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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Lucile Crumpton 等（2021）总结了专家们对于英国中央银行发行 CBDC的看法，

他们一致认为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将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专家组

中一半的研究者还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对英国的银行系统有着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

主要取决于 CBDC的设计细节。 

►Ethan Ilzetzki（2021）探讨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

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于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很小，并且不

平等问题也不应该作为货币政策决策所考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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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央行数字货币 

作者：Lucile Crumpton、Ethan Ilzetzki 刘睿琦 编译 

导读：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尝试使用数字货币。本文总结了 CfM 研究小组

的专家们对于英国 CBDC 的观点看法，他们一致认为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将有

利于英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专家组中一半的研究者认为，央行数字货币还将对英国

的银行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尝试发行并推广数字货币。BIS调查发现，86%的中央银

行正在积极研究 CBDC 的潜力，60%的中央银行正在试验该技术，14%的中央银行正在部

署试点项目（BIS，2021）。就在去年，巴哈马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CBDC的国

家；2021年 4月，东加勒比中央银行成为第一个发行数字货币的货币联盟中央银行。总

体而言，目前至少有 46 家中央银行正在积极设计或规划数字货币。今年，英格兰银行

和英国财政部宣布成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工作组，以研究设计英国的 CBDC。 

   目前英国的大多数交易已经以“数字化”方式进行，现金仅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

一小部分。然而，数字货币目前主要以私人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此外，除了实物票据

和现金外，很少有家庭和非金融公司可以直接获得中央银行的负债。CBDC 可以被视为

一种现金的替代品，也是一种让家庭直接获得中央银行负债的渠道。 

Auer 和 Böhme（2021）提供了一些 CBDC 方案的摘要。这些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非

金融私人部门直接获得中央银行负债的权限。第一类方案为发行直接 CBDC，即家庭对

中央银行拥有直接债权，后者直接处理零售支付；第二类方案是发行间接架构的 CBDC，

其中私人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使用由中央银行储备完全支持的负债提供支付服务。  

Walker（2020）列举了 CDBC 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其中包括将“智能合约”和分

布式账本（区块链）技术引入传统的记账单位、扩大金融包容性、减少与使用纸币和硬

币有关的疾病传播，以及减少现金的非法使用等。同时也有人认为，CBDC 还可以提高中

央银行的铸币税和执行反周期货币政策的能力。 

专家组对 CBDC 的主要担忧是它们可能对银行系统带来风险，从而可能对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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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伤害。风险的原因在于 CBDC 可以完全取代银行存款，从而消除银行的主要资金来

源。银行不再将储蓄作为投资的中介，这可能会剥夺非金融部门的主要融资来源。Fern

ández-Villaverde 等（2020）用理论模型证实了这一点，在该模型中，私人银行因其

在投资方面的中介作用仍然是必要的。该模型预测中央银行将成为垄断存款机构，因为

它具有阻止银行挤兑的能力。Andolfato（2020）设计了一个 CBDC模型，该模型表明数

字货币不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或垄断存款的能力。Walker（2020）反对推行 CBDC，指

出它们带来的收益有限，创建它们的主要动机是担心私人部门将篡夺中央银行的货币创

造垄断权。 

  CfM研究小组向其成员调查了英格兰银行发行 CBDC的可行性和风险。 

问题 1：英格兰银行在未来十年以某种形式引入央行数字货币可以给英国经济带来

多大的好处？ 

 

图 1 

图 1展示了该问题的调查结果，19名成员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84%的小组成员

认为 CBDC将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发展，该小组的其余成员认为 CBDC既无益也无害。 

Roger Farmer认为 CBDC是对私人加密货币对本国货币构成的威胁的应对方式。他

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是货币进化的下一阶段。Jagjit Chada 认为，CBDC 将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增加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提高交易效率并减少现金的非法使用。Jumana 同样

指出 CBDC 在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潜在好处。她认为，货币政策是通过中央银行与主要

银行之间的回购交易来实施的，这可能会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产生摩擦，而 CBDC 消除

了这些摩擦。最后，她声称 CBDC 可能会促进负利率政策的实施，并可能提高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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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一些小组成员认为 CBDC会影响英国银行业，但对这种影响持积极态度。

Nicolas Oulton 认为，英国银行业内部更激烈的竞争是一件好事，银行只有在真正受

到银行业之外的力量推动时才会创新。David Miles补充说，通过提供安全的支付方式，

CBDC可以大幅降低银行挤兑的风险，并降低存款保护计划和银行监管的必要性。 

此外，还有一些小组成员认为，围绕 CBDC 的炒作夸大了它们对经济的积极或消极

影响。由于英国 CBDC 可能在间接架构下运作，David Cobham认为其经济影响可能仍处

于“边际”状态。与此类似，Martin Ellison 认为，数字货币在未来十年只会是一个小

插曲。借记卡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开始投入使用，但直到 2018 年，借记卡支付才

超过现金支付。即使英格兰银行在未来十年推出一种央行数字货币，它也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成为金融系统的公认组成部分。 

最后，一些小组成员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 CBDC设计的细节。Costas Milas 认为

CBDC是有益的，前提是不要操之过急。目前，整个设计有太多的未知数，比如 CBDC利

率的确定方式及其对传统英镑汇率的影响等问题都还没有具体落实。Ricardo Reis 补

充说：“鉴于目前的研究进展，CBDC利大于弊，但我们仍在学习它”。Demetriades为

CBDC的运作制定了一系列基本规则。如果 CBDC 是由 BoE引入的，很可能是通过金融中

介机构来运营，因为中央银行一般不应该直接从公众那里吸收存款，从而取代中介机构。

CBDC还可能设置相对较低的限额，以防止与商业银行的不公平竞争。此外，必须进行严

格的反洗钱（AML）检查。最终，Demetriades 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英国央行找到了有效

监管的方法，才可以引入并推行 CBDC。  

问题 2：引入 CBDC 会对英国银行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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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2 展示了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小组的 20 名成员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半的受访

者认为 CBDC 对英国银行系统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当用专家自我评估的置信水平进行

加权时，这一比例增加到 62%。20%的受访者认为 CBDC给银行系统带来中等程度的危害，

5%的受访者认为 CBDC 的危害很大。 

一些受访者认为引入 CBDC 可能对英国金融体系产生各种潜在不利影响。Salaheen

 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将成为金融体系的“重大破坏者”，破坏程度将取决于 CBDC的运

作方式。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可以持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账户，并通过该账户进行所有

交易，那么就不再需要私人银行账户了，这种 CBDC 创新有可能成为私人银行棺材上的

最后一颗钉子。David Miles 进一步认为，引入 CBDC 可能会取消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

保险。最后，Nicolas Oulton 预测，CBDC将使银行更加依赖股权融资。他认为，虽然

这将在系统层面提高银行安全性，但这是银行业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强烈抵制的事

情，因为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  

其他人指出，CBDC 只是金融和支付技术发生更大剧变的一个插曲。Ricardo Reis 

认为过去几年，银行在支付操作方面已经迎来了了来自金融科技公司的激烈竞争。此外，

正如 BIS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CBDC的最终影响取决于 CBDC的类型，而有一些类型的

CBDC会使银行系统获益。 

最后，Roger Farmer 建议，私人银行应一如既往地发展，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中介服

务，商业银行需要存款才能运作的观念是错误的，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提供期限转换

和风险中介服务。Martin Ellison 补充说，在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金融创新的兴趣很

有限。这意味着新推出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在设计上可能会受到限制。激进的方案不太

可能成功，因此，CBDC 的发行很难颠覆经历了 800 多年的传统银行业。出于类似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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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Panicos Demetriades 认为 CBDC很可能使私人银行受益。CBDC不会取代金融中介，

而是作为金融中介的一种补充，也不会成为资金竞争的主要来源。如果银行为这种新支

付方式提供基础设施和清算系统，CBDC可以使银行受益。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uk 

作者单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货币政策和不平等问题 

作者：Ethan Ilzetzki  刘睿琦 编译 

导读：根据大多数衡量指标，过去几十年英国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加剧。2021 年 7 月，

CfM 要求其英国成员评估英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影响，以及英格兰

银行是否应在其货币政策决策中考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货币政

策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小。接近 90%的专家认为，不平等问题不应该是英格兰

银行货币政策的考虑重点。 

 

过去几十年中，根据大多数衡量标准，英国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加剧。最近的学术

研究更加关注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一些学者呼吁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要

更多地考虑收入分配问题。  

关于货币政策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分

歧。Mumtaz和 Theophilopoulou（2017）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减少了英国劳动

力收入、消费和支出方面的不平等；Coibion等人（2017）根据美国的数据研究得到

的类似发现。Bartscher（2021）研究表明，相对于白人家庭，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高

黑人家庭的收入和就业率。  

Cloyne等人（2020）认为，当利率下降时，抵押贷款人的消费增长得最多。这意

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最能改善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Albert和 Gómez-Ferná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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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当货币政策宽松时，最贫穷群体和最

富有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最多。  

Amberg等人（2021）研究得出了类似的发现，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家庭从低利率政

策中受益最多。相比之下，Andersen等人调查了丹麦家庭的财富状况发现，家庭越富

裕，低利率政策越能增加财富和总收入。 

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有几种渠道。一是就业渠道，低收入家庭更有可能

在经济衰退中失业，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就业（Draghi，2016）。二是资产价格

渠道，较富裕的家庭会持有风险更高、周期性更强的资产，并会从宽松的货币政策中

获益更多（Bernanke，2015 年）。 

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并开始考虑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

的年度报告（BIS，2021）讨论了这个话题，但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

的影响很小。时任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成员的 Andy Haldane在 2014年的一次

演讲中表示，中央银行在消除收入不平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但这种不平等问题确实

会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Feiveson等人（2020）研究表明，如果央行遵循“平均

通胀目标”策略，而不是像欧洲央行那样遵循“最大通胀目标”策略，那么它们可以

针对收入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欧洲央行分析了其自身政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

响，认为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就业渠道减少了不平等现象（Dossche，2021）。而英国的

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Gagnon，2019）。英国上议

院呼吁对此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但认为应采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来抵消量化宽

松政策对于财富分配的影响。  

本次 CfM 调查针对货币政策和不平等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 1：货币政策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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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1是该问题的调查结果，28名小组成员回答了这个问题。部分成员认为货币政

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很小（46%）或非常小（7%），另一小部分人认为货币政策对不平等

的影响很大（39%），其余人（7%）没有表达意见。  

认为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影响很小的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另有其他的因素

决定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Jagjit Chadha认为，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技术

进步。David Cobham 认为，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根源存在于其他地方，即

产业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不均衡。   

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较小，还因为它是一种周期性工具，对实体经济产生的

永久性影响很小。Charles Bean 指出，中央银行正在制定政策，以将产出和将通胀率

保持在目标水平。因此，货币政策并不对不平等问题产生独立影响，相反，它影响着

经济中与供求相关的所有其他因素。 

货币政策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甚至可能会相互抵消。Panicos

 Demetriades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增加就业机会，使失业者和最贫穷

的群体受益，同时也会提高资产价格，以不同的方式使穷人和富人受益。宽松的货币

政策往往有利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也有利于持有资产的人。David Miles 指出，货

币政策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来自几个不同的渠道，这些不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

抵消，并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间点可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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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数观点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会对不平等问题产生重大影

响。Roger Farmer总结了这一观点，由于住房财富和股市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平等，因

此这些政策决定对财富分配会产生很大影响。Morten Ravn指出，货币政策会影响借

贷利率和储蓄利率之间的利差。最后，Kate Barker 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

滞后效应，从而减轻经济衰退对长期收入分配的影响。 

问题 2：不平等问题在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中应该具有何种地

位？ 

 

图 2 

图 2展示了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28名成员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收

入分配问题在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决策中应该只占很小的权重（57%）或货币政策根本不

需要考虑这个问题（29%），只有 14%的人认为不平等问题应该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具有

重要地位。 

多数观点指出，无论货币政策的分配效果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都应取决于财

政政策和政治因素，而不是中央银行。Charles Bean 认为，分配问题是政治的核心，

分配问题应该由政治家决定，而不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此外，中央银行也

没有合适的政策工具来处理不平等问题，而财政政策则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平等

问题。Michael McMahon 认为，分配政策反映的是选民的偏好而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

的偏好。Roger Farmer 指出，如果中央银行实行高度政治化的决策来重新分配收入和

财富，则有可能丧失央行的独立性。Costas Milas 总结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即不能指

望英格兰银行解决所有问题。Milas认为，央行的主要作用仍然是捍卫价格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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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然而，少数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也要考虑解决部分不平等问题。Morten Ravn 认

为，不平等问题应该是确定货币政策立场时讨论的问题之一。而 David Miles、Woute

r den Haan拒绝在货币政策决策中考虑不平等问题。对此，Wendy Carlin 呼吁各国央

行加强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变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经济和金融周期的

本质，进而更好地解决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monetary-policy-and-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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