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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採取前沿政策
日本承受長時間的通縮以及持續的人口分佈問題，於是採
取了「震懾戰術」，試圖恢復通脹，持續提高國內生產總
值增所進行的最大膽的經濟實驗。至於此政策是否可取，
大部分的爭論焦點均放於政策對實際利率的影響方面；而
我們則更關注工資及收入方面。
戰術若要成功，日本需要重整通脹預期，以及調整經濟狀
況，恢復通脹及更重要的收入增長（透過工資進一步上
升，以及資產再通脹），同時長率。這是日本多年來確保
財務及債務得以持續。這種轉變亦可能牽涉到整個經濟上
下的財富轉移：從股東到工人，從全職僱員到兼職僱員，
從老人到年輕人，從男性到女性。此外，若要在解決任何
需求問題後持續增長，日本大概需在供應方面進行改革，
例如展望較長期開放大部分經濟以造就競爭。那麼日本的
成功率有多高？
對未來的預期將影響現況
若回看1980年代的數據，有證據顯示，日本與歐美國家相
比，現時的通賬受市場對未來通脹的預期的影響更大。1若
然屬實，則這環境對日本有利：日本央行更易令當地人信
服該行將帶來可持續的通脹。預期通脹率上升（於9個月內
由0.7%升至2013年7月的1.3%），意味日本央行最近已取
得一定的成功。
一般而言，未來通賬預期可透過影響一家公司對現時及未
來的「實施邊際成本」（例如勞動力及投入成本）的看
法，以及影響公司對產品定價的決定，實際影響現時的
通脹（即傳導機制）。勞動市場摩擦，加上實際工資黏性

高，即下調阻力較大，亦會影響日本公司的計算。2 一如以
往，通脹預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消費者的平均儲蓄、
消費及投資選擇。
也許其中一個較易理解的影響，就是投入成本增加。自
2012年秋季以來，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政黨能勝出國會
選舉的形勢轉趨明顯後，日圓大幅下挫。結果，以美元計
算的標普高盛商品指數（S&P GSCI，廣為使用的商品指
數）本年至今有所下跌，但以日圓計算的指數卻上升12%
。因此，我們已見到日本正出現輸入性通脹。這本身其實
不利於日本，但若收入同時有所增加則另作別論。因此，
最重要是了解有哪些因素推動工資增長，而工資增長則是
日本收入增長的主因。
資本 1 勞動力 0
日本的生產力增長及經通脹調整工資（即實際工資）增長
差距擴大。換言之，僱員薪酬未能追上生產力改善的步
伐。大部分盈餘均撥作資本，而勞工所佔的收入比例則有
所下跌。下圖顯示，這情況在其他工業化國家亦有出現，
但程度較日本為輕。勞動力所佔收入比例急跌，亦與日本
兼職僱員佔總就業人數比例大幅上升一致，這亦部分解釋
了以上情況。由於兼職僱員每月平均薪酬相當於全職僱員
的一小部分，因此勞動力所佔收入比例下跌不足為奇。越
來越多公司亦以較低工資挽留60歲以上人員。至少在現
時，支付與這些人員的薪酬部分比40至50歲勞動人口的
薪酬少。結果是，整體工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並無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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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服公司在提高工資的同時保持勞動力規模也許不易，因此工資可持續
增長的先決條件，就是改革日本勞動市場。」

日本兼職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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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日本央行現時對刺激通脹的立場更為進取。所以，日
本央行比以往可靠，加上勞動市場有望收緊，都是令基本
工資增長較上一次成數更高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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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艱難的時期，公司往往在兩種方式之間二擇其一，令工
資賬單合理化：一種是透過減低勞動力規模，維持剩餘員
工的薪酬；另一種是維持勞動力規模，但進行減薪。鑑於
日本失業率偏低，似乎該國公司選擇了後者。「要說服公
司在提高工資的同時保持勞動力規模也許不易，因此工資
可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就是改革日本勞動市場。」
那麼有哪些因素可在短期內推動工資增長？

中長期而言，工資增長由生產力增長所帶動。讓我們看看
總因素生產力的影響。總因素生產力是效率的計算方法，
計算生產投入量無法解釋的產出所佔比例。日本的總因
素生產力已追上自1970年代起便停滯不前的美國；而整
體生產力亦已追上自1990年代起一直無起色的美國。於
2011年，日本的生產力仍只達美國的69%，部分原因來
自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組成成份：當中較大部分的勞動力
乃從事農業及建造業等較低生產力的行業；而服務業亦由
於缺乏競爭，以致生產力較低。這正是「安倍經濟學」旨
在改善的第三個地方。
日本勞動人口老化幾乎人所共知，有人憂慮他們有否能力
帶來生產力增長。但令人鼓舞的是，由2000年至2008年
間，日本的總因素生產力已追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
合組織）內較大型國家的步伐。但考慮到日本的人口分
怖，預計其勞動力規模本身將會萎縮，所以即使日本的生
產力增長在未來持續，亦只解決了部分增長問題。因此，
該國需要填補勞動力。日本為繼南韓之後差距第二大的經
合組織成員國。縮窄男女就業差距是個不俗的開始。雖然
此舉可能會在短期內壓抑工資增長，但這工作拖延已久，
何況長遠而言，這將會帶來莫大的正面轉變。

出口商能否挽救局面？
工資增長的其中一個途徑，就是倚靠出口業。若日圓持續
疲弱，令出口商盈利能力持續改善，則有可能促使他們提
高僱員工資，日後其好處將參透至日本經濟的其他部分。
至今為止的進度稍為令人鼓舞，原因是不少公司已宣佈增
加花紅；但乘數效應更高的底薪並無增加。
有人憂慮，日本可能重演2002年至2008年的週期：當時
日圓疲弱，公司盈利能力及國內生產總值大幅上升，但
工資大致上停滯不前。他們亦指出，公司更加着重股東回
報，因此不能下定論認為工資將出現強勁增長。
正面來看，兼職僱員佔總就業人口比例自2009年起已企
穩於20%水平。倘經濟復甦，應即時較以前對工資造成更
大的刺激作用。另外，上一週期與現時的真正分別之處，

財富效應影響？
另一個短期內推高家庭消費的方法，就是透過所謂的財富
效應，即人們由於感覺財富有所增加而提高支出。日本家
庭很富有，而他們的金融資產對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屬全球
最高。這些財富中，大部分以流動金融資產持有，所以若
因股市上揚（自2012年10月起已上升52%）所帶來的財
富效應可令人們提高消費，則有望進入良性循環。
但當中有個缺陷。日本是家庭金融財富及股市指數關連性
最低的經合組織成員國之一。此外，家庭對債市的直接或
間接投資均比股市更多，因此，若因通脹預期改變，導致
債市低迷，則有可能部分抵銷股市上揚所帶來的家庭財富
增加。

「日本政府架構精簡，公共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低於40%；相比之下，
西歐部分國家則超過50%。」

同樣地，這正是日本央行可能以進取的購債計劃插手支持
債市的原因。若由更值得信賴的日本央行去掌舵，則大規
模撤出債市的影響應屬可控制範圍之內─這亦是日本另一
個與過往的不同之處。
家庭亦將增加其持股，以減低債券回報偏低的影響。家
庭投資於日本股市的財富比例將維持於遠低於2008年全
球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有傳聞證據顯示，這比例已開
始上升。此外，由2014年1月開始，新的稅務改革建議將
允許個人投資於免課稅的日本版個人儲蓄賬戶（NISA）
。NISA是按英國的個人儲蓄賬戶來制定。現已有約150萬
人註冊NISA，這將進一步提高股市參與程度。
日本政府亦對190隻持有約2萬億美元資產的退休基金的
投資政策進行全面的審查。一般而言，日本退休基金的股
票分配較少。例如日本最大的退休基金GPIF，約20%資產
為股票；而相比之下，部分全球最大型的退休基金平均為
38%。家庭及退休基金的股票配置一併增加，加上日本央
行可能支持債市，有望支持資產再通脹。
日本的退休金與通脹掛勾，因此這意味退休人士的購買能
力至少受部分保障。然而，部分觀察者憂慮，政府在現時
的財務限制下，是否有能力承擔更高的社會保障費用。
以美國式稅制融資，提供歐洲式福利
好消息是，日本政府架構精簡，公共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
低於 40%相比之下，西歐部分國家則超過50%。然而，
在開支方面，已有 ； 約40%預算用於利息及社會保障費
用。考慮到人口急速老化，這預算只會有增無減。
收益方面，稅務佔日本預算超過45%，接近半數預算來自
政府發行的債券。若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加速，而股市
繼續造好，稅收將超越比例地飆升。政府亦了解到尋找額
外收入來源的重要，已提出將消費稅在2015年前從現時
5%至分兩次增至10%，以減低對借貸的倚賴；不過這可
能於短期內被企業稅額優惠所抵銷。

永遠負債？
其他憂慮乃關於日本經常被提及的達238%的總債務∕國
內生產總值比率；至於較少被提及的淨債務∕國內生產總
值比率仍高達130%，但屬可管理水平。令人安慰的是，
債務大部分由日本國內持有。此外，為減低風險，日本一
直透過債券流動發行及股票方面延長債務年期 （長期債券
佔新發行債券約80%；年期達10年或以上的債券現時佔總
債務55%）。因此，現時日本政府債券的年期接近8年。
倘孳息率上升，將有效地一次性減低債務負擔。
但日本持續發行新債，價值佔國內生產總值8%，所以單
是要穩定淨債務∕國內生產總值比率於現時水平，在其他
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必須以6%速度增
長。即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這亦難以想像。這肯定是值
得長期關注的問題，但不一定需即時處理，原因是政府需
先確保復甦正可持續地進行。稅收增加，亦能在短期內略
為減低政府對借貸的倚賴。
總結而言，日本已押下賭注，正進行一次高風險的經濟實
驗。隨着日本央行比以往更為可靠及堅決，加上政府似乎
對結構性改革持開放態度，而成本推動型通脹正在實現，
加上財富效應有望出現，可持續的工資增長就是唯一欠缺
卻最關鍵的因素。考慮到各方面，日本仍面對很多障礙，
仍可能面對很多不利因素，但日本脫離通縮的勝算似乎較
過往很多年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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