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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波兰的故事

於　莉　杨雪非

【摘要】作为欧洲转型国家的成功典范，波兰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又

经受住考验，成为欧盟中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然而，有鉴于其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一直未有真正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近年来债务负担率不断增加

的问题，拥有傲人经济成绩单的波兰似乎又不能被完全归为财政状况稳健的国

家。与此同时，作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从宪法层面设计政府

债务约束的国家，波兰却又一直没有相对全面完整的财政规则体系，并且一直

对紧缩政策抱以谨慎态度甚至采取避重就轻的做法。此外，作为转型国家以及

欧盟的成员国，波兰的财政可持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

响。所有这些都使得波兰成为危机发生以来有关财政可持续的讨论中一个不可

缺少的有趣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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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自由裁量的财政刺激措施、自动财政稳定机制、与资产价格

泡沫有关的超常财政收入的逆转以及政府为扶持处境艰难的金融机构所花的费

用，无不加剧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状况的恶化 （Ｊｅｄｒｚｅｊｏｗｉｃｚ＆Ｋｏｚｉ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２８５）。２０１３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财政赤字从 ２００７年占 ＧＤＰ的 １１％上

升至４５％，即使按基本平衡 （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ａｌａｎｃｅ）计算的赤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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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上升至２７％，政府总债务从２００７年占 ＧＤＰ的 ７２９％上升至 １０７７％①。

在欧洲，财政问题更是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突显出来。２００９年当债务危机向

中东欧蔓延时，中东欧转型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波兰也同样在经历过度财

政赤字和债务不断增加的考验。但从 ２００９年波兰交出的经济发展成绩单———欧

盟中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来看，其公共财政具有一定的韧性。２００９年

也是波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纪录的第１８个年头。如果说财政可持续是一个与经

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主题，那么波兰可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但因

此而认为关于波兰的财政可持续故事的线索就是经济增长，那么故事中其他重

要情节就可能被错过。

本文首先介绍波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转型以来的财政治理绩效。然后，描

述和分析转型初期波兰的稳定政策和财政调整；转型以来的公共财政改革以及

财政可持续的政治；以及欧盟对波兰财政政策变迁的影响。最后是讨论与结论。

一、波兰的财政治理绩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在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休克疗法”的 “阵痛”后，波兰很快进入经济

恢复增长轨道，１９９２年便实现了 ２６％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东欧地区经济最

早恢复增长的国家。１９９５至 ２０００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５６％。与同一时期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相

比，年均增长率分别高出０８、１５和２８个百分点 （图１－１）。

经济增长并不是国际社会评判东欧国家完成转型过渡的唯一标准，因为一

个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可避免的牵涉到财政可持续问题。作为 １９８９年东

欧转型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波兰的财政状况是相对稳健的，尽管和其他东欧

转型国家一样，较高的财政赤字比率一直到加入欧盟之前都没有完全得以解决。

除１９９０年外，转型后的波兰财政平衡未有盈余，且１９９１至２０００年间有８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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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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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都超过了 ３％的风险警戒线①。但是，１０年间财政赤字比率

的两次波动表明波兰当局并未放任财政赤字过度发展。尤其是１９９６年之后财政

赤字比率连续三年降低，１９９９年降低到２３％。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０年间波兰财政赤字

比率均值为３９％，同期匈牙利和捷克的财政赤字比率均值都超过 ５％，斯洛伐

克更是超过７％ （图１－２）。债务方面，这一时期波兰政府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

始终控制在５０％以下，且在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负债率连续三年走低，１９９８年降至

３８９％。１９９９年虽小幅上升但仍保持在４０％以内，比同样有着加入欧盟诉求的

匈牙利的负债率低了２０个百分点 （图１－３）。

图１－１　东欧六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经济增长情况

图１－２　东欧六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财政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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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引波兰财政赤字／盈余相关数据是根据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相关定义，即

基于欧盟国民帐户体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简称 ＥＳＡ９５）的广义政府净借
／贷 （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ｔ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ｌｅｎｄｉｎｇ），为补充欧盟统计局缺失数据而采用ＩＭＦ的相关
财政赤字／盈余数据也为广义政府净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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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东欧六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债务情况

注：①由于欧盟统计局数据库未录入匈牙利和波兰１９９５年 ＧＤＰ增长率，用 ＩＭＦ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３）相关数据补录。②捷克 １９９６年 ＧＤＰ相关数据存在时间序

列断裂点。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ＧＤＰ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ｖｏｌｕｍｅｓ”（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６日更新）、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ｕｒｐｌｕｓ，ｄｅｂｔ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更新）。

进入新世纪后，波兰经济在 ２００１和 ２００２年经历了一段低迷时期，尽管波

兰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增长的记录，但受经济放缓以及１９９９年公共行政、医疗

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的影响，财政赤字快速增长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ｂ：１４）。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波兰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分别为５３％和

５％，较前一年增长了２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最初的两三年里，无

论是同样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的捷克，还是经济增长有起有伏的匈牙利，又或经

济增长加速的斯洛伐克，都和波兰一样面临过度财政赤字的问题，甚至更甚

（图１－２）。２００３年，随着财政收入的下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与此同时农业部

门和社会保障基金出现的赤字，财政赤字达到了１１８６７４亿欧元，比２００２年的

财政赤字增加了１４亿多欧元，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进一步扩大到６２％，基本

赤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仍为３２％。但财政赤字问题并未进一步恶化。加入欧盟后，

波兰连续四年压缩财政赤字，２００５年财政赤字已降到１００亿欧元以下，２００７年

波兰成功的将财政赤字压缩至 ＧＤＰ的 １８８％，成为 １９９２年经济恢复增长以来

财政赤字比率最低的一年 （图２）。如果扣除国债利息支出，财政基本平衡面上

甚至实现了盈余。与此同时，幸运的是，正是２００７年财政赤字的削减，为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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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期间波兰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提前释放了财政空间。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波兰财政平衡与财政基本平衡情况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ｕｒｐｌｕｓ，ｄｅｂｔ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２０１４年 １

月８日更新）。

与南欧和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实行紧缩政策不同，波兰一直对紧缩政策抱以

谨慎态度甚至采取避重就轻的做法，甚至当欧债危机发生后也是如此。应该说，

扩大政府支出尤其是增加公共投资在抵御欧债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方面是具有

一定作用的。但是在税收收入因为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再次缓慢增长而有所

减少的情况下，这样的财政政策安排也极有可能带来财政赤字方面的困扰。

２００８年波兰的财政赤字比率未能守住 ２００７年的成果，增加至 ３６８％，２００９年

更是一下飙升至 ７４１％。在经历了 ２０１０年财政赤字比率小幅上扬后，２０１１年

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已经控制在了 ５％。２０１２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波兰财

政赤字再次降低，为 ＧＤＰ的３９３％，虽然仍然高于 ３％的预警线，但却低于本

世纪初１２年来的平均水平４９６％ （图２）。

应该说在欧盟范围内，波兰在控制财政赤字方面的成绩并不理想。相比较

而言，在公共债务管理方面则表现得可圈可点。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开始波

兰政府在公共债务方面的定位就开始从 “偿债”向 “管理”转变。历届政府在

公共债务方面的政策连贯性以及不断提升的债务管理能力，不仅使得波兰顶住

了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给财政可持续带来的压力，更为其抵御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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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主权债务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波兰广义政府总债务和净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

资料来源：波兰广义政府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

ｓｕｒｐｌｕｓ，ｄｅｂｔ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更新）；波兰广义政府净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

数据来自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自２００２年开始波兰广义政府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超过了 ４０％，２００３年更是

达到４７１％。对此，波兰方面的解释是，主要为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所累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ａ：２２），而欧盟委员会则认为主要是因为私有化收入实

际执行结果仅为之前预期的 ４０％所致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０４：７）。其后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略有波动，但是直到２００８年，广义政府总债务

占 ＧＤＰ比重都没有超过５０％，净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没有超过２０％ （图３）。２００１

至２００７年波兰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均值为４４６％，而同期欧盟２７国平均水平为

６１２％。波兰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突破 ５０％是在 ２００９年，并在 ２０１１年达到

５６２％，但也仍未突破欧盟的债务率警戒线以及波兰宪法规定的债务上限。

２０１２年波兰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略减，降为 ５５６％。这一结果低于欧盟 ２７国负债

率平均水平近３０个百分点。就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广义政府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的累

积增长情况来看，波兰仅为 １０５％，比欧盟 ２７国平均水平低了近 １６个百分点

（图４－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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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　２０１２年欧盟国家广义政府总债务 占 ＧＤＰ比重

注：本图所描述欧盟国家共２７个，不包括２０１３年７月刚加入的克罗地亚。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ｕｒｐｌｕｓ，ｄｅｂｔ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２０１４

年１月８日更新）整理而得。

图４－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欧盟国家广义政府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的累积增长情况

注：本图所描述欧盟国家共２７个，不包括２０１３年７月刚加入的克罗地亚。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ｕｒｐｌｕｓ，ｄｅｂｔ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２０１４

年１月８日更新）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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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初期：稳定政策与财政调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不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扭转经济增长潜力日

趋耗尽的局面，反而为８０年代末期商品和物资的短缺与通货膨胀埋下伏笔。同

时，狭窄的税基致使国家财力增长动力不足，加之财政补贴与社会性支出的控

制不力，８０年代后期财政状况日趋严峻。但是直到１９８８年，政府财政尚能维持

基本平衡。１９８９年波兰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急转直下。不成功的工资和价格

改革引燃了通货膨胀。１９８９年 ＣＰＩ通货膨胀率由 １９８８年的 ６０２％骤升至

２５１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收入锐减，１９８９

年政府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较前一年下滑近 ６％，虽然政府总支出也有所减少，

但还是难以改变财政出现严重不平衡的结果。广义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超过 ＧＤＰ

的７％ （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波兰经济、财政状况
单位：％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年

ＧＤＰ增长率 ２３ ３３ ３８ －７２

ＣＰＩ通货膨胀率 ２５２ ６０２ ２５１１ ５８５８

广义政府赤字／盈余占 ＧＤＰ比重 －０８ －００ －７１ ２７

政府预算赤字／盈余占 ＧＤＰ比重 －３５ －１４ －５９ ０６

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３４３ ３５６ ２９７ ３２５

其中：流转税 １０６ １０９ ８８ ６５

利润税 １１５ １２９ ９７ １４　

总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 ３７８ ３７０ ３５７ ３１９

其中：工资、商品和服务 １２９ １２４ １３４ １４７

补贴 １５４ １６０ １２５ ７１

对社会基金的转移支付 １５ １５ ２３ ３３

投资 ５６ ５３ ４１ ３６

预算外基金赤字／盈余占 ＧＤＰ比重 ２７ １４ －１２ ２１

政府融资 ０８ ００ ７１ －２７

其中：国内银行 ００ ００ ５０ －２６

资料来源：ＧＤＰ增长率及 ＣＰＩ通货膨胀率源自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相关数据；其余数

据源自波兰１９９１年统计年鉴和财政部，转引自 Ｃｒｏｍｂｒｕｇｇｈ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１１４，Ｔａｂｌｅ１１Ａ．１）。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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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转型国家一样，由于缺乏金融资产且未形成国内金融市场，波兰

政府选择了货币融资的方法来解决其财政赤字，当年国内债务中的短期债务都

是国家银行用于赤字融资所产生的，这导致基础货币激增并助燃恶性通货膨胀。

也是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波兰外债规模即等于主权债务规模的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然而，相对于外债偿还问题，内债几乎还不算个问题 （图５）。自１９８１年４月巴

黎俱乐部同意重新安排波兰债务后，时隔 ８年，波兰外债再次累积，加上到期

债务利息资本化，１９８９年底波兰外债已达 ４０８亿美元，几乎是其可兑换货币的

出口额的５倍 （Ｌａｎｅ，１９９１：７）。

图５　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波兰主权债务情况

资料来源：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３５，ＴａｂｌｅＶ．１）

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携着刚刚开始的经济危机将波兰推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波兰政治剧变后的第一届政府通过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

维奇主持制定的经济稳定及转型计划，又称 “巴尔采罗维奇计划” （Ｂａｌｃｅｒｏｗｉｃｚ

Ｐｌａｎ）。与所有转型国家一样，改革一开始就需要同时面对短期宏观经济稳定问

题和长期结构性问题。但就波兰当时的状况而言，“稳定很可能是结构性调整的

前提条件，而非伴生物” （Ｃｈｅａｓｔｙ，１９９２：５４）。考虑到 “巴尔采罗维奇计划”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对波兰的第一份财政

援助项目———一份为期 １３个月总额 ７亿 １千万美元的备用信贷协定 （ｓｔａｎｄｂｙ

０６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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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以支持波兰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 “标的”的性质，这一结论

就不再仅仅只是 “可能”。

根据 ＩＭＦ贷款条件指导原则的一般解释以及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的实践，

ＩＭＦ会与受援国在稳定方案中共同确定一个财政最高限额，将财政赤字有关的

货币扩张与国际收支情况的发展联系起来。对财政最高限额的遵守是稳定方案

的最根本的财政要素。至于如何确保不突破最高限额，则可由受援国自行决定。

这个方法亦被称为 “稳定政策的宏观经济方法”，一个更关注财政政策的供给管

理的方法 （Ｔａｎｚｉ，１９８９：１６－１８）。由于波兰是ＩＭＦ援助的第一个转轨国家，无

先例可循，这让其有了与 ＩＭＦ进行讨价还价的更大余地。虽然最终的计划也包

括了以削减财政赤字为目的的削减公共和国防开支、减少补贴、终止税收减免

优惠等紧缩性政策，但波兰政府坚持，通过稳定汇率和价格水平以遏制恶性通

货膨胀应放在比国际收支平衡更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吕进，１９９８：４６）。它折射

出波兰当局在实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顾虑。１９９０年 ４月，波兰当局货

币政策开始出现放松迹象。而提前到来的总统大选和夏季开始的农民院外游说

与抗议活动，使得当初关于财政调整计划本就脆弱的内部共识开始动摇，最终

演变成得第二度季度结束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放松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１４）。９月，波兰对１９９０年预算案重新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预算因为收支预

测的同步增加仍旧可见平衡 （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８４）。到了 １９９０年第四季度，经

济仍然持续下滑，利润及利润税收入开始减少，财政收支再也无法继续前三个

季度的盈余状况 （图６）。

图６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各季度政府预算平衡情况

资料来源：转引自 Ｌａｎｅ（１９９１：Ｆｉｇｕｒｅ３）。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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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秋 ＩＭＦ也注意到了波兰工资增长、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放松等偏离稳

定方案原则性目标的问题，遂决定终止备用信贷协定 （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

２００３：６）。

１９９１年１月初随着经互会①濒临解散，波兰与其他经互会成员国间的贸易

活动将不再受到经互会制度框架的约束和保护，这无疑将对波兰举步维艰的宏

观经济稳定进程带来新的挑战。３月，波兰向ＩＭＦ提交了一份新的意向书，连同

波兰政府关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经济改革的备忘录，最终被 ＩＭＦ所接受。基金组织

同意为波兰提供１８２８６亿特别提款权，其中１２２４亿特别提款权通过中期贷款

便利 （又称扩展贷款，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ｕ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ＥＦＦ）提供，以支持波兰为期三

年的改革方案。ＩＭＦ还同意了波兰的请求，将 ＥＦＦ每期贷款中 ２５％的资金留作

债务削减之需。这一决定给波兰的债务重组铺平了道路：西方债权国接受了波

兰债务重组协议，并制定了债务减免 ５０％的下线。其后， “巴黎俱乐部”同意

在１９９４年第一季度将波兰 ３０％的债务勾销，剩余 ２０％则视波兰执行与 ＩＭＦ协

定的经济改革方案的绩效结果而定 （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２００３：６－７）。

顺利实现与 ＩＭＦ达成的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扩展贷款协议，对于为外债负累的波

兰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必须为之的。但是 ３个月后波兰的宏观经济指标让

ＩＭＦ再度失望。

１９９１年２月通过的略有赤字的预算案，显然无法顶住７％的速度的经济负增

长和仍处于７０％高位的 ＣＰＩ通货膨胀率。一方面，企业利润税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同比下降超过５０％，另一方面，虽然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等开支

均已不同程度予以削减，但受社会保障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同比增幅超过９５％的拖

累，中央政府预算赤字还是达到了 ＧＤＰ的 ３８％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５、

４０－６０）。

２６

◆专栏

①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是由原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

政治经济合作组织。波兰是其成员国。１９９１年１月经互会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１３４次
会议。会议认为，经互会的使命已经结束，但不应中断成员国间业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决定

成立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取代经互会。但是由于各成

员国对新组织的性质和范围存在分歧，最后一次经互会会议被一再推迟。６月２８日，在布达
佩斯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第４６次会议上，经济互助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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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１９９１年东欧转型国家出现的全面经济危机使得波兰很难成为必

须被责罚的个案，甚至波兰的情况是其中相对最好者之一①。这为 １９９２年 ３月

ＩＭＦ对波兰的谅解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这次，波兰在其提交的方案中凸显了其

对于整顿波兰公共财政的决心，并在与 ＩＭＦ讨论的新备用信贷协议中将其用一

个更为具体的宏观经济指标———将财政赤字控制在 ＧＤＰ的 ５％以内———明确下

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再度获得 ＩＭＦ财政援助，还给波兰提供了与 “伦敦俱

乐部”的国际商业银行讨论债务重组的机会。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波兰整顿财

政的决心显然并不是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当年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 ７２％，

不过好消息是这一年波兰经济扭转了下滑趋势，在东欧转型国家中率先进入经

济恢复增长期。

１９９３年３月 ＩＭＦ与波兰签署了第三份协议，该协议包括了一份４７６亿特别

提款权的备用信贷协定，并应波兰政府的要求将每期 ２５％的资金留作未来与

“伦敦俱乐部”协议的融资之用。对波兰方面而言，此协议执行标准中最重要者

之一就是将财政赤字比率由 １９９２年的 ７２％降到 ５％②。１９９２年新上台的苏霍

茨卡 （Ｓｕｃｈｏｃｋａ）政府在１９９３年预算案中明确了稳定名义赤字的目标 （ＯＥＣＤ，

１９９４：３４），预算的执行也较预期更好，１９９３年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成功的降

到了５％以下。１９９４年３月，ＩＭＦ认可波兰完成了其在 １９９３年援助协议中所承

诺实现的宏观经济指标，加之波兰在１９９４年预算草案中表达了继续保持宏观经

济稳定的明确意愿，“巴黎俱乐部”也兑现了勾销波兰 ５０％的到期债务的二期

计划 （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２００３：１０）。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４年期间，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大国通过援助

贷款、债务减免及延期支付本息等方式向波兰提供了近 ２００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３６

转型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波兰的故事◆

①

②

根据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Ｍａｙ１９９２（Ｔａｂｌｅ８），１９９１年，东欧国家中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 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 －２５％， －１６４％，
－７５％， －１２％， －２９％。当时 ＩＭＦ对波兰 ＧＤＰ增长率的测算值是 －８％，文中所指波兰
１９９１年 －７％的 ＧＤＰ增速及 ＣＰＩ通胀率是根据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２００３：９）在文中提到的财政赤字比率使用的是 ＧＮＰ，但根据
Ｂｒｕｎｏ（１９９４）、美国国务院 《波兰经济政策及贸易措施》 （Ｐｏ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１９９４）等学术论文或政府报告，本文采用了 ＧＤＰ５％的提法。除了削减财政赤字，
ＩＭＦ还对波兰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等都做了具体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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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１９９８：４５），使波兰成为这一时期东欧国家中接受援助最多国家之一。

这对缓解波兰外债 （表２）以及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后期以来波兰政府债务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表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波兰对外债务总额与出口比率

单位：％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年

波兰 ３０８ ２７７ ２７６ １８４ １２３ １１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Ｍａｙ１９９７：Ｔａｂｌｅ２４）整理。

严格意义上来说，波兰转型后经济的快速复苏并不是一个完全本土化的经

济奇迹。西方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波兰转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对此，“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的观点是，“经济转型的成功不仅要靠东欧

自身，而且更根本的是要依靠西方”（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３：６）。这种将西方国家置于转

型之关键地位的论点，并不为波兰全然认可①。与此同时，这种观点也引起休克

疗法支持者之间关于外部激励措施有效性的辩论，以哥穆尔卡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Ｇｏｍｕｌｋａ）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或债务减免会助长受援国财

政纪律的松弛，出现类似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Ｇｏｗａｎ，

１９９９：２４３）。很难说波兰９０年代初期财政赤字问题的反复是否支持了这一观

点，但至少可以说，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经济援助，或者说与经济援助

一道而来的技术援助②，塑就了财政可持续在波兰转型初期稳定方案的实施以及

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性 （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２：１１４）。

另一方面，波兰转型后经济的快速复苏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奇迹。仍旧

套用萨克斯的观点，转型国家的 “改革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社会

甚或经济方面的”（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３：ＸＩＩＩ）。这一观点或这一类观点支持了将波兰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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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波兰国家银行前行长 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特别强调指出 （２００３：１１） “基金组织在

（波兰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波兰自己必须进行转型并持续

推进之，同时承担转型内在的风险和困难”。“只有当主要决策者对改革计划充满信心时，改

革才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外部制约无法迫使一个国家做什么。”

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认为基金组织在波兰一直以来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提供宏观经济
政策、财政政策、央行以及金融统计等方面的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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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问题的讨论引向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题，然而，作为一种对萨克

斯观点有意的错误运用，理解波兰转型路上持续的财政改革以及财政可持续问

题的另一条线索———政治，又何尝不是？

三、转型以来的财政改革与财政可持续的政治

相较于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转型初期波兰就将全面公共财政改革的议

题列在转型改革清单中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１１）。这一方面，是基于 ＩＭＦ

和其他西方援助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从波兰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出发，

改革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使财政体制和预算过程尽快适应中央计划经

济的废止和新的政治经济生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改革内容其实早在转

型前就已被涉及。对国家银行的改革即是如此。

１９８９年１月，转型前的最后一届政府颁布了新的 《银行法》和 《波兰国家

银行法案》，正式实行二级银行体制，并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国家银行剥离出

去，使其专行中央银行职能；同时，赋予国家银行独立地位，不再隶属于政府，

而仅对议会负责。这意味着国家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及维护国家的金

融秩序方面将有更独立和更大的权力。然而，１９８９年波兰赤字融资的事实并没

有支持这一结论。１９９７年 《波兰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使得 １９８９年的制度建设

成果得以巩固。宪法第 ２２０条第二款明确禁止通过中央银行为预算赤字直接融

资。换言之，自此解决政府财政赤字不再是国家银行的义务。但是法律仍然为

波兰预算政治留下了 “想象”的空间：与宪法同一年颁布的新 《国家银行法

案》第３条规定，国家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但是在不与此目标冲

突的情况下，国家银行仍应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①。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３年间，无论从经济形势出发还是从政治和社会条件来看，波

兰似乎都不具备推进全面公共财政改革的条件。尤其是 １９９０至 １９９３年间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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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ｏｆ２ｎｄ Ａｐｒｉｌ，１９９７．ａ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
ＤｚｉｅｎｎｉｋＵｓｔａｗＮｏ７８，ｉｔｅｍ４８３和 Ｔｈｅ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ｏｆ２９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９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ＤｚｉｅｎｎｉｋＵｓｔａｗＮｏ１４０，ｉｔｅｍ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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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短短四年间，波兰经历了３次国家层面的选举活动①、有

５届政府执政。加之 “巴尔采罗维奇计划”施行后宏观经济的 “休克”使得民

众中反对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因而转型初期，除了基于国际金融组织压力而

断断续续但却一直在推进的财政调整，公共财政改革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这

一时期所谓的财政改革举措多呈现出一些过渡性和零碎化的特点，这一点在

１９９１年波兰 《预算法》及其后所颁布的若干修订案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法律条文给预算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复杂性与连

贯性方面带来诸多困扰 （Ｍｉｓｉｇ＆Ｎｉｅｄｚｉｅｌｓｋｉ，２００１：１１）。

相对于财政赤字的控制，波兰在公共债务管理方面表现得相对更主动积极。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４年间， “巴黎俱乐部”和 “伦敦俱乐部”同意对波兰外债进行重

组，从而为其转型初期债务问题的解决赢得更大的主动。与此同时，随着 １９８９

年长期国债和１９９１年短期国库券的开售及其后国内债务的增长，波兰主权债务

的期限结构、债务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均开始发生显著地变化，波兰政府

意识到结构性改革必须包括公共债务管理的议题。

１９９２年，波兰广义政府债务总额较之前一年增长了 ４９３７％，依然维持在

占 ＧＤＰ比重８４１％的高位上。与此同时，虽然外债仍是波兰公共债务的 “大

头”，但内债增幅达到９１２％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３５），成为该年公共债

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年，波兰财政部新建公共债务司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ＤＤ），以管理国内债务及其融资 （Ｓｚｃｚｅｒｂａｋ，２００６：４）。这是继国

家银行改革之后，波兰由被动债务偿还向主动债务管理转变的又一具体体现。

１９９４年波兰为协同债务管理政策和货币、财政政策成立了公共债务委员会。

委员会的成员来自财政部、波兰国家银行以及国库部。委员会每个月都要举行

会议，会议讨论内容涉及国家预算借贷需求融资的月度计划、预算情况及货币

市场情况等。虽然会议性质只是咨询性的，但由于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主要负

责人都是委员会成员，因而使得会议结论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波兰在公共债

务问题方面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１９９６年公共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再次迫近

５０％，波兰在健全公共债务管理以及将政府债务活动纳入政府预算方面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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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０年１１总统选举、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和１９９３年９月的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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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大的决心。

１９９７年波兰在宪法中引入了债务上限条款———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不能超

过６０％。此种制度设计在中东欧国家中绝无仅有。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通过的 《公共

财政法案》（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ｃｔ）又进一步设计了三项具体规则，使得债务上限

进一步变成可操作的 “刹车”机制。根据该法第三章第４５条规定：如果某一年

度公共债务水平超过 ＧＤＰ比重的５０％但未超过５５％，内阁提交的预算草案中预

算赤字占收入比率将不能再有所增长；如果某一年度债务水平超过 ＧＤＰ比重的

５５％但未超过 ６０％，内阁提交的预算草案中所设的赤字上限要能确保债务占

ＧＤＰ比率不再增加，同时内阁还应向下议院提交关于降低债务占 ＧＤＰ比率的财

政修复计划；如果某一年度债务水平超过 ＧＤＰ比重的６０％甚至更高，则自该结

果公布之日后的第七天起，公共金融部门将不得再批准新的担保，自公布日开

始的一个月内，内阁应向议会当向下议院提交旨在使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降至６０％

以下的财政修复计划。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交的关于新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不

得再有赤字，而且新财年中公共金融部门将不得再批准新的担保①。

同时，根据 《公共财政法案》，自 １９９９年开始，波兰将中期债务管理战略

方法被引入公共债务管理。该战略由财政部负责拟订，内容涉及未来三年债务

管理的明确目标、对之前年度战略执行情况的评估和公共债务发展的可能状况

分析等。该战略经部长会议通过后与预算草案的 “预算说明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一起提交给议会审批，后者包括了一个预先设定的未来三年赤字目

标。这意味着，债务活动将不会再继续游离在预算管理之外，这在客观上既有

助于缓解预算管理的软约束问题，同时对财政风险的把握更趋全面和完整。

１９９８年引入中期债务管理战略方法并非波兰首次在财政领域运用跨年度概

念。１９９４年，当格热戈日·科沃德科 （ＧｒｚｅｇｏｒｚＫｏｌｏｄｋｏ）接棒财政部长时，这

位学者型官员就在其第一份财政改革计划——— “波兰战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ｏｌａｎｄ）

中运用了 “中期”概念。“波兰战略”于 １９９４年 ６月获得政府和议会通过，其

重要背景是，就在战略通过前的２个月，波兰正式向欧盟提出入盟申请，同期，

波兰还启动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准备工作 （Ｋｏｌｏｄｋｏ，２００５：３７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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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ａｎｃｅＡｃｔｏｆ２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８第三章第４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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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战略”计划逐步削减赤字，并使其后三年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也逐步下降。

应该说，科沃德科的财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外界对１９９３年左翼联盟组阁

执政后波兰宏观经济政策的顾虑。虽然１９９６年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

较之１９９５年分别增长了３３和０４个百分点，但考虑到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７年是波兰

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速的一个时期，更重要的是１９９６年之后财政支出和财政赤

字占 ＧＤＰ比重连续三年降低， “波兰战略”中对目标的设定还是相对严谨的，

战略执行的效果也是相对明显的。作为对这一时期虽有下降但仍超过４％的赤字

比率的一种可能的注解是：这一时期推动财政改革的压力是有限的，没有人会

支持更为激进的改革，而且支出改革更容易威胁到农民、产业工人、退休人员

等左翼联盟的支持群体的利益 （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１２０），因而在左翼联盟组阁执

政的情况下，政府自身也缺乏推进更深层次改革的意愿。１９９６年初科沃德科对

启动养老金改革的游说失败既是一个体现。

进入２１世纪，改革仍然被认为是波兰财政领域的关键议题。而其中仍然包

括跨年度财政管理模式。直到２００６年，经合组织还在建议波兰：“政府应该制

定一个多年计划框架，框架内包含整体支出的限制范围，清晰明确支出的优先

顺序。”（ＯＥＣＤ，２００６：５）然而，事实上，就在这之前的近十年里，“跨年度”

已是波兰在财政发展、巩固的诸多方案乃至趋同计划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这暗

示了，在波兰，跨年度的财政管理模式可能更多是作为确认新财政计划的工具，

而没有演变成为进行支出控制和资源配置的硬约束工具。当然，这或许只是个

缩影，一个关于公共预算权力和责任碎片化的缩影。

跨年度的财政框架包括一个自上而下的总额控制，其有效实现的关键在于

达成政治平衡，即财经纪律的支持者与拥护增加开支者间的抗衡。财政部长即

是前者的代表。在波兰，从制度层面来说，财政部长在整个财政预算过程中是

个相对较弱的角色。虽然会与各职能部门进行双边谈判，但是财政部长并不是

为部门提议预算规模的议程设置者，更没有削减某个部门支出需求的权力。通

常来说，财政部长的实际权力取决于总理的支持程度。内阁政治斗争中如果没

有了总理的支持，财政部长要么选择接受现实，要么选择辞职 （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

Ｈａｇｅｎ，２００６：２３）。贝尔卡 （ＭａｒｅｋＢｅｌｋａ）于２００２年就选择了后者。贝尔卡曾

８６

◆专栏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于１９９７年担任过１０个月的财政部长，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再次上任财政部长后，他

向内阁提出在２００２至 ２００６年限制支出增长速度，使其不超过通货膨胀率 １个

百分点———该项财政规则也被称为 贝卡尔规则 （Ｂｅｌｋａｒｕｌｅ）。但是正如欧盟委

员会批评的那样，这项规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施行。２００２年当民主左翼联盟在

地方选举前的支持率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时，内阁不顾贝克尔的反对，通过了

一项总额为２５亿兹罗提的增支提案，致使贝克尔最终选择了辞职。 （Ｂｎｋｅｒ，

２００６；Ｚｕｂｅｋ，２００６）

不过走在 “入盟”的路上，波兰内阁中有关支出削减的明争暗斗也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来自欧盟的影响。２００３年当经济劳工部长豪斯内尔 （ＪｅｒｚｙＨａｕｓｎｅｒ）

向内阁退出一份旨在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７年削减占 ＧＤＰ４％的社会性支出的财政改革方

案———又称 “豪斯内尔计划” （ＨａｕｓｎｅｒＰｌａｎ）时，迫于欧盟的压力，内阁最后

通过了该方案。但是由于２００５年９月议会大选的临近，这一计划最终并没有全

部落实 （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１２８）。

“豪斯内尔”计划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波兰长期以来社会性支出居高

不下并逐渐拖累财政平衡的事实。尽管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期波兰对社会保障和

医疗等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社会性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因

此，这类支出是 “预算决策无能为力的硬性支出” （Ｓｃｈｉｃｋ，２００３：１３）。它加

大了执政当局从这类支出着手整顿财政的难度。世界银行２００３年关于波兰的研

究报告将其称为非自由裁量的事前既定支出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根

据该报告，１９９９年，波兰 ５８％的预算支出都是这类支出，到 ２００２年这个比例

超过了６５％。虽然以法律或指数化的方式固化支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保证

重点支出的有效执行，但这种既定支出或固定支出为预算带来了结构刚性，限

制了可替代性和预算再分配活动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３：１６）。波兰经济部 《２０１２

波兰经济报告》也提到同样的问题，多年来固定支出 （ｆｉｘｅ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在波

兰预算支出结构的比重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固定支出比例维

持在７２％以上，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甚至达到７５％左右 （图７）。报告指出这种预

算结构限制了政府决定财政赤字水平的可能性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２：１２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或更早作

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支出安排，是从更长的时间框架中来考察波兰公共预算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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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责任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证据。

图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波兰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２）。

四、加入欧盟：趋同与稳定

虽然早在转型初期，当时的欧共体也通过 “２４国援助”和 “法尔计划”

（ＰＨＡＲＥ）对波兰施以过援助，但相对于 ＩＭＦ，欧共体并没有特别强调将财政纪

律作为受援方的履约义务。甚至 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波兰与欧共体签署的联系国协

定 （欧洲协定），其重点和意义也主要体现在经贸方面。在关于波兰财政可持续

的故事中，欧盟的出场时间更适合定在９０年代中期 “回归欧洲”成为波兰国家

战略议题之后。

１９９４年４月，波兰政府向欧盟提出入盟的正式申请。不过直到 １９９８年 ３

月，波兰与欧盟间关于入盟的谈判才正式开始①。这为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的财政

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均值超过４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１９９９年波兰的财政赤

字降到３％的警戒线以下，但这一结果并没有保持很久。２００２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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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新回到３％以上，达到３６％，并由此使得 ２０００年开始下降的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再次抬升 ４４个百分点①。尽管如此，２００２年波兰在 “入盟前经济计划”

（ＴｈｅＰ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ＰＥＰ）中还是对未来几年政府在控制财

政赤字和债务方面表达了非常乐观的预测。按照其根据 ＥＳＡ９５所设定的目标，

２００３年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降到３６％，并于２００５年降到２２％。这三年总债

务占 ＧＤＰ比重计划略有增加，但均会维持于 ４６％以下的水平 （表 ３）。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２３日，就在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结束与波兰等 １０个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后的

第１０天，波兰时任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Ｋｗａｎｉｅｗｓｋｉ）签署了２００３

年国家预算案，这是波兰１５年来首次在岁末通过次年财政预算。该预算案再次

重申了波兰削减财政赤字的决心。根据该预算案，２００３年的预算赤字比２００２年

将减少１３亿兹罗提②。

表３　２００２年波兰 ＰＥＰ中中期财政框架相关目标设定

单位：占 ＧＤＰ比重（％）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财政赤字 －４１ －３６ －３３ －２２

基本平衡 －０７ －０２ ０２ １５

总债务水平 ４３３ ４５２ ４６　 ４５６

资料来源：转引自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１０，Ｔａｂｌｅ

２）。

然而事与愿违，２００３年波兰的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不降反增。按照 ２００４

年３月波兰报告和欧盟统计局可获得相关统计数据测算，波兰２００３年的财政赤

字已经达到 ＧＤＰ的４１％，而且根据欧盟统计局和欧盟委员会的２００４年春季预

测，２００４年财政赤字比率还将走高近 ２个百分点。对此，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完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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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部分所提及的数据大多与前文关于转型以来波兰财政治理绩效的数据有出入，本

部分数据主要根据相关年份波兰和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所得，而前文数据则根据欧盟统计局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ｕｒｐｌｕｓ，ｄｅｂｔ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２０１４年１月 ８日更新）。数据间的差异
的原因可能在于欧盟委员会关于波兰的报告 （２００４）中已经提及的入盟最初几年波兰 ＥＳＡ９５
相关数据不可得有关。

参见新华网华沙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专电 《波兰通过２００３年财政预算案》，新华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０２－１２／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６８２５４．ｈｔ．２００２－１２－２４，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全将其与之前两年经济增长放缓联系起来，而是明确指出赤字问题还与波兰宽

松财政政策有关，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方面。２００２年社会性支出占到广义政府总

支出的４１％，其中，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补贴由１９９９年总支出的７２％增至２００２

年的１４８％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４）。此外，欧盟委

员会还对波兰减赤计划的执行情况表示了不满：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波兰当局已经为解决日益增加的赤字问题设计了诸多

改革计划，但是没有一项计划得到执行，财政赤字问题不断恶化。例如，

２００２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支出规则，根据该规则，中央政府支出的增长率

不得高于通货膨胀率 １个百分点以上。但是，此项支出规则从未执行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５）。

上述内容摘自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１２日欧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 《波兰的超

额赤字》报告，该报告是依据 １９９３年生效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 １９９７

年生效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相关条款而作出的。因为，就在两周前波兰已正

式入盟。根据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的

比重不能超过 ３％，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不能超过６０％。《稳定与增长公约》

则在进一步明确 《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基础上，对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

规则以及超额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加以明确。《波兰的超额赤字》（２００４年）报

告明确表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波兰启动超额赤字程序 （ｔｈｅ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ＤＰ）（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２）。此份报告

即是该程序中的一部分。

波兰很快对欧盟委员会的超额赤字程序 （ＥＤＰ）作出回应。其中包括了正

式启动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７年公共支出合理化与削减计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以扩展２００３年９月已经采用的中期公共财

政战略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该计划再次对赤字削减进行了

雄心满满的规划，即在 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０７年三年分别将行政管理支出、社会性支

出等主要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分别削减１４％、１８％、１６％，进而使２００７年财政

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降至３％以下。但欧盟委员会却对此目标的实现表示怀疑。此

后更是由怀疑升级为公开的表态与施压———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和 ２００７年 ２月欧盟委

员会和欧盟其他国家财政部长分别对波兰施压，要求其采取措施削减财政赤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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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外界普遍对波兰２００７年能否实现赤字 “达标”表示怀疑时，波兰却成

功的将２００７年财政赤字压缩至 ＧＤＰ的１８８％。这是自１９９２年经济恢复增长以

来财政赤字比率最低的一年，而且为欧债危机期间波兰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财

政政策提前释放了财政空间。从 ２００７年中期至 ２００８年中期顺周期的财政扩张

最终使得２００８年波兰的财政赤字增加至 ＧＤＰ的３７％。同期政府债务总额较前

一年下降了２６亿欧元，受累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还是略有增

长。波兰随即提出进一步私有化计划以增加收入。但是外界认为这个计划没有

足够能力来约束政府债务的增长 （ＯＥＣＤ，２０１０：４）。根据 ２００９年以后的结果

来看，这一研判还是比较准确的。２００９年，波兰的总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

５０９％。根据１９９８年波兰 《公共财政法案》，这意味２０１０年的财政赤字不能再

增加，尤其是赤字占财政收入比重不能增长。但，这只是 “意味”，一切还是发

生了———２０１０年，波兰的财政赤字达到 ２７９８３亿欧元，较前一年增长了

２０６％，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 ７９％，较前一年增长了 ０４个百分点。欧

盟委员会因此对波兰再次启动了超额赤字程序。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成员

国赤字水平普遍上扬，欧盟委员会对波兰纠正此轮财政赤字超标问题给予了更

大的时间宽限。

２０１０年３月波兰在当年的趋同计划中提出，到 ２０１２年将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

的比重降至２９％。这可能是一个有些乐观的目标。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２年，波兰财政

赤字均持续走低，但仍没有退守至警戒线以下。

面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乐观的承诺显然是不够的。波兰再次

提及与欧盟之间关于广义政府财政收支范围的争议，尤其是关于波兰在 １９９９年

养老金改革后新设的开放式养老基金 （ＯＦＥ）的会计处理方式。２０１０年 ８月中

旬，波兰、匈牙利、瑞典等欧盟九个成员国财政部长联合致函欧盟委员会及欧

盟主席范龙佩 （Ｈｅｒｍａｎ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要求欧盟在计算各国财政赤字时将养老

体系改革的成本考虑在内，并指出，养老体系对于加强欧洲各国财政的长期稳

定性至关重要，而现行的计算方式是对推行养老体系改革的一种严厉惩罚。根

据 ＥＳＡ９５，欧盟对广义政府财政平衡的计算包括了开放式养老基金的盈余结果。

这无疑增加了波兰政府履行欧盟的财政赤字减控计划的难度。在波兰初入欧盟

时，就曾针对此问题向欧盟有关方面进行了申辩。２００５年波兰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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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为４１％，而如果根据波兰政府的计算标准，这一结果降到了 ２５％。２个

百分点之内的差别呈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财政 “画面” （ＯＥＣＤ，２００６：

５）。不过，当时欧盟委员会并没有接受波兰的解释，并宣布２００７年３月是波兰

调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渡期的最后时间节点。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欧盟春季峰会上，除英国和捷克外的欧盟２５个成员国正式

签署了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即欧盟新 “财政契约”。

该契约再次重申了年度财政赤字不能超过 ＧＤＰ的 ３％，总债务水平不能超过

ＧＤＰ的６０％的标准，与此同时，提出缔约国还需遵守一个所谓的 “中期预算目

标”，即年度结构赤字不得超过ＧＤＰ的０５％。对于违反此 “中期预算目标”的

国家，将立即启动自动纠正机制，并处以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０１％的罚金。运

用一个经过周期性因素调整后的财政赤字指标，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来评

估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或许可视为欧盟委员会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亡羊补

牢之举，但欧盟委员会希望引入更硬的财政约束来改善各成员国公共财政可持

续状况，是否能实现，则还需拭目以待。然而，于波兰而言，她的选择无疑是

为自己再带上一个 “紧箍咒”！

故事仍在继续。

２０１３年６月，由于预算收入预计短收大约 ２４０亿兹罗提，波兰政府决定暂

停 “债务刹车机制”第一条，将２０１３年预算赤字再增加１６０亿兹罗提。波兰财

政部对此决定的解释是，通过赤字而非支出削减来解决预算收入短收问题，主

要是因为波兰不希望给消费和投资带来更大的压力。波兰当局相信，新增的大

约相当于ＧＤＰ１％的预算赤字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刺激效应。不过更引人

关注的是，就在这部增赤草案中，财政部还指出，当前的财政规则既无法保障

财政纪律又无法有效解决固有的周期性问题。６个月后，这一观点被植入波兰

《公共财政法》的修订案中。修订案引入了一项新的反周期的财政规则，该规则

将取代之前已经使用了 １５年的财政规则，即当公共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超过 ５０％

时第二年预算中赤字占预算收入的比率将不能再增加。波兰新财政规则似乎

“紧贴”欧盟新财政契约，运用一个周期性指标———前后 ８年 ＧＤＰ增幅均值

（即之前６年实际值和今明两年预测值）来决定财政支出的增长，以减少公共财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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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结构性赤字①。

五、讨论与结论

财政可持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政府的一个承诺。其对经济增长的

意义在于，该承诺会改变私人部门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新型经济活动未来

投资环境的预期，但能否改变、朝着何种方向改变以及改变的程度则取决于对

该承诺可信度的判断。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许多国家财政决策过程中的不

恰当游戏规则一直没有得以真正改变 （坦齐和内希特，２００５），这导致了十多年

来无效支出的持续增长以及赤字与公共债务的不断累积，政府对财政可持续承

诺的可信度不断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可能只是诱发此次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的最后一根 “稻草”。

对于财政可持续承诺的兑现，财政规则被经济学家和宏观经济决策者寄予

了极大的希望。这也使得财政规则的建设与维持成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以来

财政整顿的关键所在。但是，财政规则是否能够真正应对不可预见的预算状况

的恶化以及政治压力以保证中期财政的可持续性，还缺乏定论 （ＯＥＣＤ，２００２：

１１７）。波兰的案例也似乎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性论据。

波兰在公共财政法甚至宪法层面上所进行的公共债务方面的制度设计，值

得肯定。但是超额财政赤字问题的反反复复表明，单纯的债务制度设计不太可

能有效地约束政府财政决策与财经纪律。设计一个更为全面综合的财政规则体

系显然是公共预算改革理所当然的目标，然而，让其实现却并非易事。瓦尔达

沃夫斯基 “预算改革的政治涵义”的 “故事脚本”同样适用于波兰。国内政治

分歧的存在以及现有政治体制在弥合政治分歧方面的低效甚至无效暗示了，波

兰国内不可能在财政可持续意义及其保障机制的问题上保持长久的认同，因此

历届执政当局都缺乏明确的意愿或足够强大的激励来完成制定一个全面综合的

财政规则体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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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波兰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考泰茨基接受相关媒体访问时的讲话，ｈｔｔｐ：／／ｗｗｗ．
ｗａｒｓａｗｖｏｉｃｅ．ｐｌ／ＷＶｐａｇｅ／ｐａｇ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２４８７４／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６－１１，２０１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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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来说，即使实现了上述制度建设成果，也未必能确保财政规则在法

律约束力和实际效力间画上等号。尤其是在以总额控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规则

下，委托 －代理问题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波兰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末期以后，政府夸大税收估计值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议会也在使

用同样的策略，仅仅只是为了能在预算案容纳下新的增支要求，而又不致于使

赤字水平被明显突破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３：２８）。但更大的挑战还是最可能来自

政治层面。“贝卡尔规则”的结局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财政规则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政治协议的一部分，它可能作为政治讨价还价中的砝码，但绝对不是底线。

在这一点上，对波兰形成外部约束力的欧盟财政规则又何尝不是面临同样的困

境？转型二十年来，从 ＩＭＦ到欧盟，他们成为约束波兰财政可持续的外部权威。

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能够在更完善的制度框架内来约束波兰

政府的财经纪律以及财政政策的稳定性，进而促使其财政的可持续。但是，欧

盟财政规则更多使用的是事前而非事后控制机制，同时，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

这些事前机制能在更长的时期里对成员国的财政纪律形成约束。近十年来，尤

其是金融危机以后，欧盟财政规则也遇到多次挑战，这些案例支持了这样一个

结论，即欧盟财政规则的有效性仍然与成员国在欧盟中的重要性以及欧盟在各

成员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程度有关 （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Ｈａｇｅｎ，２００６）。财政可持续

其实可作为检验内部一致性以及政策议程远见程度的试金石，但无论如何，这

一试金石永远不可能变成没有政治含义的金玉良言。

对财政规则的效力来说，政治层面的挑战还来自于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承

诺。如果说财政可持续是政府的一个承诺，那么法律规定的或更早作出的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社会性支出安排也同样是政府的承诺。当承诺遇到承诺，谁应该

优先保证与兑现，是财政可持续还是关于社会福利的承诺？

如此种种，我们仍旧需要求证这样一个问题，财政规则能保证财政可持续

这个承诺兑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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