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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Simon Gilchrist 等（2022）探讨了主权债务风险和全球金融风险之间的相互作

用，并证实了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观察到的主权债务利差之间的很大一部分变动可以

通过金融风险因素的变化来解释，全球金融风险的增加导致主权债务利差持续大幅扩大，

并且对投机级主权债务的溢出效应尤为明显，而金融风险因素与全球金融机构的风险偏

好密切相关。 

►Nina Boyarchenko 等（2022）综述了有关金融系统脆弱性和宏观经济之间实证

关系的文献，以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这种关系。金融脆弱性会随着时间累积，在经济扩

张期间，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都会上升。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是可以预测的，且危

机一旦发生，会产生严重的实际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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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金融风险因素和主权风险 

作者：Simon Gilchrist等 丁怡然 编译 

导读：主权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与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相互联系可能

导致与特定国家基本面无关的主权债券利差扩大。本文探讨了这种金融-主权风险关

系，并发现各国主权债券利差之间很大一部分变动可以通过全球金融风险的变化来解

释。具体而言，全球金融风险的增加导致主权债务利差持续大幅扩大，并且对投机级

主权债务的溢出效应尤为明显。 

 

本文使用两种全球金融风险度量标准正式分析了主权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

Gilchrist提出的“超额债券溢价”（EBP）和 Miranda-Agrippino提出的全球金融周期

（GFC）因子。Gilchrist 指出，EBP（一种扣除违约风险的美国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提

供了银行关联交易商风险偏好的衡量标准，这些机构在大多数活跃交易的信贷相关资产

的定价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Miranda-Agrippino提出的 GFC因子是一

个潜在因子，解释了全球范围内风险资产价格的很大一部分变化。 

图 1 显示了自 1990 年 1 月以来的这两个金融风险因素的变化，为了便于比较我们

将其标准化。除了正相关关系之外，这两个指标显然都是反周期的，并且在金融困境时

期急剧上升。 

 

图 1 

为了实证检验这两个风险因素的波动如何影响主权信用利差的动态变化，本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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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在二级市场交易的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券小组。该小组包含 53 个国家发行的近

1800 个证券，并且可以获得这些证券在 1995-2020 年期间的市场价格。图 2 的两个小

组显示了这些数据的主要特征：每个月末国家级信贷利差的集中趋势、中位数以及通过

四分位差测量的相应的利差横截面离散度。小组（a）侧重于具有投资级评级的国家发

行的债券，而小组（b）则涵盖评级为投机性评级的国家。 

 

图 2 

在这两个市场领域，各国的信贷利差的分散性表明了国别因素是每个时间点主权利

差的重要决定因素。可以通过关注 2008-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来分析金融风险因素

的作用。金融危机的特点是风险偏好高，投资者情绪高涨。主权利差在水平和分散度方

面异常的压缩就证明了这一点。2008 年金融市场的一连串冲击侵蚀了投资者和银行交

易对手的信心，并严重挑战了高度互联的全球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伴随着 EBP和 GFC

因子的变大，主权信贷利差大幅扩大。 

但这些金融风险因素的波动是否会更广泛地影响主权利差的变化？并且如果是这

样，那么它们的影响会持续多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使用面板局部预测法来追踪

两个金融风险因素对主权利差的影响。图 3绘制了投资级和投机级主权利差分别对 EBP

和 GFC因子一个标准差的意外冲击的平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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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析结果显示，EBP 增长 1个标准差对主权债券利差的影响微乎其微，但随着时间

的增长，这种影响会显著增加。对于投资级和投机级的主权债券利差而言，在 EBP冲击

后约 12个月出现峰值反应。以投资级主权债券为例，在危机发生 12个月后，利差扩大

了约 5 个基点，而投机级债券的利差则扩大了约 15 个基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显

著性水平上，这些峰值响应在统计上与零不同，它们的量级与美国公司债券利差对类似

EBP冲击的响应相当。 

相比之下，GFC因子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只会在短期内对主权债券利差产生显著影响。

因为这两个市场的峰值反应都发生在冲击后的前三个月。请注意，冲击对 GFC因子的近

期经济影响与 EBP冲击后的利差峰值反应相当。总而言之，以上分析表明，由全球金融

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引发的避险情绪的突然爆发，导致主权信用利差会持续扩大，特别是

对于风险较高的国家而言。 

以这一实证证据为基础，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其特征是金融部门的中介能力与主

权债务风险溢价之间的会发生联系。在该模型中，国家是否违约的选择是内生的，而银

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取决于其风险价值约束的严格性，这种约束的收紧会降低金融部门的

风险偏好，迫使银行去杠杆化，并缩减主权债券的投资组合。去杠杆化推高了主权债券

的风险溢价，导致利差大幅扩大。利差的扩大推高了政府的借贷成本，从而增加了主权

违约风险，导致主权利差进一步扩大，银行的风险价值约束收紧。 

总而言之，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主权信贷利差之间的很大一部分的变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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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金融风险的波动造成的。当使用超额债券溢价来衡量全球金融风险时，这些影响

会更加显著和持久。超额债券溢价是衡量主要经纪自营商风险偏好的一个指标，这些公

司是美国公司债券市场的关键参与者。本文的理论框架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可以

通过它来观察 2020年 3月 Covid-19疫情爆发时发生的金融市场混乱。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global-financial-risk-factors-and-sovereign-ri

sk 

作者单位：纽约大学、埃默里大学、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国际清算银行 

 

 

 

 

 

 

 

 

 

 

 

 



 

 
 7 / 15 

No.202208 

 

2、货币政策的金融稳定性研究：实证证据与挑战 

作者：Nina Boyarchenko等  陈智莹 编译 

导读：本文综述了有关金融系统脆弱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实证关系的文献，以及货

币政策如何影响这种关系。文献讨论了来自长时间序列和微观经济研究的证据，这些研

究集中在资产估值、金融中介、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综述这些文献时，

本文主要关注基于美国的证据，以及关注“净”脆弱性，即考虑了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

对脆弱性的影响后仍然存在的脆弱性。 

 

1.引言 

本文从实证文献中得出三个主要的结论。第一，金融脆弱性在经济扩张时期增

加，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都会上升。然而，金融周期的长度通常是商业周期的两倍，

这表明金融脆弱性和央行关注的，例如通胀和失业等变量的演变可能不匹配。 

第二，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并且危机一旦发生，会产生严重的实

际经济后果。在金融周期中，以提高杠杆率的形式增加风险承担，加上高企的资产估

值，这种情况尤其危险，会导致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这种由信贷推动的资产

价格繁荣，通常以较低的风险溢价为特征，原因要么是信贷市场情绪高涨，要么是金

融中介机构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 

第三，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脆弱性的关系的证据是有限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周期

具有较长的持续时间，而且很难从实证上将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其他商业周期的影响分

开。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货币政策会影响资产估值、投资者风险偏好和家庭杠杆

率，但迄今为止，实证证据并未指出货币政策对金融脆弱性和实体经济的意义。有限

的证据并不一定排除货币政策导致的金融脆弱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

着，从实证上很难确定货币政策的因果作用。 

在将货币政策与金融脆弱性相关联的实证文献中，许多问题仍未解决。首先，货

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很难从实证上估计。第二，实证上区分宽松

货币政策和自然利率的长期下降这两者对脆弱性累积的影响是困难的，因为两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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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最后，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总体实施程度——作为经济结果的

函数，可能包括金融脆弱性——而不是货币政策意外直接影响脆弱性的积累。例如，

政策的系统性实施可以通过影响家庭、企业和投资者的政策预期和行为来影响金融脆

弱性。 

这些问题在实证上可能仍然具有挑战性，原因是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变化，监管

变化的同期影响以及金融危机的罕见性。虽然理论模型可以用来阐明该渠道的定量的

重要性，但目前文献中模型相对简单，限制了其结果的推广（Ajello，2022）。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了金融脆弱性如何在商业周期和较低频率上演变。第

三节综述了金融脆弱性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实证证据，包括预期的结果路径和结果的

分布。第四节研究了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脆弱性累积的渠道的实证证据。第五节中

讨论了实证文献中待研究的问题。 

2.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通常是顺周期的，但比典型的商业周期持续时间更长。值得注意的

是，美国的金融中介杠杆、非金融信贷和资产价格是顺周期的，这与 Ajello 等提出的

模型一致，模型表明资产价格和金融中介杠杆之间存在反馈循环。 

2.1商业周期频率上的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及其驱动因素是顺周期的，在扩张时上升，在衰退时下降。然而，特定

金融中介机构脆弱性的周期性可能取决于其业务模式和监管环境。大多数实证证据表明，

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多数金融中介机构的账面杠杆是顺周期的，包括证券公司、银行，

以及保险公司；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对冲基金行业，它具有逆周期杠杆。 

金融部门的组成和金融部门中各个子部门的周期性会反过来影响向非金融部门提

供信贷的周期性。例如，银行的去杠杆往往会导致银行贷款的减少，但可能会被资本市

场债务所取代，比如公司债券和银团贷款，这些债务主要由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

在美国，向非金融公司提供的信贷总量是顺周期的，但总量少于欧洲，这也许反映了银

行部门提供的信贷份额较低，只占向非金融公司提供的信贷总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欧洲

占接近 80%。 

对高风险的借款人来说，非金融公司的总信贷具有顺周期性，在扩张期间，高收

益公司债券发行和杠杆贷款发行显著增加。美国的家庭信贷增长也是顺周期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房屋净值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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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杠杆不同，金融中介的流动性和期限转换的周期性在实证和理论文献中都较少

受到关注。相反，文献关注的是衡量与流动性和期限转换相关的挤兑风险敞口。 

2.2较低频率的金融脆弱性 

信贷和资产市场的金融周期发生的频率低于商业周期，估计平均周期约为 15年。

金融周期的振幅，以杠杆率和资产价格从谷底到顶峰的增长来衡量，自 20世纪 70年

代以来已经显著增加。 

2.3补充说明 

对上述讨论的金融周期证据的一个说明是，这些证据主要是基于长期汇总数据的

历史，但利率变量的历史不够长，不足以评估金融周期对监管变化，技术变化、还有

其他经济结构中缓慢的变化的反应程度。因此，上述讨论的金融周期可能是由监管变

化驱动的。例如，美国和全球银行部门的杠杆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结构性突

破，这可能会影响对于后危机监管体系下银行杠杆的周期性的分析。 

3.金融脆弱性和实际结果的实证证据 

本节将金融脆弱性与经济增长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严重程度联系起来。

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影响的金融脆弱性，来源于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的相互作用——

信贷推动资产价格繁荣，不仅使金融系统，也使家庭和企业面临着大量杠杆资产的重

新定价和相关财富损失的风险。重新定价的触发因素各不相同，可能包括外部冲击或

市场情绪逆转。 

3.1金融脆弱性和经济危机 

非金融信贷增长的加速与金融不稳定风险的增加以及国际和美国长期数据中宏观

经济结果的欠佳有系统的联系。此外，信贷增长的加速和比平均水平更宽松的金融状

况，预示着经济下行风险将增加。例如，有估计表明，如果最近五年的信贷增长高于

平均值两个标准差，那么每年发生危机的概率将上升到 25%以上。 

对比不同形式的非金融信贷繁荣的后果，家庭（尤其是抵押贷款）信贷繁荣之后

往往会出现比商业信贷繁荣更糟糕的实际结果。家庭部门的信贷积累预计会增加中期

实体经济的波动和负偏态，以及引起 GDP增长、消费和投资的负尾事件。从银行倒闭

和恐慌的角度来看，企业信贷繁荣历史上也与金融危机风险的加剧有关，但对实体经

济的后果不那么严重。金融部门杠杆率的增加也与中期增长的下行风险相关，长期跨

国数据显示，金融部门资本化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金融危机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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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参与者更愿意投资高风险项目时，金融脆弱性往往会在良性的宏观经济环

境中形成。然而，在信贷和金融繁荣期间，信贷和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往往会异常

低。异常低的风险溢价与正的风险价格不一致，意味着潜在的错误定价。经济扩张期

间的资产价格上涨，往往伴随着危机期间的资产价格崩溃，这可能会引发螺旋式的去

杠杆化，加剧信贷配给和财富损失。 

3.2金融脆弱性和预测负尾结果 

信贷的积累和资产价格的上涨通常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导致信贷繁荣和资

产泡沫发生时难以进行有效识别。在制定实时市场情绪指标和早期金融危机预警信号

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预测金融危机等负尾结果的另一种实证方法侧重于评估未来实

际结果的风险。该方法发现，较低的风险溢价和较高的信贷增长预测了更高的短期中

位数路径，且在中位数路径附近的不确定性较低，但在中期（定义为两到三年后），

中位数路径较低，在中位数附近不确定性增加。这种波动率悖论是冲击的非线性、内

生放大理论模型的一个特征，如 Ajello等人讨论的那些模型，因为短期内的低风险为

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了建立杠杆的机会。 

3.3补充说明 

尽管在设计金融危机预测模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仍存在一些未决问题和需

要说明的地方。对于信贷或资产价格繁荣的构成要素，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

定义。信贷繁荣通常被定义为信贷总量或资产价格与某些历史平均水平存在较大且持

续的偏离。现有的文献使用了不同的技术来建立趋势或基本值，以及不同的方法来测

量这些趋势的偏离。早期预警模型的结果对这些选择很敏感，很难从不同的方法和样

本中总结证据。 

4.货币政策对金融脆弱性影响的实证证据 

Ajello等（2022）总结的理论文献表明，通过提高资产估值、压缩风险溢价、提

高杠杆率以及鼓励流动性和期限转换，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金融脆弱性。理论

模型还表明，旨在抵消短期负面冲击的货币政策宽松，可能导致长期的脆弱性。 

尽管有这些理论预测，但迄今为止，表明货币政策引发了与杠杆或期限和流动性

转换相关的脆弱性的实证证据有限。相反，有证据表明，货币政策通过风险溢价影响

资产估值，且货币政策宽松可能会加强风险偏好。然而，正如本文第三节所讨论的，

高的资产估值和压缩的风险溢价需要伴随着其他金融脆弱性的累积，如过度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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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4.1资产估值与追求收益 

实证文献普遍认为，资产价格会对货币政策的非预期变化作出反应。弹性估计因

实证模型、资产类别和样本时期而异，但平均而言，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非预期

变化会导致长期国债收益率、股票价格和公司债券息差的显著变化。如本文末尾的表

所述，这些变化的规模是值得注意的，但相对于这些资产价格的典型波动而言，变化

幅度不大。 

基于事件研究的评估发现，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风险溢价的变化来影响资产价格。

例如，利率目标和路径的突然放松通常与长期国债名义收益率的下降有关，而这几乎

完全是由于期限溢价的下降。同样，突然的宽松导致信用风险溢价的下降，这大致相

当于公司债券利差的总下降，以及股票溢价的上升，这是股票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尽管降低风险溢价是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关键渠道之一，但如果低风险

溢价导致资产估值过高，则可能成为金融脆弱性的一个来源。 

对于房价而言，实证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房价。然而，相对于房价

的平均增长率，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的作用很小。最近的证据还表明，货币政策对房

价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房价在价格高时反应较小，而在价格低时反应较大。 

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追求收益”渠道提振风险偏好的证据是不一致的，

具体取决于中介机构的类型。 

银行追求收益的证据还没有定论。一些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低利率导

致了更高的银行投资组合风险和更多的信贷发放给风险更高的借款人。此外，这些发

现对货币政策的衡量方式是敏感的，如政策利率变化，货币政策意外，或标准货币政

策规则的残差。将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外与银行风险承担联系起来的证据表明，在 2009

年之后的时期，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导和资产购买计划对银行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没有

导致银行过度的风险承担。 

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证据表明，它们有一些追求高收益的倾向。例如，对于美

联储在后危机时期将利率维持在零利率下限的承诺，货币市场基金扩大风险较高的资

产的投资，并持有更低多样性的投资组合。包括公司债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

公司在内的其他金融中介也通过持有风险较高的投资组合来应对危机后的低利率水

平。迄今为止，没有实证证据表明这些微观估计对金融稳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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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金融杠杆、流动性和期限转换 

货币政策可能产生脆弱性的另一个渠道是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杠杆率，因为低利

率会降低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成本。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资产价格，

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值通过估值效应上升，金融机构也可能通过增加杠杆来扩大资产负

债表，以应对利率下降。 

对于银行来说，估计存款资金对短期利率变化的弹性很低。相反，有证据表明，

经纪自营商和其他 NBFIs 的借款成本与短期利率紧密相关。因此，联邦基金利率的下

降，大致上降低了批发融资的成本，可能会促使 NBFIs通过提高短期债务来提高杠杆

率。然而，这些政策引发的效应在定量上是否重要，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基于总杠杆率的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宽松会在一年的时间内导致银行和经纪商的

杠杆率上升，但估计影响并不大。也有国际证据表明，持续的货币政策宽松与总银行

杠杆率的增加有关，而且这种效应在利率较低时比利率较高时更大。 

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中介机构使用 VaR来管理风险，那么

低利率也会导致更高的金融中介杠杆。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证据通过 VaR约束

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中介杠杆之间的关系。 

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脆弱性增加的另一个潜在渠道是改变银行和 NBFIs参与流

动性和期限转换的动机，因为货币政策会影响持有流动性缓冲的机会成本，从而影响

这些机构信贷供应的意愿。银行的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的总流动性创造没有显

著影响。此外，利率变化估计只对银行收益产生温和短暂的影响，这表明银行在提供

期限转换时没有太多的利率风险敞口，因此不构成金融稳定性问题。对于 NBFIs来

说，证据是有限的，但货币紧缩可能会促进存款从银行向货币市场基金迁移。在一定

程度上，银行存款有保险，但 MMFs的大额存款没有保险，这种迁移可能会对金融稳定

产生影响。 

4.3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 

事件研究分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传统和非传统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公司

债券收益率和主要抵押贷款利率，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然而，货币政策影响

家庭和企业债务的证据是不一致的。 

对于家庭而言，货币政策可能会通过房屋净值的提取来增加借贷。现有估计表

明，导致抵押贷款利率降低的货币政策与家庭以房屋净值为抵押贷款的可能性增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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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还证明，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债务增长的一半是由股权驱动

的。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抵押贷款利率再融资影响家庭债务，这可以帮助家庭降低偿

债成本并加强其资产负债表。由于数据的限制，没有太多证据将货币政策与其他形式

的家庭债务联系起来。 

关于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的作用，美国现有证据表明，虽然政策宽松提高

了贷款相对于债券在企业总借款中的比例，但并不一定会提高企业总杠杆。对于非常

规货币政策，有一些证据表明主要依赖长期债务的企业通过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从

长期利率的降低中受益。 

4.4补充说明 

货币政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结论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事

件研究依赖于微观数据和对货币政策意外的高频识别，虽然有助于识别货币政策运行

的因果渠道，但不能评估货币政策在金融脆弱性累积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与货币政策脆弱性相关的弹性估计通常没有考虑到与经济状态、货币政策

立场和监管环境相关的不对称和非线性。例如，经济衰退期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金

融脆弱性的影响可能与长期扩张时期不同。 

第三，虽然文献表明，在货币政策放松后金融脆弱性可能会形成，但货币政策收

紧也可能增加金融稳定风险。例如，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信贷从银行流向监管较

松的金融中介机构，如果这些机构比监管较严的银行更具结构性脆弱性，则可能会降

低金融稳定性。 

5.结论及待研究的问题 

总的来说，本文的文献调查表明，自 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学术共识已经逐

渐形成，意识到金融脆弱性可量化，这样的脆弱性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而货币政策

可能导致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然而，在实证评估货币政策、金融脆弱性和实

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方面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首先，仅用数据量化货币政策和金融脆

弱性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具有挑战性的。其次，研究文献经常将货币政策变化对金融稳

定的影响与长期自然利率的变化的影响混淆。此外，对于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

维持高压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金融脆弱性的形成，现有研究还未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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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feds/financial-stability-consider

ations-for-monetary-policy-empirical-evidence-and-challeng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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