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现状和课题
吉川 洋（立正大学校長）
新冠疫情的现状
关于日本经济的现状，从年初开始新冠病毒（COVID-19）感染扩大，日本连
同全世界都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在日本，从现在[2020 年 11 月]开始到冬天最被担心的是与通常的流行性感
冒一起第 3 波疫情的到来。
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呢？相比 2020 年 4-6 月第二季度
下降 28.1 百分点（第二次速报值）
，创二战后新低。与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
危机相比，下滑更加明显。消费下降带来的影响巨大。日本的 GDP 约 500 兆日元
的约 6 成为消费。经济真正的核心是家庭支出和个人消费。与设备投资和出口相
比，消费相对稳定。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每天或每月有大幅度升降。
吉川 洋（立正大学校長）
但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政府采取了有意图抑制消费的政策。抑制外出直
接打击了在消费中被认为比购物更强大的服务。在外面就餐和观光相关的消费出现极度低迷。在 19 世纪
以后的世界经济历史中，也属罕见的特殊模式。
在 2020 年 7 月总务省统计局 5 月的“家庭生计调查”中，特别附录中附有“周份消费支出的统计”
，
通常是月份统计，以周为单位的统计让人饶有兴趣。新冠疫情第一波时期的消费动向以周为单位来看，进
入 3 月后消费逐渐下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2020 年 4 月 7 日）后，从 4 月 27 日到 5 月 3 日降低 26.4
个百分点，是第一波的谷底。之后也一直是负数，一直持续到 5 月 31 日。
图 1 是与上周相比的变化率，但是下降的幅度从“黄金周”[4 月末到 5 月上旬]开始急剧回到了零。
按照水准来说，接近谷底。从一周的消费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黄金周的下跌是因为政策性、有意识地消除
了消费。最近，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每天都出来喊话不要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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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7 年 8 个月的评价
之后，安倍首相卸任[2020 年 9 月 16 日]，菅义伟新政府上台。持续了 7 年 8 个月的安倍经济时代结
束了，媒体也开始讨论如何回顾并对其评价。首先，在安倍首相宣布卸任之后，进行了各种舆论调查。
最初成为话题的是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约 75%的人回答说给与正面评价。在之后的主要报社的舆论
调查中，加上“高度”和“一定程度”的“正面评价”约占 75%。但是，这样的评价数字和现实情况并不
合拍。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安倍经济时代的成长率。对象是 2019 年年末，到第 4 季度为止。因为出现 100 年
不遇异常事态，把 2020 年的数字放进去无法与过去进行比较。因此，与安倍经济学重叠的 7 年间，也就
对是 13 年到 19 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就 GDP 和个人消费的实质增长率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进行比较，如图
2 所示。
美国很稳定。最近欧盟被认为是非常不好，确实雇佣很糟糕，但是增长率都超过 1%。和先进各国相
比，日本明显有很大差距。基于这些数字，从舆论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一定理解日本在这
样的国际动向中的地位。
在世界上，即使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期间，美国个人消费增长率也在 2.4%，欧盟增长 1.4%。不
得不说，在日本 7 年间个人消费增长 0%是极其恶劣的。
要试着追问，“安倍经济学”这个词究竟是谁创造的呢？在全球范围，在历史上如是扎根下来，或许
很多人会觉得安倍经济学有什么意义，有实质性的东西吧。很难说这是很健全的。安倍政权 7 年 8 个月，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感染开始扩大前的 7 年经济政策是怎样的，产生多少成果和没有产生成果呢？ 这个期
间的经济，不用安倍经济学这个词也能充分说明。
首先，关于经济增长说到底不能予以肯定。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论述。也有意见认为，失业率降低，
有效招聘倍率提升了。这也是事实，只不过是数字上的论述而已。但是，不能忘记，这也和生产年龄人口
减少，人手不足的经济基调有关。
图 2 安倍经济学时代的成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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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消费倾向完全崩溃。用粗暴的说法来说，日本经济的大问题是，占 GDP6 成以上的核心消费完
全歇菜。有两个理由。一是工资不上涨，收入不增加。第二个是不论分年龄段消费倾向都在下降，反过来
说都在储蓄。这是因为基于广泛意义上对将来的不安所致。
年轻人、现役一代很难找到正规的工作，也是个问题。在所有世代对未来感到不安背后的问题是未来
社会保障的不安。其他还有很多不安，社会保障是一个大问题。
看一看景气动向指数。12 年 11 月是谷底，之后进入了上升期。之后 18 年 10 月达到巅峰，19 年开始
进入了经济衰退期。
决定景气动向的指数非常机械。18 年秋天是巅峰，这在以前民间经济学家们也有指出，这本身并不值
得惊讶。但是，这对于政府和日本央行来说不是太受欢迎的结果。因为好像原本的判断是进入 19 年后，
经济基本上也会持续恢复。虽然内阁府每月都会对景气动向指数进行汇总，但政府自身的对景气的正式判
断是在月例经济报告中进行。该份报告显示，进入 19 年后景气基本上也在上升。因为最后发生了新冠疫
情，所以想出将原因归罪于疫情让人信服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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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扩大和对未来社会保障的不安
接下来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社会的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特别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成为贫富
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日本是人口老龄化的先进国。将 100 万 20 多岁的人聚在一起，可以发现收入、资产、健康程度偏差
相对很小。而将 100 万超过 70 岁的人聚在一起，再看以上这三点，与 20 多岁相比偏差很大。老龄化在老
年人中的偏差幅度很大。当然，在整个社会中老年人的偏差也会很大。这个规律起了很强的作用，今后也
会如此。
“生活保护（最低生活保护）
”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后一道安全网。接受保护的家庭大多数是老年人。
特别是女性，说白了，一个人生活的老太太很多。贫困和老龄化有关。
除了老龄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之外，经济的长期停滞也导致了正规和非正规劳动的差距。泡沫经济
时期，在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大约是 6 分之 1。百分比为 16-17%。最近这个比例扩大到了近 4 成。非
正规的经济待遇比正规的差。
顺便说一下，有配偶率的统计显示，非正规员工的结婚比例也比正规员工低。
日本和法国、瑞典等国不同，正式结婚的夫妇以外的孩子，即婚外子在法律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因此，不结婚就不生孩子，可以说只有华山一条道。
全社会都说少子化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要想办法提高出生率。另一方面，日本的现实是，非正规劳动
者即有配偶率显著降低的阶层从 16%增加到 40%。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从整体来看是不正常的。
在关于贫富差距扩大讨论的最后，想指出关于新冠疫情感染也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这是因为非正规
劳动者最先被解雇所致。
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几年前，一位叫托马斯·皮凯蒂的法国经济学家敲响了警钟，认为贫富
差距问题是个大问题。贫富差距的防波堤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近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于 19 世纪，但其
历史悠久。
18 世纪末，一位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名为《人口学原理》的名著。这是之后受
到凯恩斯好评的初版，马尔萨斯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写了这本书？当时的英国政府决定提高生活保障的补助
水平，对此他说这毫无意义、不应该这样做。如果因为穷人很可怜，提高支付水准，那么给穷人钱的结果
会如何呢？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在那一瞬间可能会变得富裕一些，但不久他们会生更多的孩子。因
此，马尔萨斯说，每个人的收入都回到了原来的水平，所以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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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马尔萨斯的时代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后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时出现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动摇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欧洲的发达国家
都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转向社会主义，而是保持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差距不能置之不理，这是个问
题。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作为答案，欧洲各国花了 100 年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据说最先引入公共医疗保
险的是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社会保障是贫富差距的防波堤，日本战后也正式导入了
这个防波堤。在少子老龄化的情况下，其必要性越来越大。

无法持续下去的财政赤字问题
把话题转到日本的现状上来。我认为应对新冠疫情不景气，对策的重点只有抑制贫富差距扩大。
当然彻底抑制疫情是首当其冲，但我不认为仅此就可以。有些偏离主题，其实我完全不能理解 Go To
Travel、Go To Eat 之类的政府政策。如果能彻底抑制疫情的话，即使不搞任何活动，人们也会去旅行，
也会在外面吃饭。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撒币搞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言归正传，日本政府在这次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雇佣保险的公积金等，通过雇佣调整补助金来抑制失业，
将局面控制在休业状态，不至于失业。日本这一点做的和美国不同，对应得很不错。我认为基本方向上是
正确的，但不知道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争取时间。也就是将雇佣控制休业状态，在此
期间推进传染病对策。这可以说是应对差距扩大的举措。
再有，社会保障经济规模目前超过了 120 兆日元，保险费收入大概是 70 兆日元。公费补助 50 兆日
元，伴随出动公费财政赤字会攀升。但财政赤字不能再支撑下去了。
国库支出和税收的差距似乎是鳄鱼大张口一样，但是今年鳄鱼的下巴掉了。补充预算是 90 兆日元，
靠发赤字国债。国家经费中社会保障费一直在增长。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这种倾向尤为显著。
我认为缠绕日本的根本问题是少子老龄化。如何提高出生率？也许要依靠对工作方式的改革。或许对
养育孩子的环境，需要再多花点钱。不管怎么说，少子老龄化中的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差距扩大是问题吗？”
，如果这一问，有 100 个人会有 99 个会回答是。但是这并不是单纯的问题，
而是从根本上动摇健全社会的大问题，所以必须从正面着手解决。虽然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对策，但是作
为国家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至关重要。但受财政约束不可持续。现状是这些贷款会转化为财政赤字。为
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重建财政。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No. 46

根据近 20 年的惯例编制并发表了总结财政现状基本想法的“骨太的方针”
（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
的基本方针）
。20 年 6 月制作框架之际，当时 1 次 2 次的新冠病毒相关的补充预算已经出来。原本，在这
样的状况下，如何描绘财政状况是今年应该讨论的主题，但是很遗憾完全没有触及。
当我说这些话时，偶尔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需要踩油门的时候吗，不要说刹车的话。我不这么
认为。确实同时踩油门和刹车是不合理的。只是，用车来比喻的话，因为某种原因开到 180 公里的速度，
接下来如何踩刹车就有必要好好考虑。否则很危险。只考虑踩油门是错误的想法。
因此，在补正预算后钱包大开口的现在，应该讨论如何准备财政健全化的道路。正是应该讨论今年“骨
太的方针”所述的内容。

通缩和金融政策
再回到安倍经济学，看看通货紧缩（通缩）和金融政策这一主题。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最突出的是第
一支箭，即异次元的金融缓和。这也是安倍政权诞生以来最大的争论点。12 年 12 月的选举中，第二次安
倍政权（当时是为安倍候选人）从批评当时日本央行开始，认为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通缩。由于通缩是
货币性的现象，如果增加资金的话，通缩就会停止，在这样的想法下，从 13 年 4 月开始，在黑田东彦总
裁的领导下，开始了异次元量化宽松政策。2 年内将货币基础提高 2 倍，达成 2%的物价目标。
这在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褒贬不一。对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我完全不肯定。首先，我不认为
通缩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将通缩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问题的，是基于 1930 年代经济不景气的经验，约翰·梅纳德·凯恩
斯和欧文·费雪这等美国学者的理论成为现在经济学的一个理论依据。然而，当时的通缩是 2 年内物价变
成 1/2 的通缩。
在凯恩斯的《劝说集》这本随笔中，收录了通缩问题的简短论述。凯恩斯说，物价暴跌会产生不良债
权，金融系统失去功能，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运转。费雪的论点也一样。
凯恩斯和费雪的问题其实在日本已经发生过。即泡沫经济和泡沫经济崩溃。也就是说，在日本针对普
通的物价产生了通缩，正如他们所论述的那样，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了 10 多年的痛苦之中。日
本在资产价格方面经历过通缩的危机。
但是，从 2000 年开始成为麻烦的通缩，不是资产价格而是普通的物价下降。下跌率达到顶峰，年率
减 1.5%左右。这种程度的通缩对经济来说真的很危险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 19 世纪是通缩的
世纪。19 世纪前半期，英国战胜对拿破仑的战争，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领导下大英帝国繁荣起来。恐怕迄今
为止英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最高的是在 1815-1850 年左右。以年率 3-4%持续增长。近 40 年来物价持
续下降。同时代的英国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实际上经济十分繁荣，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这是对“通
缩是宏观经济的巨大威胁”这一命题的主要反例。
也就是说，物价稍微下降就会颠覆资本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当然，一两年物价降到一半的话，是个
严重的问题。日本经历了资产价格的通缩。但是现在日本讨论的是普通物价。最近一个月也许是减 0.3%
左右，但这并不是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当然减幅是零比较好，零幅度说明物价稳定。
但是，全世界包括日本央行在内，希望物价上涨 2%成为了黄金数字。为什么是 2%呢？如果把零作为
目标的话，稍微下滑一下就会下降到负数。即使是减 0.3%的通缩也是通缩。为了绝对不下降到负数，目标
价格必须不能是零而是正数。
在讨论的时候自然数和整数对人来说很容易理解。
这样一来0 上面就变成1。
那么，把目标涨幅定在 1%的就好了吗？这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上偏差在作怪。在统计上，消费
者物价指数实际上是上扬的数字，换言之，即使出现 1，实际上也可能是零。上偏差会产生 1 的偏差，这
是极其技术性的讨论。其结果，只能是 1 再加 1，这样 2 就成了黄金数字。

通过创新让日本充满活力
但是，日本的情况并不是测定了上偏差。核心问题是就算降低 0.1 真成了大问题吗？在我看来，这几
年日本的物价大致来说是稳定的。完全感觉不到不管不顾地追求物价上涨 2%的合理性。
倒不如说日本的通缩的关键在于工资通缩。让工资不下降，本来是挡住通缩的卡口，但在日本，这个
卡口被废掉了，名义工资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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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成长，也就是安倍经济学所说的成长战略。第三支箭才是
真命天子。作为关键的前提认识，很多人持有认为日本人口减少已经是大势所趋的悲观论。我也认为人口
减少是个大问题，对其有危机感。只是，我想大声呼吁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只由人口来决定的。
德国的人口也在减少，当下经济也在受挫。但是，包括日本和德国在内，只能依靠革新，实现发达国
家的经济成长。

日本政府现在为了实现“Society5.0”，官民们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革新。方向性没有错，但要尽快
做。但是很遗憾，企业的底气不足。本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民营企业就算向银行部门借钱也要投资是
应有的姿态。
但是从各类储蓄投资差额来看，
现在企业类已经超过了家庭收支类，
成为最大的纯储蓄主体。
企业拥有的现金、存款也在持续增加中，仅安倍政权 7 年间增加了 75 兆日元。另一方面工资不涨。要打
破现状，首先必须要日本企业打起精神。

摘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月刊资本市场》演讲的记录。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No. 46

［译自《月刊资本市场》No. 424, 2020 年 12 月刊，本文经公益財団法人 资本市场研究所会同意翻译转载。
］

吉川 洋（立正大学校長）
1951 年出生。耶鲁大学博士。专门为宏观经济学。东大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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