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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砖五国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条件是五国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对于金砖五国资源

依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探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文将人类发展指数引入面板数据模型
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金砖五国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物质资本投资对其人类发展水平具有负影响,而
技术创新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及人力资本投资三项要素在对金砖五国人类发展水平起到促进作
用。 金砖五国中，各国资源诅咒效应程度不同，其中俄罗斯资源诅咒程度最高，为资源诅咒严重型
国家，其他各国为资源诅咒轻微型国家。 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资源诅咒效应考量从地理学及人类
发展角度出发，为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提供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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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砖五国曾经一度 GDP 总和占全球 GDP 总量的 20%、占全球 GDP 增量的 1/3。 这些数据

曾经使得金砖国家在世界范围光彩熠熠。然而，就在提出“BRICS”概念的十年之后，高盛经济
学家吉姆·奥尼尔却认为今后十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减缓，甚至有媒体对于金砖国
家经济发展潜力提出质疑，宣称金砖国家的黄金十年即将结束。 从实际来看，五国确实存在
资源禀赋参差不齐，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特征。例如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长期依赖于投资
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世界原料地”巴西、“
世界加油站”俄罗斯、“世界办公室”印度、“
非洲
之星”南非也都曾出现基础设施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象。 但是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
度，金砖五国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始终关系密切。 金砖五国是否受困于“资源陷阱”？ 本文
以金砖五国为样本进行资源依赖与人类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 这对于研究五国在世界范围
的政治磋商、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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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或称资源陷阱)是一个发展经济学悖论，由英国经济学家 Auty 于 1993 年在
研究矿产丰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时提出[1]。 Auty 在对 1960 年～1990 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的研究中发现，资源贫乏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资源丰裕国家高 2～3 倍。 Sachs 和
Warner 于 1995 年、1997 年、2001 年连续发表了 3 篇学术论文，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
了实证检验[2-4]。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由于学者
们各自选取指标不同， 造成研究结论存在差异， 由此衍生出资源诅咒存在与不存在两种派
别，其中前者占多数。如 Papyrakis 等以一个国家的某一区域的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为对象
进行“
资源诅咒”现象的检验，结果发现，资源与经济之间依然呈现出负相关性[5]。 另如，Wood
等分别选取了人均耕地数量和资源租占 GDP 的比重为度量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也都证明了
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关系[6]。
Auty 对资源丰裕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深入研究表明，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贫富差
距显著地大于资源贫乏国家[7]；M. L. Ross 在研究中发现，资源丰裕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严
重不足，导致婴儿死亡率处于较高水平。 在资源丰裕国家，石油和矿产资源出口与其婴儿死
亡率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 矿产资源出口每增加 5%，婴儿死亡率就增加 12.7%；如果一国经
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度上升 5%，则婴儿死亡率将增加 3.8%[8]。 Sachs、Warner 和 T. Gylfason 分别探讨了资源丰裕国家为何对教育投资缺乏积极性。 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资源开采
部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严重不足。对于资源的贪婪与私欲是战争的动机，钻石与石油没
有给非洲和拉美国家带来财富，反而是长期的社会动荡。科利尔—赫夫勒模型从社会动荡角
度揭示了内战与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结构（用初级产品的出口依赖度来衡量）
之间的关系。实证模型显示，人均收入翻一番，内战风险将降低一半。若经济增长提高一个百
分点，内战风险将降低一个百分点；而初级产品出口对内战的影响却不是线性的，初级产品
出口占一国 GDP 的比重达到 30%时，发生内战的风险最高[9]。
以上研究对自然资源种类的选取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 究竟哪些资源种类会对区域的
发展造成负影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另外，多数实证研究选取的指标含义过于单一，譬如大
部分研究都将 GDP 增长率作为衡量资源诅咒的因变量。依据经典地理学理论，资源诅咒效应
的发生更接近于环境决定论，已有研究虽然对于教育、收入、人力资本等社会效应也进行过
探讨，但对于人居环境、居民健康、居民福祉等指数的关注度仍较少[10]，对于资源诅咒与人才
可持续发展关联研究也还不深入[11]。虽然 GDP 是一项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但是并非唯
一指标，因此本文选取联合国于 1990 年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考量资源诅咒效应，由于该
指标综合反映了居民寿命、知识水平、经济状况三个方面，因此更接近于福祉地理学研究的
宗旨。

1

金砖五国经济发展的资源依赖特征

中国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 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资源和能源进口国[12]。目前中国通过参与世界经济循环，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和平发
展所需原料、资本和技术，并实现了经济腾飞[13]。中国自身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尤其是西部
地区。然而西部地区依赖资源产业并未给西部开发带来经济引擎，国内实证显示西部大规模
的能源开发并未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能源资源禀赋成
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潜在因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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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南亚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欠发达国家之一[15]。 印度矿产资源丰富，
铝土储量和煤产量均占世界第五位，云母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60%。
巴西镍、铌等矿物储量丰富。煤矿资源丰富，但品位较低。森林覆盖率高，淡水资源丰富。
矿业、农业产品曾一度是巴西经济增长的“领头羊”，石油产业也世界闻名，与此同时该国原
有的民族制造业却面临停滞甚至萎缩的境地，工业体系遭受进口产品的冲击，为此巴西政府
曾提出“
加速增长计划”等一系列措施。
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使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资源， 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之
一， 拥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 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完全实现资源自给的国家。 截至
2012 年，俄罗斯所有自然资源的总价值约为 300 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尤以石油、天然气
资源而著称于世。 俄罗斯 1/4 的 GDP 是靠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产品的出口，其他高附加值
产品则需大量进口。过度依赖资源出口使得俄罗斯经济较为脆弱，对于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
格波动十分敏感。
南非共和国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但区域分布不均衡[16]。 黄金、钻石生产量均占世界首位，深
井采矿等技术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南非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综上所述，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存在对本国资源的依赖，但是依赖资源并不
等同于
“资源诅咒”。根据以往研究，国家清廉状况(政治层面)、健康水平(社会层面)、文明水
平(文化层面)都与资源诅咒的发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表 1）。 根据国家健康报告，金砖
五国中，国家健康指数最高的国家为中国，最低为印度，中国、俄罗斯、巴西三国健康指数达
标，印度与南非健康指数属于透支型[17]。 国家文明指数是由一个国家“和合精神”、“进取意
识”、
“创新能力”、“人文素养”四个方面的要素进行表述，金砖五国中中国文明指数最高为达
标型，南非文明指数最低为脆弱型，其余三国为透支型。另外，较高的资源依赖水平会导致国
家和地区制度腐败与寻租现象，这一系列现象和过程较为复杂，并且国家腐败对于资源诅咒
发生具有直接关系。 金砖五国中南非和印度的清廉指数相对较高并列排在 69 位，俄罗斯清
廉指数较低。 谢继文在对俄罗斯 7 个联邦区资源诅咒效应研究后认为，该效应是存在的[18]。
从制度角度看，国家清廉指数较低会制约该国资源合理分配及资源健康流向。
表 1 金砖五国国家清廉指数、国家文明指数和国家健康指数
Tab.1 The integrity index, national civilization index and national health index of BRICS
国家

2

国家清廉指数

国家文明指数

国家健康指数

排名

值

文明分型

值

排名

健康分型

39

80

0.689

达标型

0.596

11

达标型

28

133

0.508

透支型

0.536

18

达标型

巴西

43

69

0.538

透支型

0.568

15

达标型

印度

36

94

0.492

透支型

0.495

34

透支型

南非

43

69

0.397

脆弱型

0.508

28

透支型

中国
俄罗斯

值

研究指标、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指标
2.1.1 资源依赖度
现有研究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本身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是促进的，而对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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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资源型产业的依赖则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为此，国内学者曾对资源依赖
与资源丰裕做出了区分讨论，并指出资源依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19]。 因此，本
文在实证中采用资源依赖度作为衡量指标。 所谓资源依赖度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自然
资源的依赖程度，主要体现在资源型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进步水平、
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和影响强度上， 即资源型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具有
的地位高低和作用大小。 因此，也可被看作资源产业依赖度。 该指标的度量常采用相对指标，
其指标分子反映资源产业部门的规模水平，指标分母则为对应的经济总量水平[20]。 目前现有
文献多采用初级产品出口比重[2,4]、初级产品部门就业比重[21,22]、初级产品部门产值比重[23,24]
等指标。 本文引用采掘业从业人数与总劳动力从业人数之比(初级产品部门就业比重)来反
映资源依赖度，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首先，该指标为学界常用衡量资源依赖指标 [21,22]；其
次，考虑国际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再次，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行业统计指标，采掘业包括
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较为完
善地涵盖了资源及其相关的初级产业部门，因此该指标可用作资源依赖度的近似度量。公式
如下所示。

Miningi,t ×100%
(1)
Employmenti,t
式中 RDi,t 为 i 国家在 t 年份的资源依赖程度，Minningi,t 为 i 国家在 t 年份的采掘业从业
人数，Employmenti,t 为 i 国家在 t 年份总从业人数。
2.1.2 资源诅咒深度
资源诅咒深度指数(RCD)将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资源诅咒深度的一项要素合并在系
统层级中。本文借鉴该研究
结论进行分析研究 [17]，RCD
指数方程如下：
RCD=棕1P+棕2E+棕3S
(2)
上式中，RCD 表示资源诅咒
深度指数，P 表示政治系统
指 数 ，E 表 示 经 济 系 统 指
数 ，S 表 示 社 会 系 统 指 数
（图 1），其中 棕1、棕2、棕3 分别
表示政治系统、 经济系统、
社会系统的权重， 文中为
棕1=棕2=棕3= 1 。
3
RDi,t=

2.2 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面板数据模
型进行分析，笔者通过总结
邵帅[24]、李天籽[26]等人的研
究成果，为考察金砖国家资
源依赖指数与人类发展指

图1

资源诅咒深度指标体系框架结构

Fig.1 Framework of resource curse depth index system
资料来源：转引自参考文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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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方程：
i

i

i

i

i

i

HDIt =琢0 +琢1HDI0 +琢2RDt +琢1Xt +着t

（3）

上式中各变量代表意义如下，i：各截面单位(本文指金砖五国)；t：年份；HDI：人类发展
指数；RD：资源依赖度；Xt：向量集 MI、FAI、HC、SE、FDI，其中制造业投入(MI)采用制造业从业
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重来表示、物质资本投资(FAI)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来
表示、人力资本投资(HC)采用教育事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来表示、技术性创新能力(SE)采用
科技事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FDI)采用实际使用外资占 GDP 比重来表
i

示；琢：待估计参数；着：随机扰动项；HDI0 ：2002 年 i 国 HDI 指标值，加入这一变量的目的是为
了对模型的转换动态加以控制，以使其符合条件收敛的假设。
2.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中金砖国家资源依赖度及金砖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变化来源于 《国际统计年
鉴》2003 年～2014 年和《中国人口年鉴》2009 年、2011 年、2014 年。 金砖国家资源诅咒效应
实证数据来源于《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4 年、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 年～2014
年；资源诅咒程度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健康报告》；研究中部分缺失数据通过世界银行网
站、各金砖国家相关网站等获得。

3

金砖五国资源诅咒效应分析

3.1 金砖五国资源依赖度与人类发展水平时间变化
对金砖五国人类发展指数及资源依赖度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总体来看
金砖五国中各国 HDI 变化趋于一致，2002 年～2006 年稳中有升，2007 年为最高点， 之后呈
迅速下降趋势，2010 年各国人类发展水平达到最低点，2010 年之后呈上升趋势。金砖五国中
HDI 最高的国家为俄罗斯，HDI 最低的国家为印度。金砖五国 RD 值除南非外其他四国较为稳
定(数据离散程度较小)，从 RD 高低来看，南非资源依赖程度最高，其次是俄罗斯，其他三国
RD 值相近，都在 0.01 以下。 南非由于国际局势动荡加之内部采掘业罢工等事件，导致资源
依赖度水平忽高忽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为最低。

a 人类发展指数变化
图2

b 资源依赖度变化

金砖五国人类发展指数变化、资源依赖度变化

Fig.2 Changes i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in BRICS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 年～2014 年；《中国人口年鉴》2011、2014 ；《人类发展报告》2007 年。
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补充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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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砖五国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使用 Eviews6.0 软件， 将 5 个样本国家、8 个变量(HDI、HDI0、RD、MI、FAI、SE、FDI、HC)、
12 年(2002 年～2013 年)的 480 个指标数据带入(3)式中，经过 Hausman 检验和模型效果的
比较，来确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 表 2 给出了估计结果。
在模型(1)中仅包括初始人类发展指数和资源依赖度两个变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的
系数为 -0.119，但是并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低为 0.385。为此，继续向模型中逐级添加
其他变量，在逐渐添加变量的过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断提高。如模型(3)、(4)拟合优度分
别为 0.571 和 0.672。 这说明所选择的变量指标对于模型的解释程度在不断加强。 其中模型
(6)拟合优度最高，模型(6)中除制造业投入指标不显著以外，其他要素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
检验。 据此判断，以金砖五国资源依赖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为变量的模型计量结果显示，金
砖五国资源依赖水平对该五国人类发展指数具有负影响，影响系数为 -0.207，在 5%水平上
显著。即实证结果显示金砖五国范围内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另外，模型(6)显示物质资本投资
指标系数为 -1.562，在 1%水平上显著。从五国范围来看，物质资本投资并未能促进人类福祉
水平的提高，反而起到了负影响作用。五国中对于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
结构并不合理，这就造成了部分产业部门发展而其他产业部门相对萎缩的不合理结构，这其
中有着更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政治诱因。 从实证结果看，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人力
资本投资三项要素在对金砖五国人类发展水平的影响上起到的是促进作用， 在对模型逐渐
添加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指标变量的同时，资源依赖水平与人类发展指
数之间的负相关系数绝对值有减小的趋势。因此，考虑到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源依
赖度并非直接对人类发展水平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创新、教育、投资等中间传导路径间接发
挥作用。
表2

金砖五国资源诅咒效应存在性分析

Tab.2 Analysis on existence of the resource curse effect of BRICS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

***

***

***

0.786

0.625

***

0.487***

-0.257***

-0.214**

-0.207**

0.081

0.061

0.036

HDI

0.914

RD

-0.119

MI

0.876

1.279

-0.123

-0.304***

0.049

**

0.187

**

FAI

-1.189

***

-1.669

*

SE

0.932

-1.672
0.971

***

0.193*

FDI

-1.562***
1.031***
0.184*
0.165**

HC
调整后的 R2

**

0.385

0.387

0.571

0.672

0.691

0.719

注：系数右上方 *、**、*** 分别代表模型系数通过了 10%、5%、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3.3 金砖五国资源诅咒效应程度及国际排名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小组筛选了国际上较有代表性的 100 个国家，并通过经济、环
境、人口三项指标(具体指标见图 1)对各国资源诅咒深度进行详细分析。 计算出国际上 100
个国家的资源诅咒深度指数(以下简称 RCD)，其中 RCD 指数大于 0.59 的国家定义为资源诅
咒严重型、RCD 指数位于 0.5～0.59 的国家定义为资源诅咒一般型、RCD 指数位于 0.3～0.5
的国家定义为资源诅咒轻微型、RCD 指数小于 0.3 的国家定义为资源诅咒免疫型。 应用国家
健康研究小组的 RCD 结果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结果中 (100 个国家的 RCD 值) 最小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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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即新加坡。 最大值为 0.823，即伊拉克。 100 个样本国家资源诅咒深度均值为 0.46，即
平均资源诅咒程度为资源诅咒轻微型。
金砖五国当中 RCD 指数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RCD 值高达 0.621， 国际排名在第 18 位，
为资源诅咒严重型国家。其次是南非，RCD 值为 0.468，国际排名在 52 位，是金砖五国中资源
诅咒程度第二的国家，属于资源诅咒轻微型国家。 排在第三位的是印度，RCD 值为 0.464，国
际排名在 54 位，为资源诅咒轻微型国家。第四位是巴西，RCD 值为 0.455，国际排名在 56 位，
为资源诅咒轻微型国家。 金砖五国中资源诅咒程度最低的国家是中国，RCD 值为 0.41，国际
排名在 65 位，为资源诅咒轻微型国家。
金砖五国中俄罗斯资源诅咒程度最深，该国在经济上长期依赖于石油等资源出口，然而
经济增长水平却很缓慢。 近年来，该国石油、天然气出口增幅较大。 石油出口由 2001 年的
304.6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2410 亿美元，油气收入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46%增至 2008 年的
66%。至此，荷兰病的典型症状较为明显。部分研究表明俄罗斯资源通过对教育、投资、创新等
经济增长促进因素的
“挤出效应”阻碍俄罗斯经济增长[18]。此外，腐败与寻租也是俄罗斯出现
资源诅咒程度较深主要诱因。 南非资源诅咒深度仅次于俄罗斯， 该国产业对于资源较为依
赖，全国人口中的 1/10 约 5000 万人都在从事采矿业或相关产业，近几年来南非经济一直持
续增长，但经济增速的总体趋势下降，除此之外，社会失业人数较多、贫富差距加大、大规模
罢工、生态环境脆弱等均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对该国资源诅咒的深度有一定影响。 印度
煤炭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国内能源消耗量较大，该国资源诅咒深度在金
砖五国排名第三。 印度煤炭资源占世界总量的 6.8%。 国内石油的消费量约为生产量的 3 倍，
因此大量的石油资源通过能源外交政策进口[28]。另外由于存在种姓制度的界限，劳动力不能
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环境条件较差都会从社会角度影响该国资源诅咒程度。巴
西资源诅咒深度在金砖五国排名第四，该国经济发展依赖于矿业和农业等初级产品出口。制
造业水平发展缓慢，制造业内部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制造业近年发展迅速，而技术密集型的工
业部门近年却在减少[29]。国内政党较多，政治的博弈使得国内出现投资不足、过度借贷、在人
力资本等关键领域投资难以落实等状况。 另外巴西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研发投入乏力，教育
质量提高较慢等都是该国资源诅咒的诱因。目前中国国内对于中国资源诅咒的质疑较多，国
内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东部、中部、西部出现了经济增长水平的分异，其中东部沿海城市经
济增长水平较高，而矿产、能源等资源大多集中于北部、西部地区。 因此，国内大多实证结论
都认为中国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另外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反
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能源开发不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负效应，它还通过科技
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和腐败这些间接传导途径阻碍经济增长[14]。

4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金砖五国中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为南非，其平均人
类发展指数在五国之中处于第四位， 该国也是资源依赖水平与人类发展水平对比较为明显
的国家；(2)金砖五国资源依赖水平对五国人类发展水平具有负影响，即金砖五国范围内存
在资源诅咒效应；(3)金砖五国的物质资本投资对于人类发展水平具有负影响，而技术创新
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人力资本投资三项要素对人类发展水平起到的是促进作用；(4)从资
源诅咒深度来讲，金砖五国中资源诅咒深度最深为俄罗斯，属于资源诅咒严重型国家，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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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次之，属于资源诅咒轻微型国家。
我们发现，地理学角度讲，资源诅咒悖论与人地关系理论的交叉与结合可以丰富并解决
经济学中资源诅咒学说指标含义单一的部分问题；从地域及区位研究角度讲，资源诅咒效应
除能源熵系数以外还可以建立更为广泛的系统指标，用以衡量资源诅咒程度，及其地域差异
规律。
资源诅咒理论从发现、发展直至演变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历了一系列的变
化与订正，囿于研究数据的不足及部分国家数据难于获得，因此难以全面进行国际各国实证
考量。人文地理学中应用系统论及质化研究(多主体感知、问卷筛查等)等方式手段可进行实
地调查采访，可将宏观考量演化为微观研究。合理考虑加入区位及地缘优势变量进行多指标
测度，对于补充经济学中的学说并发展人文地理学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及
调查因为条件有限未能实现，这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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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curse effect of the BRICS measured with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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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five BRICS countries. It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BRICS resource dependence degre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to the panel data model to carry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find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BRICS’ countries resource curse effect. Material capital investmen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BRICS. Three elements of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of opening-up and man capital investment play a promoting role on the influence of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BRICS. The degrees of resource curse in
the BRICS are different. Russia is the highest degree of resource curse, which
is a country with serious resource curse.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light of the
resource curse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based on resource curse effect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his study
provides a supplement and suggestion to economics resource curs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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