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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Lucrezia Reichlin和 Dirk Schoenmaker（2020）认为，欧元区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协调不起作用。为了在重大危机期间重新平衡两者的权重，必须协调欧洲央行（由多

数票通过）和欧洲社会主义（由一致或合格多数票通过）做出的决策之间的不对称性。

这一点非常紧迫，因为 ESM 是唯一可提供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所需的公共财政

能力的工具。 

►John H. Cochrane（2020）认为全球正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持

续时间不详——可能是 V型、U型或 L型。如果这次经济衰退在数月内不是 V型，将有

一波从个人到企业的破产潮，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遭受巨大损失。也许有人会说：在好的

时候获得回报，在坏的时候承受损失，但现在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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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误区 

作者：Lucrezia Reichlin, Dirk Schoenmaker，刘真铭编译 

导读：欧元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不起作用。作者认为，为了在重大危机期间重

新平衡两者的权重，必须协调欧洲央行（由多数票通过）和欧洲社会主义（由一致或合

格多数票通过）做出的决策之间的不对称性。这一点非常紧迫，因为 ESM是唯一可提

供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所需的公共财政能力的工具。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各国需要进行债务融资，以执行有针对性

的财政政策，满足社会总需求。这要求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协调。不幸的是，在

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不起作用。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做——特别是那些反对欧洲

央行采取特别行动的国家。但现实是，经济及货币联盟（EMU）除了在欧元区一级进行

软协调外，没有其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今天呼吁财政政策尽其所能发挥作用，

这几乎是一句空话。国家财政政策的范围受到其对风险溢价的后果的限制，而风险溢价

的后果又与公共财政中先前存在的脆弱性和金融部门的健全性有关。脆弱性也与国家卫

生服务的质量有关。这意味着如果欧洲货币联盟希望通过以一定水平的名义国内生产总

值作为目标来共同支持欧盟的总需求，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货币政策。  

ESM作为财政部门 

与十年前不同，今天拥有一个机构可以对其进行调整，以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提供

所需的协调。Bénassy等（2020）的提案提出了一个在欧洲稳定机制（ESM）职权范围

内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例子。但是，要在危机时期真正发挥作用，ESM必须从一个可以

根据条件向单个国家提供紧急贷款的支持机构，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金融机构，可以为所

有国家应对普遍冲击并向所有国家提供紧急贷款。  

此外，财政当局（ESM）和货币当局（ECB）及时采取行动的能力也存在根本差异。

尽管 ESM按照一致通过的要求进行运作，但欧洲央行还是以多数表决通过的要求进行运

作。在紧急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行动。  

货币政策本身可以取得很多成就，因为它可以采取准财政措施，并模仿纯债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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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政策或协调的财政政策。但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取的。这带来了一

个合法性问题，因为中央银行不直接对纳税人作出回应，这也意味着政治当局缺乏回应。

最终，这将损害其有效性。中央银行是强大的机构，但其权力与信誉相关联，而信誉又

基于其政治支持（Goodhart，1998），正如过去的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Pill and 

Reichlin，2016；Reichlin，2019）。 

决策不平衡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央行理事会通过成员国简单多数的投票作出货币

政策决定。自 2015年立陶宛成为欧元区第 19个成员国以来，已有两个集团拥有轮换表

决权。第一组由五个最大成员国的州长组成，他们具有四个投票权。第二组由其他所有

州长组成，共有 11个投票权。因此，大国的选票略多，但基本规则仍然是多数票。 

根据《ESM条约》，理事会通过相互协商做出重要决定，这就意味着一致通过。如

果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得出结论认为，不紧急通过一项决定会威胁到欧元区的经济和

金融可持续性，则有一个紧急投票程序。但是，此程序需要获得 85％的合格多数票。

这使德国（拥有 27％的选票）、法国（20％的选票）和意大利（18％的选票）具有事

实上的否决权。 

决策程序不平衡有两个原因。首先，以一致通过（或非常高的多数票）作出对一个

或多个国家的联合援助的决策是非常低效的。就银行援助来说，Schoenmaker 和

Siegmann（2014）发现，多数和合格多数表决规则接近于具有超国家权威的救助机制的

效率。相比之下，他们发现一致投票效率不高，因为一个国家就足以阻止一项提案。 

其次，ECB（多数投票）和 ESM（一致投票）之间的不平衡意味着 ECB每次都会采

取必要的措施。这种情况曾经在欧元危机期间发生过，现在又出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危机中。这会导致财政货币政策结构失衡，货币刺激措施过多，财政刺激措施（以及合

法化）过少。这使得欧洲货币联盟很脆弱，对美国和英国等国来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

在美国和英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可以及时、全面地制定宏观一揽子计划。全球经济危

机是第一个教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是第二堂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这很可

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未来的解决办法 

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机，需要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欧元区

的前进方向是扩大 ESM的任务范围，从向单个国家提供有条件的紧急贷款到为所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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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紧急资金。接下来，应该统一决策规则，这些规则需要转向多数投票表决才能生

效。有效性可以定义为：能够制定并执行足够大且及时的危机管理对策。而一致同意或

高多数票表决规则会导致一种情况，即一个成员可能不适当地拖延或阻止危机应对。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fault-lines-fiscal-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

n 

作者单位：Lucrezia Reichlin 伦敦商学院, Dirk Schoenmaker 鹿特丹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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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传染”大流行 

作者：John H. Cochrane，刘真铭编译 

导读：本文提出全球正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持续时间不详——可

能是 V型、U型或 L型。如果这次经济衰退在数月内不是 V型，将有一波从个人到企

业的破产潮，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遭受巨大损失。也许有人会说：在好的时候获得回报，

在坏的时候承受损失，但现在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美国政府应对这种局面的基本经济计划很简单：美联储将在这段时间内印钞付账，

并且为每一笔债务提供担保，同时确保固定收益投资者不会亏损。 

由于自愿或强加的社交距离，经济正在崩溃。2000万人中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

工人在这次停工的第一个月失业，这比 2008年的经济衰退还要严重。三周后，三分之

一的美国租房者将没有资金支付四月份的房租。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大多数人认为公司

手头有一到三个月的现金，本文认为将在一段时间内看到金融崩溃的迹象。 

支付账单？差不多是的。这不是“刺激”经济，而是渡过难关：失去工作和没有收

入的人付不起账单。当人们没有现金时，他们停止支付租金、抵押贷款、水电费和消费

者债务。反过来，借钱给他们的人也会有麻烦。零收入的企业无法偿还债务、员工工资、

租金、抵押贷款、水电费。当他们停止支付时，他们就会破产，他们的债权人就会陷入

麻烦。如果想阻止金融危机，就必须支付所有的账单，而不仅仅是一些额外的消费现金。 

失业保险将为失业者提供 100%的工资替代，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房租、抵押贷款、

水电费和消费者债务；小企业管理局将向企业发放可免除的贷款。救援计划已经到位，

美联储正在支持企业债券、市政债券、财政部、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市场。 

印刷钞票？是的。财政部希望在第一个刺激法案中投入 2万亿美元。那笔钱是从哪

里来的？在正常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出售 2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国库券。但谁还有 2万亿

美元的额外收入，并且现在想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呢？因此，新的国债必须来自新的资金。

美联储购买的债务比财政部出售的还要多。 

当美联储购买国债时，会印出新的钱，并将其交给国债持有者。将之定义为“印钞”

会更清楚。实际上，美联储在银行准备金账户中创造了新的储备，银行可以将储备转换

成现金。总而言之，如果财政部借钱消费，而美联储购买国债，整个政府都会印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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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来使用。 

从 3月 4日和 4月 8日美联储的数据中，可以得知美联储在这两天持有 25020亿美

元和 3634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增加了 11320亿美元。公众（包括美联储）持有的国债

从 174690亿美元增加到 1823100亿美元，大幅增加了 7620亿美元。美联储通过印钱来

购买了所有的国债。从净值上看，政府通过央行印钱为整个 7620亿增幅提供资金，另

外提供 3700 亿美元，回购已有的国债。 

英国央行更为直接。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央行直接为英国政府的额外支出提

供资金，通过印钱来提供资金给政府使用，然后政府再给央行发行新的国债。 

新的贷款计划显然是由美联储印刷新资金来资助的。美联储和财政部正联手提供数

万亿美元贷款给企业和银行，并购买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公司债券、市政债券、抵押贷

款在内的资产。 

现在这些万亿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简而言之，美联储印钞直接交给企业或银

行，或用来购买资产。 

在正常时期，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库券来创造货币（储备）这些资金有美国国债作为

后盾，这是一个很好的非通胀政策原则。以下是美联储做了一万亿美元的简单版本。 

当美联储借钱给银行或公司时，美联储同样会印钱交给一家公司，并将该公司偿还

贷款的承诺算作相应的资产。美联储本应只发放安全贷款，防范通胀金融，并保持美联

储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印钞票给关系密切的公司和政治上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是一种特别

的做法。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长期保持独立。 

为此，美联储和财政部共同努力。财政部同意承担第一部分损失，因此美联储可以

说这是一笔安全的贷款。美联储无权向特定受益人发放资金。美联储只能向有偿付能力

的实体提供有担保的贷款，并期望这些贷款将得到全额偿还。 

如果贷款不还怎么办？5%到 10%之间的损失由财政部承担。但现在，财政部从美联

储那里拿到了钱。所以不管怎样，它又回到了印钞票上。如果损失如此严重，以至于美

联储损失了很多钱，财政部将不得不用国库券来重新调整美联储的资本结构。 

因此，如果贷款没有偿还，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最终会得到更多的未偿国债，要么

是美联储持有的未偿国债，要么是公众持有的未偿国债。 

这真的是贷款吗？ 

正如鲍威尔所强调的那样，当前的愿景是，当前的大部分支持是贷款而不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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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投入了大约 4000 亿美元的资金，包括实际支出、预期的贷款损失（无法生存的

公司）和豁免计划（承诺在公司达到就业或其他目标时免除贷款的计划）。 

但这真的是借贷还是仅仅是支出？短期内是放贷，但如果经济衰退持续几个月以

上，就会变成支出。 

公司没有收入，但必须支付租金、债务（公司债券利息和银行贷款，用于购买现在

闲置的厂房和设备）、水电费、骨干员工等。地方政府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他们借钱来

支付这笔费用。 

借贷通常对应于生产性资产价值的增加。如果面包店借钱买烤箱，面包店会多做面

包，并用额外面包的额外利润来偿还贷款。如果不成功，烤箱就是一种真正的资产，银

行可以通过出售抵押品来收回部分资金。一个城市借钱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可以从更大的

活动中获得更多的税收来偿还贷款。 

但这些贷款没有经济价值。这些都是消费贷款，维持流动贷款，保全企业贷款。它

们是对未来利润的贷款，但不是未来额外的未来利润。它们是将公司的特许权价值转让

给贷款人。 

因此，首先公司显然在某个时候停业不如把全部利润流承诺给一个放贷者。其次，

政府已经倾向于免除一些债务，比如说学生的债务，也有充分的理由免除这些“贷款”。

企业“贷款”明确承诺，如果政府让工人留在岗位上，他们将获得豁免。当经济复苏乏

力，企业纷纷表示“好吧，我会雇佣更多的人，但我们有这么多额外的债务，因为我们

接受了美联储的贷款，让我们看看政府在偿还债务方面会有多艰难。” 

所以，几个月后，这些贷款就变成了“礼物”。美联储 4万亿美元的贷款计划最终

导致 4万亿美元的国债永久性增加。 

这是否意味着通货膨胀？ 

你可能会认为，如果美联储和财政部打算每月印制 1万亿美元的钞票来支付所有人

的账单，并在这段时间内支撑市场，很快就会面临通胀。 

作者认为不是，或者至少不是马上。储备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债。从长远来看，这

无关紧要。美联储和财政部提供货币，借给 Joe的洗衣店，Joe支付抵押贷款，抵押贷

款公司支付投资者。如果这些投资者乐于持有储备（银行账户以 1:1的比例提供担保，

而储备处于边际水平），那么他们也会持有储备。如果不这样做，这将是通胀过程的开

始，美联储可以提高准备金利率，直到它们真的将准备金转化为国债；或者美联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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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一部分美国国债储备，等等。 

由于有着充裕的付息准备金，准备金和国债几乎是一样的，在功能大致正常的市场

中，重要的是它们的总供给，而不仅仅是准备金。通货膨胀是一种危机，但这是从政府

债务总量来看，而不是从准备金和票据的比例来看。但如果美国遭遇债务危机，通胀就

会出现。 

美国债务很可能从 22万亿美元增加到 27万亿美元，如果这是一场短暂而迅速的衰

退，很可能达到 GDP的 150%。如果衰退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规模可能会更大。从长

远来看，美国国债是否有更多的需求？因此，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和通胀的可能性并非为

零，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目前的资金来源是印钞票。 

问题 

这能持续多久？ 

如你所见，整个计划的可行性取决于短期的经济衰退。美联储每月的印刷量约为 1

万亿美元，如果经济衰退最终是 L型的，那么随着私人资金的枯竭，这些数字将会上升，

比如一些大公司的救助，一些更“失灵”的市场转向美联储购买一切，等等。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希望 1.2万亿美元救助新兴市场经济体。三周后那会更糟。 

限制在哪里？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购买了高风险、高回报的债务，并在上升过程中获得了不错回

报的人，将不得不承担一些真正的经济损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政府债务由税

收偿还，这将花费数万亿美元。 

存在道德风险吗？ 

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还记得“不再救助（no more bailout

s）”吗，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 

过去一周，航空公司太大而不能倒闭，货币市场基金需要美联储停止抛售美元。至

少可以看看美联储做了些什么，评论一下 2008年后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是如何失败的，

至少可以想想如何避免在 2032年陷入同样的困境。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44612318304859? 

作者单位：Victor Troster 巴利阿里群岛大学应用经济系，Aviral Kumar Tiwari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44612318304859?dgcid=raven_sd_via_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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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彼利埃商学院，Muhammad Shahbaz蒙彼利埃商学院，Demian Nicolás Macedo 巴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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