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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政府时期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政策:

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内的分析员和学者长期以来
对北京政府在西藏的发展模式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效率低下，
且过度依赖国家补助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由国家主导的西藏发
展战略被看做是将西藏引向了更严重的结构性依赖，破坏了区
域经济发展以及恶化了社会不平等。在2008年西藏骚乱事件
后，在全藏区范围内发生了一连串的自焚事件。许多观察者都
在猜测胡温政府是否能够重新审视他们结合了强硬手段和更强
劲的政府补助的经济政策。普遍的不满是否会导致政策的转变
呢？

2008年后西藏自治区政府补助的大幅激增

对1990年到2012年西藏自治区财政政策的研究表明，北京对
西藏的经济政策在2008年后并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对西
藏自治区政府支出的分析说明，北京仅仅是强化了之前在西
藏采取的经济政策。虽然国家补助和投资在中国西部十个省
份都有增长，但是2008年后对西藏自治区补助呈现了大幅激
增，从2010年开始，达到了中国其他任何省份在任何时候都
没有达到的程度。

2010年，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政府的直接预算补助第一次
超过了西藏自治区GDP的100%，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六
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在这之后，补助继续激增，在2012年

北京对西藏自治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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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自治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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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海，经济活动更多的是当地生产活动的反
映，由消费和投资需求调节。政府支出在青海的
投资需求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远远不
及在西藏投资需求中的作用。此外，政府支出的
角色越来越是一种补充和反周期，即，政府增加
支出以用来补偿私有经济的增长放缓，就像发生
在其他现代经济体的情况一样，包括美国。

把政府支出作为一种反周期的角色在西藏自治区
其实并不合适。政府支出本身就是周期。在了解
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应了增加的政府补助的
情况下，对于西藏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不必感到
惊讶的。其实，应该感到惊讶的是西藏经济并没
有增长得更快。在普遍情况下，乘数效应应该会
导致每一元钱的政府支出产生更多元钱的经济活
动。在西藏自治区，乘数效应可以说是负数，自
2008年起，西藏经济的增长低于政府补助的增
长。

对西藏自治区的补助和贸易失衡

在寻找对观察到的西藏自治区经济低效率的解释
时，中国国内对中央政府的西藏发展政策的批评
更多的是强调其在提供援助时没有考虑政策是否
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况。虽然这种批评视角表现出
的对文化的敏感性值得赞赏，但是该视角忽略了
导致低效的更根本的原因：西藏自治区的进口数
额的增长，即，政府支出和补助的很大一部分被
用于了购买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商
品或服务。

西藏进口数额的激增在国际贸易平衡上的表现是

接近了GDP的116%。这些数据并不包括非西藏
自治区政府出资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大部分也
很有可能接受了补助。

相比之下，青海（另一个有许多藏民的省份）政
府的财政补助达到了GDP的44%。中国最穷省份
贵州的补助达到了GDP的16%， 而在中国次贫
穷的甘肃省，政府补助大约达到了GDP的18%。
在这些省份的补助在增长，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
方的补助达到了西藏自治区的程度。不像西藏的
经济，这些其他中国贫穷省份的经济随着全国经
济的减缓而减缓。

西藏自治区达到了2014年的增长目标

在史无先例的补助涌入西藏的情况下，西藏自治
区成了近期宣布的唯一一个达到了2014年经济
增长目标的省份的这一事实也不足为奇了。西藏
经济增长了12%，恰好是地方政府设定的目标。
由于西藏的经济活动大多是由政府支出和投资驱
使，政府有能力通过简单的调整补助额使西藏的
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西
藏的经济增长都是账面上的错觉。

2014 年，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增长
达到了12%，恰好是政府设定的
目标，是2014年唯一达到增长预
期目标的省份。

在中国的其他省份，包括接受中央政府补助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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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表2-14、9-5和9-6，以及往年年鉴中相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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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每当政府的补助增加时，后者就会陷入
贸易逆差。在2004年高铁修建时，贸易逆差达
到了GDP的71%，在2010年又一次达到了76% 。
逆差的出现很可能是源于为了西藏的相关投资
项目而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例如高海拔铁
路建设。国际贸易逆差会从GDP的计算中减除，
然而并不会从政府开支或投资数据中被减除。因
此，在与GDP的数据相比较下，后者数据看起来
是被抬高了，区别就在于贸易逆差。

西藏自治区的贸易逆差表明政府
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了购买
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其他地区生产
的商品或服务。

相同的情况在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省份都存
在。但是，由于政府对跨省贸易的控制在1980
年代瓦解了，现在的计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
西藏自治区在和其他中国省份的贸易中，很可能
存在着高额的逆差，尤其是四川省，四川供应了
许多在西藏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这种逆差很可能
会随着经济活动从农耕和放牧转变为以城市地区
为中心而进一步恶化 。这种情况又因为跨省移
民增强了对进口的需求而更加复杂化了。由于缺
乏数据，我们无法得知跨省贸易逆差在何种程度
上或者是否有从省内GDP的计算中被减除。如果
没有，那么GDP的数据也是被抬高了，而抬高的

省国际贸易逆差占省GDP比重，199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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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就是西藏和中国其他省份的贸易逆差的数
据。这说明了西藏自治区实际的GDP水平是无法
获知的。反而，很可能现在的GDP数据或多或少
反映的是从中国其他地区进口的情况，而不是纯
粹的在西藏本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

补助和进一步的结构性依赖

从人均来看，在2012年，对西藏自治区的直接
预算补助相当于西藏自治区内农村平均家庭收
入的4.6倍， 这个比例从1990年的0.9 上升到
2000年的1.6，到2010年的4.1。从预算补助和
人均收入数据的差异可以看出补助和大多数西藏
永久居民（主要是藏族人）的生活水平脱离的程
度。因此西藏自治区的特殊不仅仅表现在有数额
庞大的补助的流入上，而且还表现在这样一种两
极化上：在一方面，投资、建设和第三产业飞速
增长，在另一方面，本地生产活动却相当萧条。

尽管如此，在总体补助巨大的情况下，少部分确
实到达了农村藏区的补助已经大到足够引起收入
的增加和明显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因此，近期的
补助激增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藏民对这些国家发展
战略的依赖程度， 同时，通过所有权的对外转
移和强化国家控制，加剧了国家主导的经济整合
过程，使西藏融入至中国其他地区。

虽然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账面上
的错觉，这种增长的社会经济影响却不是。由政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表2-20，以及往年年鉴中相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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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助驱动的经济增长和藏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
构的变化加剧之间呈现出相关性。最根本的改变
就是当地藏族劳工的快速转型，从农耕和放牧业
走出。这种转型发生的速度在藏族地区要比在中
国其他地区更快，但是不像其他地区，藏区缺乏
支撑这种改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自治。

总结评论

胡温时代的政府补助在西藏的大幅度涌入不仅强
化了藏民在生活上对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
略的依赖，而且通过所有权的对外转移和强化国
家控制，加剧了国家主导的经济整合过程，使西
藏融入至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却
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同化环境背景中
而加剧。出于其他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这种
环境常使得藏族人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由政府补助驱动的经济增长和当
地藏族劳工的快速转型——从农
耕和放牧业走出——有相关性。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这种由政府补助驱动的
经济发展模式所呈现出的有悖常理的特征跟市场
化有关——不仅忽视了国家在塑造这些变化的深
度结构中的关键角色，而且还低估了国家通过采
取非常不同的西藏政策可以快速改变这种情况的
能力。

改变远远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在落实经济发展政策
时增加对文化敏感性的认识。只要所有权结构和
当地的经济权力结构不改变，只要“自治”原则
（这是把藏族地区整合入中国的初始基石）继续
被腐蚀， 现有经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和不平等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