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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莫兰
（Michael Moran）

人们很容易认为，美国
总统奥巴马上周二晚间发表
的《国情咨文》演说，基调放
在了国内———这场具有议
程设置功能的政治演讲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重新拉回中
间派“独立”选民的“芳心”，
他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来赢得
2012 年的总统大选。

奥巴马用很多措辞精
妙的语句号召美国人民在
图森市报复性枪击事件过
后要表现出更多的团结精
神。 奥巴马还称赞了新的中
小企业减税法案得以通过；
点名听众中一些通过创新
创造就业的企业家；要求税
收改革；并念了一长串计划
和提议 ， 目标无一不是就
业，就业，就业。

但是，由于美国之强大
有赖于其经济的活力 ，因
此，演讲中的几乎每一段都
凸显了对外政策。 在美国的
实力不可否认地相对处于
衰 退 而 国 家 债 务 预 计 在
2020 年之前就会达到 GDP
的 90%之时，将对内政策与
对外政策区别开来是完全
不实际的。

“现在的利害不是谁将
赢得下次选举———毕竟，我
们刚刚举行完一次。 ”奥巴
马说 ，“现在的利害是新的
就业机会和新的行业到底
要扎根在美国，还是其他国
家。 ”

一而再 ，再而三 ，不管

说到削减联邦支出，说到美
国贸易政策，还是清洁能源
计划，他都会回到一个共同
的主题：美国正在落后于其
他国家。

“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
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出一
些变革后，就能在这个新的
世界里与其他国家进行竞
争。 所以，他们开始对他们
的孩子进行更早、更久的教
育， 更加重视数学和科学。
他们投资科技研发和新技
术。 就在不久前，中国已成
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私营太
阳能研究设施的国家，并拥
有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
计算机。 ”

尽管仍着眼于国内选
区，奥巴马当晚实际上发出

了响亮的呼吁：美国人要重
视全球竞争 （总统称之为
“卫星时刻”）， 但在这一点
上，美国人至今所做的只有
抱怨。

“未来十年 ，所有的新
工作中几乎将有一半要求
高中以上学历，但我们的孩
子中却有四分之一连高中
都没读完 ，而且 ，我们的数
学和科学教育正落后于其
他国家。 ”他说。 这次，他没
有说“印度”和“中国”。

奥巴马还宣布了一系
列胜利 ： 打击阿富汗塔利
班 、瓦解基地组织 、与俄罗
斯成功签署《战略武器裁减
条约》（START）， 他称：“伊
拉克战争即将接近尾声。 ”
———这句话赢得了两党的
掌声。 但整体上，奥巴马的
重点一直放在一个宏大的
主题上 ，那就是 ：确保美国
经济未来的竞争力。

“规则已经改变。 ”总统
说。 对于关注外部世界的人
来说，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但美国人还没有习惯甚至
接受这个事实。 人们总是更
容易憎恨变化，并寻找一些
“替罪羊”。 奥巴马说，他相
信美国是一个“拥有爱迪生
和莱特兄弟，拥有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国家。 在美国，
创新不只改变我们的生活，
它还是我们谋生的方法”。

作者是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
公司（RGE）执行编辑
兼高级地缘战略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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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步入战后婴儿潮
的退休时代。目前一个重要的问
题是，美国能否承担得起这些退
休开支。

很明显， 照现在的情况下
去，美国的社保体系将无力应付。
如果目前的退休年龄和福利水平
保持不变，社保体系的钱到 2037
年以后就用光了。 但这还不是最
糟的———最晚从 2015 年起 ，社
保体系的现金流将开始转负。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个因
素———公共领域员工的养老基金
也在大规模地亏蚀。 随着婴儿潮
一代陆续退休，亏损将越来越大。

但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 我
们不能光从一个会计师的角度去
看美国的退休体系。 驱动退休体
系偿付能力正向发展的，不是些
会计要素，而是人口结构、政治和
民众的行为选择。 这三个因素反
映出其它一些趋势也在起作用。

先来看美国的人口结构。
美国从非法的移民中获得

了好处。移民不断带来更年轻的
人，帮助逆转了美国的老龄化趋
势。 目前，共和党人尤为反对移
民，但非法移民屡禁不止，因为
美国相较于其南部一些生活条
件糟糕的国家来说，是个非常有
吸引力的地方。

除非美国对其南部边境采
取“杀无赦”的政策———但美国
决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相
信，美国的抚养比要优于统计学
家的预测。这意味着美国的退休
体系得以优化，因为非法移民增
加了年轻人，而他们几乎都是更
努力工作并会缴税的劳动力。

接下来是政治因素。正如刚
才所说，美国的退休体系不仅仅
是联邦社保体系，它还包括公共
和私人领域员工的养老金体系。
私人领域的养老金体系运行状
况良好，但公共领域的养老金体
系却十分混乱，这是因为公共领
域的工会组织总是让从政的人
（主要是民主党人） 去提供根本
提供不起的退休福利。

但是新出现的一系列事件
会让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美
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刚把钱用光，
连民主党都不得不去解决这个
问题。 共和党更是如此，特别是
因为“茶党”的缘故。

在未来两年里，刚刚在国会
众议院获得多数地位的共和党
将努力让全国的选举体制向有
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 可以预
见，到 2012 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算奥巴马获得连任，共和党也
能获得更大优势，这将削弱工会
的势力。 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在
共和党获得 2010 年中期选举胜
利之日起就已经开始发生。

一个关键的指标是，奥巴马
正在向中间立场靠拢。他重组了
自己的经济班底，并将优先考虑
的重点从工会身上转移———正
如我们看到美国与韩国促成了
自由贸易协定———他需要这样
做来赢得连任。 可以预见，随着
这方面的行动陆续展开，公共领
域的退休体系会逐渐出现好转。

国会政治权力的变化还将
帮助推进正在兴起的联邦赤字
削减行动。 目前看来，两党似乎
都清楚必须减少赤字，而且医疗
和退休体系都必须重组。 这样，
退休体系的净支出会减少。

民众的行为选择是另一个
因素。 我们应该记住，美国民众
和欧洲民众的退休行为之间存
在根本的差异。欧洲人非常重视
退休和假期， 用美国的标准来
看，他们的实际退休年龄一直都

很早，而且还能享受优渥的退休
福利。

相比之下，美国工作者不仅
休假次数少得多，而且更倾向于
迟一些退休。美国有相当一部分
人口是走向富裕的、 勤劳的移
民，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包办他们
的退休生活。一旦美国的退休体
系崩溃，这些人多数会从移民大
家庭里获得相互支撑。

在美国， 强迫一个人退休是
违法的（除了在美国军队和联邦调
查局中）。只要能找到新工作，年龄
大的人就可以继续上班。美国人现
在退休得越来越晚，但退休体系在
做出预测时没有将这种变化考虑
在内，因为这个现象非常新，人们
对其还没有充分的了解。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的退休
时间晚于退休体系规划者的考
虑。就算退休体系规定的退休年
龄迟于他们现在的退休年龄（一
定会这样）， 人们仍会比实际的
规划更晚退休。

当然，这可能意味着年纪大
的工作者的实际工资将会降低，
但是没关系，因为就算工资待遇
不优厚， 也比退休福利给得高。
但是，没有钱过日子和靠完全不

够的微薄退休福利过日子仍然
有所区别。

此外，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美国的创新和增长能力
会创造更多税收，为社保体系奉
献更多资金。

Facebook 诞生 7 年，已经拥
有近 6 亿用户。不久前对其的估
值在 500 亿美元以上，比世界上
多 数 顶 级 公 司 都 值 钱 ；
Groupon， 一家新兴的网络公
司， 成长之快甚至超过 Google
和 Facebook 当年的速度； 硅谷
也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美国
的创新机器重新开足了马力。

还有一点，得再次回到人口
结构和移民问题上来。移民往往
富有创意， 并能为经济带来活
力。 例如 Google 的 Sergey Brin
来自俄罗斯 ， 而 eBay 的 Pierre
Omidyar 生于巴黎，父母则都是
伊朗人。未来 20 年，来自墨西哥
和其它国家的 1000 万-1500 万
移民将为美国的增长和创新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 ？ ———可以预
见，会是十分积极的。

那么，美国的退休体系能不
能撑得住？ 或许能，天知道。 美国
的各级政府和世界上其它政府一
样，往往效率不高且繁冗。但是美
国的经济、 社会和公民的行为选
择能不能撑下去？ 这一点用不着
怀疑。 美国的私人部门正在恢复
生机， 公民行为也在迅速向积极
的方向转变。 美国的增长机器已
重新发动，我当然不会不看好它。

作者是佩斯领导力
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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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洲正在投入大量精力让欧元区
危机管理机制制度化。 这个目标很好、很重
要 ， 但更重大的挑战却是预防危机之必
要———而这一点正被持续的争论所淹没。

在去年圣诞节前的欧盟峰会上，欧洲各
国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在 2013 年推出一个新
的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用它来取代基于
卢森堡的欧元区金融稳定基金（EFSF），后者
几乎是在去年 5 月一夜之间敲定的。 EFSF
的草草成立反映出，在明确的金融危机处理
规则出台之前，欧元区的这个制度框架将永
远算不上完善。

但是， 虽然欧元区将拥有一些坚固、设
备齐全的“隔离病房”，但要从此不再受到金
融传染的折磨， 还得需要效果更好的 “疫
苗”。 不幸的是，这一点没有引起从政者的重
视。

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欧元区的法规不
完善、监管不够有力。 欧盟作为一个货币联
盟具有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使用单一货币，
却没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基础。 欧元的设计者
非常清楚，成员国的公共财政健康是保证欧
元稳定的先决条件。 因此，各国当初在《稳定
与增长公约》（SGP）及《马斯特里赫条约》之
下达成妥协，以期在不对主权国家的预算和
税收政策进行实际干预的情况下，让它们的
财政健康度实行量化。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妥协十分脆弱。 欧
洲国家在做出财政政策以稳定为主的明确
承诺方面一直缺乏政治意愿，这一点从 2005
年 SGP 在德国和法国的怂恿下受到削弱可
以看出。 而此后，欧元区成员国连弱化后的
SGP 的规定都疏于遵守。 事实上，自欧元被
引入以来 ，SGP 设定的赤字上限 （GDP 的
3%）已经被突破了近 100 次之多，但至今还
没有哪个国家受到过惩罚。

既然 SGP 的赤字要求屡屡被违反 ，债
务限制 （GDP 的 60%）也少有人遵守 ，那么
一些国家遭到市场的惩罚也不足为奇。 欧元
区债务危机凸显出从政者不愿也无法让财
政政策与稳定性要求保持一致。 相反，为了
赢得选举做出短期承诺，他们选择牺牲长期
目标和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这说明有必要将欧元区国家的债务管
理和短期的选举约束相分离。 欧洲需要的是
对财政铺张和过度举债的自动制裁，欧盟委
员会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在这方面的约束
力不够。

若如欧盟委员会的计划承诺的那样，在
经济出现一些不好的发展势头初期就予以反
击，也都没什么问题，但采取措施的时机不应
选在会产生实质威胁的财政扭曲的时候。 这
样的扭曲通常出现在宏观经济失衡之后。 在
一段时间里， 繁荣或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及兴
旺但规模过大的银行系统会掩盖竞争力逐渐
丧失、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威胁的事实，这正是
欧元区发生过的。 当看似健康的国家预算终
于不堪重负之时，一切就来不及了。

当经济刚出现不好的发展势头，就应该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比如成立一个独立的
专家团体，基于客观、可理解的指标（如单位
劳动成本）， 对宏观经济方向出现错误的成
员国公开发出警告，这便是一个重要的预防
措施。

当然，欧洲的政治界不会喜欢这样的建
议，因为这意味着在某些程度上要放弃部分
国家主权。 毕竟，公共财政是政治的一个重
要权限。

但一旦危机降临， 这点损失就会被更强
健的财政所抵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国家主
权的捍卫者从不抱怨本国以向欧洲央行上交
货币政策制定权为代价，换取使用欧元，从而
带给本国低通胀和与该地区最稳定的货币相
同的利率。 稳定的货币和健康的公共财政是
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事实不过如此。

近期的教训让欧盟有机会扩展制度，使
其能够显著降低下一次危机出现的机会。 这
意味着要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将重心更多
地放在预防危机而不是管理危机上。

不愿意在某些领域让渡一些主权，实际
上等于静候一场新的危机，危机的到来只是
时间早晚问题。 一旦这样，装备再精良的“隔
离病房”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作者是卢森堡央行行长
欧洲央行治理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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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普林斯（Ted Prince）

美国的下一次（退休）革命

奥巴马的 B计划

欧元区静候一场新危机
■伊夫·默施（Yves Mersch）

由于美国之强大
有赖于
其经济的活力，
因此，演讲中的
几乎每一段都
凸显了对外政策。

今年是美国战后
婴儿潮一代
迈入退休年龄的头一年。
调查显示，
在未来 19 年，
每天将有 1 万名
美国人进入 65 岁。
战后婴儿潮的退休，
将掀起一场“海啸开支”。
美国现有的退休制度
能否应对这波退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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