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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Leonardo Gambacorta（2018）通过研究人均 GDP增长与金融结构、收入不平等

与金融结构以及不同金融结构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得出金融结构以非线性方式影

响产出增长和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并不总是与较高的产出增长以及较低的收入不平等

水平相关以及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对于外在冲击的结果不一样的结论。 

 

►Forrest Capie（2018）提出随着英格兰银行以中央银行的身份崛起，其在不同

时期出现了两个核心目标。第一个目标：货币稳定，这是金本位制的结果。第二个目标：

金融稳定，随着银行慢慢获得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十九世纪期间提出了金融稳定的目标。

央行的职责取决于政府与其他外部力量之间的双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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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机构（银行）VS 金融市场 

作者：Leonardo Gambacorta，谭哲勤 编译 

导读：文章主要探讨了三个部分，分别为人均 GDP增长与金融结构、收入不平等与金融结

构、不同金融结构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从而得出金融结构以非线性方式影响产出增长和

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并不总是与较高的产出增长以及较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相关以及银行主

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对于外在冲击的结果不一样的结论。 

 

一、人均 GDP增长与金融结构 

 

图 1 人均 GDP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的联系 

注：样本包含 41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银行信贷：银行信贷与 GDP之比的对数值。 

代表金融市场的指标：转手率的对数值（turnover ratio）。转手率：国内交易所

的股票交易价值除以上市股票的总价值。 

Source: Gambacorta,Yang and Tsatsaronis(2014).1 

 

二、收入不平等与金融结构 

                                                             
1 Leonardo Gambacorta，Jing Yang，Kostas Tsatsaronis，Financial structure and growth 

https://poseidon01.ssrn.com/delivery.php?ID=967113064118004120126098000110027122062015030047000031018099063028010038070082075049044

0860730521170270020920120790821211270200840070441070291190051220871220890180310660660310850860290130920060010670050001120731

17025122087114030028119086022118&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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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收入不平等与金融结构之间的联系 

注：样本包含 97个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银行信贷：银行信贷与 GDP之比的对数值。 

市场指标用资本化率表示，股票市值与 GDP的对数值。 

Source: Brei, Gambacortaand Ferri (2018). 

 

三，不同金融结构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 

银行主导的体系较不易受到“正常”衰退的影响 (Gambacorta et al，2014) 。然

而，金融危机时期，银行面临压力，将很难帮助客户度过难关(Bolton et al,2016) 。

银行在资产负债表重组方面会比较迟钝(Caballero et al,2008):倾向于信贷展期以拖

延损失确认（这就是所谓的僵尸贷款（zombie lending）），而市场主导型的体系在金融

危机时期可以快速去杠杆，从而更有利于可持续的复苏(Bech, Gambacorta and Kharr

oubi, 2014) 

表 1 不同金融结构下衰退的产出成本 

 金融结构

1 

 

 

（1） 

观测值

的数量 

 

 

（2） 

实际 GDP

损失 

(d)+ (r) 

 

（3） 

衰退期的

实际 GDP

损失 (d) 

 

（4） 

复苏期的

实际 GDP

损失(r) 

（5） 

基本财政收支

/GDP(Primary 

fiscal balance 

to GD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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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衰退期 银行主导

型 

40 4.33 3.73 0.60 –2.11 

 市场主导

型 

31 3.73 3.92 –0.19 –1.62 

没有金融危机 银行主导

型 

26 –0.09 1.70 1.79 –1.62 

 市场主导

型 

16 3.24 3.60 –0.36 –2.02 

有金融危机 银行主导

型 

14 12.54 7.51 5.03 –2.99 

 市场主导

型 

15 4.24 4.25 –0.01 –1.19 

 

该分析基于 Bech等人（2014）开发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从 1960年至 2013 年的 24

个发达国家的样本中选择了经济衰退以及随后复苏的横截面数据。经济衰退被定义为一

个或多个连续年份的实际 GDP增长负值。同样，随后的复苏被定义为从谷底到实际 GDP

恢复到之前峰值的那一段时期。我们发现了 71次经济衰退（29次与金融危机有关）。 

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的银行资产与 GDP比率高于（低于）中位数，则被视为以

银行为基础（以市场为基础）。 

GDP损失由实际 GDP 峰值与经济衰退（或复苏）阶段实现的实际 GDP之间的累积差

异给出。这可以用图形解释为一个区域，代表经济在衰退（和复苏）期间相对于危机前

GDP的相对 GDP损失。由于复苏阶段的 GDP增长可能在年内超过在危机前的 GDP的峰值，

因此复苏阶段的实际 GDP 损失可能为负（相对于危机前的峰值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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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ech, Gambacorta and Kharroubi(2014).2 

 

四，主要的结论 

金融结构以非线性方式影响产出增长和收入不平等 

金融发展并不总是与较高的产出增长以及较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相关 

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对于外在冲击的结果不一样： 

（1）“正常”衰退（与金融危机无关）中，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似乎更加稳定 

（2）在金融危机中，银行主导型的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大。 

 

原文链接：https://www.bde.es/f/webbde/INF/MenuHorizontal/SobreElBanco/Conferencias

/2018/LeonardoGambacorta.pdf 

作者单位：BIS国际清算银行 

                                                             
2 Bech, Morten L., Leonardo Gambacorta, and Enisse Kharroubi. "Monetary policy in a downturn: are financial cris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Finance 

17.1 (2014): 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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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格兰银行 325 年的演变 

作者：Forrest Capie，陈书菲 编译 

导读：随着英格兰银行以中央银行的身份崛起，英格兰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就此终结。这个

阶段始于 17 世纪后期即建国后不久，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第三个季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两

个核心目标。第一个目标：货币稳定，这是金本位制的结果。第二个目标：金融稳定，随着银

行慢慢获得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十九世纪期间提出了金融稳定的目标。央行的职责取决于政府

与其他外部力量之间的双向关系。 

 

一、引言 

在十七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其最后的十年中，英格兰正在进行金融革命和货币革命。

革命的背景是国家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主权议会对金融的控制方面。银行和金融业

的反应非常明显。国债的萌芽、英格兰银行的成立、部分储备银行的出现以及股票市场

的萌芽都在这段期间。还有货币重铸（1696）和 Dickson（1967）关于货币和银行业性

质的讨论，这些也发生在这段期间内。 

当时没有中央银行的概念，所以 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新。

银行成立的形式为有限责任联合股份公司（a limited liability joint stock compa

ny）。一般不采用这种形式，仅在少数个案中采用。英格兰银行能否在初创阶段存活下

来无法确定，但它确实存活了下来并迅速成为了国家的代理人，开始发展壮大，甚至能

够给政府提供服务，最后得到了政府的授权。每一份宪章的更新(其中有几份)都涉及到

这个过程(Broz&Grossman，2004）。这个发展过程使得英格兰银行成为现在所谓的中央

银行。对这一过程的了解有助于解释其当前的“核心目标”，即维持货币稳定和金融稳

定。 

本文研究了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和其从成立到近期的职责转变过程。最近一些相关的

文献提及了这点，其中包括专门针对银行这一时期的文献。3 

 

二、维持价格稳定 

                                                             
3 例如，Kynaston（2017）、Siklos（2017）、Singleton（2011）和 Wood（2005）等。《基纳斯顿书卷》是由英国央行委托出版的，目的是为广大

读者提供一份长期的通史。它涵盖了一些不同的领域，Kynaston 在讲述轶事方面很有天赋，在他的《伦敦金融城四卷史》一书中，他涵盖了同

一领域的大部分内容。这本书对一般读者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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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末，英格兰事实上实施了复本位制（de facto bimetallic standard），

到了十八世纪初期已经建立了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随着银行稳步发展到能够主

导金融体系的阶段，其主要职责是维持金本位制度的稳定，这必须加强立法工作。184

4年法案提出纸币发行与黄金的一对一关系。 

金本位制通过将票据发行与黄金存量联系从而来维持价格稳定。虽然黄金的存量可

能在改变，但目前也只能采取这个政策。从 1720 年左右到二十世纪初的价格水平证实

了金本位制的成功：虽然价格在这段时间是有些波动的，但英国坚持金本位制，价格波

动的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金本位制还是被政府暂停过的。 

从那时起，英格兰银行开始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拥有了现代中央银行的一个职能，

即维持货币稳定。在第一阶段，这是通过维持金本位制来实现的。目前的实现途径是银

行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低的正的个位数水平。 

 

三、促进金融稳定 

第二阶段是银行拥有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能，有时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明确中央银行职

能的阶段。当英格兰银行成立时，构成“银行系统”的银行正处于现代形式的早期阶段。

这些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借贷。通过借贷，银行提供了一部分货币存量（在现代经济中能

提供更多的货币存量）。银行充当金融中介，将资金从贷方转移到借方。 

该系统被称为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因为银行的

流动资产储备是银行负债的一小部分，需要按需偿还。关于这个系统如何发展，有两种

主要观点。一种观点是完全免费的系统，即每个银行负责自己票据发行中的“免费银行

业务”，这种系统对于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例如处理对系统的冲击。另一种观

点认为，该制度要求一个能够提供无限流动性以换取良好资产的机构，即最后贷款人（a

lender of last resort），而这个机构就是央行。这就是英格兰银行在十九世纪慢慢拥

有的职能。 

在英格兰银行或者中央银行存在之前，英格兰存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现金储备

仍然占存款负债的很大一部分。直到这些现金储备开始减少和重要的“银行乘数”（ba

nking multiplier）出现，金融风险开始显现。Francis Baring（1797，1967）首先阐

述了该系统需要所谓中央银行的论点。在 Baring 对“最后的手段（dernier resort）”

一词进行解释后不久，Henry Thornton 提出了什么是最后贷款人，为什么有必要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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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贷款人以及如何运作。这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考虑到这个背景也是为了

后续的制度研究。 

英格兰有许多银行，除了英格兰银行，其他银行都被限制成为六个或者更少的合伙

企业（联合股份形式直到 1826年才被允许，有限责任形式直到 19世纪 50 年代末才被

允许）。即使在确保无限责任的情况下，银行失败的案例也很常见。Thornton 指出，英

格兰银行正是在这时候发展起来的。 

如果任何一家银行倒闭的时候没有将大量黄金注入流通，就有可能发生对邻近银行

的大规模挤兑，导致恶性循环。（Thornton 1802 1978） 

那么谁会注入黄金，答案是英格兰银行。 

如果英格兰银行在未来银行恐慌的阶段，能够延长贴现期限，那么可能可以避免发

生的灾难。 

Thornton强调，这些补救措施与允许一些个别机构倒闭并不矛盾，应该从宏观方

面来看待这个问题。1847 年危机之后，在 1848年包括 Bagehot在内的几位学者清楚地

解释了“注入流通”以阻止恐慌从而能够保护系统的原因，Bagehot在 1873 年进一步

进行了阐释。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的银行体系中，以黄金为基础，但中央银行是票据发行的垄

断者。消除上述中需要货币的印象，职责显然在于中央银行。由于中央银行是票据发行

的垄断者，因此它是现金的最终来源。如果不这样做即消除这个印象，作为最后贷款人

的银行将在恐慌中提供现金，恐慌将持续甚至变得更糟，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的普遍崩

溃，同时伴随着货币的大幅收缩。 

在革命战争期间暂停金本位制后，英镑于 1821 年恢复到战前的黄金平价。1825年，

银行第一次提供紧急援助。19世纪 20年代初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充足的信贷是英国

繁荣发展的原因。银行随后收紧了资金，股市崩盘，有些银行倒闭，恐慌蔓延，银行纷

纷出现挤兑。银行通常用于贴现的票据用完后恐慌却还在继续。如果要避免银行倒闭潮，

银行将不得不依靠其他类型资产的担保借款。12月 14日，英格兰银行突然偏离其惯常

做法，在政府债券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不是仅限于贴现商业票据和其他资产。恐慌就这

样结束了。 

银行系统逐渐完善，在 1847年和 1857年的危机后进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一个重

要的转折点是 1866年发生的欧弗兰德—格尼危机（Overend and Gurney Crisis）。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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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nd和 Gurney 在 18世纪建立了公司。到 19世纪 50年代，公司规模已经非常庞大，

其资产负债规模是当时最大银行规模的 10倍。到 1866年初，繁荣时期结束了，许多公

司都倒闭了。银行利率从 1865年 7月的 3%提高到 1866年 1月的 7%。1866 年 5月 11

日，欧弗兰德—格尼公司破产。引用《银行家》这本杂志(1866)的话来说：“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恐惧和焦虑。”英国央行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甚至不愿

发放政府债券，这让状况变得更糟。1844年的《银行宪章法案》(该法案将纸币发行限

制在黄金储备和一小部分信托发行的范围内)随后被暂停实行，央行提供了流动性，恐

慌逐渐平息。 

关于最后贷款人的文献很多。Stanley Fischer（2017）表明，对 Bagehot 观点的

解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关键因素在于措辞。当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时，最后贷款人是贷

方。这就指向了系统赖以运行的纸币和现金的提供者—通常是中央银行，但不一定是中

央银行—其流动性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给市场，而不是提供给单个银行。 

总而言之，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是参照以某种方式定义的稳定价格来维持货币

稳定，并在必要时作为最后贷款人促进金融稳定。而这两种职能是其他组织无法实施的，

对于现代银行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英格兰银行在早期完成了第一阶段，即维持货币稳

定。到了十九世纪的第三个季度，英格兰银行结合当时发生的危机事件和银行承受的压

力及争论，完善了第二个职能，即促进金融稳定。 

 

四、贴现经纪 

当然，银行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也必须完善。商业银行必须找到最合适的资产负债结

构。19世纪中期银行要坚持谨慎性，这基本上也是当时的口号(Rae 1885)。 

在英格兰，贴现经纪行在商业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交易系统开始发展（Grego

ry，1929；King，1936）。这些贴现经纪行逐渐获得资本基础，以资助他们自己的投资

组合资产，并在十九世纪的第三季度发展成为了他们的现代形式，即贴现经纪（the d

iscount house）。当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紧缩的压力时，银行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向贴现

经纪行收回贷款，这将贴现经纪行送向了英格兰银行。如果商业银行必须兑现票据，他

们会在贴现经纪行进行，而贴现经纪行则又会将票据带到银行。通过这种方式，央行不

需要知道大量需求的来源（Capie，2002），需求的确切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

票据进行贴现后，对其进行质量评估的任务实际上已经被委托给了贴现经纪行（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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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从 1825 年的危机开始，一直到 1866年的危机，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内英格兰银行

已经学会了如何履行其职能，并在需要时采取相应措施(Ogden，1991；Capie，2002)。

商业银行也了解了资产负债表的较佳结构。 

 

五、政府和监管 

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和监管的作用。十九世纪基本上是放松管制的时期。首先是放宽

高利贷法。在 1825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英国央行确实发放了贷款，但它不能以超过 5%

的利率发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个利率不算高。在此次危机后放宽了高利贷法，而在下

一次危机时，该行可以将利率上调至 5%以上。与此同时，取消银行被限制在不超过六

个合伙企业中的规定，并允许成立联合股份制银行。最初，它们只能在伦敦以外的地方

运营，但后来可以在伦敦内部运营。在 19世纪的第二季度，关于有限责任的利弊讨论

越来越多。1857年金融危机后法律放宽，那些愿意采用有限责任的人可以用有限责任

（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这么做，这只是一种选择）。之后，银行业受到的监管极其宽松，

一切准备好后银行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英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金融稳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

于人们开始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期间有个别银行倒闭，偶尔也有大银行倒闭，但没有

发生金融危机。出现危机的所有信号都在 1914年，但当时的情况极其反常。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英国没有银行业危机。1929年至 1932 年期间，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陷入

深度萧条时，英国却没有(Capie et al，1986)。虽然英国经济出现了下滑和衰退，但

是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银行危机。事实上，银行系统在整个时期都保持着显著的强健状

态(Billings and Capie，2007)。当时存在汇率问题，但通过切断英镑与黄金的联系并

允许汇率浮动，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战后，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且在某些方面确实出现

了动荡，但是英国银行体系仍保持稳定状态。  

20世纪 70年代中期，由于二战后监管环境的改变，二级银行部门爆发了一场危机。

随后在 1979 年进行立法(Capie，2010)，这标志着政府开始干预银行业务。在那之后不

久，也就是 1980年代，巴塞尔协议接管了银行业务。资本监管始于英国，在巴塞尔委

员会的指导下，其复杂性迅速扩大(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5；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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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hart，2011)。银行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强调。这

些银行应该被告知该如何采取措施(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5)。 

 

六、变化 

英国央行的另一项核心职能也发生了改变：价格稳定。首先，英国央行被指责没有

维持英镑的价格稳定，即将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率保持在商定的平价水平。1931年金

本位制被废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the Bretton Wood

s)，虽然黄金的实际基础是美元，但英镑与黄金仍存在残余联系。在这一体系下，英国

央行的货币“指令”是将英镑与美元的汇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汇率的选择是政府的事，

但这对银行来说也有很大的变化。尽管英镑与外部目标挂钩的规定不时地在发生变化，

但银行仍在遵循这一规定。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2年货币不再稳定，英镑汇率开始浮动。在缺乏明

确目标的情况下，通胀迅速上升，1975年达到 27%左右的峰值。在随后发生的英镑危机

中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某种货币目标应运而生。41979年以后，政府

通过了货币总量增长的目标，即英镑 M35。财政部将这一目标强加给了银行。 

这一目标持续到了 1997年，其间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变化可能无意间使银行为

实现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使银行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而且这些改变给银行带来

了更大的开放性和责任感。1993年 2月，英国央行发布了通货膨胀报告，其中包括其

他银行的通胀预测。1993 年开始，银行在何时采取何种利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限制条件是必须在下一届内阁会议之前进行决策。1994年 4月，内阁会议的会

议纪要在其结束两周后公布。1995年，对这一目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当时的大臣 K

enneth Clarke称之为“重申(restatement)”6。利率仍由大臣决定，目标则完全由政

府决定7。这一过程标志着“独立”之路的开始。 

总言之，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末，英国央行一直负责金融稳定目标，包括如何实现

这一目标。相反，货币稳定目标一直由政府实现，而有些时候银行也参与这一目标的决

策。 

                                                             
4 国内信贷创造是一个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概念，由国内货币供应增长组成。详见 Foot（1981）。 
5 英镑 M3 是一种广义的货币供应量，除了英格兰银行的纸币、硬币和银行存款外，还主要包括清算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 
6 潜在通胀率将保持在 2.5%或更低的水平，财政大臣表示，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通胀率在 1%至 4%之间。 
7 当然，在英国央行行长的建议开始公布时，财政大臣在决定利率方面究竟有多大的自由度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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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务管理 

银行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管理政府债务，这一职能可以追溯到银行存在的早期阶

段。债务由独立机构还是央行来进行管理存在分歧，特别是当债务规模庞大致使债务管

理与货币政策相关联时。无论两者各自的优势如何，银行的起源都决定了其对政府债务

的管理职能。实际上，银行是国债的起源。债务的管理受到银行的高度重视，与该行的

生存以及此后保留和扩大其享有的特权密切相关。 

在银行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战争频繁发生，战争融资成为银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建国后的 120多年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通常与法国交战)。这意味着，尽管 1

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经济不断增长，但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债务已增长

到国民收入的 100%左右。1820年，这一比率已升至 250%以上。此外，1820 年以后，英

国恢复金本位制，物价水平保持平稳趋势，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直到 19世纪 60年代，

债务比率才再次降至 100%。但在二战后，这一比例又回到了 250%以上。 

1945年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大幅扩张和许多行业(包括英格兰银行—尽管其业务或

措施没有任何明显变化）的国有化，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大。此外，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且 20世纪 40年代后出现了稳定的通胀，但到 20世纪 60年代末，

负债率仍接近 100%。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已能熟练地管理债务。然而，这

使得执行货币政策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债务到期后需要置换，但通过出售新债来影响其他变量并不容易，尤其是当局不认

可的出售价格。考虑到自身的利率约束，出售这些资产往往很困难。鉴于自身问题，出

于控制资金的目的而出售债务的措施难以执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对货币政策的观点可能被称为旧的正统观念。在那种

政权环境中，政策实施比较直接。为了改变货币状况，英国央行采取了银行利率和公开

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为紧缩货币，银行提高了银行利率，并对短期

利率施加上行压力，以此时的价格出售了国库券。 

但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新的正统观念。部分原因是债务规模庞大，对银行体系或者对

银行体系以外的体系产生了影响，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思维方式。为紧缩货

币，银行执行相同的初始措施—提高银行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但是，人们相信整个利

率结构都会受到影响。 

然而，这与财政部的融资需求有冲突。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英国央行将购买英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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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8。购买英国国债必然会给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现金，难以达到紧缩货币的目的。货

币供应扩张，通货膨胀持续，会扩散到对外账户（external accounts），对这些账户的

影响在国际收支赤字中表现得很明显，有时甚至会出现危机，最后导致贬值。 

重要的是，英国央行相信其在金融和外汇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专业性。确实如此，这

种专业性是英国央行抵御财政部干预的主要手段。英国央行了解市场的运作并认为不应

干涉其正常运作，财政部也接受了这一观点。 

在 1979 年至 1990年撒切尔政府的领导下，债务逐渐减少。到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

债务比率低至 40%。在 1997 年的新政策中，债务管理业务从银行移出，由财政部专门

的债务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八、银行的独立性 

关于英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这些文献认为，英格兰银

行从成立起一直被认为是独立的，1946年国有化以后它不具有独立性，直到 1997年再

次独立。这种观点当然是离谱的，英国央行从一开始就是政府的产物，与政府以及政府

的需求密切相关。总的来说，英国央行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受政府干预的。但在其他时候，

特别是在战时或金融危机时期，英国央行都会执行政府的指令。 

例如，在 19世纪上半叶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时期，财政大臣会指示银行暂停金本

位制度以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财政大臣会规定交易中的利率(银行利率)，并指定将这些

交易中获得的任何超额利润送往财政部(Gregory 1929；Anson and Capie 2018)。 

在战争时期，政府会将需求准确告知英格兰银行，同时在需要时告知如何采取相应

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银行会坚持其独立性，但最终仍会遵从政府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1945年—1971年)，英国央行会被指定某个需

要实现的目标。那时的目标是政府与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汇率。但无论

从何种意义上讲，英国央行都拥有一种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或业务独立性—这在 1997

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英国央行拥有可以保持特定利率的工具。当然，如果政府不断抛

出货币，并带来了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对于通胀目标或任何其它机

制而言，情况亦如此。 

                                                             
8 这是一项复杂的业务，涉及“逆风而行”—在价格下跌的市场上等待买入机会，同样地，在上涨的市场上卖出，并充分考虑心理因素。英国

央行考虑到心理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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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5月工党政府执政后，英国央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银行拥有了设

定利率的职能。为了决定利率水平，成立了由银行职员和外部人士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

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一些任命是由财政大臣做出的，但他们在委员会中

占少数。当时，政策完全由银行执行，而目标的选择则完全由政府决定。从宪法的角度

来看，这与金本位制基本无异。然而，Fischer (Capie et al，1994；Fischer，2017）

认为，在执行新政策的近些年来，透明度和问责制都大幅提高。 

在 1997 年以前，英国央行承担了金融稳定的职能。货币稳定很容易定义，且容易

确定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没有这样的定义可用于金融稳定。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

局(FSA)成立的同时引入了“新”的独立性，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被正式取消。问题

是由谁来维持金融稳定。 

 

九、最近的金融危机 

对历史学家来说，研究 2007年 8月的金融危机历史还为时过早9。当然，有大量的

研究试图解释这场危机，这些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适当的帮助。但历史学家必须等待，

从某个距离和视角去看待问题，也要接触一些原始资料。不过，可以添加的内容是后记。 

1997年后，监管缺乏明确性，导致英国商业银行北岩银行在 2007年陷入困境。英

格兰银行不再正式或非正式地监管银行。此外，金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通胀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对金融稳定则没有感到过担忧。即使其他银行

愿意支援北岩银行，但这次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北岩银行没有时间提出要求。

必须针对政府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去找它的所有者即政府要求资金

支持，而且必须以一种特别的、紧急的方式(详见 Milne and Wood，2009)。此次危机

体现出的问题是，不仅英格兰银行有必要呼吁政府的支持，也暴露了政府此前一系列指

示的不足之处。这有必要重新考虑英格兰银行的职能。 

就通胀而言，英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在危机过后，人们意识到有必要确保市

场信息和金融稳定都得到重视，这与银行的职权和内部结构都相关联。此次危机暴露了

英国央行在职权方面的弱点和英国央行(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在应对危机方面的

缺陷。这不仅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危机，而且还需要改变两者的职权。这些改变可

以集中英国央行的职权。同时，随着资本金比例的上升和各项资产的风险权重得到规定，

                                                             
9 Kynaston（2017）处理了危机，并详细描述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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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可以更加具体化。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出两点。这是政府首次干预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也是

自 1866年以来首次在这一职责领域出现严重问题。 

 

十、总结 

最近，英格兰银行发现公众对其可信任程度低于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它的早期显然

是不稳定的，在一些事件中它招致了公众严厉的批评，但总体而言，它的权力、声望和

可信度都在增长。英国央行的目标来自于发展、指导和反应。货币目标是从英国央行的

初始义务演变而来的，即能够将票据按需转换为黄金。这在 1844年正式确立，此后的

变化不过是改变了货币目标的形式。银行制定金融稳定目标是为了应对外界的争论和事

件的压力。但在此之前，在没有正式理由的情况下，英国央行还是在不时地稳定该系统。

此后，它逐渐参与组成英国银行体系的银行的运作，通过立法为这些银行采取的措施承

担责任，且责任越来越正式和具体化。自金融危机以来，出现大量关于英国央行的文献

（例如：Qvigstad，2016；Singleton，2011；Siklos，2016），基础业务仍然是一样的，

但是央行行长似乎不确定如何采取措施。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ecaf.1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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