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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Fernando M. Martin（2020）认为，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采取的措施导

致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围绕卫生、经济和政策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加剧了这场

危机的严重性。

►Gregor Boehl 等（2020）认为，尽管大规模资产购买（即量化宽松）发挥了关

键作用，但这项政策的后续影响仍有待商榷。本专栏提供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

危机期间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结构性调查。调查结果与普遍共识一致，资产购买大大缓解

了借款条件，促进了新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导致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降低了企

业的边际成本。然而，也有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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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前的美国金融格局

作者：Fernando M. Martin，刘真铭编译

导读：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采取的措施导致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围

绕卫生、经济和政策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加剧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早些时候，美联储出台系列措施以维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可能出现的恐慌。

因此，自 2 月底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近 3万亿美元。这种干预措施虽然看

似规模和范围空前，但与美联储应对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的方式本质上非常相似。

本文着眼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美国经济的金融状况，并将其与 2007-2008 年金

融危机前的情形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可能会对了解决策者在当前事件中的反应有所帮

助。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流动性充裕，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金融系统经历了一

次重大的监管改革，并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管。然而，从 2007 年到 2019 年，美国的整

体金融结构变化非常小。

本文着重分析了三个主要私人主体的金融资产构成：家庭和非金融企业、国内金融

机构和外国投资者，展示了 2007 年和 2019 年这三个部门的资产构成（以 2019 年美元

表示）。

然后，本文将金融资产分为六类：

第一类：“现金、准备金和存款”，包括现金持有，银行准备金，支票、储蓄和定

期存款，货币市场基金份额，以及其他流动资产和短期资产（如回购协议）。这类资产

包括经济体中安全性最高、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第二类：“国债、机构和政府支持证券”。这些是由联邦政府发行或背书的具有安

全性和流动性的证券。

第三类：“其他证券和共同基金股票”，包括持有的所有其他债务证券，主要是公

司债券和市政债券，再加上共同基金股票；但不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属于

第一类）。

第四类：“贷款”，包括抵押贷款、消费信贷、预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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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股票和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公司股权和非公司的股权，加上外国直接

投资。（非公司股权仅与国内私营非金融部门相关，外国直接投资仅与外国部门相关。）

第六类：“其他资产”。

国内私营非金融部门

国内私营非金融部门由家庭、非营利组织和非金融企业组成，它是三个部门中最大

的一个。截至 2019 年 12 月，国内私营非金融部门金融资产总额达到 127 万亿美元，是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倍。2007 年至 2019 年间，资产实际增长 39%，远远超过同期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约 22%）。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私营非金融部门不同类别金融资产的比例在这 12 年几乎没有

什么变化，如图 1所示。

图 1

国内非金融部门持有的资产中有不到 20%是安全的流动资产，该部门持有的大多数

金融资产都是股票、共同基金和养老金形式。

国内金融机构

国内金融机构包括私人存款机构、保险公司、私人和公共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各

种其他金融实体（不包括联邦储备银行）。截至 2019 年 12 月，该部门的资产规模略小

于非金融行业，持有 104 万亿美元的资产。2007 年至 2019 年间，其增长速度与 GDP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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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在国内金融机构部门中，作者观察到了持有的金融资产向更安全和更具流动性的资

产的转变，如图 2所示。

2007 年至 2019 年间，现金、储备、存款、国债以及机构担保证券的合计持有量占

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从 16%增加到 19%。与此同时，公司股权持有量从占总资产的 18%

上升到 22%。这些增长是以贷款相对下降为代价的——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从

30%下降到 23%。

图 2

这种风险转移在经济衰退期及之后一段时间很常见，但在 2007-08 年金融危机结束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变化依然存在。本文可以把这次的不同行为归因于应对金融危

机的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变化。



6 / 11

No.202020

图 3

外国投资者

2007 年至 2019 年间，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大幅增加，达到 35 万亿美

元，如图 3所示。

结论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余波见证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和金融监管的加

强。在此期间，美联储保持了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并将其政策利率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

银行、银行控股公司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同时受到严密的监管。迫于新的监管

规定，银行不得不保留大量流动资产。所有这些变化重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前美国的

金融格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非常小。2007 年至 2019 年间，不同经济部门

的金融资产持有量的构成基本保持不变。

不过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第一，金融业变得更具流动性和安全性——考虑到新法

律法规的推动，这并不奇怪。第二，外国投资大幅增加，政府和私营部门都从中受益。

尽管利率较低，但美国资产相对安全，这使得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公司股票和

直接投资增加。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金融市场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受到了考验。与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样，支付和信贷系统运行正常，商业银行大规模挤兑的情

况并未出现。

但正如金融危机期间一样，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层面的现实情况截然不同。例如，机

构投资者积累了外汇储备，这给货币市场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高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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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金融公司收到了追加保证金通知，迫使它们出售流动资产；企业的债务收益率大幅

上升。

美联储以降低利率和开放各种信贷工具的形式进行早期干预，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

规模恐慌的发生。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从上一次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并采取了应

对措施，但非银行金融部门仍然是脆弱的领域。

原文链接：https://www.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regional-economist/third-quarter

-2020/us-financial-landscape-eve-pandemic？utm_source=CBNList&utm_medium=email&utm_cam

paign=CentralBankerNewsletter08_27_20

作者单位：Fernando M. Martin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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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联储与量化宽松政策：刺激投资、增加通胀负担

作者：Gregor Boehl, Gavin Goy, Felix Strobel，刘真铭编译

导读：尽管大规模资产购买（即量化宽松）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项政策的后续影

响仍有待商榷。本专栏提供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危机期间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结

构性调查。调查结果与普遍共识一致，资产购买大大缓解了借款条件，促进了新的投资。

投资的增加导致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成本。然而，也有通货

膨胀的负面影响。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如果短期利率受到零下限的约束，量化宽松政策通常被视为传

统货币政策的替代品。然而，尽管量化宽松政策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

响——尤其是对产出、通胀和总投资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很多学者

设计了结构模型来研究量化宽松的影响（Gertler 等，2013；Chen 等，2012；Carlstr

om 等，2017），但由于零下限（需要非线性估计）带来的计量经济学挑战，既有研究均

未给出相关样本期的估计值。因此，对量化宽松政策缺乏结构性调查。

在一篇新论文中（Boehl 等，2020），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以

衡量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文章的非线性贝叶斯似然法允许本

文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数据的零下限纳入估算过程。本文区分了美联储采取的三种政策

措施，即紧急流动性准备金、国债购买和私人证券购买（如图 1所示）。因此，本文能

够更深入地考虑这些方案的宏观经济影响。

图 1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占 GDP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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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提振投资，但未引发通胀

根据本文估算模型的反事实估计，2009 年至 2015 年间，量化宽松政策将产出提高

了约 1.2%。根据调查结果，这反映了投资净增长近 9%，同时总消费下降了 0.7%。图 2

和图 3说明了在没有非常规措施的情况下，利用关键宏观经济序列的反事实估计得出的

结果。

图 2 无非常规措施的反事实估计

量化宽松导致的投资增加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导致了每年约 0.25%的温和的反通货

膨胀效应，这与早期关于量化宽松的研究相悖（Chen 等，2012 年；Gertler 等，2013；

Carlstrom 等，2017）。

理解量化宽松的反通胀效应

文章对量化宽松政策反通胀效应的研究结果与现有金融冲击效应研究的最新发现

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如果供给效应主导需求效应，扩张性金融冲击可能是反通胀的。

反过来，量化宽松政策可以解释为这种扩张性金融冲击，大幅降低长期利率，由此产生

的投资激增提高了模型中的资本存量。面对更高的生产能力，企业降低了资本利用率，

从而降低了相关的边际成本。这一机制类似于 Acharya（2019）提出的一个渠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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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欧元区受损企业的廉价信贷通过创造过剩产能，具有抑制通胀的作用。在此背景

下，文章研究结果显示，在决定通胀对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的反应时，总供给渠道占主

导地位。

图 3 无非常规措施的反事实估计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文发现量化宽松的反通胀效应与货币政策目标高度相关。在美国，大规模的资产

购买计划为决策者在稳定价格和稳定产出之间进行权衡。对欧元区而言则不同，因为在

对通缩的担忧激增之际，欧元区资产购买计划的目标是稳定通胀和通胀预期。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feds-quantitative-easing-boost-investment-burd

en-inflation

作者单位：Gregor Boehl 波恩大学, Gavin Goy 荷兰银行, Felix Strobel 德意志

联邦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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