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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 Feng Dong 等（2017）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提供了理性资产泡沫的无限范围

模型。发现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泡沫做出反应，取决于中央银行采取的特定利率规则，

以及对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 

 

► Drechsler 等（2017）发现，弱资本化的银行使用最后贷款人贷款来购买风险资

产，如不良主权债务。这导致了风险资产从强资本化到弱资本化的银行的重新分配。我

们的发现不能用经典的最后贷款人理论解释。研究突显出最后贷款人贷款和银行监管统

一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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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泡沫与货币政策 

 

作者：Feng Dong，Jianjun Miao 和 Pengfei Wang，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提供了理性资产泡沫的无限范围模型。企业家在

投资效率和面对信贷约束方面是异质的。他们可以将土地作为资产进行交易，也可以作为抵

押品从具有储备金要求的银行借款。土地流动性溢价可能会出现，货币政策可能影响泡沫存

在的条件，其稳态大小及其动态，包括初始尺寸。“凭借风势”利率政策将减少泡沫波动，

但可能以提高通货膨胀波动为代价。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泡沫做出反应，取决于中央银

行采取的特定利率规则，以及对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 

 

“我们需要将泡沫，理性和非理性的直观人类反应的结合以及行为经济学的其他方面纳入

我们的货币政策模型。”——格林斯潘（2015） 

一、引言 

世界各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高涨和暴跌通常与宏观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相关

联（Borio，Kennedy 和 Prowse（1994）和 Jord，Schularick 和 Taylor（2015））。公众，政

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经常将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归因于泡沫的上升和下降，因为资产价格

波动不能完全由基本面来解释（Shiller，1981）。资产泡沫如何影响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如何

影响资产泡沫？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资产泡沫？我们的论文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理

论框架。 

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Gal（2014）总结了两种观点。第一，中央银行应把价

格稳定和金融稳定视为高度互补和相互一致的目标。即使资产价格可以放大和传播冲击，将资

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规则的收益也许很小。此外，非基本的冲击驱动资产泡沫是非常不可预测

的。因此，货币政策不应该对资产价格做出回应。第二，中央银行应该先行制约资产价格上涨，

通过提高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来防止泡沫的形成。这种通常被称为“凭借风势”的政策可能要

求改变通货膨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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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争论的一个原因是，资产泡沫的形成和资产泡沫如何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相互作

用的机制没有一致的理论框架。辩论的起点是 Bernanke 和 Gertler(1999)对 Bernanke,Gertler

和 Gilchrist(1999)（以下为 BGG）模型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泡沫的模式。前一种模式不能解决

泡沫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理性预期而爆发的问题。我们通过在动态新凯恩斯（Dynamic New 

Keynesian，DNK）框架中提供合理资产泡沫的无限范围模型，为论文做出贡献。我们的模式的

关键因素是企业家（或企业）是异质的，面临信贷约束。在无摩擦的 Arrow-Debreu 经济中，理

性泡沫不能出现，资产价格变动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应该对

资产价格产生担忧。相比之下，由于信贷限制，本质上无用的资产（如土地）可以提供流动性

并导致流动性溢价。如果所有的代理人认为土地是有价值的，这个信念可以是自我实现的。土

地作为资产可以提高企业家的净资产，也可以作为贷款的抵押品。有效的企业家将土地出售给

低效率的投资来融资，因此土地可以以正价买卖。土地泡沫具有积极的密集效应，因为它提高

了企业家的净资产，从而提高了投资。它也具有广泛的利润效应，因为低效企业家必须持有泡

沫，不会投资。对总投资的净影响通常是正的。 

为了引进货币政策，我们将银行体系纳入政策限制。银行必须符合储备金要求。储备金要

求在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产生差价。家庭和企业家可以通过在银行存款和银行贷款来投资

企业家来节省开支。中央银行通过改变储备（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来改变货币供应。货币政

策是按照利率规则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是内生的。为了使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产

生重大影响，我们引入了垄断竞争和粘性价格。 

我们的主要结果可以归纳如下。首先，货币政策可以影响泡沫存在的条件。高通胀削弱了

企业家的实际平衡，从而削弱了其净值，为持有泡沫资产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溢价。当流动性

溢价足够高时，可能会出现泡沫。因此，通过提高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目标的持续上升可能

会引发泡沫。通货膨胀目标越高，泡沫越可能出现。另一方面，如果经济最初有泡沫，通过降

低货币供应量来永久性削减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刺破泡沫。 

第二，货币政策可能影响资产泡沫的稳态规模和动态，包括其初始规模。特别是，较高的

通货膨胀目标与气泡的稳态大小有关。通过削减利率或提高货币供应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可以提高资产泡沫的初始规模，从而产生货币政策的大幅放大效应。此外，利率规则的系数会

影响资产泡沫响应外部冲击的动态。对资产泡沫的较高利率反应降低了泡沫的波动性，但可能

会导致通货膨胀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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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泡沫做出回应，取决于中央银行采取的特定利率规则，以

及对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我们考虑两种类型的利率规则：第一，泰勒规则，其响应通货膨胀

和实际产出水平与其稳态水平之间的产出差距；第二，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其响应于预期通货

膨胀而不是产出差距。我们考虑两种类型的冲击：第一，基本的 TFP 冲击；第二，对泡沫的非

根本情绪冲击。我们在利率规则中包括资产泡沫的权重，并搜索最佳权重以最大化家庭效用。

我们的校准模型显示，以 TFP 震荡为依据，泰勒规则下的中央银行在资产泡沫比稳定状态上升

1％时，将每年的名义利率下调约 1.08％。福利增长是消费永久性增长 0.34％。有条件的情绪

震荡，泰勒规则下的中央银行在资产泡沫比稳定状态上升 1％时，应该将名义利率每年削减约

1.44％。为了应对积极的 TFP 冲击，有效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意味着消费，投资，产出和劳动

力的积极参与。但是，在 DNK 模型中，劳动属于泰勒规则（Gal'，1999）。资产泡沫升高时削

减利率可以提高总需求，从而提高劳动力。为了回应积极的情绪冲击，资产泡沫上升，但由于

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上涨太多，消费水平受到简单泰勒规则影响。当资产泡沫上升时，削减利

率可以使消费上涨，使家庭户受益。 

相比之下，在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下，资产泡沫的最佳系数通常是非常小的负数。福利收益

也相当小，特别是对于 Bernanke 和 Gertler(1999)和 Gilchrist 和 Leahy(2002)认为的通货膨

胀目标强度。Bernanke 和 Gertler（1999）认为，资产泡沫与产出和通货膨胀趋势呈正相关，

基于这些变量的政策将大部分收益反映在对资产泡沫的反应中。事实上，为了应对 TFP 的震荡

或情绪震荡，简单的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可以产生正确的宏观经济数量，从而对资产泡

沫的反应给予非常小的福利收益。 

二、基本经济直觉及相关文献 

我们的模型具有标准的总供应块，如 DNK 文献中所述。我们的模型的关键部分是关于总需

求，关键的构建块是关于资产定价方程。没有总体不确定性，我们的模型意味着存款（或债券）

和土地满足以下两个资产定价方程。 

 

其中 和 分别代表 t 和 t+1 期间的随机贴现因子（SDF），名义利率和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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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率， 表示地价， 与 分别是存款和土地的流动性溢价。流动性溢价来自信贷约

束。 

土地本来没有利用价值，因为它不支付任何股利。其基本值为 0，因为所有 t在 的平

衡都满足（2）。当 时，对于所有的 t 都有可能存在泡沫平衡。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一

个无限期的代理人，SDF 等于他的主观折扣因子 ，要使泡沫在经济初期存在

，方程（2）变成 

 

没有流动性溢价 的无摩擦模型，这个方程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存在正流动性溢

价 ，则可以保持这个方程式。即使泡沫资产没有提供任何股利，流动性溢价也是持有泡

沫的好处，所以β的贴现不能在稳定状态下消除其价值。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阐述了这一

点（例如，Miao和 Wang(2012,2014,2015a,b),Miao,Wang,和 Xu(2015),Miao,Wang,和 Xu(2016),

和 Miao,Wang,和 Zhou(2015,2016))。我们对泡沫存在条件的分析是围绕上述方程的解决方案的

存在以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 的。 

在特殊情况 下，方程（1）和（2）意味着泡沫的增长率等于实际利率。 

（3） 

这个方程也适用于重叠代（OLG）模型，其中气泡可以存在而没有流动性溢价，因为 SDF在

OLG 模型的稳定状态下不等于β。特别地，等式（1）和（3）意味着稳定状态下的 。

存在条件是关于这个方程是否有解。 

我们的模式与货币政策可能对资产价格泡沫有影响的传统观念相一致，货币政策可能会刺

激或刺激泡沫。Gal'（2014）基于 OLG模型挑战了这个智慧。OLG框架自然地纳入了家庭异质性

和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这可以允许泡沫出现而没有任何其他摩擦（Samuelson（1958）和 Ti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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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我们的无限范围模型具有金融摩擦，具有融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或 DNK 框架

的优势，因此有潜力进行量化(见 Ikeda(2013)and Miao,Wang,Xu(2015))。毕竟，资产泡沫是一

个定量观察，如果不能量化，泡沫的理论将是空谈。 

Gal'(2014)建立了一个优雅的简单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平衡动力学可以通过基于(3)的一

维系统来总结。他表明，泡沫存在条件是独立于货币政策的。他还表明，他的一维平衡系统具

有连续的稳定的泡状稳定状态和连续的不稳定的泡沫稳定状态。他专注于稳定的气泡稳定状态，

并假定气泡 是一个向后看的预定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泡沫 的初始尺寸是外生给定的，

与货币政策无关。方程（3）则意味着较大的实际利率产生较高的泡沫增长率。相比之下，我们

模型中的资产泡沫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前瞻性变量，如任何资产价格。我们的均衡系统是多维的，

并且具有气泡稳态的连续体。但任何气泡稳定状态都是局部鞍点。为了应对外部冲击，资产泡

沫的初始尺寸跳跃并提供了强大的放大机制。在我们的模型中，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和流动性溢

价影响泡沫的初始规模及其动态。 

像 Gal'（2014）一样，我们发现凭风借势政策可能不是最佳的，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我

们的模型表明，这一政策可以降低泡沫波动，而不是提高通货膨胀波动。Gal'的模型表明，这

一政策可能会引发泡沫波动，并根据泡沫的大小来减少股利波动。通货膨胀在他的模式中不会

造成福利损失。 

Caballero和 Krishnamurthy（2006），Farhi和 Tirole（2012），Martin 和 Ventura（2012

年，2015 年）和 Asriyan 等人（2016）对 OLG 资产泡沫模型引入信贷约束。只有 Asriyan等人

（2016）引入货币政策。所有这些论文都没有得出如（1）和（2）的资产定价方程式，不讨论

流动性溢价对创造泡沫的关键作用。Kiyotaki 和 Moore（2008）在其信贷约束的无限范围模型

中强调了流动性溢价的作用。他们专注于法定货币，这也是一个纯粹的泡沫。我们的模式借鉴

了他们的一些见解，并且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有所不同：（i）我们模型中的泡沫资产也用作抵押

品，（ii）我们有一个粘性价格的 DNK框架，（iii）我们有一个银行系统具备储备金要求。我

们的模型中的准备金要求对于非超现实货币和货币政策影响泡沫存在的条件至关重要。 

本文还涉及具有信用约束的有理泡沫的无限域真实模型。Ikeda（2013）向 Miao, Wang 和

Xu(2015)的模型引入了货币政策和工资刚性。基于贝叶斯估计，他表明，最优货币政策要求货

币紧缩以更大的通货膨胀波动为代价来限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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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说，我们的模式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的大量文献有关（参见 Gilchrist 和

Leahy（2002）进行的一项调查）。我们的模型与 Kiyotaki 和 Moore（1997），BGG（1999）以

及 Bernanke和 Gertler（1999,2001）有很多相似的见解，其中金融加速器，银行贷款，净值和

资产负债表渠道是重要的传播和传播机制。我们认为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并不要求对资

产泡沫做出回应，因为福利收益太小证实了早期发现伯南克和格特勒（1999）的观点，尽管我

们的模型中资产泡沫是理性的。 

三、模型 

考虑由家庭，企业，零售商，金融中介（银行）和政府（货币当局）组成的大范围的经济。

根据 BGG（1999），我们假设零售商具有垄断竞争力，其作用是引入名义价格刚性。 

3.1家庭住户 

有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计量单位。代表家庭是由工人，企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大家庭。每个

企业家都经营一家公司，员工为企业提供劳动力。银行家是相同的，每个银行家都管理银行。

家庭和企业可以通过在银行存款来节省，而银行又向借款人贷款。企业家，银行家和零售商将

其股息交给作为股东的家庭。每个家庭选择消费（Ct），劳动力供应（Nt）和存款{Sa，t+1}以

最大化效用 

(4) 

约束于： 

（5） 

其中β是主观折扣因子，wt是实际工资，Pt 是价格水平，Dt是银行家，企业家和零售商的

总股息， 是期间 t-1与 t之间的名义利率（存款利率）， 表示汇款和一次总付/从政府转

移的总和。假设家庭不能借款，则 。 

一阶条件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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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家庭边际效用， 表示时期 t和 t+1之间的（总）通货膨胀率。 

3.2银行 

银行家与度量统一是相同的。在每一时刻 t，代表银行收到总存款 St+1 并选择贷款 Lt+1

并保留 Mt+1。为简单起见，假设没有银行净值，没有储备利息。储备通常被称为货币基础。在

这种模式下，我们不考虑流通货币或银行间贷款市场。 

资产负债表的等式为： 

 

银行也受制于储备金要求： 

 

其中 代表要求的准备金率。银行的目标是最大化利润： 

 

符合等式（8）和（9），其中 表示期间 t和 t+1之间的贷款利率。 

我们可以看出，只要 ，约束（9）达到以便： 

 

 

这个方程式意味着平衡储蓄速率必须满足 以保持 。也显示银行利润为零，贷

款利率上升，银行存款利率上升，即使储备不具任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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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司 

每个企业家 j∈[0,1]挤兑一个将劳动力 和资本 相结合的公司，生产中间（批发）

商品 j凭借以下技术： 

 

其中 A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其遵循 AR（1）过程 

 

企业家以实际价格 销售批发商品给零售商。静态利润最大化问题产生 

 

其中 

 

在 t 期初，企业家面临特殊的投资特定冲击 ，并使得投资 增加资本存量，使资本运

动规律遵循 

 

表示折旧率，假设 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F，密度函数为 f 在 且

在公司和时间上是独立和相同的分布。假设没有保险市场反对特殊的投资特定冲击，投资在

企业层面上是不可逆转的，所以 。 

企业家选择以存款利率 Rt在银行中保存 ，并以贷款利率 借入 。在每个

时期 t 的开始，他被赋予了一个单位为 的本质上无用的泡沫资产（例如，土地或商业

地产）。其名义价格由 表示，其可以自由处置且值是非负的。每个期间，由于贬值，假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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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泡沫资产将失去其价值。这意味着未偿还的泡沫资产总额保持不变，并归一化为 1。我们对

这种复发性泡沫的建模与 Martin和 Ventura（2012），Gal'（2014）以及 Miao，Wang和 Xu（2015）

有关。目的是引入一种非根本性的情感冲击，推动资产泡沫的流动。 

企业家可以交易每一个年份的土地，但土地交易是不流动的。在 Kiyotaki 和 Moore（2008）

之后，我们强调转售约束 

 

代表 t-k 期间对与 t 期间的土地选择， 代表期间 t-k 期间 t-1

期间的土地选择。一般的，我们设置 。约束（16）表示，由于市场流动性不

足，企业家每期可以至少卖出一个他未贬值的地区（1-ω）。此外，他不能卖空土地。 

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企业家由于执法不完善而面临借款限制。我们增加： 

 

其中 ，且 表示年份 t-k时期 t土地的名义价格。对上述约束的解

释是，企业家的借款受到其非交易现有未折旧土地加上新赋予土地的分数θ∈（0,1）和其现有

资本的分数μ的抵押价值的限制。 

我们可以将流动资金的约束写成 

 

代表真实股息， 代表真实的土地价格，假设股权融资非常昂贵，公

司不会发行新股权。所以我们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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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股息贴现现值。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编程写出他的决策问题： 

 

根据（15），（16），（17），（18）和（19），我们将家庭的跨期边际替代率用作随机

折扣因子。这里 Vt（·）表示值函数。 

定义托宾（边际）Q为： 

 

以下主张表征了企业家的最优决策。 

命题 1：在具有 的平衡中，存在两个截止值ε*和ε**，使得如果 ，则决

定规则由 给出，且 

 

其中截止值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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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等式表明，只有 ，公司才会做出投资决策。这个与托宾规则是一致的。使一

个单位的投资成本为一个单位的消费品，但投资转化为 资本单位，因此边际效益为 。当

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时，公司做出投资决策。投资时，不会尽可能多地出售土地来投资。由

于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当且仅当投资足够有利可图时，该公司将选择从银行借款。也就是

说，投资效率必须超过截止值，这两个截止值的比率等于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比率，这被解

释为 BGG（1999）中的外部融资溢价。当公司选择借款时，借款达到信贷限额。 

方程（23），（24）和（25）是年份 t-k 的资本，存款和土地的资产定价方程。除了这些

方程式中的通常术语之外，还有两个值得讨论的整体术语。这两个术语代表由于金融摩擦而导

致的流动性溢价。第一项代表内部资金，储蓄（存款）和土地的流动性溢价。第二项代表抵押

品的流动性溢价。 

3.4零售商 

零售商垄断竞争力。在每个时期 t，他们以实际价格 购买企业家的中间商品，并以名义

价格 出售商品 j。中间商品根据 CES聚合器转换成最终商品： 

 

因此，零售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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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由 

 

为了引入价格粘性，我们假设每个零售商都可以随着 Calvo（1983）的概率 1-ξ自由地改

变其价格。根据 Erceg，Henderson 和 Levin（2000），我们还假设，只要零售商不允许重置价

格，其价格将以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自动上涨。销售良好的零售商在期间 t 选择名义价格出售商

品 j以最大化利润的贴现现值。 

 

服从于需求曲线： 

 

其中τ表示产出补贴，Π表示稳态通货膨胀目标。我们将家庭跨期边际替代率用作随机折

扣因子，因为零售商必须将所有利润交给作为股东的家庭。 

一阶条件给出了定价规则： 

 

设置 彻底消除由于垄断竞争造成的扭曲。使 那就可以以递归的

形式写出定价规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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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总的价格水平满足： 

 

或者 

 

 

3.5货币政策 

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两种规则。首先，中央银行设定名义存款利率来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

产出和资产价格： 

 

代表总计的土地价格，π是目标通货膨胀率，R,Y,和 代表稳定状态下的名义利率，产

出以及土地价格。假设 遵循 AR(1)过程  

在 DNK 文献中，通过设定Π=1，人们经常关注零通胀稳定状态。但是，我们将研究Π>1 的

情况，因为正通胀对于泡沫的出现是重要的。 

其次，我们考虑了 Bernanke 和 Gertler（1999）以及 Gilchrist 和 Leahy（2002）的通货

膨胀目标规则： 

 

作为基准规则，我们在（36）和（37）中设置φp=0，并将前者称为泰勒规则。在第 6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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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搜索最优值φp，以充分承诺最大化家庭效应。 

利率规则政策意味着货币供应是内生性的。让储备跟随动态 

 

其中 gt 是货币的内生指数增长率。假设增加的资金一次性转移到家庭。如果假设 gt 是外

生的，则名义利率将是内生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遵循 DNK框架的传统，采用利率规则。 

3.6均衡制度 

银行贷款，存款和土地的清算条件由下式给出： 

 

对于所有的 t，等式（7）与（24）表明 ，因为储蓄利率太低了。假设 ，对

于所有的 t大于等于 0，都有 。 

将总资本，总投资和总劳动定义为 。根据劳动力

需求条件（14），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比率与 j无关，因此我们有 

 

把（40）融入到（13），我们可以表明 等于资本的边际收入产品 

 

定义预先存在的泡沫的指标为： 

 

新的泡沫的规模由 决定。把经济中的所有泡沫定义为 。利用这些定

义，可以重新编写等式（2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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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类似于 Gal'（2014）中的等式（14）。请注意，（42）的右侧出现 ，因为今天

所有泡沫都变成过去式了。 

通过命题 1， 的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贷款额达到借款限额（17）。汇总借款限额，

我们得到 

 

使用（8）和（11），我们可以将前面的方程重写为 

 

表示准备金的新的平衡，此等式给出了货币需求的均衡，等式（38）给出了

货币供给的均衡： 

 

通过命题 1，（8），（11），（12）和上述市场清算条件，我们可以看出 

 

 

方程（45）表明，总投资由内部资金 支持，实际余额 mt/Πt（或净储蓄回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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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售 和银行贷款 资助。上述两个方程表明，资产泡沫对总投资和资本积累

具有密集和广泛的边际效应。两个截止值反映了广泛的边际效应。 

代表出售土地进行投资的公司的数量，而 代表了取得贷款以投资的公司

的质量。 

与（27）一起，产生： 

 

其中： 是价格分散，满足递归方程 

 

资源限制由下式给出: 

 

总之，我们已经表明，Rt>1 的稳态附近的均衡系统由 21 个方程（6），（12），（21），

（22），（23），（24），（32），（33），（34），（35），（40），（41），（42），（43），

（44），（45），（46），（47），（48）和（49），加上货币政策方程（36）或（37），对

于 22个变量 

。 其 中

，这里 Kt，mt和Δt是内生预定变量。通常的横向条件也必须保持。 

与 Gal （́2014）一样，预先存在的泡沫和新泡沫的规模不能在平衡状态下独立确定。也就

是说，可能存在泡沫平衡的连续体。然后他假设新泡沫遵循外部 IID 过程，这被解释为泡沫冲

击。为了便于计算，我们遵循 Miao，Wang和 Xu（2015），假设新泡沫占总泡沫的随机分数，从

而 ，其中 st∈（0,1）。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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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 st 的非随机稳态值。我们可以将 st 解释为外来给定的泡沫冲击

或情绪冲击，从而驱动聚集泡沫的运动。 

4.稳态分析 

本节进行稳态分析。有两种类型的稳态平衡。在无泡沫状态下，地价等于零。在稳定的状

态下，地价是正的。我们删除任何变量的时间下标以指示其稳态值。只要有必要，我们也使用

一个带有下标 f 或 b 的变量来分别表示它的无泡沫或有泡沫的稳态值。在两种类型的稳态中，

我们有 和 。由于早先假设的全价格指数，灵活的价格均衡和粘性价格

均衡具有相同的稳态。 

我们首先得到一些在泡沫和泡沫稳定状态下保持的常用方程式。通过方程（24），我们可

以得出名义存款利率： 

 

直观地表明， 随ε*而增加且 。既然泡沫和无泡沫状态的稳态实际利率 R/

Π太低，家庭不会持有土地（即使允许交易土地），也不会在稳定状态附近保存，那么 。 

由（12）和（22），我们有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检查ε**随ε*增加。使用（23）和（51），我们可以得出 

 

我们将在下面假设 R>1，使得 和ε**>ε*。建立稳态平衡存在的关键步骤是显示一

个截止ε*的存在。一旦得到这个截止值，就可以很容易得出其他的稳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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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无泡沫状态 

在无气泡稳态 ，因此我们可以忽略方程（25）。为了显示 的无泡沫稳态的存在，

我们有式子如下： 

假设 1：使得 且  

第一个不等式适用于εmin=0的任何分布，第二个不等式由（50）表示为稳态中的 R>1所示。 

引理 1：在假设 1的条件下，存在 使得： 

 

该引理表明 ，因此 随着 的增加而增加，在稳定状态下，须有 使得

。 

命题 2：假设 1成立，μ满足附录 A中的假设。存在一个没有泡面的稳定状态 ，

其中 使得： 

 

其中 在（51）中给出。 

方程（53）从等式（46）的稳态版本导出。（53）的左侧是折旧率，右边是效率单位投资

与股本的比例。投资（消费单位）由内部资金 和储备金的实际余额（即储蓄减去贷款还

款）由方程（43）给出 

 

此外，效率水平高于ε（ε*）的企业从银行借款。由于土地在无泡沫均衡中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企业只能从其资本的一小部分借款。这解释了（53）中的最后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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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投资阈值 之后，我们使用（51）得到另一个阈值 ，其他均衡变量也可以

很容易地根据附录 A 中的命题 3 的证明来确定。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模型意味着资本——

劳动力比率，消费和产出的稳态水平都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意味着非超额的货币。 

命题 3：假设命题 2中的假设成立。然后在无泡沫稳态下 都

随着通胀率减少而减少。 

直觉是通货膨胀率Π影响企业家的净值，从而影响其投资行为。特别地，它影响（53）的

投资截止值。对截止值的影响又会影响到投资企业家的群体和流动性溢价，从而影响实体经济。

请注意，储备金要求λ∈（0,1）的假设对于非金融资产的非超额性以及通货膨胀影响下一小节

分析的泡沫稳定状态至关重要。 

4.2泡沫稳定状态 

我们现在转向泡沫稳定的状态。与 Gal（2014）一样，由于预先存在的泡沫和新泡沫的大小

不能独立确定，所以可能存在一个连续的泡沫稳定状态。这里我们将把预存在的泡沫的分数作

为给定。以下命题研究存在问题。 

命题 4：假设命题 2 中的假设保持不变，使得存在 的无泡沫稳态，其中存在

独特泡沫稳定状态，其中 ，其中截止值 由此可以得到： 

 

当且仅当 

 

其中 由（51）给出。 

当 时，方程（55）遵循土地资产定价方程（42）的稳态版本。（56）的解释

如下：（56）的左侧表示今天购买一个单位的总体土地的利益，右边代表相关的成本。除了土

地的转售价值以外，由于信贷限制，土地出让流动性溢价。流动性溢价有两个组成部分。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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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家的投资效率超过 ，那么企业家可以卖出一小部分（1-ω）的土地来融资。第二，

如果投资效率超过 ，他可以使用他未售出的土地的部分θ作为抵押品。这解释了（56）

中的两个整数项。当利益超过无泡沫稳定的成本时，企业家有积极的价格交易土地的动力，从

而造成泡沫。 

一旦确定了截止值，我们可以遵循与前一小节所述相似的过程来推导其他稳态变量。细节

可以在附录 A中的命题 4的证明中找到。 

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存在条件（56）与泡沫稳定利率必须低于经济增长率的传统条件（Tirole

（1985））联系起来？与 Tirole（1985）的 OLG 模型不同，我们的模型在无限范围的 DNK 框架

中具有信用约束。我们有以下结果。 

命题 5：假设命题 2 中的假设保持不变，使得存在 的无泡沫稳态，其中 是

投资阈值，存在 Rb>1的气泡稳定状态的必要条件是; 

 

这个命题表明，由于存在泡沫稳定的状态，净通货膨胀率必须是正的和足够高的，而实际

利率的实际利率必须小于经济总增长率（是 1）。但这些条件是不够的，如前面的命题所示。 

货币政策是否影响泡沫稳定状态的存在条件？ 

命题 6：通货膨胀率越高，泡沫稳定状态越有可能存在。 

这个命题的经济直觉如下。如命题 3 所示，通货膨胀率的提高降低了企业家的实际平衡，

从而降低了企业家的净资产和投资。为了保持总体投资率等于无泡沫稳定状态下的折旧率，必

须有更多的企业进行投资。因此，投资门槛必须下降，或者托宾的 Q 值必须上升，导致流动性

溢价在无泡沫稳定状态下上升。这提高了交易土地的利益，使条件（56）更可能满足较高的通

货膨胀。 

如前所述，储备金要求的假设至关重要。没有这个假设（即λ=0），我们将有超额的货币

和通货膨胀（或货币政策）对泡沫存在的条件没有影响。 

有可能（56）不适用于低通货膨胀，以至于最初只能存在无泡沫平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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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货币供应量进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在这个更高的水平，条

件（56）成立，从而可以出现泡沫。另一方面，假设经济最初处于泡沫状态。当中央银行减少

货币供应量，使通货膨胀降至永久较低的水平（56）不能成立时，资产泡沫将崩溃。这一结果

与传统观念相一致，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推动泡沫化，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刺激泡沫。关键的

直觉来自资产负债表渠道。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降低了企业家的净值，提高了流动

性溢价，从而提高了对泡沫资产的需求。 

我们现在根据第 5.1 节给出的参数值进行比较静态分析。（56）我们研究通货膨胀目标对

气泡稳定状态的影响。图 1 显示了长期来看，较高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它提高了资

产泡沫的规模，但却降低了产出，消费，资本和劳动力。直觉是，更高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实际

的平衡，从而降低了企业家的净资产，导致投资减少。另一方面，受信贷限制的企业家将要求

更多的泡沫资产来投资。与此同时，较高的通货膨胀与较高的货币供应量相关联，这可以支持

更大规模的泡沫和膨胀资产泡沫。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那样，资产泡沫的规模更大，具有密集

和广泛的利润效应。它允许企业家借来更多的投资。但是随着借款截止值上升（见图 1），较少

的公司将借款和投资。净效应导致总投资和资本积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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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冲击的动态响应 

在本节中，我们研究了模型经济对各种冲击的动态反应。我们将重点关注泡沫稳定状态和

泡沫稳定状态下的局部动力。为了提供定量实验，我们需要分配参数值。 

5.1校准 

我们按季度校准模型，使泡沫稳定状态大致符合美国经济的长期运行。我们假设投资效率

冲击遵循帕累托分布 。设置 从而无条件均值为一。按照商业

周期文献的标准，我们设定α=0.33，β=0.99，δ=0.025。我们选择η=0.33 来匹配数据中总投

资与产出的比率为 0.2。我们选择劳动力的效用权重为ψ=3.36，使得泡沫稳定状态下的平均工

作时间等于总时间禀赋的 25％。我们设定Π=1.01，使稳定的年通货膨胀率为 4％，与 1975 年

至 2016 年期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一致。我们将λ=0.1 设定为所需准备金率的 10％。如 DNK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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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例如 BGG（1999）和 Gilchrist 和 Leahy（2002）），我们设定ξ=0.75和σ=11，意味着价

格调整的持续时间为 4个季度，稳态标记为σ/（1-σ）=1.1。 

根据全国零售商协会，我们设定ω=0.25，这与库存与现有房屋销售和库存总额的比率相一

致。使用商业抵押贷款数据的大型文献发现贷款价值比率通常在 70％到 80％之间。因此，我们

设置θ=0.75，这意味着企业家可以借用其现有房地产价值的 75％。我们设定了资本μ=0.2 的

可承诺参数，与 Liu,Wang 和 Zha(2013)和 Miao,Wang,和 Xu(2015)报告的估计一致。数据中商业

房地产价值与产出的比例为 2.6。作为基准估计，我们假设这个比例的大约 30％是由于泡沫。

然后我们设置 s=0.995，使得泡沫稳定状态下的 。这意味着新泡沫占总泡沫的 0.5％。

我们的校准参数值意味着泡沫稳态季度总标称存款利率 为 1.0039，无泡沫稳态季度名义总存

款率 为 1.0003。命题 4 中的所有条件都满足。 

现在我们为冲击和利率规则分配参数值。如在 DNK 文献（例如 Gal'（2008））中，我们在

泰勒规则（36）中设置 ，对于通货膨胀目标规则（37），我们设

置 （弱通胀目标）和 （强通货膨胀目标），如 Bernanke 和 Gertler（1999）

和 Gilchrist和 Leahy（2002）。作为基准值，我们将货币政策冲击，技术冲击和情绪冲击中的

持续性参数设置为 。 

类似于 Gal'（2014），我们的模型意味着由 s指数的泡沫稳定状态的连续体。Gal'（2014）

在他的一维均衡系统中表明有两种类型泡沫稳态：一种是稳定的，另一种是不稳定的。我们无

法从理论上推导出我们的多维平衡系统的结果。我们已经在数值上验证了泡沫稳定状态是许多 s

值的鞍点。Gal'（2014）将他的分析限制在稳定的稳定状态，并且将泡沫视为从任何初始值开

始收敛到稳定状态的后向预定变量。他还引入太阳黑子冲击来驱动泡沫的动态。相比之下，当

气泡稳定状态是鞍点时，气泡是前瞻性的非预定变量，其初始值必须内生解决。 

5.2技术冲击 

我们首先分析最初将 提高 1％的积极技术冲击的影响。图 2 显示了一些关键变量的冲击

反应，并显示出消费，投资和产出都在影响上升，但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下降的影响。消费，

投资和产出的积极协调，在实际的商业周期文献中是容易理解的。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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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遵循 DNK文献中常见的直觉（例如 Woodford（2003）和 Gal'（2008））。为了看到这一点，

我们对非随机泡沫稳态周围的均衡系统进行线性化，并得出以下新的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其中边际成本满足： 

 

技术冲击激烈后，边际成本下降或加价（边际成本的倒数）上升。因此通货膨胀下降。中

央银行的利率规则要求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降低名义利率。工作时间也因泰勒规则下的价格僵

化以及通货膨胀目标规则薄弱而下降。对于不调整价格以满足其产出需求的公司，他们必须减

少面临技术冲击的时间（参见，例如，Gal'（1999,2008））。这种负面影响可以根据偏好，技

术和利率规则中的参数值来控制。对于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由于实际利率下降，劳动

力实际上升。这种货币政策规则对消费，投资和产出影响最大。 

我们模式的特点是地价的反应，即使泡沫资产（土地）没有根本的回报，资产基本面没有

变化。为了看直觉，我们可以得出地价的对数线性化方程： 

 

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有三个：随机折扣因子（SDF） ，情绪冲击 和流动性溢价。

流动性溢价有两个组成部分，反映在上面等式中的最后两个术语。图 2 显示了两个截止值对于

积极技术冲击的应对。因此当流动性溢价升高时，SDF 也因为消费增长率下降而上涨。这两个因

素都会导致地价上涨。请注意，土地泡沫 或 是前瞻性变量，其初始值必须内生确定。我们

关于土地泡沫的流动的讨论遵循了任何资产价格的传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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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是由于资本价格 的上升，因为 。这反过来是由于技术冲击的积极影

响，资本 的边际收入产品的增长。 的下降是由于贷款利率下降。当名义利率下降时，

要随着（12）下降，这是由银行的零利润条件导出的。因此，真正的银行贷款 上升，有

助于投资增加。请注意，货币供应量 在短期内上涨，以支持较低的名义存款利率和较高的

银行贷款。 

5.3货币政策冲击 

接下来，我们考虑在第（36）和（37）条中 或 下降 25个基点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

的影响。这相当于固定的其他变量影响的年名义利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图 3 显示脉冲响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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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季度）名义利率 最初下降不到 25 个基点，因为利率通过泰勒规则（36）和通货

膨胀目标规则（37）的预期通货膨胀内生地反映了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化。 

 

 

 

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通过利率渠道。当价格粘滞时，实际利率下降，随着货币政策

扩张的冲击，消费将上升。这可以从（24）的对数线性化方程看出： 

 

这类似于传统 DNK模型中的动态 IS曲线，具有额外的流动性溢价期限。实际跌幅也导致投

资增加，从而增加产量。因此，货币政策在 DNK框架中并不中立。 

除了这个利率渠道，我们的模式还有一个贷款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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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增加，因此银行体系贷款上涨。贷款利率随着存款利率的下降而下降。这反

过来又提高了投资。这与 BGG（1999）中讨论的贷款渠道类似。我们的模式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

资产价格上涨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增加银行贷款需要企业更多的抵押品。这样就提高了土

地价格，因为固定的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第二，SDF 上升影响，因为消费初期逐渐下降。第三，

流动性溢价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因应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而上涨。如图 3 所示，截止值都受冲击

影响。直觉如下。如前所述，由于消费，投资和产出增加，劳动力需求也必须随着资本预先确

定的影响而上升。实际工资率由劳动供给状况上升（6）。根据劳动力需求条件（40），批发商

品的边际成本或相对价格必须上升，导致通货膨胀上升。此外，从方程（41）可以看出，资本

的边际收益产品必须上升，导致资本价格上涨。结果，流动性溢价上升或投资截止值下降，因

此当 Rt下降时，借贷截止值也下降。 

增加的资产价格提高了企业家的净值和抵押品价值，允许企业家为更多的投资提供资金。

密集型和广泛的边际效应都在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资产价格渠道对投资产生巨大的放大效应。

如图 3所示，对于以名义存款利率下调 25个基点的影响，投资上涨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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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削减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的影响与 Gal'不同（2014年）

有所增加。Gal'（2014）侧重于他的一维均衡系统的稳定稳态，并假定资产泡沫是预先确定的，

因此其初始规模与货币政策无关。相比之下，我们的论文中的资产泡沫是一个前瞻性的未确定

变量，因此其初始规模和增长率都取决于实际利率。资产泡沫的初步跳高为货币政策提供了重

要的放大机制。 

5.4情绪冲击 

假设代理商突然变得更加乐观，因为有一个积极的情绪冲击，最初将 提高了 0.5％。如

图 4所示，这种冲击立即通过资产定价方程提高了地价，从而提高了企业家的净值和抵押价值。

银行贷款和投资上升，导致产出上涨。劳动力必须因为产出上升和资本预先确定而受到影响。

银行贷款增加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上升。通货膨胀率的初步上升定量很小。由于利率规则，

名义存款利率必须上涨。由于价格粘性，实际存款利率上升，因此家庭有节约而不是消费的动

机。对于（36）中的泰勒规则，实际利率上升得如此之大，以致消费影响。因此，在积极的情

绪冲击下，消费与投资之间没有联系。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因为资产价格对家庭没有财富影

响，但这是我们的模式的一个特点，即家庭不能平衡土地。在 Miao和 Wang（2015b）和 Miao，

Wang 和 Xu（2015）中，我们表明引入内生资本利用可以放大对产出的初步影响，从而可以使消

费上升。对于（37）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名义利率不直接反应产出，实际利率的上升较小，

造成消费上升。强劲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对这一影响更大。 

增加投资会产生更多的资本积累，因此资本价格会受到影响。因此，投资截止值上升，因

此贷款截止值也上升。这意味着更少的公司投资。但这种负面的广泛的保证金效应是由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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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边际效应所主导的，因此总投资上升。对投资的净影响相对较小：土地价格上涨 1％只会对

总投资造成约 0.1％的影响。同时流动资金溢价受到影响，但对地价的负面影响则以积极情绪冲

击的直接影响为主。 

请注意，图 4 显示资产泡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实际利率仍然为正。这是因为最初

的情绪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所以资产泡沫的路径跟随冲击的路径（57）。资产泡沫的

初步跳跃大致反映了初始情绪冲击的累积效应， 。 

总而言之，由于前瞻性的原因，非基本情绪冲击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大幅波动。但对实体经

济产生小的积极影响，产生温和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相反的密集和广泛的保证金效应部分

地相互抵消，减轻了情绪冲击对总需求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6.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资产泡沫？ 



 

 
 32 / 70 

No.201717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当货币政策对资产泡沫没有反应时，资产泡沫和其他宏观经

济变量如何响应各种外部冲击。在这一节中，我们讨论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泡沫做出回应。 

我们通过固定参数 和 来考虑（36）中的泰勒规则。我们还通过在（37）

中固定 和 来考虑弱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和强大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我们通过设

置 来关闭货币政策冲击。为了回应每种情绪和 TFP 的两种类型的冲击，我们搜索（4）中

的家庭效用的无条件平均值的权重 。我们设置持久性参数，这些冲击的参数为 和

，并将标准偏差设置为 和 。表 1给出了资产泡沫的最佳权重 以及资

产泡沫的最优响应。 

 

福利收益计算如下。令{Ct}和{Nt}表示φp=0 的均衡消费和劳动过程。当 V 和 V*分别表示

货币政策不响应和资产泡沫响应时，V 和 V*表示家庭效用的无条件均值。那么在消费增长方面

的福利收益Ω满足方程式： 

 

收益  

表 1 显示，面对情绪冲击时，福利收益等于（36）利率规则下对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消费

增加 2.45％。资产泡沫的权重等于-0.36。所有其他情况下的福利收益都很小。对于强有力的通

货膨胀目标规则，它们接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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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给出了无条件预期家庭效用作为（36）中泰勒规则下的权重φp和（37）中的弱通货膨

胀目标规则的函数，其中φπ=1.1。左上方显示，当代理人只面对情绪冲击时，预期效用是φp

的递减函数。请注意，对于φp 小于-0.36 的 Blanchard-Kahn 条件是违反的。右上图显示了预

期效用是φp 的驼峰形函数，对于小于-0.34 的φp，Blanchard-Kahn 条件被违反。底部两个面

板显示，预期效用随着φp 而下降，并且对于小于-0.03 的φp而言，Blanchard-Kahn条件被违

反。 

为了理解直觉，图 6给出了（36）利率规则下三种情况下对正 TFP冲击的冲击反应：（i）

货币政策对资产泡沫做出最佳反应;（二）货币政策对资产泡沫不响应;（iii）价格在φp=0 时

是灵活的。在灵活的价格均衡中，消费，投资，产出和劳动都是因为技术冲击而产生的。但是

当价格粘稠且φp=0 时，劳动力下降。为了纠正这种低效率，货币政策应该通过设定φp=-0.27

来减少名义利率来应对资产泡沫的上涨。这样一来，资产泡沫的上涨就会更大，以至于银行贷

款更多地上涨，减轻通货膨胀的下降。泰勒式利率规则也要求降低名义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的

下降。因此实际利率下降。同时，资产价格和银行贷款渠道导致投资和产出上涨。这允许消费

增加更多，劳动力上升而不是下降。总体而言，最优简单规则下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劳动力



 

 
 34 / 70 

No.201717 

的冲动反应更接近灵活的价格均衡。 

 

图 7 显示了对利率规则下的积极情绪冲击的冲动反应（36）。我们发现消费，投资，产出

和劳动都在最佳简单规则（φp=-0.36）下对正面情绪冲击的反应增加。没有回应资产泡沫，消

费因实际利率上升而下降（见图 4）。此外，情绪震荡对实体经济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粘性价

格和灵活的价格均衡都是非常小的。在最优简单规则下，中央银行应降低名义利率，使实际利

率下降，消费上升，从而提高家庭效用。与此同时，资产泡沫影响更大。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我们的模型与 Gal'（2014）不同，资产泡沫不会产生影响。在我们的模式中，泡沫的初始上升

通过提高总投资和产出来提高分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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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显示，在泰勒型规则（36）下，通货膨胀波动率随着φP而变化，取决于 TFP冲击，并

且是情绪冲击条件下的φp 的 U形函数。对于这两种情况，泡沫波动率随着φp而下降。因此，

凭风借势利率政策将减少泡沫波动，但可能以提高通货膨胀波动为代价。这与 Gal’（2014）的

结果形成鲜明对照，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因情绪震荡而加剧泡沫波动。直觉是，随着泡沫是前瞻

性变量，较大的φp将泡沫的初始响应降低到 TFP冲击或情绪冲击。这样就可以减少总体需求，

并导致通货膨胀从目标的更大的下降，以应对正面的 TFP 冲击，使通货膨胀波动率更高的条件

是 TFP冲击。为了回应积极的情绪冲击，较大的负φ更多地降低名义利率，更多地提高总需求，

从而相对于目标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上升。但更大的正φp更多地提高了名义利率，更多地减少

了总需求，从而相对于目标产生了更大的通货膨胀下降。对于这两种情况，通货膨胀波动较高

的情绪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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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央银行采用（37）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上述结果会发生变化吗？表 1 显示，资产

泡沫的最优权重与所有情况相似，约等于φp=-0.03。针对强劲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福利收益

非常小，但由于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对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疲弱的（消费增长 0.35％）是

不可忽略的。在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下，名义利率不响应产出变化，因此更适应经济增长。因此，

如图 2 和图 4 所示，由于实际利率的微小变化，消费可能会上升，因为实际利率的微小变化，

劳动力可能由于实际利率下降而导致的正面 TFP 冲击而上升。这意味着价格粘性造成的扭曲不

那么严重，特别是对于强劲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因此，强劲的通货膨胀目标规则的福利收益

非常小。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 Bernanke和 Gertler 的发现（1999）。 

7.讨论 

在我们的模型中，存款是货币（或 M1），家庭不能平衡地存款，因为存款的回报在稳定状

态下太低。此外，我们的模式没有现金。我们可以采用货币经济学的几种方法（例如，Chari，

Christiano 和 Eichenbaum（1995），Einarsson 和 Marquis（2001）和 Gal'（2014）），允许

住户持有货币，包括存款和现金均衡。例如，我们可以引入提前约束和提前存款约束。我们也

可以简单地介绍现金或存款在效用函数中，因为它们提供除“财富储存”之外的一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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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忽略现金并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存款如下： 

 

其中χ>0.在这种情况下，总投资满足 

 

其中 表示家庭实际存款。由于银行必须支付家庭存款利息，所以可用于

总投资的资金相对于方程式（45）减少了 。存在无泡沫和泡沫稳定状态的条件太复杂，

无法进行完整的表征。例如，必须在等式（53）的第一个括号中减去 。因此，无泡沫稳态

截止值变小。但是，由于 是内生的，我们需要额外的方程来确定这个截止值。 

对于泡沫稳定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证明，当且仅当条件（56）如命题 4 那样成立时，方程

（55）的泡沫稳态截止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不足以限制泡沫稳定状

态。我们需要数值方法来解决模型。我们使用数值示例来说明通过改变χ> 0 并修正其他参数值

的直觉，如第 5.1节。我们发现当χ> 0较大时，泡沫规模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更喜欢在

银行多储蓄，银行可以多收多贷款，而且家庭还款也较高。效率低下的公司有更多的资金购买

泡沫，有效的公司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泡沫以偿还贷款。增加的泡沫大小部分用于偿还家庭

存款，使真正的投资，消费和产出几乎没有变化。 

我们还发现，χ> 0和χ= 0，脉冲响应在质量上是相似的。关键的区别在于家庭储蓄

对冲击有反应。特别是，由于实际利率下降， 反映了正面 TFP 冲击或扩张性货币政策冲

击。但是，由于实际利率上升， 反应情绪震荡。 的运动可以放大冲击。 

另外还有一个延伸，就像 Tirole（1985），Gal'（2014），Miao和 Wang（2015b）以及 Miao，

Wang 和 Xu（2015）这样的模型，都是长期的增长。经济增长放缓，泡沫状态与无泡沫的稳态实

际利率可能是正的。由于这样的分析是标准的，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提供详细信息。 

8.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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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DNK 框架中提出了理性资产泡沫的无限范围的模型。我们研究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

资产泡沫在稳定状态及其对基本面和非根本性冲击的动态。我们还研究了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对

资产泡沫做出回应。我们希望我们的模式可以加深对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关系的认识。我们的

许多结果与 Gal'（2014）OLG 模型中的结果不同。我们认为建模金融摩擦与资产泡沫之间的相

互作用是理解差异的关键。此外，资产泡沫是否被视为前瞻性或后视性变量对于了解其动态至

关重要。我们的一些结果证实了 Bernanke 和 Gertler（1999 年，2001 年）的早期发现，并为

货币政策在管理资产泡沫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未来的研究方面，研究流动性陷阱的问

题将是有趣的。本文着重于围绕泡沫稳定状态的局部动力学。Dong, Miao, and Wang (2016)表

明，资产泡沫崩溃后，经济可以进入流动性陷阱，利率处于零下限。丰富我们的模型来对付 Ikeda 

(2013)和 Miao, Wang,和 Xu (2015)的数据也是有趣的。最后，对 Gal'and Gambetti（2015）和

Brunnermeier 和 Schnabel（2015）的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工作应该是

重要的。 

 

 

 

 

 

 

 

原文链接：http://people.bu.edu/miaoj/MoneyBubble05.pdf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波士顿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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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向最后贷款人借款 

 

作者：ITAMAR DRECHSLER, THOMAS DRECHSEL, DAVID MARQUES-IBANEZ,和 PHILIPP SCHNABL，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利用中央银行贷款和抵押品的小数据，结果显示弱资本化的银行而不是强资

本化银行，采取更多的最后贷款人（LOLR）贷款，并使用高风险抵押品。弱资本化的银行使

用 LOLR 贷款来购买风险资产，如不良主权债务。这导致了风险资产从强资本化到弱资本化

的银行的重新分配。这些结论不能用传统的 LOLR 理论解释，突显出 LOLR贷款和银行监管统

一的好处。 

  

一、引言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停滞期间长期疲软的总需求（特别是投资），许多发达国家

已考虑或实际实行了负名义利率政策。例如，已经采取负面利率政策的国家包括丹麦、匈牙

利、日本、瑞典和瑞士(图 1)。事实上，整个欧元区的名义利率自 2014年以来一直是负数，

丹麦和瑞士的最低水平为 750个基点，低于零(-0.75%)。 

最后贷款人（LOLR）是各国政府在金融市场上最为重要的干预措施之一，特别是在金融

危机期间。这种干预一直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提供了建立中央银行（如美联储）

背后的动力。鉴于其在政策中的核心作用及其规模，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干预措施如何影响

金融体系，最终影响经济。 

在本文中，我们调查哪些银行从“最后贷款人”中借款，以及为何这样做。这些问题的

答案对于了解 LOLR 干预措施的成本和收益很重要。如果银行从最后贷款人贷款以阻止银行

恐慌，那么最后贷款人的干预措施将有助于缓解银行贷款（即“信贷紧缩”）的紧缩，并减

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是经典 LOLR 理论设想的情景。但是，如果银行因为其他

原因借贷 LOLR，为了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或应对监管压力，那么 LOLR 的干预措施对于缓解金

融危机并不会对金融稳定造成损害。 

我们分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 LOLR 贷款的收回。欧洲危机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几乎



 

 
 40 / 70 

No.201717 

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因为 LOLR贷款是欧洲中央银行（ECB）处理主权债务危机战略的中心工

具，干预措施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 LOLR 计划。此外，欧洲央行的实施

主要遵循 LOLR 理论。也就是说，欧洲央行为一大批银行提供无限贷款，但只对危机前的抵

押品提供抵押。 

我们使用一种全新的专有数据集，其中包含 2007 年 8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所有银行

欧洲央行借款的每周银行级记录，以及每个银行承诺的抵押品的精确的安全级别信息。我们

将这些数据与公开的有关银行特征，银行资产持有量和安全特征的数据相匹配。样本涵盖了

欧洲所有的银行。 

我们的分析得出三个主要发现。首先，在 2010 年 5 月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

弱资本化的银行采取更多的 LOLR 贷款，较高资本化银行，他们使用更多的抵押品来获取贷

款。银行信用评级作为银行资本的衡量标准，发现银行信用评级下降一个百分点，使 LOLR

借款的可能性增加了 11.2 个百分点，增幅为 14.6％。LOLR 在 2010 年 5 月之后借款。它还

导致银行的价值加权平均抵押品评级减少 0.3个缺口，其对陷入困境的主权债务(塞浦路斯、

希腊、意大利、爱尔兰、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承诺相对于银行资产增加了 36个基点。

结果在经济上显著，分别占各项结果指标的标准差的 23％，18％，22％和 21％。 

第二，弱资本化银行至少部分借款购买风险资产，如不良主权债务。使用来自欧洲银行

压力测试的面板数据，我们分析了与 LOLR 承诺更多负债主权债务的银行是否也积极购买这

笔债务。事实上，我们发现银行承诺债务主权债务增加 10％与其持有量增加 4.5％有关。这

种关系完全由弱资本化的银行驱动，对于源自该国本国的不利主权债务而言更为强硬。 

第三，我们显示，总体而言，LOLR承诺的风险资产从强势转移到弱资本化的银行。在欧

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始后，大约三分之一的与 LOLR 承诺的陷入困境的主权债务从强烈到弱资

本化的银行。同样，我们发现，对于包括抵押担保证券，有偿债券和其他债务工具在内的所

有不良国家债务来说，其中大约四分之一从强势资本银行转为弱资本化银行。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经典 LOLR 理论。经典 LOLR理论预测，LOLR贷款通过

允许银行继续融资其现有资产来阻止银行挤兑。这消除了银行以销售折扣出售资产的需求，

使其能够继续向公司和家庭贷款，避免信贷危机。因此，经典 LOLR 理论认为，银行因为经

营而借款，不一定是因为资本低，这是我们发现的。我们的结果是，当我们排除可能的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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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当我们限制对位于非困境国家(不遭受挤兑)的银行的注意时，当我们控制特定国家

因素(这是可能的挤兑来源)，以及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衡量资本(以避免造成低资本挤兑)。

此外，经典 LOLR理论认为，银行采用 LOLR借款来资助现有资产，我们发现，弱资本化的银

行使用 LOLR资金积极购买风险资产。 

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向了替代 LOLR 理论，强调银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的动机。具

体来说，弱势资本化的银行有诱因从 LOLR 借款，因为它们接近违约，因此股权持有人并没

有以违约为条件进行损失内部化。因此，他们想要购买风险资产，特别是那些在银行违约时

实现下行的资产。这个理论解释了我们在一家银行的资本之间的关系，一种代表它接近违约

的代理，以及它的 LOLR 借款和抵押风险之间的关系。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弱资本化的银

行投资于不利的主权债务。 

由于政治经济压力，银行也可能从 LOLR 借款。特别是，受冲击国家的监管机构和政客

可能鼓励银行购买其本国的主权债务来资助政府。弱资本化的银行最容易受到这种压力，因

为他们最依赖于监管部门的批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银行资本对 LOLR 借款的影响

在受冲击国家较大，而购买本国主权债务的影响更大。 

我们没有发现银行风险资产估值差异可以解释我们的结果，因为我们的调查结果对于控

制银行业务模式的代理，“乐观”的水平以及他们在某些资产类别方面的专业知识非常有力。

鉴于我们的所有结果都适用于受压的主权债务，一种通常不会与特定银行专业知识相关的资

产（与某些类型的公司或家庭贷款相反），银行专业知识的差异不可能解释我们的调查结果。 

我们的研究结果从经典 LOLR 理论的角度出发，具有不利影响，其中包括由于银行疲弱

导致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增加，如果银行业疲弱，则解决银行薄弱的成本上涨。然而，从不良

政府的角度，甚至更普遍的欧元区来看，这种风险可能被视为避免更昂贵的主权违约和欧元

区破产的必要成本。因此，我们的结果并不说 LOLR 贷款减少社会福利。 

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 LOLR 干预措施需要解决银行的风险诱因，从而导致银行系统内

的资产重新分配。降低风险诱因的直接方法是通过重组弱资本化银行。然而，欧洲央行面临

制度上的障碍，因为银行监管是由国家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的。因此，我们的分析表明，统一

银行监管和 LOLR贷款在单一实体是有益的。 

我们的工作涉及到 LOLR贷款的文献，这可以追溯到 Thornton（1802）和 Bagehot（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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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贡献，他们首次在金融危机期间制定了中央银行提供 LOLR 融资的作用。Friedman 和

Schwartz(1963)认为，LOLR 可能阻止了大萧条期间的一系列银行倒闭，导致货币存量空前下

滑。Meltzer（1986）同样认为，并表明最严重的金融恐慌是因为中央银行没有遵循 Bagehotian

原则。Bernanke（2013）认为，美联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贷款阻碍了信贷紧缩。我

们通过分析 LOLR贷款在紧密遵循 Bagehotian 原则的环境中为这一文献作出贡献。 

我们的工作也涉及银行风险承担与监管之间相互作用的文献。众所周知，包括存款保险

和 LOLR 贷款在内的政府担保意味着需要银行监管（Dewatripoint 和 Tirole（1994），

Hellmann，Murdock和 Stiglitz（2000））。监管机构有时失败，因为监管机构不愿意关闭

无力偿债银行（“监管禁止”），这可能导致救助博弈（例如，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凯

恩（1989）），僵尸贷款（Caballero，Hoshi和 Kashyap（2008））或过度冒险（例如，美

国 2008年金融危机，法国人等（2010 年））。 

我们的论文还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益增长的文献有关。最近的工作分析了危机对银行

信贷风险，银行贷款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其他工作考察了欧洲央行的政策，如主权债务购买，

最佳抵押标准，以及与其他中央银行。我们的论文集中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 LOLR 贷款

的作用。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描述了制度背景，并提供了总结统计。第二部分讨论 LOLR 理

论。第三节介绍了我们的实证策略并报告了结果。第四部分分析了我们发现的总体影响。第

五节总结。 

一、设置和数据 

A.制度背景 

我们首先描述欧洲央行如何经常向银行贷款，然后我们解释欧洲央行在欧洲金融危机期

间如何行事。欧洲央行通过反映私人回购协议（repos）的贷款安排向银行提供贷款。在回

购中，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抵押。提供的资金数额等于抵押品的市场价格乘以一减去“垫

头”。{垫头（haircut）：证券的市场价值与其抵押价值之间的差额}。例如，如果使用 100

美元的市值债券作为抵押品，垫头是 15％，则借款人可以借款至 85美元。 

垫头取决于所使用的抵押品的类型。抵押品必须符合资产类型，信用标准，发行地点，

发行人类型，货币，资产可销售性等特点的资格标准。一般来说，欧洲央行有资格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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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欧元计价的投资级债务，如主权债务，抵押担保债券，覆盖债券，银行债券和公司债券。

更高的抵押品受到较高的垫头处罚，因为抵押品旨在保护贷款人免于贷款的违约风险。然而，

像私人市场一样，欧洲央行贷款的垫头不依赖于具体的借款行。 

与欧洲央行承诺的所有抵押品均标示市场。欧洲央行通常使用公开的价格数据来估值资

产。如果没有价格数据，欧洲央行则使用专有模型对资产进行估值。如果与欧洲央行认捐的

银行抵押品总价值低于借款金额，则银行必须提供额外抵押品或减少借款。如果银行不能提

供额外的抵押品，那么它被认为是违约。欧洲央行有权扣押和清算抵押品。 

欧洲央行向银行提供充分追索权。因此，如果银行违约，抵押品的清算价值不足以支付

未偿还贷款，然后，欧洲央行成为了普通破产中的无担保债权人。欧洲央行与其他无担保债

权人的破产具有同样的优先权。因此，如果抵押品的清算价值太低，而其余的银行资产不足

以偿还贷款总额，欧洲央行就可能遭受损失。 

欧洲央行随时准备向所有欧洲银行提供针对海外范围的抵押品，如果它们满足关于其在

欧元体系内的储备及其财务稳健性的资格标准。2013 年之前，财务稳健性由银行总部所在国

家的国家银行主管决定。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央行通过拍卖作为银行贷款总额的上限，并将其作为正常货币

政策实施的一部分。然而，2008年 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欧洲央行决定为银行提供无限资金。

这意味着只要提供足够的抵押品，银行就可以以给定的利率无限量借入（即，它们面临着完

全弹性的供给曲线）。所有贷款的利率（有时称为政策利率）是相同的。欧洲央行政策的变

化是为了在危机时期增加银行资金，并标志着欧元区地区的无限期 LOLR贷款开始。 

作为 LOLR 贷款的一部分，欧洲央行也改变了垫头政策。2008 年 9 月以前，欧洲央行贷

款的理财类似于私人市场对偿还贷款的垫头。然而，2008年 9月以后，欧洲央行开始发行低

于私人市场对风险证券的理赔，例如资产支持证券，抵押担保证券，有偿债券和不良主权债

务。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对安全证券的理解等于或稍大于市场垫头。欧洲央行和私人市场所

要求的垫头之间的这些差异反映出欧洲央行的理财与资产质量相比，私人市场的理想变化不

大。 

例如，截至 2010年底，欧洲央行发行的五年葡萄牙政府债券风险为 4％，而重要私人回

购交易所 LCH Clearnet 发行这些债券的垫头是 10％。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对安全的五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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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债券的垫头是 3％，而 LCH Clearnet 的垫头是 2％。 

我们提到安全部门的 ECB垫头与私人市场垫头之间的区别是“垫头补贴”。总而言之，

有风险的证券进行高发补贴，而安全资产几乎没有补贴。 

垫头补贴的存在激励了银行向欧洲央行承诺风险资产。希腊主权债券就是这样认捐的一

个典型例子。图 1的面板 A绘制了欧洲央行在抽样期间收取的代表性希腊债券的平均垫头，

以及希腊政府债务的信用违约互换（CDS）率图。情节显示，在整个采样期间，欧洲央行平

均发行率均在 8％以下，即使希腊 CDS利率大幅上涨。2010年 2月，主要回购交易所宣布停

止接受希腊主权债券作为抵押品。这意味着希腊主权债券的私人市场垫头是 100％，这意味

着垫头补贴为 92％。B组显示，因此，希腊主权债券抵押品大部分从私人市场迁移到欧洲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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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低于市场的垫头相反，欧洲央行的利率高于私人回购贷款。这种较高的利率代表了

从劳资纠纷中借款的“罚款”，对银行实行垫头补贴征收成本。例如，利用意大利主权债务

确认的私人市场回购利率与 2008 年 10 月前的欧洲央行利率相同。但是，在 LOLR 贷款开始

之后，欧洲央行的利率超过了私人市场回购利率，2008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两次

平均利率为 49个基点。 

低于市场的抵押品要求（垫头补贴）和高于市场利率的组合符合 LOLR 理论的规定。特

别是，它遵循 Bagehot著名的说法，即“为了避免危机，中央银行应该早日自由地（即无限

制地）向溶剂公司提供高利率的良好抵押品”（Tucker（2009））。良好的抵押品被理解为

“通常时期的一切都是良好的银行安全”。同样遵循 LOLR 原则，贷款必须以某种方式相对

于私人市场进行补贴来影响银行贷款。这正是垫头补贴的作用。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

LOLR贷款不会对私人市场造成任何好处，银行不会从 LOLR借款，而这种干预也没有效果。 

B.数据和摘要统计 

我们使用欧洲央行借款的银行级数据和欧洲央行承诺的抵押品的安全级数据。这些数据

是由欧洲央行在其贷款业务过程中收集的。数据集涵盖 2007年 8月至 2011 年 12月的时期。

从 2008年 10月至 2011 年 12月，数据集包含全套每周观测数据。在此之前，间歇地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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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没有较早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没有在 2007 年之前的 ECB 总体水平上收集。据我

们所知，这是第一篇在 LOLR干预中使用这种详细的银行和安全级数据的文件。 

欧洲央行为每个银行分配唯一的标识符，并将银行总部一级的所有数据合并。数据集通

过操作类型报告欧洲央行借款总额。数据集进一步向银行提供了与欧洲央行承诺的所有抵押

品的安全级信息。抵押品通过独特的 ISIN 代码确定，并且条目记录了名义价值以及发行前

和发行后市场价值。银行抵押品的垫头后市场价值与欧洲央行的借款总额相当。 

我们将 ECB数据与其他四个公开的数据集相匹配。首先，我们使用欧洲央行的银行信用

评级数据来识别总部设在欧洲的所有银行，以及主要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至

少有一个评级。我们将银行的信用评级定义为截至 2007 年 8 月的长期无抵押信用评级的中

位数。我们为每个评级分配一个数值：1为 AAA，AA为 2，等等。由此产生的数据集包含 284

个银行，至 2007年 8月至少有一个信用评级。这些银行占欧元区银行资产的 95％以上。 

第二，我们将所有银行与银行数据库 Bankscope 相匹配。Bankscope提供银行特征数据，

如总资产，权益，一级比率，总贷款和存款资金。我们将这些特征与 SNL欧洲财务数据集（其

覆盖面较小）中提供的特征进行交叉检查，并找到两个数据集中报告的银行几乎完美的重叠。 

第三，我们使用 Datastream 和 SNL 欧洲金融机构来识别所有上市银行和具有 CDS 利率

的银行。然后，我们将 ECB 数据与 Datastream 的股本回报和 CDS 利率相匹配，我们的匹配

产生 58家拥有股本回报的银行和 29 家拥有 CDS利率的银行。 

第四，我们从 2010 年 3 月，2010 年 12 月和 2011 年 9 月进行的三轮欧洲银行压力测试

中收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在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网站上查阅。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来构建一

个平衡的银行级债权国家主权债务组合。我们将这些数据与我们的主要数据集进行匹配，得

到 54个银行。 

我们进行几项测试，以确保我们的数据集的准确性。首先，我们每周累计借款总额。我

们将我们的数据与每周欧洲央行借款的公开信息相匹配，并找到完美的重叠。第二，按贷款

类型和年份累计抵押品。我们使用欧洲央行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来检查准确性，并找到几

乎完美的重叠。三是按国家借款总额，查核国家中央银行借款总额。再次，我们找到完美的

重叠。因此，我们发现一致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数据是高度准确和完整的。 

图 2A反映了 2008年 10月至 2011 年 12月期间，欧洲央行贷款总额为 3.00亿欧元，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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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央行贷款总额约为 73.6 亿欧元。2009 年 7 月，欧洲央行提供一年贷款，额外借款 610 亿

欧元。2010年 6月期间，贷款总额达到 8.80亿欧元，达到 8.80亿欧元。2010 年 7月以后，

借款总额下降了 2530 亿欧元，继续下降。2011 年 6 月，随着欧洲央行借款再次上涨，这一

趋势逆转。图 2的 B组显示了与欧洲央行认捐的总抵押品的市场价值。认捐的抵押品总额相

当稳定在 1.9万亿欧元左右。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央行的理想平均发行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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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提供了我们的主要样本的总结统计资料。样本包含 284 个独特的银行和 2007 年 8

月至 2011年 12月期间的 50,268次银行周观察。平均银行规模为 1210亿欧元，平均账面净

资产为 55 亿欧元。银行业相对较高，平均账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6.0％，平均比例为

11.2％。约 57％的资产是贷款，约 66％的负债由存款提供资金。平均信用评级为 5.5，或相

当于 A+和 A之间的评级。约 20％的银行总部设在受冲击的国家（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

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 

 

平均而言，约 57％的银行在一周内从欧洲央行借款。每个银行的平均借款总额（包括无

借贷观念）为 18亿欧元，约占账面净资产的 61％。约 91％的银行在一周内向欧洲央行承诺

抵押。三个评级机构中至少有一个评估了约 80％的抵押品。平均评级为 2.7，或相当于 AA+

和 AA之间的等级。没有信用评级的资产是不符合欧洲央行评级的非市场资产或资产。 

我们的一些实证分析分别考虑了处于不利国家和不利国家的银行。因此，我们按子样例

提供所有汇总统计。我们注意到，不受影响和不平等的国家的银行大致相似，银行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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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220亿欧元和 1150 亿欧元。不受影响的国家的银行的评级略高，A+与 A-和更高的一

级比率，分别为 12.0％和 9.8％。 

二、最后贷款人理论 

建立 LOLR 的经典动机是银行挤兑。银行业务的规范模式是 Diamond 和 Dybvig（1983）

提出的，表明存款人如果希望其他存款人能够挤兑，即使银行能够持续运行，如果所有存款

人决定不挤兑，存款人都有动机。这样的挤兑被称为“基于恐慌的挤兑（panic-based runs）”，

因为存款者如果能够在不挤兑的情况下进行协调，则会更好地关闭。早期的 LOLR 文献描述

了银行遭受基于恐慌的流动，因为流动性不足但是有偿付能力的银行（illiquid but solvent 

banks），并声称 LOLR 可以通过直接借给银行来停止基于恐慌的行为（Bagehot（1873））。

经济直觉是 LOLR作为协调设备，以避免挤兑均衡。 

古典模型的一个缺点是它缺乏解释为什么挤兑首先发生。实证文献表明，经常发生在存

款人担心经济基本面的时候（如 Gorton（1988），Kaminsky 和 Reinhart（1999））。新一

代理论工作明确地模拟了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运用全球博弈方法（global games 

methods，Morris和 Shin（2002））。这些文献显示，如果基本面低，但不能太低，恐慌型

银行就会产生。如果基本面非常低，那么挤兑是“基本面挤兑 fundamentals-based runs”，

因为存款人不管别人做什么，都是理性的。如果基本面很好，那么存款人永远不会离开。 

这篇文献的共同信息是，如果挤兑是恐慌驱动的，LOLR可能是非常有益的。这个理论的

理想化版本意味着仅仅公布 LOLR政策就足以消除对 LOLR借款的任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肯定会有融资渠道，因此不需要存款人运作。这个理论认为，LOLR对社会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它阻碍了信贷危机。它也限制了对其他银行的传染和银行消防的消极外部性。 

然而，文献认识到，LOLR可能以事先和事后道德风险为代价。事前的道德风险成本是银

行可能不会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防止银行恐慌。一些作者认为，银行业务是银行风险承担

的纪律手段，而且该手段被 LOLR削弱（例如，考夫曼（1988），Calomiris 和 Kahn（1991），

Diamond和 Rajan（2000））。其他人则认为，银行业务发展过大（“太大到破产的问题”），

以确保在危机期间获得政府支持(Stern 和 Feldman(2004))。 

事后道德风险成本是银行可能因停止挤兑的原因而从 LOLR借款（Bordo（1990））。特

别是无力偿债的银行，资产价值低于负债的银行，有动力过度借款的银行。原因是这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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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违约。因此，他们的股东不承担投资的全部下行风险，但确实收到所有的上涨空间。这

种非对称收益为借款和投资风险资产创造了强大的动机，特别是那些在银行违约时实现下行

的行为，往往被称为“风险转移”或“救助博弈（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的行为。

因此，我们提到这种 LOLR 借款的动机为冒险理论。 

根据冒险理论，LOLR 提供的垫头补贴使银行有机会冒险转移，因为他们将 LOLR 贷款作

为抵押贷款。利用这种低抵押的价值取决于银行的违约风险。对于强大的资本化银行，其价

值很小，并且被 LOLR 的罚息利率抵消。相比之下，弱资本化的银行可以从不合格的角度提

取大量的价值，特别是通过购买风险资产，其垫头补贴是最大的。因此，风险承受理论预测，

从最后贷款人借款的银行是弱资本化的银行，以购买风险资产。 

几位作者强调，监管机构和政治家可能会鼓励从最后贷款人处取得借款。一个原因可能

是监管机构负责监督银行，因此有动力通过向其提供公共资金来掩饰损失。或者，监管机构

可能受到政治家的压力，以防止无力偿债的银行不破产。尽管这样的监管制度减少了社会福

利，但是要想保持声誉并避免银行违约的政治代价的监管机构和政客也有利于（Boot 和

Thakor（1993），Mishkin（2001））。 

或者，监管机构也可能面临制度上的限制，阻止他们通过直接资本重组来遏制无力偿债

银行，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福利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可能存在更有效的机制，

但监管机构可能会使用 LOLR资金来尝试重新资本化银行（Philippon和 Schnabl（2013））。

监管机构也可以鼓励借款以利用银行系统来支持不利国家的主权债务发行（Buiter 和

Rahbari（2012））。在这些情况下，监管机构其实可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自己行事。 

我们提到监管的压力，从 LOLR 借给政治经济理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独立于监管机

构的动机，具有较高违约风险的银行，也就是说，增加风险承受能力的最强激励措施的银行，

将对监管部门从劳资纠纷中借款的压力做出最大的回应。换句话说，监管压力和内部冒险动

机相互加强，使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风险理论的补充或放大器。 

三、实证分析 

A.识别策略 

我们的识别策略旨在确定银行从 LOLR 借款的动机。冒险理论强调银行违约风险在推动

其冒险风险中的作用。根据这一理论，违约风险偏高的银行采用 LOLR 资金投资于当银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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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时可能发生损失的风险资产。我们通过检查银行违约风险对 LOLR 借款的可能性和程度以

及抵押 LOLR借款资产风险的影响来测试风险承担理论。 

实施这一测试的主要挑战是，银行违约风险的措施可能与其他变量相关，也会影响 LOLR

借款和抵押品。例如，在危机期间银行违约风险的措施也可能反映出银行接触消防销售的担

忧，这可能直接影响银行是否从 LOLR 借款。更一般地说，任何与银行违约风险度量相关并

且直接影响 LOLR借款和抵押品相关的变量都可能会混淆实证分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危机开始前用违约风险代替了金融危机期间银行的违约风

险。具体来说，截至 2007 年 8 月，我们使用银行资本衡量银行的违约风险。这一识别策略

的基本思想是，在危机期间，以较低资本水平进入危机的银行更有可能最终获得风险奖励。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将资本主义水平解释为金融危机期间银行是否有冒险措施。识别假设是，

只有通过其冒险风险，预防性银行资本才影响银行的 LOLR借款和抵押风险。 

我们使用 2007 年 8 月份其长期无抵押信用评级的中位数来衡量银行资本。我们将数值

分配给银行信用评级，使银行风险在我们的信用评级指标（AAA=1，AA+2 等）。我们选择信

用评级作为我们的首选措施，因为它们可用于广泛的银行部门。此外，相对于以会计为基础

的措施，信用评级的优势是基于市场参与者的评估。 

我们利用 2010 年初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动，对银行的违约风险和风险采取激励措

施构成了重大冲击。在此期间，第一次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对几个欧洲主权国家的信誉产生

了严重影响。我们纪念 2010 年 5 月 2 日危机的开始，这是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

定的第一次希腊救助总额达 1100 亿欧元的日期。危机随后影响到爱尔兰、塞浦路斯、葡萄

牙、西班牙、马耳他和意大利。 

银行和主权 CDS利率为 2010年 5月的风险激励措施的出现提供了直接支持。如图 3的 A

组所示，2010年 5月之前，弱势和强大的资本化银行之间的 CDS利率差异至多为 70个基点。

2010年 5月 2日希腊救援公布后，这一差距翻了一番，此后增加到 500多几点。主权 CDS费

率显示类似的模式。如图 3的 b面板所示，2010年 5月，不良主权债券的 CDs 利率之间的差

额几乎增加了一倍，逐渐增加到 2000 基点。这些结果表明，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触发

了弱势资本化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措施，大大增加了银行可以利用的高风险资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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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鉴于这次重大金融危机，银行不太可能调整 2007 年 8 月的资本水平。虽

然一些市场参与者在 2007 年 8 月之前关注欧洲银行，但当时所有的银行风险常规措施都表

明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Acharya，Drechsler 和 Schnabl（2014））。 

B.弱势资本化银行借款更多？ 

冒险理论预测，违约风险偏高的银行从 LOLR 中借入更多。为了测试这一预测，我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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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种措施来获取 LOLR 借款：（1）银行是否从欧洲央行借款的指标变量，以及（2）以十

亿欧元加一的借款的自然对数。这些变量捕获了 LOLR 借款的广泛和密集的利润。 

冒险理论还预测，具有较高违约风险的银行将承担风险较高的资产与 LOLR，因为它们承

担了最大的垫头补贴，因此贷款不足。我们采用两种措施衡量银行的抵押风险：（1）所有

与 LOLR抵押的所有证券的平均抵押信用评级（按市值计算），以及（2）2007 年银行资产规

模的总负债主权债务。截至 2007年 12月，我们使用银行资产，以避免缩放变量的内生性。

第二项措施的重点是不利主权债务（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债务），因为由于监管风险较低，被

认为是一种资本效率高的方式承担风险。 

我们使用差异中的差异回归框架来实施对冒险理论的测试。估计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以捕

获所有银行共同的时间序列变化。我们还控制银行固定效应，以捕获影响 LOLR 借款和抵押

风险的任何时间不变特征。我们的一些稳健性测试也可以控制额外的时变银行特征。具体来

说，我们估计以下 OLS回归： 

 

其中 是 t时刻银行 i的 LOLR借款或抵押风险， 是截至 2007年 8月的

银行 i 信用评级， 是年月指标变量向量， 为银行固定效应， 是时间固定的效果。

我们将银行和时间级别的标准错误进行双重聚类，以便允许跨银行和随着时间推移错误条款

的相关性。 

我们将结果呈现在一系列图表中。图 4 的面板 A 显示结果变量为 LOLR 借款时的结果，

该图对等式（1）中的年度信用评级与年度互动的系数（实线）和 95％置信区间（虚线）进

行了绘制。我们指出了雷曼兄弟破产的月份（2008 年 9 月）和第一次希腊救助（2010 年 5

月）的垂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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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显示，从 2010 年初开始，弱资本化银行相对于强大的资本化银行增加借款。具体

来说，银行的信用评级（一个大约两个缺口）的单一标准差下降导致了借款可能性增加了 11.2

个百分点。当自然对数的借款是结果变量时，面板 B绘制系数。结果相似：2010年 5月以后

银行信用评级下降 1个百分点，借款增加 14.6％。 

弱势资本化的银行也承诺比强力资本化的银行更高的抵押品。图 4的小图 C绘制结果变

量是平均抵押品信用评级时的系数。从 2010 年初开始，银行危机信用评级的单一标准差下

降与平均抵押品评级下降了 22％的标准差。如表 D所示，它也与承诺主权债务相对于资产的

认捐标准差增加了 21％。这些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如 95％置信区间所示。 

表二列出了使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指标变量（2010年 10月至 2010年 5月）和第一次希

腊救助（2010年 6月至 2011年 12月）后的回归估计结果。与上述数据相一致，我们发现，

弱资本化银行自 2010年 5月开始，相对于强大的资本化银行，增加了 LOLR 借款和抵押风险。

所有结果在 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我们注意到，在金融危机前半期（2008年 10 月至 2010年 5月）期间，我们未发现银行

资本化弱化对 LOLR 借款和抵押风险的影响。这表明，LOLR 借款与抵押风险之间的强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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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既不明显也不明确。金融危机必须足够严重，弱势资本化的银行与强大的资本化

银行相比，具有更强的风险诱因。这也表明，冒险理论不太可能解释在金融危机初期的 LOLR

借款。 

表二 

本表考察了银行评级对欧洲央行借款和抵押品与欧洲央行承诺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

周期，样本涵盖 2007年 8月至 2011年 12月的期间。银行评级为 2007年 8 月份的银行信用

评级。借款指标是银行是否从欧洲央行借款的指标变量。（借款）是以数十亿加一的借款的

自然对数。抵押品评级是抵押品的加权平均信用评级。折衷主权债务/资产是不利国家（塞

浦路斯，希腊，爱尔兰，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相对于 2007 年银行资产发行

的主权债务总额。雷曼后和希腊后救援分别是 2008 年 10月至 2010年 5月和 2010年 6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的指标变量。所有列都包括周和银行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

和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合。***表示在 1％水平显著，**表示在 5％水平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显著。 

 

 

C.风险承担与基于恐慌的挤兑 

C.1.银行积极投资风险资产？ 

经典 LOLR 理论的独特预测是银行增加了对风险抵押品的认捐，但不增加其相应的资产

持有量。根据这一理论，银行从 LOLR 借款来替代由于基于恐慌的挤兑而导致的资金损失，

而不是增加他们的风险。相比之下，冒险理论认为，银行利用 LOLR 资金来增加对风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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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有量。为了区分两种理论，我们研究了银行承诺风险资产的变化与其持有的资产变化之

间的关系。经典 LOLR理论预测没有关系，而冒险理论预测了一个积极的关系。 

实施这一测试的一个挑战是银行几乎没有资产持有资料。然而，作为欧洲银行压力测试

的一部分，银行监管机构公布了各国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务信息。在我们的样本期间（2010年

3 月，2010 年 12 月，2011 年 9 月），欧洲银行进行了三次单独的银行压力测试，使我们能

够分析一系列负债主权债务的银行。银行压力测试旨在包括欧洲最大的银行。参与是强制性

的，监管机构确保最大的银行全面出席。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对参与这三轮的 54 家银行

的抽样调查中。这些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占欧洲银行资产总额的 50％以上。 

我们使用以下 OLS回归分析银行承诺的主权债务抵押品及其相应持有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 是银行 i从时间 t到 t+1 持有不良主权债务的变化， 是

银行在不良主权债务中作为抵押品的变化，从时间 t 到 t+1，δt 是时间固定的影响。截至

2007 年 12 月，我们通过银行资产对持有量和抵押品数额进行归一化。我们使用面值来衡量

持有量和抵押品，以避免因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机械关系。我们将银行和时间级别的标准错误

进行双重聚类，以解决银行间错误率与时间的相关性。 

我们估计这种关系在变化中，以控制主权债务持有中先前存在的异质性。我们专注于

LOLR的观点，并在右侧使用质押抵押品的变更。本规范提供了在分析期间积极购买的质押抵

押品份额的估计值。一个系数表示认购质量仅由风险资产的积极投资驱动，而系数为零则表

示认沽反映了现有资产融资增持。 

表 III 列出了结果。如第（1）栏所示，认捐的主权债务（相对于资产）增长 10％与不

利主权债务持有量（相对于资产）增加 4.5％有关。如列（2）所示，如果我们控制时间固定

效应，系数不变。这些结果表明，对于欧洲央行认捐的每一笔额外的美元不利主权债务，0.45

美元反映了一家银行积极投资不受控制的主权债务的增加。这一结果与经典 LOLR 理论是一

致的。 

为了直接测试风险承受理论，我们还分析了不良主权债务持有量与承诺之间的关系，作

为银行违约风险的函数。我们通过将我们的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来实施这个测试：弱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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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子样本，信用评级小于 AA-（26家银行），强资本银行的样本，AA级的信用评级，以

上（28家银行）。 

专栏（3）和（4）列出了弱资本化银行样本的结果。我们发现不利主权债务发生变化与

不利主权债务持有量变动之间的关联力度增加：与欧洲央行承诺的不利主权债务增加 10％与

不利主权债务增加 5.5％有关。专栏（5）和（6）分析了大量资本化银行的样本。我们发现

效果下降到 0.6％，没有统计学意义。弱资本银行与强资产银行之间的差额在 5％水平上具

有统计显着性。这些结果支持冒险理论。 

C.2.结果是由跨国差异驱动的？ 

作为经典 LOLR 理论的替代测试，我们进一步控制暴露于基于恐慌的银行业务的国家级

变动。最可能的银行来源是不良国家的宏观经济健康持续下降。具体来说，一些专家认为，

银行遭受了一个“安静”的银行运作，存款人缓慢地将存款转移到其他国家(Ferguson 和

Roubini(2012))。这意味着，国家一级的银行资金供应变化可能会解释需要从劳资关系贷款。

我们通过在我们的主回归方程（1）中包含一个完整的每个国家的时间假人来测试这个解释。

这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用于控制影响一个国家所有银行的借款或抵押风险的变化。 

表 IV 列出了结果。如（1）和（2）列所示，我们发现结果在质量上类似于表 II。银行

危机信用评级的单一标准差下降使得借款可能性下降了 7.6个百分点，借款额增加了 6.9％。

如第（3）和（4）栏所示，银行危机信用评级的单一标准差下降将平均抵押品评级降低了标

准差的 11％，并增加了主权债务相对于资产的认捐 5％的标准偏差。 

与表 II 相比，系数比规范中相应的系数至少小三分之一，没有国家固定效应，但所有

结果在 10％水平或更高水平上保持统计学显著性。鉴于依赖恐慌行为的解释强调跨国差异的

重要性，这些发现为风险承担理论提供了进一步支持。此外，这些估计提供了风险承担影响

的下限，保守的假设是所有跨国变动都是以恐慌为基础的挤兑。 

表四 

本表考察了银行评级对欧洲央行借款和抵押品与欧洲央行承诺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

周期，样本为 2007年 8 月至 2011年 12月期间。所有列包括国家固定效应和银行固定效应。

所有变量在表 II 中定义。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合。***在 1％水

平显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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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结果是遭遇冲击的国家驱动吗？ 

没有证据表明不受干扰的国家遭受恐慌的银行挤兑。因此，古典 LOLR 理论预测，不受

影响国家的银行的 LOLR 借款和抵押品之间不应有差异。为了测试这一预测，我们仅针对处

于困境国家之外的银行估计主要规格。类似于表四中的估计，我们将国家时间的固定效应包

括在任何针对具体国家的趋势中进行控制。 

表 V 显示了结果。如（1）和（2）栏所示，银行的信用评级继续预测 LOLR 借款。银行

信用评级的单一标准差下降使借款可能性下降 8.0 个百分点，借款金额分别上涨 10.5％。我

们找到类似的抵押风险结果。如第（3）和（4）栏所示，银行危机信用评级的单一标准差下

降将平均抵押品评级降低了标准差的 11％，并增加了主权债务相对于资产的认捐 5％的标准

偏差。所有结果在 10％水平或更高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注意到，表 V 中的系数在大小上与表 IV 中的相似。这一结果表明，在受冲击国家

和不受冲击的国家，信用评级对 LOLR 借款和抵押品的影响相似。换句话说，比较受冲击国

家（例如意大利境内）的强弱资本化银行与比较不受冲击国家（如德国境内）的强弱资本化

银行进行比较。这表明在国家内部和国家内部采取冒险的激励措施。它还表明，评级的影响

在不受冲击的国家没有国家特定的组成部分，而国家一级的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受冲击国家

和不受冲击国家之间的差异。 

表五 

本表考察了银行评级对欧洲央行借款和抵押品与欧洲央行承诺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

周水平，样本涵盖 2007 年 8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总部设在非处理国家的银行。所有变量

均在表二中定义。所有列都包括国家固定效应和银行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

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合。***在 1％水平显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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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监管机构的作用是什么？ 

政治经济理论认为，由于监管机构鼓励（或压力）这样做，银行会增加 LOLR 借款。可

能是这种情况，因为苦难国家的政府经历高主权借款成本，并希望银行购买债务。这样，不

幸的国家可能会规避限制欧洲央行直接贷款的规则。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央行可以将此安

排视为避免主权违约和欧元区分拆的一种方式。 

重要的是要注意，在政治经济理论下，银行利用 LOLR 资金购买风险资产。因此，政治

经济理论与经典 LOLR 理论不一致。相反，它与风险管理理论相互作用并将其放大，因为监

管机构利用银行现有的风险吸收激励措施。为了解释我们的研究结果，理论进一步要求政治

经济力量不利地影响弱资本化银行。这是合理的，因为弱势资本化的银行具有最强的风险吸

引力，这使得他们对鼓励风险的反应更加敏感。弱资本化的银行也更有可能对监管机构做出

回应，因为他们更依赖于监管部门的批准。 

我们的几个结果为政治经济理论提供了支持。如上所述，国家固定效应降低了信用评级

对 LOLR 借款和抵押品的影响。这种下降与不良国家监管压力驱动的银行借款和抵押风险差

异一致。监管压力也与我们发现，信贷评级对非受控国家的抵押风险影响较小，因为这些国

家的监管机构（如果有的话）更有可能压力银行降低风险资产投资。因此，我们的结果与政

治经济压力和风险承受之间的积极互动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治经济考虑的作用，我们分析银行是否投资于国内或国外的主权债

务。虽然不良国家的国家监管机构鼓励银行投资自己的主权债务似乎是可能的，但他们不太

可能鼓励他们购买外国主权债务。因此，我们将分析重点放在处于不利国家的银行样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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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持有的国内外债务主权债务。我们从计算国内外债务主权债务的份额开始。表六的 A组

显示，国内主权债务占这些银行不利主权债务的 83％。因此，银行主要投资国内债主债务。 

表六 

面板 A审查了持有主权债务的起源国。样本都是参与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的不良国家的银

行。专栏（1）报告了主要债务负债总额。专栏（2）报告了国内苦难主权债务国债总额。（3）

报告外国主权债权总额。专栏（4）报告国内不良主权债务持有量占绝对主权债务总额的份

额。标准误差在括号中。B面板审查抵押品抵押和持有主权债务之间的相关性。样本是 2010

年 3月，2010年 12月和 2011年 9月参加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的银行，位于不良国家。变量定

义见表三。专栏（1）和（2）包括所有不良主权债务。专栏（3）和（4）只包括银行本国发

行的不良主权债务。专栏（5）和（6）只包括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发行的债权主权债务。列

（2），（4）和（6）包括时间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

合。***在 1％水平显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接下来，我们将持有量和抵押品分解为国内和国外的主权债务，并对处于不利国家的银

行估计方程（2）。作为基准，我们首先估计所有受冲击主权债务的影响。如图 B的列（1）

和（2）所示，系数与表 III 中估计的相似。限制持有和抵押对国内债务的影响较大。如第

（3）和（4）栏所示，国内不良主权债务（相对于资产）增长 10％与国内不良主权债务持有

量（相对于资产）增长 5.1％有关。相比之下，如第（5）和（6）栏所示，对外国主权债务

的影响很小，统计学上不重要。这些调查结果与受冲击的国家监管机构一致，迫使其银行购

买国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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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治经济学决定不会发生变化。如表五所示，我们发现，在危机国家以外，预防

性银行评级预测 LOLR 借款和抵押品风险。此外，这种关系也适用于除了主权债务之外的抵

押品，这不是监管机构的重点。因此，存在银行风险承担的证据，独立于监管压力。 

E.的结果是否对其他规范也是稳健的？ 

E.1.银行特定资产评估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潜在关注是，银行可能会以不同于风险承受激励措施的不同因素对资

产进行不同的估值。由于银行对资产估值的差异，部分银行可能会从 LOLR 中多借一笔以投

资于风险资产。例如，这些银行可能是管理或投资某些类型的风险资产的专家，或者他们对

这些资产的收益可能更“乐观”。在这种解释下，银行的 LOLR 借款差异不是由银行资本驱

动，而是银行特征，如商业模式，专业知识或乐观主义。像冒险理论一样，这个解释强调了

银行的主动风险承担，因此与经典 LOLR 理论是不相容的。 

我们注意到，为了解释我们的调查结果，截至 2007 年 8 月，银行具体估值理论要求银

行具体估值的差异与银行信用评级相关，也要求银行对主权债务的估值不同，资产类别，银

行专业知识的差异不太可信，在不受冲击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迄今的结果并没有指

出银行特定估值差异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控制了代表商业模式，专业知识和获得主权债务市场差

异的银行特征。具体来说，我们估算出主要的回归方程（1），其中增加了银行规模的自然

对数，存款作为负债的一部分，贷款作为资产的一部分作为控制变量。我们控制这些变量，

包括截至 2007年 12月的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主要时间段的指标变量。我们使用这个规

范，因为它遵循表 II 中基准规范的设置。表七的 A 组显示了结果。我们发现所有系数相对

于表 II几乎没有变化，在 1％水平上保持统计学显著性。 

表七 

本表考察了银行评级对欧洲央行借款和抵押品与欧洲央行承诺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

周期，样本为 2007年 8 月至 2011年 12月。所有变量均在表二中定义。a包括银行规模、存

款份额、贷款份额和这些变量与希腊后救助和后雷曼的相互作用的控制变量，以应对危机前

的主权债务相对于这些变量与希腊后救助和后雷曼(未示出的系数)资产和相互作用的资产

和相互作用。所有列包括周固定效应和银行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时间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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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双重聚合。***在 1％水平显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我们还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前，银行面临的主要债务风险是否预测 LOLR 借款和抵押品。

我们将这种风险视为代表银行是否专门负责或对于主要债务负债“乐观”。由于资料有限制，

我们无法直接衡量严重债权主权债务的负债，因此我们构建了两个间接的主要债务风险敞口

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根据 Bankscope 截至 2007年 12月的主权债务总额（相对于总资产）。

我们假设主权债务的一小部分是在国内债务。第二个措施是截至 2007 年 8 月（欧洲银行资

产规模），欧洲央行承诺的全部不良主权债务。我们认为，与欧洲央行承诺的预期债务主权

债务与预期的主权债务持有量成正比。我们在将这两个措施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后，我们估计

主回归方程（1）。如表 VII的 B组所示，我们发现所有系数相对于表 II几乎不变，并在 1％

水平上保持统计学显着性。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发现控制银行具体估值差异的证据可以解释我们关于 LOLR 借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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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的主要发现。 

E.2.对于大银行结果是否不变？ 

我们的基准规范使用至少有一个信用评级的银行样本（284 个银行）。我们还研究了我

们的结果是否适用于上市银行（58家银行）的子样本。这些银行对于评估风险承担影响的总

体水平很重要，因为它们占银行资产总额的约 54％此外，他们可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因此

更有机会冒险。因此，我们估计了上市银行样本的主回归方程（1）。 

我们将结果呈现在表八中。我们发现信贷评级对 LOLR 借款和抵押风险的影响至少是主

要样本的两倍。如（1）和（2）栏所示，银行信用评级的单一标准差下降幅度分别提高了 18.1

个百分点，借款金额为 65％。如第（3）和（4）栏所示，它还将平均抵押品评级降低了标准

差的 58％，并将相对于资产的不良主权债务的认捐提高了标准差的 94％。 

表八 

本表考察了银行评级对欧洲央行借款和抵押品与欧洲央行承诺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

周期，样本为 2007年 8 月至 2011年 12月期间的上市银行（58家银行）。所有变量见表二。

所有列包括周固定效应和银行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

合。***在 1％水平显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E.3.结果对于 CDS汇率不变？ 

我们主要衡量银行违约风险是其信用评级。我们使用这一措施，因为它可用于广泛的银

行部门。或者，也可以使用银行的 CDS利率来估计违约风险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但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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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CDS利率仅适用于大型银行（29家银行），大多数银行在之前被认为是安全的金融

危机。因此，危机前的 CDS 利率几乎没有变化，难以估计违约风险对 LOLR 借款和抵押品的

影响。 

然而，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即使大型银行也变得更加有冒险性。我们以前的结果表明，

银行在 2010 年初主权债务危机开始之后增加了风险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在 2010 年 1

月（而不是 2007年 8月）以 CDS利率计量银行风险。这种方法假设截至 2010 年 1月为止，

银行风险是 2010 年 1 月以来风险诱因激励措施的良好代用品。我们估计采用交易 CDS 利率

的银行样本的主回归方程（1），使用截至 2010年 1月 CDs利率的自然对数衡量银行的财务

实力。 

我们将结果呈现在表九中。我们发现银行 CDS 利率对 LOLR 借款和抵押品的影响与上市

公司银行信用评级的影响相似。如（1）和（2）栏所示，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单一标准差下

降率分别提高了 9.2个百分点，借款金额为 69％。如第（3）和（4）栏所示，它也将平均抵

押品评级降低了标准差的 84％，并将相对于资产的不利主权债务的认捐提高了 79％的标准

差。 

表九 

本表考察了 CDS价格对欧洲央行借款和抵押品与欧洲央行承诺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

周水平，样本为 2007 年 8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的 CDS 利率（30 家银行）的上市银行。日

志（CDS）是自 1月 4日起的 CDS利率的自然对数，2010年。所有其他变量在表 II中定义。

所有列包括周固定效应和银行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

合。***在 1％水平显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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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结果对于持有超额 LOLR抵押品也适用？ 

一些银行承诺抵押借款超过借款，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让银行很快通知欧洲央行借

款。然而，也有成本，因为与欧洲央行承诺的抵押品无法在其他地方认捐。冒险理论意味着

冒险的银行减少了这种过多的抵押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风险承担能力。相比之下，经典 LOLR

理论对于过量的 LOLR抵押品没有明确的预测。因此，我们使用主回归方程（1）分析银行信

用评级对过度抵押品的影响。我们衡量多余的抵押品是相对于抵押品借款的自然对数。 

表十显示了结果。我们发现，弱资本化的银行承诺减少过剩抵押品。第(1)栏表明，银

行的危机前信用评级的一个标准偏差下降，减少了超额抵押品的 36%，这对控制时间国家固

定效应（第（2）栏）有显著影响，并将样本限制在不受冲击的国家银行（第（3）栏）。这

些结果支持冒险理论。 

表十 

本表考察了银行评级对欧洲央行承诺的超额抵押品的影响。观察单位为银行周期，样本

涵盖 2007年 8月至 2011 年 12月的期间。结果变量借款/抵押品是相对于抵押品的借款总额

的自然对数。所有其他变量在表 II中定义。所有列都包括银行和周固定效应。第（2）列还

包括国家时间固定效应（类似于表 IV）。第（3）栏将样本局限于总部设在不受干扰国家的

银行（类似于表五）。括号中的标准错误在银行和时间级别进行双重聚合。***在 1％水平显

著，**在 5％水平显著，*在 10％水平显著。 

 

 

五、总体影响 

由于我们的样本捕获了欧洲的银行业务，所以我们可以研究金融危机期间整体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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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险抵押品变化的分布情况。根据我们早先的分析，我们使用不良主权债务衡量风险抵押

品。我们还看看发生在不良国家的所有债务，以获得更广泛的风险抵押品。 

为了分析银行体系中的风险抵押品分配情况，我们根据信用评级将银行样本分为两类。

我们选择这种分割的信用评级阈值，以便每个集团在 2010 年初承诺约占全部不良国家主权

债务抵押品的 50％。这相当于信用评级的 AA-。 

图 5的面板 A绘制了所有具有信用评级的银行在样本期间作为抵押物承诺的主要债务负

债总额。如图所示，2008 年 10 月银行体系认捐的总体不利主权债务抵押品开始在 740 亿欧

元左右，到 2009年 7月达到 1190亿欧元，然后在其余的样本周围波动。因此，从总体银行

体系的角度看，LOLR对于整体债务主权债务的敞口几乎没有变化。 

当我们研究两组银行的细分情况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如图 5所示。截至 2009年底，

弱资本化银行承诺了 590 亿欧元，而强资本化银行承诺了 730 亿欧元。然而，从 2010 年初

开始，不利的主权债务从强资本化到弱资本化银行的稳步迁移。截至 2011 年底，资本不足

的银行认捐额达到 860亿欧元，而资本充足的银行则将其认捐额减少至 330 亿欧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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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的图 A和图 B显示了处于不利国家的所有债务的类似模式，包括覆盖债券，抵押担

保证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债务国债务总额平均为 3240 亿欧元，但从强资本主义型银行向弱

资本化银行又重新分配。在弱资本化银行承诺的样本期间，由 164 亿欧元增加到 2550 亿欧

元，而强大的资本化银行的认捐从 1240 亿欧元下降到 770亿欧元。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LOLR干预促进了银行体系中的风险从强大到弱资本化的银行的再分

配。从 LOLR 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结果令人担忧。一个人会希望发生相反的情况，随着时

间的推移最强银行将从较弱的银行购买风险资产。集中在最弱银行的风险资产构成了一些危

险。这样会引发个别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并增加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如果最终失败，这也使

解决弱势银行成本昂贵。最后，将风险资产重新分配给不良国家，进一步增加主权风险。 

六、结论 

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一角色的驱动力在于，

向银行提供直接贷款可以阻止基于恐慌的银行业务，并防止昂贵的信贷紧缩。不过，令人担

忧的是，由于其他原因，银行可能会借款，这可能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我们研究了欧洲央行在欧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干预措施。我们显示，从 2010 年 5月开始，

弱资本化的银行从欧洲央行借款更多，使用风险较高的抵押品，而不是强大的资本化银行。

我们还发现，弱资本化的银行使用 LOLR 贷款积极投资于风险资产，导致将风险资产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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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弱势银行。我们的发现不能通过基于恐慌的挤兑的经典 LOLR 理论来解释。相反，他们

指出，银行在独立和在监管机构的鼓励下承担风险。 

我们的结果对 LOLR 的理论和实践有几个影响。首先，它们意味着遵循标准 LOLR理论可

能需要很大的代价。这些成本来自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因为弱资本化银行利用 LOLR 资金进

行风险投资。由于弱资本化银行所产生的风险资产积累增加了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以及随后

的解决成本。如果这些成本足够大，LOLR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会加剧金融危机。 

第二，我们的结果提出了 LOLR 实践是否可以修改以降低成本同时保留利益的问题。我

们的结果的自然含义是，LOLR可以通过直接应对风险诱因来降低成本。这可以通过重组或资

本化银行来实现。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危机期间，市场风险和银行行为的动态变

化都可以用来帮助识别具有风险诱因的银行。 

第三，我们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存在风险转移激励措施的最佳 LOLR 政策是什么。我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LOLR 干预措施有助于将风险证券重新分配给弱资本化银行。LOLR 的大多数

理论都缺少这种效应，LOLR 通常将重点放在一个具有单一代表性银行的金融部门。因此，我

们的结果指出了对最佳 LOLR设计理论的进一步工作的需要。 

第四，我们的结果引发了对货币联盟 LOLR干预的最优设计的质疑。虽然 LOLR的理论侧

重于银行，但政府也可能面临流动性短缺，需要进行 LOLR 干预。如果投资者对政府违约的

期望是自我实现的低效平衡，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表明，这种担忧可能激

发了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的干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 LOLR 干预的最优设计进行

理论研究。 

第五，LOLR 理论的建议可能没有得到适当的实施。在欧洲，获取 LOLR 是由国家银行监

管机构决定的，而不是欧洲央行。这与美国相反，美国是美联储和主要银行主管。由于 LOLR

贷款损失在国家之间是共享的，国家银行监管机构也有机会提供使用 LOLR 的渠道，即使对

于具有风险转移激励措施的银行也是如此。同时，扩大对这些银行的帮助的好处主要是在国

家一级。对我们结果的这种解释表明，银行监管和 LOLR贷款应该在一个单一的实体内。 

最后，我们强调，我们的结果并不意味着 LOLR 干预措施是减少福利。原因是，干预的

好处，例如避免低效的银行挤兑和信贷紧缩，很可能是大的。因此，一个核心问题是干预的

净效益是多少。论文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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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原文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ofi.12421/full 

作者单位：纽约大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欧洲中央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欧元区经济政

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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