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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結構性改革
全球投資界一直在審視歐洲，以至近期在日本推出的量
化寬鬆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並認為這是振興內需的手段
之一。與此同時，亞洲國家走上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透
過基本經濟的結構性改革來刺激長遠的生產力和投資開
支。上月的洞察亞洲焦重點探討「亞洲資本市場的深化
改革亞洲的深化資本市場」，我們強調了旨在金融市場
改革能深化市場和擴大參與基礎的金融市場改革，有助
支持經濟增長。本月的洞察亞洲會探討更廣泛的經濟改
革背景、其必要性跟前往有何不同，以及銘基亞洲如何
透過我們的投資組合而參與其中。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致力促進部分南亞地區的資金流動的
努力，以及致力並在部分北亞地區實現資金調動和創新
領導的經濟。後亞洲金融風暴時期之後實施的改革主要
是受到外在影響帶動，而現時的改革則是由本土政府推
動。

這種激烈的改革很少在沒有危機的情況下出現。 在這
些改革的背後，亞洲出現了令人驚喜的經濟增長。最
近，更好的貿易條件和更高的槓桿值帶來更多進展。然
而，這些因素都是不可持續的，而且經濟增長放緩令決
策者更有決心走上改革之路。但是，亞洲和西方的區
別，就在於亞洲的改革是針對其基本經濟的基礎—企業
和消費者層面。這個做法有別於一般利用財政支出和或
貨幣政策來短暫地改善GDP短暫增長的普遍做法。

在北亞地區，在農業產工業化帶動之下，生產力提高
了，並於是允許剩餘的勞動力被吸收到其他經濟的其他
部分吸收。但在亞洲其他地區，農業佔整體就業率仍然
處於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水平—農業佔就業率的30%至
50%—包括中國、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

資本積累：仍是亞洲部分地區的重要一步

秘魯經濟學家Hernando de Soto Polar 在其著作《資本的迷
思:為何資本主義在西方大有所為，在其他地方卻失敗
收場?》(“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裡，形容資本是「
改革對亞洲國家來說一點都不陌生。連同我們在內，
造成產能過剩和提高生產力的國家資產一部分」。資本
很多人已觀察了亞洲市場數十年的我們，都不禁想起
不可與金錢混為一談，雖然這金錢是其傳播流動的其中
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AFC）後，這些經濟體系是如
一種形式。相反，資本是當進行投資時會產生創造金錢
何穩固健地復蘇甦。事後看來，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雖
的資產。
然深遠但短暫，這是由於許多監管機構在國際貨幣基金
在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國家使用所有可用的農
（IMF）規定下，被迫採取強硬的措施。IMF的其目的
是糾正政策上的失誤和清除金融體系裡的主要障礙，而 業勞動力來建造規模經濟效益規模，以及盡可能把出口
其最終也收到非常正面而且長遠的結成果顯然很正面而 量推上最高水平。隨著產量增加，經濟盈餘也增加，結
且長遠。亞洲得以迅速復蘇，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 果導致使資本積累。在下一個階段，人力資本和其他資
一直在亞洲金融風暴出現之前，亞洲的農業和製造業的 源的盈餘都會轉去向針對製造業。在這個階段，少數企
生產力早已有顯著的生產力提升，一直到亞洲金融風暴 業和技術人員透過採用大量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和專
出現—特別是位處亞洲北部的國家。第二，透過受到金 注於創新的機械化生產，採用大量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
力，為經濟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融沖衝擊，IMF的拯救措施帶來了突破性的改革。

韓國和台灣地區，以及近期的中國，已經把重點義無反
顧地放在競爭力和生產力方面，而這正是發展製造業的
強大推動力。亞洲對積累積和籌集資金的政策舉措包括
了一系列措施以支持經濟發展，包括放寬勞工管制，以
提供更靈活的成本結構 ; 放寬所有股權結構，讓私營機
構發揮更大的作用 ; 放寬自天然資源的管制 ; 以及金融
市場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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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走上了一條不一樣的路，旨在刺激長遠的生產力和投資開支」

這些舉措的速度和次序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改變化來得
太緩慢，可能會帶來就業疲弱和技術過時的風險，正如
印度和印尼經歷過的一樣。而當變化來得太快時，國家
可能要面對投機狂熱的風險，對長遠發展來說是適得其
反。
「印度製造」: 推動製造業
印度製造業的挑戰說明了現實裡（與理論相反）政治和
經濟制度實施的複雜性。所有制的障礙、嚴格的勞工法
例、複雜的徵地規例和薄弱的基礎建設正在妨礙製造業
增長。 但當這些障礙被清除之後，企業的反應可以是能
讓人非常令人鼓舞的。在 1991年開放的汽車產業是首個
開放予私營機構參與的製造業。自此以後，出口量增加
了15倍，而印度亦日漸被視為汽車零部件及汽車的生產
地和出口基地。
印度的新任總理莫迪把製造業放在首位。具體來說，他
的政府計劃針對性地建設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工業部
門，以穩定地提高產品出口產品的市場佔有率。為了支
持這項措施，印度當局已逐步放寬外國公司在製造業的
所有權限制。最近，當局更把國防和鐵路行業的外國公
司所有權，分別提高至49%和100%。
印度的勞工法是頗令人頭疼的，因為它們是由中央和地
方政府同時立法。印度西北部的拉賈斯坦邦已率先放寬
勞工管制，減少政府對審批僱用/解僱工人的限制。還有
其他建議的措施，目的是讓營運工廠時提供更大的靈活
性，並又能同時符合現有的勞工法例。如果拉賈斯坦邦
的改革能夠創造更多職位，其他地方政府很難不跟隨。
莫迪總理的目標顯然是創造就業，而拉賈斯坦邦的改革
亦可能會威脅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最近舉行的選舉授權
了新政府透過福利政策推動增長和進行管治。
減少補貼：這是深化的跡象?
在印尼，維多多總統的新政府所首個採取的首要步驟就
是減少能源補貼，讓汽油價格與貼近市場決定的價格靠
攏。補貼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並導致排擠。在
這種情況下，與能源補貼相關的財政成本已經較基礎設
施的開支高出一倍，並較保健的開支高出三倍。他們這
政策一直也會帶來有害處，因為它們政策不成按比例地
令最富有的20％印尼人口的20％受益，令國家原本已緊
張懸殊的階級和財富衝突分配更形見緊張。

印度和馬來西亞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來削減能源補貼，現
時分別佔GDP的 2.5% 和1.7%。如果這些政策在油價上漲
的環境中繼續推行，這則顯示領導人決心推行結構性改
革，可能會為了長期利益著想而犧牲短期的利益。
印度和印尼新政府正努力減少對個人的依賴，並通過改
善跨部門的公共服務績效和協調來加強鞏固機構的作用
角色。技術系統也有助於改善工作流程，並通過提高透
明度，減少貪腐的情況出現。舉例來說，印度的公共服
務管理已過渡到為一個電子政府平台，協助推出了33%
原本停滯不前的投資計劃，約佔GDP的5%。這些類型樣
的改善效率改善措施在幕後推進行，而且較比減少補貼
和或放寬行業限制引起更少的爭議性更少。
資本配置： 重要性日益顯著
在發展的資金分配的發展階段裡，宏觀經濟政策設置的
特點常常是低利率、嚴格的資本管制和低匯率環境。最
近中國使頒佈用政策來促進鼓勵資本累積累，成為了模
範。中國還成功地把儲蓄和盈餘轉向至加快技術學習。
有些人認為，中國對基礎建設的急速步伐表明了其資本
配置不當。雖然我們承認快速增長是有其風險，但現時
互聯網/電子商務革命席捲全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
開支也完全有可能是現時席捲全國的互聯網/電子商務革
命的當中成功的關鍵。快速籌集資金可能是經濟發展的
正常一過程步，但政府也許會意識到，資本應該更好地
得到分配資本。因此，政府作出了堅定的承諾，放寬利
率、開放匯率，以及慢慢解除對資本賬戶的管制。
中國當局正在根據自己的情況正推行金融部門改革，但
這是建基在其自身情況之上。推行人民幣（RMB）國際
化正是首要的措施之一。在國家層面，這給予中國更多
的貿易結算方案，並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但是，這只是故
事的一部分。通過使用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的其中一種
融資機制，中國出口商可能因高附加值的項目而獲利，
例如電信設備、資本貨物和個人電腦等。
金融改革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在私人和外國公司中提高
競爭。中國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推動力是為私有企業開
放更廣泛的領域。為此，當局曾試圖提高對小型和中小
型企業（SMEs）的資助。由於資金供應仍然受限，許
多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公司仍然要依靠內部籌募的資
金。

「有一點是越愈來愈清晰的——在整個亞洲的經濟發展進程中，
更大的多樣性愈高意味著有更多的企業可供選擇。」

我們如何透過投資組合把握機會？

南亞地區資金仍然受限制但已見改善
私營企業與信貸銀行貸款的百分比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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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數據以最近一年來計算: 泰國 2006; 馬來西亞 2007; 斯里蘭卡 2011; 菲律賓 2009; 中國
2012; 印尼 2009; 巴基斯坦 2007
資料來源: 世界銀行企業調

短期內的情緒是難以預知的
我們好久沒有看到亞洲經濟體系內有幾乎同步進行的結
構改革。中國已率先推行，並以最快速和最穩定的方式
地實施。從計劃經濟總監的角色中抽離之後，中國政府
在市場化的經濟裡發揮調節作用。政府理解到，雖然目
前的改革是痛苦的，但如果錯過了進一步增長而帶來的
更高的國際地位，將會是更加痛苦。
然而，投資界似乎不理會這些在中國的發展，而在印度
出現的輕微變化已足以震撼整個資本市場。
當然也可以這樣說，印度目當前的任務是不同的。像其
他南亞國家一樣，它側重於整體增長前景，從得到更好
的供應方反應以至開放土地和勞動力的因素等。
至於中國，就像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把重點放在更合理
的人才組織方面，以及推動質量更佳的增長。但這些努
力不一定保證會成功。而歷史經驗證明，通向未來發展
的道路，已被亞洲經濟體系以不同的方式走過。

有一點是越愈來愈清晰的——在整個亞洲的經濟發展進
程中，更大的多樣性愈高意味著有更多的企業可供選
擇。有一點是越來越肯定的—在整個亞洲地區的經濟發
展進程中，更大的多樣性意味著有更多的企業可供選
擇。
最明顯的是，把以往由國有企業控制的服務業某些部分
開放。其中一個例子是醫療保健服務，該行業的競爭正
日益激烈，以滿足普通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社會越
來越繁榮的其中一個負面結果是，因生活方式而引起的
疾病增多了，例如糖尿病和心臟疾病等。為了提供更高
質素的醫療服務，政府容許私人公司加入醫院業。
在一般情況下，建立高品質的服務經濟是在考驗政府的
勇氣。在企業集團與中小企業之間建立公平的競爭環
境，或許可以提供有所幫助。南韓政府就嘗試過走這一
步。近期提出的鼓勵分紅、提高流動現金和完善集團內
部股權結構的行動，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服務業的
發展會為亞洲經濟體系帶來更大的平衡和更具包容性的
增長，這正是朝著有效率的經濟結構方向邁進了一步。
參與這個動態的其中一種方式是在嚴謹的投資流程範
圍內保持敏銳。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繼續關注這些經濟
體系的長期演進，而不是只側重於短期預測。我們在分
析公司的財務資料的同時，也需要利用長鏡頭去了解公
司背後的一些目標，影響公司他們在亞洲的舉措動的意
圖。上述所有改革舉措當中，有兩項是最重要——提高
家庭的生活質量和提高經濟生產力。如果我們能夠識別
哪些企業如是這樣做，相信對我們的股東來說，會是一
個強大的助力。
Sharat Shroff, CFA
基金經理
銘基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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