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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办 2021年 1月 国际研究镜鉴 No.202102

本期提示

►Ronald J.Balvers，Bill McDonald（2020）提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

全球货币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将数字货币与周期性通胀指标挂钩的问题，证明了创造

一个随市场时间更新的通胀指标的可能性。初步结果表明，这是一种有助于降低稳定币

成本的方法。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给全球金融业以及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各国政府

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Erik Feyen 等（2020）介绍了世界银行编制的一个包

含金融业政策措施的公开数据库，分类阐述了各国政府为减轻新冠疫情对金融业的影响

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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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一个全球性数字货币

作者：Ronald J.Balvers，Bill McDonald，丁怡然编译

导读：全球货币的概念在过去十年里被搁置一边，各国政府不愿牺牲铸币税来实现

最优的全球货币设计，这种抽象的概念几乎没有实现的潜力。近年来，区块链技术的发

展重新引发了创建独立于政府的数字货币的讨论。鉴于价格稳定是货币设计的一个关键

特征，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将持续交易的数字货币与周期性通胀指标挂钩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为发展全球货币提供了一种手段。设计全球货币的关键问题是持续交易

的货币与通货膨胀周期性预测之间的滞后。本文推导出了一种货币定价模型，并实证研

究了如何应用这种货币。

在现代社会，政府在货币的分配和监管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

全球货币的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图 1显示了从 1940 年到 2008 年

间从谷歌的 n-gram 浏览器中获取的“全球货币”一词在书籍中使用的百分比。该图清

楚地记录了该主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益流行——毫无疑问，这是由欧元的成功引入

及其 2000 年后的平稳发展推动的。而 Rogoff（2001）认为政府没有动机去创造一个真

正的币值稳定的全球货币，这个观点几乎终结了有关全球货币的讨论。

图 1

政府垄断铸币权对设计全球货币的限制，以及政府不愿为了保持币值稳定而牺牲铸

币税，这些障碍已经被数字货币的潜力所打破。数字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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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COs 形式出现的新型数字货币正在定期创建，其中有 172 种将于 2020 年 8 月上市。

本文将重点介绍在区块链技术环境下全球货币的理想设计及其应用。全球数字货币

是一种理想的交换媒介，不受政治操纵，购买力稳定，使用方便（易于跨境携带），并

且在全球贸易中交易成本低。但其中最重要的应用障碍之一是确定一个连续的总体通胀

衡量标准。

1.理想的全球货币

1.1 传统货币的购买力稳定

关于货币的讨论可以使用传统的 M0-M4 分类，然而，从历史上看，没有哪种货币一

直是安全可靠的资产。货币受到商品价值变化、伪造和贬值以及短缺的影响。大多数法

定货币都周期性地受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影响，这通常是政府利用印钞机征铸币税的结

果。虽然在一些国家已经有了指数债券，提供了一些防止通货膨胀的保护，但这种指数

债券是不可转让的。根据历史经验，适度和可预测的通货膨胀并不会持续下去。因此，

为了保证货币持有者拥有稳定的购买力，控制安全货币的数量是很重要的。

目前为止，对创造世界货币的尝试并没有取得的成功，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

造的特别提款权。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即使特别提款权有助于消除各国购买力平价的差

异，它们也不能保证低通胀。

创造一种具有稳定购买力的全球货币的另一个障碍是对于通货膨胀率的测量。具体

来说，政府通常负责收集价格，以构建价格指数，并衡量通货膨胀率。但这些政府也可

能出于一些政治动机夸大或低估通胀，这可能会导致通胀率测量的错误。

1.2 试图稳定币值的数字货币及其局限性

理想的全球货币有两方面特点：（1）币值稳定，因此可以作为价值的存储和记账单

位。（2）有效的交换媒介（便携式，低交易成本，同质，无限可分）。理论上可以通过

数字货币技术实现。以太网平台提供了一种图灵完备语言（1937），用于构建智能合同，

促进新加密货币的创建。虽然比特币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的先驱，但以太网平台的

灵活性为新货币的发展提供了健康的环境。本文回顾了一些现存的关于创建稳定的数字

货币的讨论。

Ethereum 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衡量货币目标价格的两类

解决方案，分别是外生方案和内生方案。本文将主要考虑依靠外部预测来提供货币目标

价值的外部解决方案。内生解决方案是指依靠网络内部的变量来衡量目标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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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llingcoin 为价格测量系统提供了一个外生解决方案的例子。该系统的工作原

理是让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对目标货币价值进行投票，并根据与共识的接近程度对投票

者进行奖励。这样，投票者就有动力提供他们最好的预测。价值稳定的货币可以作为挖

矿奖励发行。然而，由于挖矿回报不能为负，如果价格低于目标，则很难减少货币数量。

在实践中，大多数关于稳定货币价值的想法都是通过引入货币的两面性来解决这个

问题，也就是把货币分割为可变币和稳定币。Buterin 总结了各种基于双面币思想的方

案：

BitAssets：根据定义，稳定币的价值为 1美元，净供应量为零。稳定币的负值是

一种债务，需要抵押品。比如每稳定币 2 美元。如果抵押品降到每稳定币 1.05 美元，

则债务被取消，债务持有人获得剩余的抵押品。

SchellingDollars: 只有可变币持有者可以发行稳定币。可变币总是可以兑换成稳

币，反之亦然。稳定币的总数量（可能为负数）决定持有稳定币的利率。

2020 年 8 月，coinmarketcap.com 上市了 6537 种数字货币，其中 104 种货币的市

值超过 1亿美元，这些货币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不受比特币和以太币异常波动影响的货

币。例如，在 2020 年 2 月至 4月的三个月期间，比特币损失了 60%以上的价值，从 10458

美元降至 4107 美元，然后迅速回升至 9441 美元。在同一时期，以太币从 287 美元左右

降到 95 美元，然后又回到 228 美元。目前大多数稳定币都以美元或者黄金为锚。

尽管锚定美元、欧元或特别提款权将使货币的波动性远低于两种主要数字货币（BTC

和 ETH），但它并没有解决当今货币最根本的问题——通胀。下文介绍了一种模型，这

种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加密货币，并且向着理想的全球货币设计方向发展，不

仅关注名义上的稳定性（相对于美元或特别提款权），而且还关注实际稳定性。在本文

的模型中，稳定货币的价值在基于价格指数发布预测时得到保。在任何时候，流动性都

是基于市场价格，不需要目标价格。

2.稳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框架

这种货币可以被视为一种可赎回的可转让指数债券，具有连续的息票支付，有抵押，

到期日不确定，债券持有人可以随时将债券转换为基础指数资产。基础资产的价值等于

一篮子商品的现行价格。

货币设计的关键是将高度波动的数字货币（如 ETH）的所有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

不具流动性且承担风险溢价的名义部分，二是高流动性且不承担风险溢价的实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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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稳定货币的机制

购买货币单位的流程：（a）报出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费用；（b）提供以此费用或更

低费用要求的单位数量。当然，个人可以提交费用/单位组合的请求。任何此类要求必

须有以太币作为保证金支持，保证金金额等于每单位货币价格乘以购买数量。如果拍卖

确定的价格高于个人设定的最大值，则在拍卖后自动返还保证金，或者以拍卖确定的价

格将其转换为所需数量的稳定货币单位。

赎回货币单位的流程：（a）提供以基础资产交换的预期赎回数量；（b）如果某一特

定单位的担保物低于以已实现的价格预先设定的最小值，则自动赎回；（c）到期货币单

位的转换。

发行新货币单位的流程：（a）报出他们愿意接受的最低费用；（b）提供按此收费或

更高收费发行的单位数目；（c）保证金金额等于所需数量乘以目标商品篮子的保证金成

本乘以 1+c，其中 c是所需额外抵押品的比例。

赎回意味着原始发行者收回他们剩余的抵押品。发行人获得的收益取决于：（a）单

位货币存续期间的费用；（b）以以太币表示的基本商品篮子的成本变化。发行者承担了

这一风险，因此货币保持稳定。粗略地说，以太币价值相对于实际资产升值的百分比（在

通胀环境下可能为负值）是发行人回报的资本收益部分。

发行人收益的息票收益部分，即稳定货币使用者的利息支出，由三部分组成：（a）

通货膨胀溢价（包含在费用中）；（b）零风险溢价；（c）能够使用真正无风险和流动的

交易媒介的便利收益。

2.2.二级市场

一个用于以太币和稳定货币之间交易转换的标准市场。两者都是同质资产，市场应

该具有流动性。虽然稳定的货币单位是同质的，但发行人对剩余抵押品的权利是不同质

的，取决于：（a）剩余抵押品；（b）到期时间；（c）累积费用。

2.3 剩余风险

兑换稳定货币时，若兑换成美元（或特别提款权）时，等值的以太币可能与名义上

的预期价格相差甚远。然而，美元仍可以购买计划中的一篮子商品。从这个角度来看，

稳定币的持有是无风险的。然而，一些微小的风险依然存在。

2.3.1 以太币的价值相对于基础资产的跳跃

抵押品有可能在拍卖赎回时贬值。例如，在 t+1 时进行拍卖，0.5c 抵押品还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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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但在 t+1 之前时间里，保证金贬值了 50%，仅留下 0.7 的份额作为抵押品。赎回

时，发行人没有收到任何东西，货币持有者则获得基础资产的全部价值。缺失的 30%乘

以所货币单位的数量必须在系统上征税，这是通过在拍卖开始时对所有当前货币单位征

收（少量）临时费用来实现的。兑换货币单位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这一点很重要，因

为它可以防止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出现大规模赎回的“银行挤兑”。通过系统动态选择

最低的抵押率，并频繁的拍举行卖，有可能将资金不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2.3.2 流动性风险

稳定货币只有在发布价格时才能达到其实际价值，此时它可以以基础货币篮子的真

实成本赎回。这意味着持有者在价格预期观察期间面临流动性风险，可以选择等待下一

次拍卖或者在二级市场交易。只要二级市场的定价不太偏离基本面，只接受很小的资本

风险就可能获得即时的流动性。

一篮子商品并不能保证所有可能的投资者都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因此，货币单位的

锚可能不合适，或者锚可能因为外部冲击而改变。

不完美的锚：为了完全无风险，赎回时担保的实物资产必须代表投资者的预期消费。

然而，消费的构成因国家和社会阶层（年龄、财富、性别等）而异。最终，可能会出现

许多稳定的数字货币，每种货币都有不同的实际资产，代表一个针对以国家和社会阶层

为特征的投资者类型的消费篮子。就单一稳定的全球货币而言，实际资产（一篮子商品）

不能代表所有潜在投资者。

变动的锚：即使支持货币的实际资产恰当地反映了投资者的消费模式，外部价格或

收入的意外冲击也可能改变锚。如果投资者将他们的全部财富投资在稳定币上，并且锚

是合适的，就没有风险：对投资者来说最佳的一揽子商品在赎回时是可用的。实际上，

投资者可能只会将部分财富投资于稳定币。那么对财富的随机冲击可能会影响消费商品

的预期构成，最初的锚便不再是完美的。

2.3.4 价格跟踪风险

在流动性一般的二级市场中，两个计量期之间实际通货膨胀数据的滞后性可能仍然

存在风险。然而，在世界市场上大量交易的 ETF 为可交易商品以及各种指数债券提供了

价格依据，原则上，这些资产的价格应该与相关的通货膨胀指标高度相关。从这个意义

上说，如果在通胀衡量标准不一致的条件下交易稳定币，仍然存在一些资本风险。

2.4 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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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例子中，以太网平台通过汇集货币充当中介角色，以便稳定币可以是同质

的。

2.5 关于铸币税

当货币是基于一篮子商品时，铸币税就会消失，因为市场价值和发行成本之间的差

额为零。事实上，作为一种完全由一篮子商品支持的货币，它将有 100%的覆盖率。此

外，由于有担保需要，当覆盖率大于 100%，即（1+c）*100%时，可能会出现负铸币税。

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是一种局部均衡的观点。假如加密货币被用于

大部分的经济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取代了传统的法定货币，此时任何加密货币单位

的产生都意味着铸币税等于其增加的供应量的市场价值减去“印刷”额外货币的成本。

每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单位，就有一个（1+c）*100%的以太币的成本，因此，基于这一

点，稳定货币的增加本身就有负铸币税。然而，（1+c）*100%单位中的每一个稳定货币

的整个周期内被锁定在保证金账户中，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需要创建

这么多单位货币来维持由以太币直接融资的交易量。与此相关的铸币税将是全部稳定货

币的累积利息。在某种程度上，稳定货币取代了基于以太币（或其他加密货币）的交易，

铸币税降低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与创造稳定币有关。首先，以太币是这里的保证金货币，有

一个预先规定的固定供应。因此，供应量的减少会提高以太币单位的价格。从技术上讲，

由此产生的收益不会被称为铸币税收益，而是当前持有者的持有收益。其次，许多加密

货币（尤其是以太币）的本质是，创造的成本高于简单的印刷成本。在均衡状态下，预

期挖矿成本将等于以太币的预期价值。因此，供给增加的价值减去创造供给的成本将被

认为是零。由于新发行的以太币是对核实交易的挖矿作业的奖励，铸币税也可被视为运

行该系统的部分成本。

3.稳定的全球货币模型

首先为以太币的估值提供一个简单的随机公式，然后研究硬币两面性的定价含义

——稳定部分和波动部分。

3.1 简单地估值以太币

所有价格均以实际价格表示。因此，以太的（实际）价格为：

ptE≡PtE/Pt （1）

在时间 t，PtE，以太的名义价格表示为每单位以太币的标准货币数量（如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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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水平 Pt 反映了一篮子商品以美元计算的成本（美元/商品）。因此，ptE 被表示为

一个单位的以太币可以购买的商品篮子的数量。ptE 的增加表明以太币的购买力增加。

以太币的价值在于它在常规数字交易中的使用。持有它反映了一种随时间演变的便利收

益 xt，本文将其建模为几何布朗运动：

ptE=Etmt+dtmtpt+dtE+xtdt （2）

这里 mt 是均衡随机贴现率。在无限小的时期内，以太币的价值反映了其未来价值

的贴现加上便利收益。便利收益率遵循零均值增长几何布朗运动过程：

dxt/xt=σxdzt （3）

其中 zt 是标准布朗运动过程，σx是常数波动率参数。随机贴现因子是作为一个

几何布朗运动过程从外部给出的，反映了时间偏好，为了解决本文研究的问题，将通货

膨胀风险作为经济中唯一的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

dmt/mt=-rdt+σmdwt （4）

波动率参数为σm，wt 为标准布朗运动过程，与 zt 相关，因此 Et（dztdwt）=ρdt，

假设利率 r随时间保持不变，以太币资产价格遵循 Martingale 模型，可以得到：

dEt（mtptE）=0 （5）

应用伊藤引理并联立方程（2），（3），（4），（5），得：

Et[dptE+xtdt+ptE（dmt/mt）+（dptE+xtdt）（dmt/mt）]=0 （6）

为了求解以太币的均衡价格，本文猜测并验证了 ptE=Axt，其中 A是一个待定常数

系数。接着联立方程（3），（4），则方程（6）变为：

xtdt-rptEdt+ρσxσmAxtdt=0.

因此本文得到：

ptE=xtr-ρσxσm （7）

（7）式中如果ρ<0，则风险溢价为正。在这种情况下，便利收益率的增加与随机

贴现率的增加负相关。实际上，更高的通货膨胀降低了以太币的实际价值（如果ρ<0）。

这意味着以太币的价值在实际上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下降。然而，以太币通常会因为

许多与通胀无关的原因而大幅波动。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上，虽然ρ<0，但它

的绝对值很小。自然，如果ρ>0，以太币将可以对冲通胀，其风险溢价将为负。根据式

（7）和（3），以太币实际价值的任何随机变化都是由便利收益的外生随机变化驱动的，

因此是由与 wt 相关的 zt 的变化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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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估值以太币的两部分

稳定币的创造可以归结为将以太币单位实质上分解为稳定部分 S和可变部分 V。这

一过程产生了一个单位的 S和 V，在时间 t分别为 ptS 和 ptV。在时间 T，价格水平为

PT，并给出 PTE，这决定了 S和 V的值。S部分承诺一篮子商品的实际回报率。稳定部

分 S可用于交易目的，且真正无风险，即实际值不变。在 T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它有一

个便利收益率 yt。锚定的抵押品用于向 S提供实际回报，剩余部分都将进入 V。在极端

情况下，抵押品的实际价值将下降太多，无法完全满足 S的回报。在这些情况下，剩余

部分进入 S，持有 S的便利收益率变为零。为简单起见，本文忽略了费用，因此有：

ptS=et{（mT/mt）[ytI（qtEpTE-1）+min（1，qtEpTE）] （8）

其中 qtE=（1+ct）/ptE 是被锚定的以太币的量，如果 h⩾ 0，则指示函数 I（h）等

于 1，否则为 0。看跌期权的价格由欧洲看跌期权的 Black-Scholes 公式决定，欧洲看

跌期权的行权价格等于 1。可变部分 V的所有人是剩余索赔人，剩余索赔人可以获得剩

余的初始担保品减去对 V部分的实际付款，或者什么也得不到：

ptV=EtmTmtMax0，qtEpTE-1 （9）

用看跌期权价格写出来则是：

ptV=EtmTmt（qtEpTE-1）+pt，TPUT1+ct，1 （9′）

由此可见，V承担了以太币价格变动的全部风险。从价值可加性来看，S+V 的联合

价值来自方程（8′）、（9′）:

ptS+ptV=EtmTmt（1+ct）pTEptE+ytI（qtEpTE-1） （10）

组合价值产生于两个部分，分别是稳定币提供的便利收益率和抵押品的现值，这取

决于以太币的实际升值。

3.3.求解均衡结果

本文现在可以求解 S和 V的价格：

ptS=[1+ytN（d）]e-r（T-t）-pt，TPUT （11）

ptV=（1+ct）e-（r-pσxσm）（T-t）-e-r（T-t）+pt，TPUT （12）

pt，TPUT=e-r（T-t）N（-d）-（1+ct）N[-d-σx（T-t）1/2] （13）

这里 N（d）代表 d方程的累积正态分布，（11），（12），（13）是稳定币和可

变币的作为有待确定的变量 yt 和 ct 的函数。均衡定价（通过均衡随机贴现因子对所有

资产进行估值）意味着创造货币的成本等于在创造过程中牺牲的价值。因此，有：



11 / 22

No.202102

ptS+ptV=1+ct （14）

（1+ct）e-（r-pσxσm）（T-t）+ytN（d）e-r（T-t）= 1+ct （14’）

这个等式表明，将实际价值 1+ct 锁定在以太币中的成本必须等于收益，该收益包

括持有稳定币的便利收益现值加上以太币初始量的现值，该现值减去持有包含无风险利

率和通胀风险溢价的以太币所需的回报得：

yt=（1+ct）[er（T-t）-epσxσm（T-t）]N[{ln（1+ct）+（T-t）[r-（σx2/2）] （15）

这增加了锁定以太币的机会成本，因此要求便利收益率更高。持有稳定币的（边际）

便利收益率应该与持有数量负相关。因此：

yt=F（qtS），dF（qtS）/dqtS<0 （16）

由（15）、（17）得：

qts =F-1（1+ct）[er（T-t）-epσxσm（T-t）]/N（d） （17）

在均衡状态下提供的稳定币的数量与抵押品比例 ct 负相关，与以太币的通胀风险

溢价-pσmσx 负相关。当保持均衡的稳定币数量最大化时，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基于

方程（15）设置 dyt/dct=0 的一阶条件为：

σx（T-t）1/2N[d（ct）]=n[d（ct）] （18）

其中 n为标准正态密度。基础资产回报的方差在影响稳定币的属性和数量方面很重

要。如果方差较高，dyt/dσx>0，意味着消费者剩余较少，提供的稳定币数量较少；如

果方差较高，dct/dσx<0，则意味着抵押品较少，因为通过增加抵押品来降低违约概率

的效果较差。

4.测量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证模型

本文重点研究使用同期数据预测代表性通胀目标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月度数据中

建立一个估计模型然后使用更高频率的外生变量进一步研究。

使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表来预测作为通货膨胀的时间序

列变化。此外，因为本文侧重于同期预测，所以可以忽略消费物价指数发布日期与其衡

量月份之间的滞后。

这样做的关键是抑制价格水平的意外大幅上涨。因此，模型选择过程将考虑范围足

够大的变量。例如 Hooker 发现，从 1962 年到 1980 年，油价对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

在本文的模型中，也加入了一个能源指标，这个指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产生通货膨

胀冲击，尽管在给定的时期内，这种冲击可能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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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型结构

本文的模型将由通货膨胀数据和一组独立变量组成，旨在预测同期的通货膨胀。使

用 48 个月观察值的滚动回归来预测下个月的通胀指标。为了对模型的自回归部分进行

初始参数化，并在 Lasso 回归中确定一个参数值，使用了 1926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

的通货膨胀预样本期观测值。然后，通过使用 2004-2019 年月度时间序列的滚动回归来

测量预测精度。

4.2 通货膨胀的时间序列变化

自 1913 年以来，通货膨胀一直由劳动统计局衡量。鉴于通货膨胀是一个中心宏观

经济变量，计量经济学家已经广泛研究了它的预测特性。Ang 等人提供了详尽的关于预

测通货膨胀的讨论。虽然本文将使用 Ang 等人的许多结果作为模型设计的基础，但本文

研究的环境非常不同。过去的论文侧重于预测下一个时期的通货膨胀观测值，使用其历

史值以及对前一时期测量的相关经济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利率）的观测值。

而在本文的研究中，将使用同期变量来预测给定的通货膨胀时间序列观测值。

4.2.1 描述性统计

正如 Ang（2007）所指出的，检验通货膨胀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大量文献尚未达成共

识。本文将关注消费物价指数的百分比变化，具体来说，使用了来自证券价格研究中心

（CRSP）的月度 CPI_Ret，这是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价格指数。

表 1显示了 1926-2019 年期间消费物价指数的完整时间序列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

面板 A来看，月数据 0.24%的 CPI_Ret 平均值与 2.7%左右的年历史平均值一致。0.53%

的标准差反映了该系列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的高波动性。时间序列的偏斜度为 1.06，为

适度正值。峰度统计（其中正态分布的峰度为 3）清楚地记录了通货膨胀从稳定值向极

值转变的能力。图 2展示了一个具有正态分布覆盖的 CPI_Ret 直方图，突出了时间序列

的双极行为，百分比变化的密度在 0%和 1%之间，尾部的密度比正常情况下大得多。

表 1a（ 汇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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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b（十大消费物价指数最高值的日期）

图 2

4.2.2 时间序列的自回归特性

预测模型包括 CPI_Ret 的滞后值以及其他同期变量。使用 1926-2003 年期间的数据

进行预估计实验。CPI_Ret 的前四个滞后期都与当前周期值大于 0.35 相关。图 3 显示

出了 CPI_Ret 的部分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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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考虑到 CPI_Ret 时间序列的自回归特性的重要性，并且已经使用预样本数据建立了

滞后维度，本文在图 4中绘制了整个样本中前四个滞后期的 48 个月滚动自相关。在整

个样本周期内，滞后 1期至滞后 4期的范围分别为[0.77，0.46]，[0.63，0.41]，[0.51，

0.42]和[0.75，0.7329]。这些结果突出了滞后结构的持久性和规模，同时也揭示了其

动态性质。在本文研究的样本期内，使用预先建立的四滞后期模型，滞后相关性比 1980

年前的平均值低得多。

图 4

研究资产相对风险的另一种方法是考察每日资产减值的规模。在 2011 年以后的样

本期间，比特币相较于 SPY 和 GLD 下降幅度超过股票和黄金。将样本扩展到 200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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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互联网泡沫时期和全球金融危机结束时遇到的更为极端的损失，比特币价值损失了

67 次（样本天数的 3.8％）。

4.3 其它预测变量

使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作为附加到基本自回归模型的变量，用 1美元能够兑

换特别提款权单位数变化的百分比作为特别提款权的衡量标准。

表 2显示了除了特别提款权之外，所有的 ETF 数据，数据来自于证券价格研究中心。

表 2

财政部通货膨胀保护交易所交易基金（TIP）也被选为一种变量，因为它与通货膨

胀挂钩。SHY ETF 代表 1-3 年期美国国债的回报。黄金 ETF（GLD）之所以被包括在内，

是因为它与通胀有着丰富的联系。石油（DBO）与通胀也有类似的强有力的联系。消费

者可自由支配的股票包括在 XLY ETF 中，该基金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股市指标，侧重于通

胀的另一个方面。

4.4 样本相关性

在给出回归结果之前，在表 3中，首先分析了 200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样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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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性。尽管消费物价指数的一个滞后期产生了约 0.52 的相关性，

但这一时期的两到四个月的滞后期相对于其历史水平显得不那么重要。

表 3

在 1971 年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浮动汇率下特别提款权可以

反映购买力平价。然而，在浮动汇率下通货膨胀和与货币相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假设关

系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如果所有有代表性的国家都有相同的通货膨

胀水平，那么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就不会改变。在本文的样本中，CPI_Ret 和 SDR 之间的

相关性为 0.17。

在 ETF 变量中，DBO 石油 ETF 与 CPI_Ret 的双变量相关性非常高，为 0.44，因此增

加了对多重共线性的一些担忧，本文在模型选择过程中对此进行了处理。

4.5 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 200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月度观测数据，在四个模型下检验了消费

物价指数可预测性。使用滚动时间序列，其中过去四年的月度数据用于预测随后一个月

的通货膨胀百分比变化。模型的预测精度用均方根误差（RMSE）和平均绝对误差（MAE）

来衡量。

模型 1:Naïve——作为判断预测准确性的典型，特别是对于具有某种程度自相关的

时间序列，本文使用一个简单的前期值 Naïve 模型作为基本情况。

模型 2:AutoC4——简单的自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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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RegAll——一个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变量 SDR、TIP、SHY、

GLD、DBO、XLY 加入到具有四个滞后期的自回归模型。

模型 4: Lasso—— Lasso 回归。

在表 4中，每种模型的 RMSE 和最大似然比是相对于 Naïve 模型而言的——因此，

数值越低，预测越好。

表 4

嵌入自动回归模型的完全回归在预测样本外数据方面实际上不如自动回归模型准

确，完全回归的 RMSE 为 0.943，而自回归模型为 0.886。然而，当将基本 OLS 模型扩展

到 Lasso 模型时，RMSE 下降到 0.796。MAE 的结果表明 Lasso 模型在避免更高的误差方

面做得更好。

在 Lasso 模型框架内，表 5显示了每个系数估计值都不为零。其中，黄金 ETF 似乎

与样本期最相关，在 84%的预测中产生非零系数。

表 5

本文的理论结果强调了预测模型的 R方在减少跟踪误差方面的重要性，这降低了标

准差，从而降低了看跌期权的价值。如果本文使用 Lasso 模型结果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

平方相关作为伪 R方，本文可以将方差减少大约 25%。因此，模型可以从历史月度数据

中进行估计，并通过对指标的每日观察进行更新，这将降低期权成本，进而为货币提供

更有效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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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直到最近，全球货币的概念还是一个有趣的抽象概念，在一个只有政府才能发行法

定货币的世界里，它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政府不太可能放弃铸币税。随着比特币

普及的分布式技术的最新发展，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生产一种货币。全球货币的理想设

计概念相对简单，即货币与代表性消费篮子挂钩。

对于主要国家来说，将一种货币与加权通胀率挂钩，将是朝着这种理想货币迈出的

重要一步。

本文首先确定货币相对于给定预期的定价。由于预期不是连续的，稳定币的价值是

消费篮子减去看跌期权的价值，其成本由交易费用以及不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组成。通胀

方差将随着度量间隔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设计一种能够代表市场时间内通货膨胀指标

的方法，对于降低这成本非常重要。本文提供了一些实验证据，证明创造一个随市场时

间更新的通胀指标的可能性。初步结果表明，这是一种有助于降低稳定货币成本的方法。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imonfin.2020.102317Get rights and content

作者单位：Ronald J.Balvers 麦克马斯特大学德格鲁特商学院，Bill McDonald 圣

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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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盘点世界各国应对 COVID-19的金融政策

作者：Erik Feyen，Tatiana Alonso Gispert，Tatsiana Kliatskova，丁怡然编译

导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爆发给金融业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各国政府有关部门已采取一系列广泛的措施，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业的影响。世

界银行编制了一个包含金融业政策措施的公开数据库，本文介绍了这个数据库，阐述了

四类主要的政策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大规模宏观金融震荡，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金融业承

受了巨大压力。为了减轻影响，各国金融当局通过一些广泛的措施保持核心市场的完善，

维护提供重要金融服务的机构，同时保持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和金融稳定（Altav

illa et al.，2020）。

追踪干预措施是各国的基本应对措施，评估其有效性和潜在意外后果并可以为今后

的政策制定提供关键的信息。为此，世界银行编制了一个包含金融业政策措施的公开数

据库（Alonso Gispert et el.，2020）。这个数据库有三个不同的特点。首先，它跟踪

了 150 多个经济体的指标，主要关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其次，它使用一个简单

的方式对政策措施进行分类，以便于分析。再者，每项措施都附有日期、发布机构名称，

以及与公告官方来源的链接。

本文介绍了这个数据库，确定了世界各地采取的措施的模式，阐述了四种主要的政

策措施。

第一类主要涉及银行业。包括通过监管救济，例如鼓励使用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灵

活处理不良贷款和资产分类）促进信贷流动；提供借款人直接支持，如引入债务偿还延

期偿还，促进贷款重组，同时确保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和可靠性（Drehmann，202

0）。

第二类主要关于流动性和融资问题。涵盖了为金融中介机构保持充足流动性和资金

条件的一系列措施。例如，直接流动性注入、降低准备金要求、央行之间的美元互换额

度（Cavallino et el.，2020）。

第三类是关于支付系统的措施。保障支付系统的平稳运行，促进数字支付——这是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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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措施是关于金融市场和 NBFIs。措施主要集中在确保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例如熔断机制，卖空禁令，监管机构的其他措施，以及支持和监管指导提供给非银行金

融机构，包括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

图 1 全球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金融部门政策措施

数据库显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 3000 多项政策措施。

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都至少发布了一项措施，95%的国家至少实施了两项措施，71%的国家

至少实施了三项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措施是关于银行部门（54%），其次是关于

流动性和融资（25%）。在这两类措施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至少采取了一项政策行动。相

反，只有不到 60%的国家在涉及支付系统或金融市场和 NBFIs 的类别中至少采取了一项

措施。为了比较各国的金融部门政策活动，本文计算了金融政策响应活跃指数（FPRAI）

——每个国家在这四个类别中采取的措施数量的总和。指数显示，非洲执行的政策数量

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图 2）。

图 2 金融政策响应活跃指数（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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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政策反应的规模和时机各不相同。例如，Feyen（2020）认

为经济更发达、人口更多、私人债务水平更高的新兴市场国家，通常更有可能在银行部

门、流动性和资金类别中更快地实施其第一个政策措施。相比之下，财政和外部因素似

乎并不会显著影响决策者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与这些发现一致的是，在更富裕和人口

更多的国家，金融政策响应活跃指数更高。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资本和私人信贷与国内

生产总值之比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实施银行业措施方面反应更快。此外，通过控制几

个银行特征，采用巴塞尔协议 III 资本标准特征、私人信贷与 GDP 之比较高的新兴市场

国家的金融政策响应活跃指数明显较低。

世界各地的金融当局已经放松了货币政策，提供流动性支持，放松了审慎要求，发

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发达经济体（AEs）的政策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的溢

出效应，因为它们减少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追求顺周期国内政策的需求（Aguilar e

t el.，2020）。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所采取的金融部门措施的类型大体相似。尽

管如此，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支持程度明显较低（IMF，2020），金融部门的政策组合也

有所不同。例如，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较少使用针对银行部门的

措施，而实施了相对较多的措施来增加（外币）流动性和便利支付，特别是数字支付。

不过，对于某些临时措施，有关当局应在维持这些措施以支持实体部门和维持审慎

的信贷风险和流动性管理标准以保持银行资产负债表透明度和金融稳定之间的相关权

衡。这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尤为重要，这些国家的经营环境受到更多限制，并放松了某

些监管要求。制定标准的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提出了可以在这方面

指导决策者的建议。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处理好这些权衡也是保持来之不易的进展

的关键。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taking-stock-financial-sector-policy-response-

covid-19-around-world

作者单位：Erik Feyen 世界银行，Tatiana Alonso Gispert 世界银行，Tatsiana

Kliatskova 世界银行，Davide S.Mare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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