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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Charles Goodhart 和 Dirk Schoenmaker（2019）认为银行业是顺周期性的，但

资本框架基本上是静态的。反周期资本缓冲是自由裁量的，具有无所作为的潜在危险，

并且在规模上也是有限的。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扩展的资本保护缓冲区，它可以作

为一个自动稳定器。  

 

►Jon Danielsson（2019）认为随着中央银行的工作职能越来越多，声誉风险也越

来越大。该文提供了一个来自冰岛的警示故事，在冰岛央行被任命负责资本控制后，由

于在实施资本控制方面的失误，受到了严厉的抨击。权力的累积侵蚀了央行的独立性，

使其陷入监管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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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资本的自动稳定器 

作者：Charles Goodhart，Dirk Schoenmaker，陈书菲 编译 

导读：本文提出应该更多地使用基于规则的资本衡量标准，例如比当前要求更大的

资本对话缓冲。当这个较大的资本保护缓冲区得到满足时，银行只能向股东分配利润或

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奖金。作为一种自动稳定器：在良好的时期，资本积累在保护缓冲

区中，可以在不良时期进行抽取。 

 

 

虽然银行业是顺周期的，但资本框架基本上是静态的。反周期资本缓冲是可自由支

配的，存在不作为的潜在危险，而且规模有限。本专栏建议扩大资本保护缓冲，这将起

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可以纳入下一次巴塞尔协议审查和即将到来的 Solvency II 审

查。 

银行系统是顺周期的（Borio,2014）。反周期宏观审慎资本要求得到了强有力的支

持。然而，启动这种反周期措施的政治经济充满了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更多地使用基

于规则的资本措施，例如比当前所需的资本保护缓冲区大得多的资本。银行只有在满足

了这一更大的资本保护缓冲后，才能将利润分配给股东，或向高管提高奖金。因此，它

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积累在保护缓冲中，而在经济萧条时

期，这些缓冲可以被提取出来。财政政策在这类自动稳定器方面有着良好的经验。 

 

顺周期银行系统 

银行系统本质上是顺周期的。在景气时期，感知风险较低导致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

较低，反之亦然（Brunnermeier et al. 2009）。此外，在经济繁荣时期，利润被计入

资本，而在危机时期，亏损被扣除。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Huizinga和 Laeven（2019）

指出，银行的贷款损失拨备也是顺周期的。这些累积效应导致了一个非常顺周期的银行

体系。Borio（2014）清楚地表明，金融体系的扩张性大于经济（以 GDP衡量）。金融

周期强于商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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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资本要求 

Brunnermeier等人（2009）因此主张将反周期资本要求作为宏观审慎工具。巴塞

尔协议 III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包含一个反周期资本缓冲，最高为基于风险资本要求的

2.5%，以及一个资本保护资本缓冲，最高为 2.5%。这两个缓冲都是核心股权一级资本

（CET1）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这是个好消息。 

首先，启动反周期资本缓冲似乎非常困难。当信贷与 GDP之比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宏观审慎当局应激活这一缓冲。这种自由裁量的方法为延迟或根本不激活缓冲区留下了

余地。到目前为止，只有斯堪的纳维亚、英国、法国、爱尔兰、卢森堡、捷克共和国、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立陶宛启动了欧洲的反周期缓冲机制（截至 2019年 6月 7日，

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概述）。奇怪的是，最近经济增长稳健的国家（如德

国和荷兰）尚未启动反周期缓冲。这些国家中一些实力较强的银行已开始回购股票，就

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那样。这使得银行在经济周期转向时资本充足率达到最低水平。 

很容易看出技术阈值还没有达到，因此不需要激活缓冲区。对德国而言，部分大型

银行的弱点可能是推迟行动的原因之一（5月底 Bafin 宣布启动）。对荷兰来说，2017

年 12月修订后的巴塞尔协议 III规定的更高的抵押贷款资本金下限，可能是不作为的

一个原因。这些例子表明，资本要求的政治经济学可能导致资本要求的片面适用。 

第二，反周期资本缓冲只是基于风险资本要求的一部分。杠杆率持平。杠杆率越低，

金融周期就越强。利润被添加到一个较小的资本基础上，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在未来一个

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张。Schoenmaker 和 Wierts（2015）表明，较低的杠杆率会导致金融

周期的较大波动。 

 

一个更强保护缓冲的提议 

解决方案是使资本框架更加基于规则（Hanson et al. 2011）。因此，我们建议将

资本保护缓冲从风险资本要求的 2.5%扩大到 5%，并将资本保护缓冲也纳入杠杆率。这

将大致转化为 2.5%的额外杠杆率，因为风险加权资产约占总资产的一半。全球系统重

要性银行的资本附加费（所谓的 G-SIB附加费）也将在 2017年 12月更新的巴塞尔协议

III中，以 50%的比率计入为杠杆率。届时，G-SIBs 的杠杆率将达到 6%左右（3%的基本

要求、2.5%的存款准备金率和 0.5%的系统性附加费）。 

这样一个规模更大的保护缓冲区，将在一个顺周期的金融体系中发挥自动稳定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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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它可能不仅对银行有用，对经历顺周期投资行为的保险公司也有用（Duijm和

Steins Bisschop，2018）。 

由于当前宏观经济周期正在走弱，我们建议在下一次周期性好转之前及时引入扩大

的资本保护缓冲。因此，它可能被纳入下一次巴塞尔协议审议和即将进行的 Solvency II

审议。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automatic-stabilisers-banking-capital 

作者单位：伦敦经济学院；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https://voxeu.org/article/automatic-stabilisers-banking-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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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央行和声誉风险 

作者：Jon Danielsson，陈书菲编译 

 

导读：本文探讨中央银行职能和其声誉风险的关系，以冰岛的警示故事为例，认为

权力的累积侵蚀了央行的独立性，使其陷入监管瘫痪。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各国央行不断积累新的就业职能。最近在冰岛发生的事件表

明了这种领域扩张的风险。 

2019年 4月 30日，冰岛最大的出口商向警方起诉了现任和前任央行高级职员，包

括现任行长，指控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存在不当行为。 

任何监管机构都会做出一些被认为是错误的决定，当它做出决定时，法律和政治领

域可以介入，并强制执行决议。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预料的，所以我们对这些

错误有容忍度，而声誉风险通常是可控的。 

然而在这里，受到攻击的机构是一家独立的央行，政治监督非常有限。我们把它从

政治干预中解放出来，作为交换条件，央行必须是公正和称职的。如果不这样看，独立

就很难被证明。 

 

背景 

2008年冰岛危机之后，政府被迫实施资本管制，由央行负责。中央银行是规章制

度的设计者、违规行为的监督者和执法当局。央行行长成为货币市场警察局长。 

2012年，央行认为该国最大的出口商 Samherji 渔业公司违反了资本管制。作为回

应，该银行在副行长授权下，组织了一次警方突袭 Samherji的总部。媒体得到了密报，

电视记者陪同警方进行了突袭。 

冰岛当地媒体大肆报道，这次袭击成为全球新闻。毫无疑问，这对 Samherji 的声

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央银行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起诉，于是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但检察机关不同意，

撤销了诉讼。随后，中央银行利用其监管权力对 Samherji 处以罚款，Samherji 对罚款

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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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 Samherj的裁决。今年早些时候，国会

监察员批评了央行对这一争端的处理方式，认为该行没有遵循正确的法律，并提出了一

个问题，即央行是否在突袭之前就通知了媒体。 

 

结果 

Samherji要求道歉并赔偿罚款和法律费用。这让央行陷入了困境。同意意味着承

认错误，而拒绝则意味着继续争论。这两种选择都会对声誉造成影响。 

Samherji和中央银行之间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举个例子，最近 Samherji 的首

席执行官和央行行长在议会和电视摄像机前发生了争执。最近的举措是 Samherji 的首

席执行官对央行高级职员提起刑事诉讼。 

如果监管实体不是一家央行，很难想象这场冲突会变得如此尖锐和具有破坏性。如

果其他一些机构被授予类似的执法权（金融监管机构通常都是这样），它们很可能会走

上类似的道路，受到同样的挑战。 

 

独立与政治监督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似乎是事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任何监管机构在受到质疑时

都会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但最终解决纠纷的是外部实体，主要是法院。 

虽然没有哪个监管机构愿意看到决策被推翻，但后果通常没有那么严重。当法院做

出不利于监管机构的裁决时，要么监管机构接受这一裁决，要么试图堵住导致其败诉的

任何漏洞。无论哪种方式，法院都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冲突得到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

名誉的影响是有限的。 

相反，正如冰岛的例子所示，央行的独立性导致了解决方案的巨大不确定性。央行

的决定可以被法院否决，也可以受到议会的批评，但它们无法强制执行一项决议。 

央行的独立性意味着，央行的观点必须被视为一种另类的世界观，有别于政府和法

院的观点，而且不像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那样完全受制于它们。 

独立性的存在使不可调和的争端有可能出现，正如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一样。央行

在管理货币政策方面的关键角色——当然这也是赋予央行独立性的原因——意味着，这

类未解决争端的影响可能非常严重。 

当然，独立性可能会让央行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监管机构，但它确实会让宪法问题变



 

 
 8 / 10 

No.201915 

 

得更加明显——当一家央行拥有实质上独立于法院和议会的权力时，宪法问题就会出

现。 

这可能会让央行变得更加沉默，因此，与政治监督相比，它的监管效率会更低。这

也可能使央行变的傲慢自大，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其他当局的挑战不屑一顾。要达到正确

的平衡很难。 

 

更广泛的教训 

Kylland和 Prescot 关于央行独立性的最初想法是，这将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因为政客们再也不能干预利率了。为了获得信誉，政治当局给予中央银行前所未有的独

立性，超过任何其他政府机构。作为交换，他们必须以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式行事。 

货币政策是独立政府机构的理想选择。虽然在技术上很复杂，但它也是分散和直接

的。有一个主要的目标（观察通货膨胀）和两个工具（货币的价格和数量）。这三个变

量都是直接监控的，因此央行的绩效可以由外部利益相关者评估（Goodhart 和 Lastra，

2018）。 

同样重要的是，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分散的。它影响每个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严重，

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很难确定，通常对任何个人或公司都不太明显。总的来说，财富

的分配效应可能很大，但肯定不是针对个人的。 

规则不是那样的。有多个变量需要观察和控制，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与其他变量发

生直接冲突，其中许多变量的理解很差，测量也很差。判断总是涉及其中，因为实体很

少从事他们认为不适当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影响是直接的和个人的。监管针对的是个人和特定的公司，比如 Sam

herji及其首席执行长。有直接的赢家，也有明确的输家。正如 Issing（2018）所指出

的，这些行动或央行本身是对其独立性的一个关键威胁。 

因此，规章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当局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它不可能像一

家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央行那样独立。 

 

结论 

将监管嵌入央行内部是有充分理由的:很难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分开；宏观审慎

与微观审慎分开；并且都使用类似的工具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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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herji与冰岛央行之间的冲突凸显了相关风险。央行积累的权力越大，参与日

常监管的越多，冲突的范围就越大，央行独立性越有可能阻碍它们成功解决问题。 

中央银行的声誉风险随着其权力的增加而增加，矛盾的是，它可能使中央银行更不

愿意采取行动，因此不如具有政治监督的监管机构有效，Chwieroth和 Danielsson（2

013）指出了这一点。 

任何规模足够大且尚未解决的冲突，都有可能削弱央行的独立性或导致监管瘫痪。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central-banks-and-reputation-risk 

作者单位：伦敦经济学院 

https://voxeu.org/article/central-banks-and-reputation-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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