较好。如果中德找到一些符合双方利益的

道路，无疑为大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范例。 

梅兆荣表示，中国希望欧洲国家树立信心解决困难，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他们，中国已经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来帮助他们。但是如果让我们去买一些国家没有办法偿还的会

打水漂的国债，那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这样做的。 

 

罗奇（Stephen S. Roach）：专家称欧债危机给亚洲带来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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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耶鲁大学教授、前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S. Roach）在《欧

洲之声》撰文指出，欧债危机逐渐加深，将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观点如下： 银行风

险超过金融危机时期。金融和贸易联系使亚洲受到欧债危机的波及，特别是前者不可等闲视

之。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不高，银行融资渠道在亚洲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据亚行估

计，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信贷总额中，欧洲银行业所占份额为 9%，相当于美国银行业

所占份额的 3 倍。在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金融中心，欧洲银行业的作用尤为显著。这意味着

当前亚洲面临的外部银行冲击远甚于 2008 年雷曼兄弟破产时。  

    贸易冲击不容低估。过去 10 年间，亚洲对欧美出口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区内贸易比重

大幅上升，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但据 IMF 研究，亚洲区内贸易额中 60-65%为中

间产品贸易，在韩国、台湾地区等地生产，在中国组装，最终还是要销往西方。而欧盟是中

国最大出口市场，在中国出口中占比为 20%，高于美国的 18%。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

洲供应链中，欧债危机将首先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滑坡，进而将扩散到更多亚洲发展中国家。  

  亚洲尚未充分做好应对冲击准备。迄今欧债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尚不及 2008-2009 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但若欧元区无序解体，则后果难料。而亚洲从频频发生的外需冲击中学到的教

训甚少。归根结底，内需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唯一途径，亚洲却未建立一道有效的内需防火墙。

2010 年，私人消费在亚洲 GDP 中的占比降至历史新低的 45%，比 2002 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

点。在此情况下，与外部冲击“脱钩”只是幻想。中国是亚洲扩大内需的关键，“十二五”

规划提出的经济再平衡举措虽佳，其执行却滞后于形势变化的需要。  

    罗奇称，在一个易受危机冲击的全球化世界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即使增长最快的亚

洲也是如此。随着欧债危机不断深化，金融和贸易联系使得亚洲经济处于险境。经济再平衡

是解救中国和亚洲供应链上其他国家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