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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鲍威尔上任时的货币政策是以现实数据为本位做好风险管理ꎬ让货币政策正常化ꎮ 但由于市场

压力和政治压力ꎬ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ꎬ鲍威尔建立了美国货币政策新框架ꎬ导致了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大转

向ꎮ 比如ꎬ首先ꎬ把充分就业提升到优势地位ꎬ追求就业目标最大化ꎮ 这是现代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及全新理

念ꎮ 其次ꎬ以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代替单一时点的通货膨胀率ꎬ但长期通胀目标仍然为 ２％ ꎮ 平均通

胀目标实质是让信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延续的时间更长ꎮ 这既有利于促进美国经济增长ꎬ也可能导致美联储

偏离其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ꎮ 再次ꎬ通过通胀目标定位锚的上移来引导市场预期ꎬ推高通胀率ꎬ以此为疫后经济

复苏及经济增长增添动力ꎮ 美联储货币政策成了美国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定海神针ꎮ 不过ꎬ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

大转向不仅对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ꎬ全面推高各种资产价格ꎬ增加金融市场风险ꎬ也是

２０２２ 年美国货币政策陷入困境的根源ꎮ 对此ꎬ中国金融部门要认真研究ꎬ并做好应对准备ꎮ
〔关键词〕美联储货币政策新框架ꎻ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ꎻ就业最大化ꎻ平均通胀率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２. ０６. ０１２

一、前言:在现代经济中货币政策重要性是

无可替代的

　 　 一般来说ꎬ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ꎬ
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价格机制来保证一国

经济增长及维持社会经济稳定ꎬ让企业及家庭在

一个可预期的经济环境下进行各种生产及消费

活动ꎬ以此降低居民及企业在消费和投资上的风

险ꎬ促使实际产出尽可能与其潜在产出相一致ꎬ
或使实际产出接近潜在产出的期望目标ꎮ〔１〕 同

时ꎬ以充分就业来全面提升民众的生活福利水

平ꎮ 所以ꎬ美国国会给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提出

的两大目标是: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ꎮ〔２〕 从信用

的角度来说ꎬ货币政策又是一种信用创造或信用

扩张机制ꎬ它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信用扩张的可

能性边界ꎬ因为无论是信用扩张的过度还是不

足ꎬ都不利于确保实际产出尽可能与潜在产出相

一致ꎮ〔３〕所以ꎬ历届美联储主席一方面有保证两

大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职责ꎬ另一方面由于货币

政策的理念或逻辑基础不同ꎬ对货币政策信用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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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可能性边界的理解会有很大差别ꎬ其货币政

策的信用或是过度紧缩或是过度扩张ꎬ由此或是

造成美国经济大衰退ꎬ或是引发金融市场一次又

一次的危机ꎬ远离货币政策所设定的两大目标ꎮ
比如ꎬ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联储所遵循的是以

真实票据原则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政策ꎬ由此引发

了当时银行信用的过度扩张或过度收缩ꎮ 这种

灾难性的货币政策也成了引发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美

国经济大衰退的主要根源ꎮ〔４〕在美国经济的大缓

和时期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到 ２１ 世纪

初)ꎬ〔５〕美联储采取了以利率规则为基础的货币

政策ꎬ从而保证了美国经济长周期的增长稳定ꎬ
让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都降到最低水平ꎮ
随后 １０ 多年ꎬ在美国经济增长时间最长的扩张

周期(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经济衰退结束开始到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底结束)中ꎬ美联储以量化宽松为主导的货

币政策ꎬ不仅把基准利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ꎬ
也通过该项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当
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由 ０. ８ 万亿美元扩

张到 ４. ５ 万亿美元)ꎮ 这既让美国经济走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的衰退ꎬ使其进入了一个历

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ꎬ也打造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 １３ 年的股市大牛市(到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让
资产价格全面上升ꎬ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增ꎮ 而且

这个时期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就超过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ꎮ 可见ꎬ美联储的货币政

策既可以保证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ꎬ也可能是

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及由此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就

是美联储信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经

典案例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 １０ 多年里ꎬ美国、欧

盟、日本及中国向金融市场释出 １２ 万亿以上美

元的流动性ꎬ从而托起了正在下沉的全球经济ꎬ
但这也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致ꎮ
在此期间ꎬ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

发全球市场的骚动及震荡ꎮ 比如ꎬ２０１３ 年美联

储前主席伯南克向市场暗示ꎬ美联储量化宽松的

货币政策即将逐渐退出市场ꎬ货币政策将进入正

常化的进程ꎬ由此立即引起全球股市汇市的极大

震荡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ꎬ为了阻止疫

情蔓延与扩散ꎬ各国纷纷采取封城锁国的政策ꎬ
从而导致各种商业活动停止ꎬ经济需求萎缩ꎬ供
应链断裂ꎬ经济面临衰退的巨大风险ꎮ 为了应对

可能的市场风险及经济大衰退ꎬ美联储不仅把信

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极端ꎬ而且通过对

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检讨与反思ꎬ重新确立美联

储货币政策的逻辑基础ꎬ让其出现了重大转向ꎮ
这样的重大转向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和金融

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冲击ꎬ也是后来美国货币

政策陷入困境的根源ꎮ
现在的问题是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为何没有

萧规曹随ꎬ而是出现重大转向ꎬ其理论基础及内

在逻辑是什么?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新框架实际

效果如何ꎬ对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什么样

的影响和冲击? 后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为何会陷

入困境? 等等ꎮ 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密切关

注ꎬ也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ꎮ 只有

从理论上把握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大转向的

实质及内在逻辑ꎬ中国才能制定较优的应对政

策ꎮ
还有ꎬ对于每一届美联储主席来说ꎬ尽管美

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ꎬ即保证充分就业

及价格稳定ꎬ但各届主席的知识、观念及对货币

政策的理解不同ꎬ他们在货币政策执行上的差异

性是十分明显的ꎮ 如果加上市场变化迅速ꎬ政治

人物往往都希望根据其自身的利益来左右货币

政策等因素ꎬ这些都会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未来

走向的不确定性ꎬ也都是我们把握美联储货币政

策重大转向的切入点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在以美元

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既

是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ꎬ也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

产生巨大影响的全球货币政策ꎬ就此而言ꎬ美联

储似乎是“全球央行”ꎮ 因此ꎬ美联储货币政策

的重大转向不仅会重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的

价格(即全球资产重新定价)ꎬ也会影响全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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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流向及金融市场的利益格局ꎬ影响未来全球

金融市场发展ꎮ 所以ꎬ密切关注与研究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 Ｊｅｒｏｍｅ Ｐｏｗｅｌｌ)领导下的货币政策的

重大转向及未来发展趋势ꎬ是中国经济部门及金

融市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及风险的重要内容ꎮ
所以ꎬ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ꎮ
本文第二节将讨论与分析鲍威尔前期货币

政策的基本理念及执行ꎻ第三节将讨论美联储货

币政策重大转向的现实背景及理论基础ꎻ第四节

讨论与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新框架的基本内涵

及实质ꎻ第五节简要地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大

转向对市场的影响与冲击及 ２０２２ 年所陷入的困

境ꎮ

二、鲍威尔前期货币政策的基本理念及执行

由于个人的知识水平、经历与阅历、认知与

理念等方面会有很大不同ꎬ所以每一届美联储主

席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会有较大的差别ꎬ他们各自

都有着鲜明的货币政策哲学特征ꎬ比如格林斯潘

强调的是“管理不确定性”ꎬ伯南克主张的是“量
化宽松”ꎬ耶伦更关注的是“前瞻性指引”ꎬ鲍威

尔的货币政策哲学是什么ꎬ市场及政治人物开始

是心中无数的ꎮ 所以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鲍威尔刚

上任的第一天ꎬ华尔街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ꎬ
让当天美国道琼斯股票指数暴跌千点ꎮ 后来ꎬ美
国时任总统特朗普随之频繁指责和攻击鲍威尔ꎬ
认为美国股市下跌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错所

导致ꎬ并要求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下调到零水平ꎮ
不过ꎬ尽管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职务是由特朗普

所任命ꎬ但开始时鲍威尔为了显示其鲜明的货币

政策哲学ꎬ并不为这些外在因素及特朗普的态度

所左右ꎮ
与前两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相比ꎬ鲍

威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理解有很大不同ꎮ 伯

南克上任于一个特别时期ꎬ其上任后的主要任务

是如何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拯救危机中的美

国经济ꎮ 对此ꎬ伯南克一直认为这是他的专长ꎮ

因为ꎬ伯南克在大学里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方向就

是研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经济衰退的经验教

训ꎬ如有什么样的好方式可以避免这场危机发

生ꎮ 所以ꎬ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ꎬ也正是伯

南克发挥其专长的良好时机ꎮ 上任后ꎬ伯南克不

仅让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下降到零水平ꎬ也尽其所

能让美联储一次又一次地推出了一系列的量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ꎮ 卸任后ꎬ伯南克更是主张“量
化宽松”应该成为美联储最常用的政策工具ꎮ 可

以说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美国经济从短期衰

退的危机走出ꎬ但也让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央行

都走上了这条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不归路ꎮ 从长

期来看ꎬ这条路好坏还得受时间检验ꎮ 因为以伯

南克的书生之见ꎬ其对经济生活理解如何ꎬ是相

当不确定的ꎮ 同时ꎬ在任期内的 ２０１２ 年ꎬ伯南克

制定了美联储的通货膨胀单一目标制ꎬ〔６〕为美联

储的货币政策设定了一个定位锚ꎮ
耶伦同样是一介书生ꎬ也更多的是金融学教

授ꎬ即使在美联储工作的时间不短也改变不了其

鲜明的书生个性ꎮ 耶伦上任后美联储货币政策

的特色是通过“前瞻性指引” (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ꎮ 前瞻性指引原是一种非

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ꎮ 耶伦认为ꎬ前瞻性指引是

指可通过明示或暗示方式ꎬ以口头或书面声明与

市场沟通ꎬ甚至设定一些量化的目标条件ꎬ让市

场更容易理解货币政策的动向ꎬ影响市场对未来

利率变化的预期ꎬ使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达到

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ꎬ及促进经济增长等目标ꎬ
或以此来对市场的预期进行有效管理ꎮ 其核心

是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ꎮ 耶伦货币政策

哲学的另一特征就是让美联储信用过度扩张的

货币政策多飞一会ꎬ从而推动美国股市指数持续

上涨ꎮ 可见ꎬ在耶伦的任期内ꎬ美国股市指数持

续几年上涨并一直在创历史新高ꎮ 这种现象是

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因素还是企业业绩因素促成

的结果ꎬ都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ꎬ但是从常

识来看ꎬ耶伦对此是功不可没的ꎮ
鲍威尔的个人经历与他们二位有很大差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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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鲍威尔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ꎬ但他有丰富的

实际工作经验且长期受市场历练ꎬ所以鲍威尔与

前两任主席的货币政策哲学有很大不同ꎮ 在鲍

威尔看来ꎬ对于货币政策ꎬ首先要将其放在现实

的环境中来理解ꎬ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目标要重

新定位ꎮ〔７〕因为ꎬ在不同的时代ꎬ美联储制定货币

政策时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ꎬ其货币政策目标

的侧重点存在很大的差异ꎮ 比如ꎬ１９５０—１９８２
年为大通货膨胀时代ꎬ美联储所关注的问题是如

何不让通货膨胀失控ꎻ１９８３—２００９ 年为大稳定

时代ꎬ美联储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维持经济持续增

长同时如何不让信用过度扩张ꎻ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

整个经济则进入“三低”时代(即低增长、低通

胀、低利率)ꎬ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关注的问

题是在“三低”常态下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繁荣ꎮ
概而言之ꎬ鲍威尔认为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要有新风向ꎬ不应该再那么依赖传统常用的经济

模型和理论ꎬ要根据现实经济数据进行判断与决

策ꎬ因为传统的理论和模型可能误导政策制定

者ꎬ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形势及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ꎮ 比如ꎬ网络技术下的新

经济结构调整、信息传输方式不同、目前政治环

境的变化、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等方面ꎬ都
全面减弱了现有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ꎮ 如

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改进ꎬ也就无法反映当前

经济生活现实ꎬ更无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的预期管

理ꎮ
比如ꎬ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即充分

就业和价格稳定)ꎬ传统的理论是基于菲利普斯

曲线(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Ｃｕｒｖｅ)提出的ꎬ即通货膨胀率与失

业率有一种交替关系ꎮ〔８〕 也就是说ꎬ如果失业率

长期保持低位ꎬ企业家为了获得稀缺劳动力就会

提高工资水平ꎬ而人工成本上升又会推高消费物

价水平ꎬ通货膨胀率上升ꎬ通货膨胀率上升又可

长期减少失业ꎻ反之亦然ꎮ 鲍威尔认为ꎬ历史经

验显示ꎬ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水平之间呈现此消彼

长的背离现象ꎬ从而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实现充分

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目标时面临着难以调和

的冲突ꎮ〔９〕但是近年来菲利普斯曲线在逐渐平坦

化ꎬ即就业与物价之间的交替关系在减弱ꎬ甚至

于有人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亡” (即“双
低”现象出现)ꎮ 对此ꎬ鲍威尔认为ꎬ美联储不仅

要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解释ꎬ而且还得考虑

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ꎬ考
虑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ꎬ在货币政策制定中

要采取谨慎的风险管理方法(包括风险监测、风
险平衡和应急计划)ꎬ以此保证美联储货币政策

信用扩张效果ꎬ及执行政策时基本上能平衡各种

风险ꎮ〔１０〕事实也证明ꎬ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通

货膨胀率快速飙升ꎬ用传统理论根本是无法解释

的ꎮ
也就是说ꎬ货币政策决策者不仅要面对失业

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不确定性ꎬ还要

面对近期市场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经济结构上

不平衡的不确定性(比如自然失业率及中性利率

基准如何确定)ꎬ贸易政策摩擦可能发生的不确

定性ꎬ等等ꎬ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无所不在

的ꎮ 不确定性就容易导致风险ꎬ所以“管理不确

定性”成了货币政策制定者最为重要的工作ꎮ 在

鲍威尔看来ꎬ对以利率规则为主导原则的货币政

策来说ꎬ“不确定性”意味着“经济走到哪里ꎬ利
率就升到哪里”ꎬ比如如果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

失业率ꎬ以及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或等于通货膨

胀目标时ꎬ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应该高于中性利率

水平ꎮ〔１１〕 但是鲍威尔上任时的美国失业率已经

低于由美联储的宏观模型所估计的自然失业率ꎬ
通货膨胀率也接近其政策目标ꎬ而美联储却没有

加快基准利率上升速度ꎬ原因主要是ꎬ如果按照

传统的货币政策模式操作ꎬ美联储就必须要能够

“正确”估计自然失业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ꎬ但
是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ꎬ美联储要准确

地估计这两个变量越来越不容易ꎮ 而以这种估

计不准确的变量来作货币政策决策的依据ꎬ就容

易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后果ꎮ 鲍威尔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美国发生的停滞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为例

来说明ꎬ如果美联储过度执着“估计”总是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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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数据长期收敛值ꎬ将容易导致灾难ꎮ〔１２〕 因

为ꎬ后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ꎬ当时美联储过度乐

观看待失业率ꎬ让货币政策长期保持过度宽松ꎬ
即使 １９６５ 年后通货膨胀持续呈现出不稳定的状

态ꎬ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隐患开始浮现ꎬ过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基调还是没有改变ꎬ最终导致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大灾难ꎮ

所以ꎬ鲍威尔指出ꎬ基于美联储对自然失业

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判断ꎬ存在估计的不确定

性ꎬ美联储不应该只是关注一两个数据ꎬ例如失

业率水平ꎬ而是要重视更为广泛的指标ꎬ以更准

确判断就业的健康程度ꎮ 同时ꎬ当这些不确定性

可能影响货币政策决策时ꎬ决策者在行动上要更

为保守ꎬ就如面对不确定性药物的效力时ꎬ需以

较小剂量开始服用的“小步慢走”的策略ꎮ
鲍威尔认为ꎬ以“风险管理”为本的货币政

策既要保守地对待现有的数据ꎬ采取谨慎的“小
步慢走”策略ꎬ不急于加息也不怕刺激通货膨胀ꎬ
尽量再等下一次会议才决定ꎬ等到通货膨胀明显

有压力才出手ꎮ〔１３〕 同时ꎬ在某个特殊时期ꎬ保守

的“小步慢走”策略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ꎮ 例

如当基准利率已经调到最低下限时ꎬ美联储就得

采取非传统货币政策ꎬ以强力的政策来恢复市场

信心ꎮ 还有ꎬ当通货膨胀率高于政策目标水平

时ꎬ如果还是让货币政策信用过度扩张ꎬ利率正

常化的速度太慢ꎬ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失控ꎬ同
样会引发经济上的灾难ꎮ 所以ꎬ当美联储判断货

币政策效果充满不确定性时ꎬ货币政策操作以保

守为主ꎬ但当面临着通货膨胀大幅上升或金融危

机有失控的风险时ꎬ则要切换到“尽一切努力”
的模式上来ꎬ果断决策ꎮ 所以ꎬ现阶段影响货币

政策动向的主要指标是“通胀预期”ꎮ
可见ꎬ鲍威尔上任初期的货币政策理念是如

何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落地及回到现实ꎬ在
“三低”的现实条件下保证经济持续扩张ꎮ 面对

现实世界一系列的不确定性ꎬ“风险管理”是美

联储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ꎮ 货币政策的“风险管

理”是以现实的经济数据为依据ꎬ而这些数据不

是传统的一两个数据ꎬ而是更为广泛的不同指

标ꎮ 货币政策决策者应该保守地对待现有的数

据ꎬ因为美联储要观看的这些“星星”在不断地

移动ꎬ难以捉摸ꎬ货币政策也要采取谨慎的“小步

慢走”策略ꎬ但当通货膨胀预期全面升温时ꎬ美联

储的货币政策也得手起刀落ꎬ让利率回归到正常

化的水平ꎮ 所以ꎬ就当时的情况来说ꎬ美联储升

息的速度并非取决于传统的工资、失业率等指

标ꎬ而是通货膨胀预期ꎮ 可以说ꎬ鲍威尔上任后

的这些货币政策理念基本上贯穿在其货币政策

执行过程中ꎮ
比如ꎬ鲍威尔在上任的当天表示ꎬ由于当时

美国失业率和通胀率都处于低位ꎬ经济在持续增

长ꎬ美联储将依据事实进行客观决策ꎬ延续这种

态势及随时准备好应对风险ꎮ 对此ꎬ市场反应是

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天暴跌千点ꎮ
曾有分析认为ꎬ这是华尔街给鲍威尔的一个下马

威ꎬ测试鲍威尔会不会如前几任美联储主席一样

采取出手救市的政策ꎮ 其实ꎬ鲍威尔很明白ꎬ他
上任后所面临的问题ꎬ并非股市涨跌问题ꎬ也不

是经济有多过热的问题ꎬ而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之后ꎬ美联储多次以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

工具应对危机ꎬ金融市场的价格早就扭曲得面目

全非ꎬ从而让过多的资金在零利率或极低利率环

境中四处寻找高风险资产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如果

利率一旦正常化上升ꎬ各类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ｒｅｐｒｉｃｉｎｇ)在所难免ꎬ就像 １９９４ 年美联储前主席

格林斯潘上任时一样ꎬ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导致了

“债市大屠杀” (Ｂ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ꎬ〔１４〕 股市

大跌ꎬ但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加快利率上升的环境

很快适应了下来ꎮ １９９５ 年之后美国股市开始走

上了长期向好之路ꎮ 所以ꎬ鲍威尔上任之后ꎬ美
联储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萧规曹随ꎬ坚持了美联

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步伐ꎬ但更多的是以现实数

据为决策依据ꎮ 比如ꎬ当时的现实市场情况是经

济强劲ꎬ失业率达到 ５０ 年低位附近ꎬ消费者信心

指数则一直在创历年新高ꎬ通货膨胀率也接近货

币政策目标(２％ )的水平ꎮ 当时美联储更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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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论文指出ꎬ２０１９ 年美国中性利率水平大概率

是 ３％ ꎮ〔１５〕 这与鲍威尔上任时的联邦基准利率

１. ２５％ ~ １. ５０％ 相比ꎬ至多还有 ７ 次加息的空

间ꎮ 所以ꎬ２０１８ 年鲍威尔上任之后排除了市场

干扰及特朗普的连番指责与攻击ꎬ以略显鹰派的

态势ꎬ用“小步慢走”的策略每季度加息一次ꎬ全
年加息 ４ 次ꎮ 可以说ꎬ２０１８ 年鲍威尔的货币政

策基本上坚持了以现实市场客观数据为基准ꎬ在
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了金融市场风险管理ꎬ
以格外慎重的方式推进了利率正常化ꎬ这与前两

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与耶伦的货币政策风格有

很大不同ꎮ 结果是ꎬ２０１８ 年美国三大股票指数

全年跌幅创 ２００８ 年金融海啸以来 １０ 年最大纪

录ꎮ 纳斯达克指数全年下跌 ３. ９％ ꎬ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下挫 ５. ６％ ꎬ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更是下

滑 ６. ２％ 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环比统计ꎬ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下跌 ８. ６％ ꎬ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则下跌

９. １％ ꎬ两者都创 １９３１ 年以来 １２ 月百分比最大

跌幅纪录ꎮ
但是ꎬ从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开始ꎬ面对市场及特

朗普的压力ꎬ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决策上面临着

多重困境ꎬ鲍威尔只好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ꎮ 比

如ꎬ美联储不得不在 ２０１８ 年底的议息会议上对

未来升息的速度及最终利率目标作出较为审慎

的调整ꎬ将 ２０１９ 年预测加息幅度由三次缩减到

两次ꎬ中性利率由 ３. ０％ 下修到 ２. ７５％ ꎬ但市场

对此却毫不领情ꎬ特朗普对美联储的质疑更甚ꎮ
面对多重因素的纠结———美国经济的扩张、技术

面脆弱的股市、阻止进一步升息的政治压力、美
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海外政治局势震荡及中

美贸易摩擦升温等ꎬ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

定性升高ꎮ 对此ꎬ美联储只能是按兵不动ꎬ静观

其变ꎮ 不过ꎬ也正是从 ２０１８ 年底开始ꎬ鲍威尔对

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检讨与反思ꎬ货币政策

的理念也从这时走向转变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策

略就此终止ꎬ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大转向的风暴开

始处在酝酿中ꎮ

三、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大转向的现实背景

和理论基础

　 　 面对市场和政治的压力ꎬ美联储从 ２０１８ 年

底开始全面地检讨及反思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ꎬ
希望重新定义货币政策的框架并让它有理论和

实践的支撑ꎬ以此来缓解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现实

市场和政治之间的冲突ꎬ减少市场对美联储货币

政策独立性的质疑ꎬ提升美联储实现两大货币政

策目标的能力ꎮ 正因为这样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开始出现重大转向ꎮ 在检讨过程中ꎬ鲍威尔认为

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可能误入了歧途ꎬ因为ꎬ现
有的货币政策所遵循的模式在一个低利率为“新
常态” 的世界中已经不起作用了ꎮ〔１６〕 但是ꎬ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初期ꎬ当时对“新
常态”概念的理解是相当不清楚和不确定的ꎬ而
现实经济的巨大变化才把“新常态”清楚呈现ꎬ
这促使美联储成员对经济的理解开始发生很大

变化ꎮ
首先ꎬ对经济潜在或长期增长率的评估水平

出现了下降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至 ２０２０ 年中期ꎬ美联

储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或 ＦＯＭＣ)成员评估美国长期经济增

长率的中位数由 ２. ５％跌至 １. ８％ ꎮ 下跌主要原

因是人口增长的放缓、人口老龄化及生产力增长

下降等因素ꎮ〔１７〕 而生产力增长又是提升居民生

活福利水平的主要动力ꎮ
其次ꎬ美国及全球各国的利率水平都出现了

显著下降ꎮ 这反映在刺激经济增长最大化及使

通货膨胀保持稳定的中性联邦基准利率上ꎬ其评

估水平也在下降ꎮ 而中性联邦基准利率水平下

降意味着自然利率水平下降ꎬ后者主要源于实际

均衡利率下跌ꎮ 但实际均衡利率高低并不受货

币政策的影响ꎬ而是由经济中的基本因素所驱

动ꎬ包括人口结构和生产力增长ꎮ 按 ＦＯＭＣ 成员

测算ꎬ当时自然利率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４. ２５ 厘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５ 厘ꎮ〔１８〕 自然利率水平的下降对货

币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ꎮ 因为ꎬ在这种情况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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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济处于繁荣期ꎬ利率同样会处于它的下

限ꎮ 这样一来ꎬ如果经济出现衰退ꎬ美联储根本

上无法简单地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刺激经济增

长ꎮ 这样就可能严重偏离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ꎬ
让绝大多数没有承受能力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ꎮ

再次ꎬ美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新冠疫情暴发前ꎬ
录得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ꎬ劳动力市

场表现强劲ꎬ失业率跌至近 ５０ 年以来的低位而

且持续有近两年时间ꎬ当时失业率远低于大多数

分析估计水平ꎮ 更令人鼓舞的是ꎬ当时的劳动力

市场参与率也出现改善ꎮ 由于人口老龄化ꎬ在金

融危机爆发后的前 ５ 年ꎬ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曾出

现大幅下跌的走势ꎬ但经过一段时间后ꎬ市场参

与率又恢复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ꎬ从而

打破了金融危机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永久结

构性损害的看法ꎮ〔１９〕随着经济持续扩张ꎬ失业率

不断地降低ꎬ更多的人特别是很多低收入的人士

都能找到工作ꎬ这让有色人种与白人的失业率差

距缩小到历史最低水平ꎮ 不过ꎬ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

情的暴发让这种趋势暂停了一下ꎬ但在之后的救

市新政策刺激下ꎬ就业的形势更是强劲ꎮ 所以ꎬ
保证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各项政策的重要目标ꎬ
美联储货币政策就是保证实现该目标的重要工

具ꎮ
复次ꎬ在 ２０２０ 年底之前ꎬ就业市场表现强劲

但没有刺激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ꎮ 按照传统的

理论或菲利普斯曲线ꎬ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是一

种交替关系ꎬ但现在这种关系曲线比以往平坦或

开始消失ꎮ 这些年来ꎬＦＯＭＣ 成员及市场分析师

一直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将恢复到 ２％ 水平ꎬ但这

些预测从来没有实现过ꎮ 而 ＦＯＭＣ 成员对自然

失业率的预测则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５. ５％ 一直调降到

２０２０ 年 ４. １％ 的水平ꎮ 通货膨胀对强劲的劳动

力市场的反应比传统理论所表明的要迟钝得多ꎬ
这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ꎬ也是导致长期低

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此外ꎬ长期通货膨

胀预期的低迷ꎬ不仅让美国ꎬ也让其他发达国家

难以达到所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ꎮ 由于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ꎬ通货膨胀率持续处在低于 ２％ 的水平ꎬ
这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风险ꎬ也可能导致

长期通货膨胀预期水平下降ꎬ从而把实际通货膨

胀率进一步拉低ꎬ并造成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通货

膨胀预期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ꎮ〔２０〕 而且这种情

况是全球许多经济体中的普遍现象ꎬ对此ꎬ美联

储是十分担忧的ꎮ 因此ꎬ在当时ꎬ美联储就要防

止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ꎬ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

风险ꎮ
也就是说ꎬ从 ２０１２ 年美联储确定货币政策

单一目标框架以来ꎬ不仅现实的经济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ꎬ而且美联储的官员根据变化了的经济

环境对经济的理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ꎬ“三低”
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ꎮ 而且这种“新常态”并
非初期理解的不确定性ꎬ而是可用新的计量模式

进行精准测算的ꎮ 现实及理论测算的结果表明

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ꎬ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

间的交替关系已大大弱化ꎮ 所以ꎬ以菲利普斯曲

线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决策框架已经不适应“三
低”为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ꎬ否则ꎬ美联储的货币

政策决策容易误入歧途ꎮ 比如ꎬ为了货币政策正

常化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美联储加息 ９ 次ꎮ 从第一次

加息开始ꎬ失业率就处于历史较低水平ꎬ但一次

又一次地加息并没有推高失业率ꎬ反之ꎬ美国的

失业率却越来越低ꎬ而在 ２０２０ 年底之前的通货

膨胀率则一直在货币政策单一目标(２％ )的水

平之下ꎬ原有的货币政策决策明显进入了严重的

理论和现实误区ꎮ 在美联储看来ꎬ这就是现有的

货币政策框架与现实市场和政治经常存在冲突

的根源所在ꎬ所以要对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

全面检讨和反思ꎮ
也正是基于这种检讨与反思ꎬ鲍威尔及美联

储的货币政策理念开始彻底转变ꎬ这不仅表现为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即 ２０１８ 年的加息紧缩)
的策略终止ꎬ更表现在 ２０１９ 年中启动的“预防性

降息”(即经济处于繁荣周期却采取更为宽松的

货币政策ꎬ美联储的解释是为了预防经济增长周

期结束)上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美联储启动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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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降息”ꎮ 这是 １０ 年来美联储第一次降

息ꎬ其后在 ９ 月、１０ 月再连续降息两次ꎮ 对于这

三次降息ꎬ美联储定调为“预防性的中期调控”ꎬ
认为这并非货币政策方向的转变ꎬ而是出于协助

维持美国经济强劲增长ꎬ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冲击

的目的ꎬ采取了预防性利息调整ꎮ 比如ꎬ鲍威尔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议息会议后宣布ꎬ当年美联储三

次降息连续减息达 ０. ７５ 厘ꎬ足以抵消当时中美

贸易战等外部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ꎬ美联储在

今后的决策上ꎬ将重回数据为本位的方针上ꎬ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ꎮ

可以说ꎬ２０１９ 年美联储的三次降息ꎬ尽管定

调为“预防性的中期调控”ꎬ但实际上是美国货

币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向的一次预演ꎬ以测试市场

对货币政策新框架的反应及影响ꎮ 因为 ２０１９ 年

鲍威尔的三次降息ꎬ不仅让其货币政策理念和策

略彻底转向ꎬ全面弱化货币政策管理风险的功

能ꎬ也加大力度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ꎮ 这

是 ２０１９ 年美国股市价格翻转及持续创出历史新

高的最大动力ꎮ 比如ꎬ该年度美国的纳斯达克指

数全年上涨 ３５. ２％ 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２２. ３％ ꎬ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更是 ２０１３ 年以来表

现最好的一年ꎬ上涨幅度达 ２８. ９％ ꎮ 同年美联

储的预防性降息也引发全球新一轮的降息潮ꎬ各
国央行纷纷模仿ꎬ使得全球市场的流动性更是泛

滥ꎬ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大增ꎮ 可以说ꎬ在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处于历史极低水平、
通货膨胀率接近货币政策目标(２％ )水平及消

费者信心走强的形势下ꎬ美联储撰造一个“预防

性降息”作为降息的理由ꎬ这明显是它对现实政

治过度干预货币政策决策的一种妥协ꎮ 这种妥

协不仅削弱了美联储的独立性ꎬ也是鲍威尔早期

所主张的以数据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将出现重大

转向的前奏ꎮ
此外ꎬ２０１９ 年美联储还得面对市场突发的

应急事件ꎮ 原来ꎬ美联储利率体系中还有隔夜回

购利率(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ｒａｔｅ)和隔夜逆回购

利率(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ｒａｔｅ)这两种利

率ꎮ 前者是美联储从市场购买债券ꎬ向市场注入

流动性时产生的利率ꎻ后者是美联储收回注入市

场的流动性ꎬ或银行以及其他符合资格的金融机

构借钱给美联储ꎬ把美联储持有的债券还回市场

时产生的利率ꎮ 一般来说ꎬ隔夜回购利率可看成

市场低风险短期借贷利率ꎮ 这个利率也长期维

持在政策利率上下限之间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隔夜回购利率突然迅速上升ꎬ冲破美联储设定的

２％ ~２. ２５％的利率走廊上限ꎮ 隔夜回购利率突

然大幅上涨ꎬ促使美国众多机构立即恐慌性地向

市场融资ꎬ从而刺激该利率进一步升高ꎬ并创下

１０％的历史最高纪录ꎮ 隔夜回购利率飙升很快

就传导到美国国债市场ꎬ导致大量的美国国债短

时间内被疯狂抛售ꎮ 市场出现了严重的 “钱

荒”ꎬ由此也可能引发美国股市及债市突然崩盘

的巨大风险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美联储及时通过公

开市场操作及购买短期国债的方式向市场注入

大量的流动性ꎬ从而完全缓解了美国金融市场的

“钱荒”ꎮ 而美联储上一次启动正回购操作已经

是十多年前的事情ꎮ 现在的问题是ꎬ美国金融市

场为何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会突然出

现流动性紧张? 从表面上看ꎬ可能是极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需求旺盛ꎬ可能是金融海

啸后监管的收紧使得银行借钱的意愿降低ꎬ也可

能是债券交易市场面临的制度缺陷ꎬ但归根到底

其根源应该是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ꎬ美联

储过度信用扩张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价格机制扭

曲ꎬ〔２１〕而并非市场流动性紧张所造成ꎮ
就目前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体系来说ꎬ其政策

利率中还包括一种美联储基准利率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ｒａｔｅ)ꎬ它是货币市场隔夜拆借利率ꎬ当时为

１. ５０％ ~１. ７５％ ꎮ 美联储所谓的减息或加息ꎬ就
是基准利率的调整ꎬ就是通过在市场买入卖出短

期国债ꎬ改变银行存款准备金市场的松紧ꎬ从而

让美联储基准利率趋向政策目标ꎮ 所以ꎬ在平常

的情况下ꎬ银行在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不多ꎬ金
融危机之前只有 １００ 亿美元左右ꎮ 但是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之后ꎬ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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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性ꎬ而银行又以超额存

款准备金的方式把这些流动性存入美联储ꎬ其利

率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ｒｅ￣
ｓｅｒｖｅꎬ简称为 ＩＯＥＲ)ꎬ当时为 １. ６％ ꎮ 这样ꎬ一方

面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的方式向银

行注入了海量的流动性ꎬ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受监

管约束及利益诱导ꎬ根本就没有意愿借出资金给

企业ꎬ从而使得银行存入美联储的超额存款准备

金越来越多ꎬ最高峰时超过 ２. ５ 万亿美元ꎬ是危

机前的 ２００ 多倍! 上一轮量化宽松结束之后ꎬ美
联储货币政策开始正常化ꎬ但银行存入美联储的

超额存款准备金仍然达到 １. ４ 万亿美元左右ꎮ
也就是说ꎬ当时美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实际上是

充足的或处于“水浸”状态ꎬ只是银行没有意愿

让这些资金流向市场ꎮ 所以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美联

储加息 ９ 次ꎬ却无法通过银行融资需求的变化传

导到市场上去ꎬ并让市场利率上升ꎮ
进一步说ꎬ由于美联储加息时ꎬ基准利率上

升无法传导到这个市场ꎬ利率处于极低水平ꎬ美
联储降息时ꎬ企业预期利率会更低ꎬ所以在这种

环境下企业有强烈的融资意愿ꎬ愿意发行更多的

债券ꎮ 融资需求上升ꎬ自然会推高隔夜回购利

率ꎮ 而这次冲破政策利率的上限ꎬ美联储货币政

策利率体系的缺陷也就暴露了出来ꎮ 也就是说ꎬ
一方面银行体系流动性相当充足ꎬ甚至处于“水
浸”状态ꎬ但银行体系外的短期借贷市场会出现

“钱荒”ꎬ银行体系的资金流不过去ꎬ只能让美联

储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ꎮ 因为ꎬ在当时美联储

的货币政策利率体系下ꎬ银行在美联储巨额的超

额准备金存款可以赚取利息ꎬ同时又风险极低ꎮ
如果银行减少在美联储超额准备金存款并让这

些资金到隔夜回购市场赚取更高的利息ꎬ这将增

加银行整体风险ꎬ让监管成本上升ꎬ可能是得不

偿失ꎮ 但是在极低利率环境下ꎬ企业又有发行更

多债券的融资需求ꎬ这可能容易导致债券回购市

场资金不足而推高隔夜回购利率ꎬ甚至于超过政

策利率上限ꎬ因为两个市场的资金是不流通的ꎮ
为了金融市场稳定ꎬ２０１９ 年美联储再次启动新

一轮的量化宽松ꎬ向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ꎮ
同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由 ３. ７６ 万亿美

元上升到 ４. １７ 万亿美元ꎮ 可以说ꎬ这一年美联

储重启量化宽松也是其货币政策转向前奏的一

个重要方面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并很快在全球大流

行ꎬ引发全球股市暴跌ꎮ 美国股市尤其惨烈ꎬ不
仅连续多天暴跌ꎬ而且多次引发股市的熔断机

制ꎮ 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 ２９５６８ 点下跌

到 １８２１３ 点ꎬ下跌幅度达 ２９％以上ꎮ 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下跌 ３１％ ꎬ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则下跌了

２６％ ꎮ 面对这种紧急局势ꎬ不仅美国政府推出了

２ 万亿美元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ꎬ而且美联储的

货币政策机器立即启动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
烈的、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ꎬ让全球市场

感到十分震惊ꎮ 美联储先是两次降息ꎬ让联邦基

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历史最低水平ꎮ 而且ꎬ值得

注意的是ꎬ美联储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不仅如以往

那样购买国债及 ＭＢＳ(抵押贷款债券)ꎬ而且首

度决定突破法律限制直接购买企业债及 ＥＴＦ(交
易所交易基金)等较大风险资产ꎬ直接向美国中

小企业注入流动性ꎮ 这既是在预防严重疫情导

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而破产ꎬ让更多的企业存活下

来ꎬ让更多的人不至于因疫情暴发而失业ꎬ更是

在全力防范美国企业债市场泡沫破灭可能引发

的金融危机ꎮ 同时ꎬ尽管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冲

击下面临巨大的衰退风险ꎬ但由于美联储极度信

用扩张强烈的货币政策刺激ꎬ美国股市在 ３ 月底

开始触底回升ꎬ全球股市也随之反弹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从

２１９１ 点上涨到 ３７３４ 点ꎬ上涨幅度达 ７０％ ꎬ高于

新冠疫情暴发前最高点(３３９３ 点)１０％ ꎻ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由 ６６３１ 点上涨到 １２８４５ 点ꎬ上涨的

幅度达到 ９４％ ꎬ高于新冠疫情暴发前最高点

(９８３８ 点)３１％ ꎮ 两者都创历史新高ꎮ 而美国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从 ２８２１３ 点上涨到 ３０４１７
点ꎬ上涨 ８％ ꎬ基本上收复了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失地ꎮ 当然ꎬ更为重要的是ꎬ新冠疫情暴发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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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向提供了现实的基础ꎬ
让其如虎添翼ꎮ

四、美联储货币政策新框架及其实质

可以说ꎬ美联储于 ２０１２ 年设定 ２％的单一通

货膨胀目标以来ꎬ货币政策基本上维持宽松ꎬ失
业率持续下降ꎬ但经济增长大体上保持在温和偏

低的水平ꎬ通货膨胀率远不及 ２％ ꎮ “三低”已经

成了一种常态ꎮ 按照传统理论ꎬ低失业率意味着

应该使货币紧缩、利率上升ꎬ但现有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只能把利率推到较低水平或采取零利率ꎮ
这种现象与美联储多年来的货币政策决策框架

是矛盾的ꎮ 更为实际的难题是ꎬ利率已经极低ꎬ
如果经济增长下行ꎬ甚至于衰退ꎬ美联储的货币

政策操作空间将受严格限制ꎬ刺激经济复苏的效

果更是减弱ꎬ甚至可能使经济衰退更深、更久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风险

可能升高ꎮ 正是面对这样的难题ꎬ美联储在

２０１８ 年底开始对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检讨

与反思ꎬ以适应“三低”的新时代ꎬ检讨的核心就

是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目标入手ꎮ 经过一年多

时间的准备ꎬ尤其是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的

背景下ꎬ检讨报告比市场预期更早得到公布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中作了

«新经济挑战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回顾»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ꎬ«报告»全面阐述了美联储货币

政策新框架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ꎮ〔２２〕 美联储货

币政策新框架的基本内容如下:
首先ꎬ强调就业最大化ꎮ 与以往不同ꎬ货币

政策的新框架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ꎬ强调的是就

业的最大化ꎮ 因为ꎬ以往的货币政策框架一般是

先讲通胀后讲就业ꎬ更强调关注通胀的重要性ꎬ
但新框架则把两者顺序倒转ꎮ 先讲就业再说通

胀ꎬ更强调保证就业的重要性ꎬ并从根本上转变

了就业评估的理念ꎮ «报告»指出ꎬ“我们的政策

决定将以‘对就业与其充分水平之间差距的评

估’为依据ꎬ而不是像以前的声明那样ꎬ以‘与充

分就业水平的偏离’为依据ꎮ”强调的是“一个强

劲的就业市场可以持续ꎬ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

爆发”ꎮ 即就业目标的表述由调整最大就业的双

向“偏离” (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改为弥补单向 “缺口”
(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ｓ)ꎮ 也就是说ꎬ对于充分就业或最高就

业水平ꎬ以往所强调的货币政策决策依据ꎬ在于

目前就业水平与最高就业水平的偏离ꎮ 如果目

前就业已经高于估计的最高就业水平ꎬ则倾向加

息ꎬ货币政策收紧ꎬ反之则减息ꎬ货币政策宽松ꎮ
但在货币政策的新框架下ꎬ可以容忍失业率降到

更低水平或就业最大化ꎬ希望藉此造就劳动力市

场更高的参与率ꎬ以便通过货币工具来支持经济

增长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ꎮ 换句话说ꎬ在经济

繁荣时ꎬ就业水平超过估计的最高水平时ꎬ美联

储根本就不用过虑ꎬ并不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

策ꎬ只有就业率低于最高水平时才考虑减息ꎮ 事

实上ꎬ以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不单是在高于或低于

最高就业水平时作对称性回应ꎬ更有先发制人的

部署ꎬ即只要观察到差不多充分就业时马上让货

币政策收缩ꎬ而不等通货膨胀率上升到目标水平

才收紧银根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以来货币紧缩政策的

加息就是如此ꎮ 当时就业率达到充分就业水平ꎬ
但通货膨胀率远低于目标(２％ )ꎮ 货币政策框

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重大转变ꎬ一是«报告»认

为传统的理论失效或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ꎬ失业

与通货膨胀交替关系基本上弱化ꎮ 二是«报告»
还认为充分就业率是一个广泛包容的概念ꎬ更多

的受非货币因素影响ꎬ它是无法设定一个具体的

数字目标的ꎮ 三是充分就业率不仅是一个宏观

及整体的概念ꎬ也是一个微观和具体的概念ꎬ它
涉及到不同年龄、性别、种族等类别的居民福利

水平ꎮ 所以ꎬ货币政策如何强调充分就业都是不

会过分的ꎬ货币政策应该促使就业最大化ꎮ
其次ꎬ介绍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实质ꎮ

通货膨胀目标制最早是由新西兰央行于 １９９２ 年

首次推行ꎮ 其货币政策策略特点是:公布通货膨

胀数值目标ꎻ给企业及居民一个稳定通货膨胀预

期ꎻ保证货币政策决策公开透明及规定问责机

制ꎮ〔２３〕 这是目前国际上占主流的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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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ꎮ 通货膨胀目标制又分为两种ꎬ一种是单一

的目标制ꎬ比如美联储 ２０１２ 年货币政策框架就

把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在 ２％ ꎬ欧洲央行则设定为

“低于但接近 ２％ ”ꎮ 也就是说ꎬ在单一目标制

下ꎬ设定目标是一个上限ꎬ通货膨胀率一旦达到

或接近 ２％ ꎬ央行就应该准备加息或将货币政策

收紧ꎮ 另一种是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区间ꎬ如

２％ ~３％ ꎬ让央行能够有较大的决策弹性ꎮ 在

«报告»看来ꎬ通货膨胀目标基准仍然是 ２％ ꎬ但
不是以前框架下单一的 ２％ (以前的 ２％ 是通货

膨胀率上限)ꎬ而是“一段时期之内的平均通货

膨胀目标”ꎬ将通货膨胀率看作是一个长期性概

念ꎬ而不是一个时点上的概念ꎮ 如果以前通货膨

胀率一直未能达到目标 ２％ ꎬ会在长期时间产生

“通货膨胀缺口”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ꎬ因此如果未来

通货膨胀率上升ꎬ要先弥补之前的缺口ꎬ等弥补

完成再考虑货币政策调整或升息ꎻ反之ꎬ如果以

前通货膨胀率偏高ꎬ在长期时间里形成“通货膨

胀累压”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 － ｕｐ)ꎬ即使未来通货膨

胀率下降ꎬ央行也不急于降息ꎮ
而美联储之所以设计“一段时期之内的平均

通货膨胀目标”ꎬ其理由有ꎬ在“三低”常态下ꎬ若
要使通货膨胀率上升ꎬ就得在更长的时间内采取

宽松的货币政策ꎮ 同时ꎬ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情况

下ꎬ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低企ꎬ意味着实质利率上

升ꎬ这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ꎬ减弱企业的投资

意愿ꎬ这并非美联储乐见的ꎮ 当然ꎬ美联储可以

下调名义利率来降低实质利率ꎬ但是在 ２００８ 年

美国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发生之后ꎬ美联储的基

准利率早已调到了零水平ꎬ名义利率减无可减ꎮ
而通货膨胀预期又是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ꎬ如果

通货膨胀率低企ꎬ也会让通货膨胀预期降低ꎬ并
可能由此造成恶性循环ꎮ 因此ꎬ要让通货膨胀预

期提高就得容许通货膨胀率上升ꎬ所以美联储将

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定为 ２％ ꎬ这个目标不意味着

一个上限ꎬ而是设立在一个平均数值的意义上ꎮ
既然过去一段长时间通货膨胀率低于 ２％ ꎬ那么

将来通货膨胀率即便高于 ２％仍然是在平均 ２％

的水平内ꎮ 至于要追溯多长时间ꎬ及将来在多长

时间内追补ꎬ«报告»并没有具体说明ꎬ只是强调

不会基于任何固定的方程式ꎬ而是会采用一种更

加灵活的方式盯住平均通胀目标ꎮ 如果按照美

国经济研究局(ＮＢＥＲ)的指标计算ꎬ美国 ２０２０ 年

之前 １０ 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仅 １. ６％ ꎬ意味着通货

膨胀率需要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 ２％ 以上ꎬ才能

实现平均通货膨胀目标ꎮ 面对如此巨大的通货

膨胀缺口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美联储的

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宽松ꎬ才能达到预期中 ２％
的通货膨胀目标ꎮ

也就是说ꎬ假定从 ２０１２ 年美联储设定通货

膨胀目标为起算点ꎬ到 ２０２０ 年底为止ꎬ每年的通

货膨胀缺口为 ０. ４ 个百分点ꎬ要弥补这一缺口ꎬ
未来 ８ 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至少要达到 ２. ４％的

水平ꎮ 就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ꎬ受新冠疫情的冲

击及影响ꎬ失业率一度超过了 １０％ ꎬ尽管经济可

短期复苏ꎬ通货膨胀率也有上升的压力ꎬ只要通

货膨胀率在短期内上升到 ２％ 水平ꎬ美联储仍然

可能让当前的零利率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长时间

内而不改变ꎬ甚至于到 ２０３０ 年底ꎮ 这是平均通

货膨胀目标制或货币政策新框架的实质所在ꎬ再
加上美联储可容忍更低的失业率或强调就业最

大化ꎬ更是为美联储维持长期零利率政策加上了

另一重保险ꎮ
再次ꎬ设定通货膨胀预期引导的新框架ꎮ 央

行货币政策的本质就是管理预期ꎬ即通过货币政

策操作及其所引导的市场预期对经济产生影

响ꎮ〔２４〕因为ꎬ居民 /企业对未来一两年的通货膨

胀预期会影响他们当前的消费 /定价决策及未来

几个季度的通货膨胀ꎮ 货币政策工具的用法就

在于如何来设定这种预期ꎮ 而通货膨胀目标制

就是要把企业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锚定在某

个数值上ꎬ以此来稳定实际通货膨胀率ꎮ 而居民

和企业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货膨胀目标接近的

程度ꎬ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度”ꎮ 美联

储以 ２％为通货膨胀目标就是希望把居民和企

业的通货膨胀预期锚定在通货膨胀率 ２％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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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ꎮ ２％作为通货膨胀率的上限ꎬ一旦超过这

个数值ꎬ美联储就会及时作出反应ꎬ比如货币政

策紧缩或加息ꎮ 但是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
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ꎬ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都

降到极低或零水平ꎬ而通货膨胀率基本上都是

２％以下的水平ꎮ 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低

企ꎬ实质利率上升ꎬ这当然不利于刺激居民消费

及企业投资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欧洲及日本央行曾

推出了负利率政策ꎬ希望以此来引导商业银行放

松信贷ꎮ 但十几年来这种传统理论已经被证明

失败ꎬ其结果是非但不能刺激信用扩张ꎬ反而令

市场加剧通货紧缩预期ꎮ 因此ꎬ美联储货币政策

的重大转向就是不再遵循传统理论来设定通货

膨胀目标ꎬ而是要设定一套新的通货膨胀预期引

导框架ꎮ
其实ꎬ在货币政策新框架公布之前ꎬ美联储

先是放弃负利率ꎬ再放弃压平国债收益率曲线这

种操作工具ꎬ最后改而启用平均通货膨胀目标

制ꎮ 这不仅意味着长期低利率或零利率时代的

来临ꎬ也意味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通货膨胀预

期锚上移到 ２. ４％以上的水平ꎬ因为从 ２０１２ 年美

联储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为 ２％ 以来ꎬ每年的通货

膨胀缺口为 ０. ４ 个百分点ꎮ 这是美联储引导通

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所在ꎮ 事实上ꎬ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以来ꎬ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开始上升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 ０. ６８％ ꎬ
比 ７ 月底上升 １３ 个基点(Ｂａｓｉｓ Ｐｏｉｎｔ)ꎮ 而且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这个利率更是上升到 １. ３８９％
的水平ꎮ 可以说ꎬ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以来的美国国债

收益率上升主要源于通胀预期的上升ꎮ 也就是

说ꎬ在货币政策的新框架下ꎬ市场焦点早已不再

是美联储未来几年加息与否ꎬ因为市场已预期宽

松货币政策的延续会以年计ꎬ而是在美联储已把

重心放在引导通货膨胀预期上ꎮ 而通货膨胀预

期上升ꎬ自然会推高实际通货膨胀率ꎮ 通货膨胀

率上升ꎬ商业银行更愿意放松信贷ꎬ居民更愿意

增加消费及企业更愿意增加投资ꎮ 现在的问题

是ꎬ在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的情况下ꎬ美联储如

何来预判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影响ꎬ可动用哪些工

具、通过何种操作程序来引导市场预期ꎮ 在这方

面ꎬ«报告»基本上是含糊的ꎮ 不过ꎬ在 ２０２１ 年美

联储议息公告的政策指引中ꎬ尽管没有明确指出

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具体达到何种水平时ꎬ才
会调整利率ꎬ但美联储不仅表示将维持基准利率

为零水平和保持购买债券规模不变ꎬ而且预测目

前接近于零的利率至少会持续到 ２０２３ 年ꎮ 以此

鼓励企业大胆投资ꎬ民众放心消费ꎬ确定经济复

苏动力不减ꎬ并推动经济在一个更长时间内更快

地增长以推高通货膨胀率ꎮ 正是美联储货币政

策这种重大转向ꎬ以及根据该转向理念建立的模

式预示美国通货膨胀率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

持在较低水平ꎬ即使通货膨胀率出现快速上升ꎬ
也仅是一个短期扰动ꎬ货币政策工具不宜过早出

手ꎮ 也可以说ꎬ正是 ２０２０ 年美国货币政策重大

转向的理念导致了美联储对市场形势作出错误

的判断ꎬ这也成了 ２０２２ 年美国货币政策陷入困

境的根源ꎮ
总之ꎬ针对市场和政治压力ꎬ及美国未来经

济不确定性ꎬ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转向ꎬ并
设定了一个新框架ꎮ 其基本内容有三:一是把充

分就业提升到优势地位ꎬ强调低失业率ꎬ追求就

业最大化目标ꎮ 这在现代货币政策理念上是一

次重大转向ꎬ它对全球各国央行的影响不可小

视ꎮ 二是以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来代

替单一时点的通货膨胀率ꎬ这是货币政策是否调

整的依据ꎮ 但长期而言通货膨胀目标仍然是

２％ ꎮ 尽管«报告»声明对平均通货膨胀目标没

有固定的计算公式ꎬ也考虑就业、往期通胀水平、
金融风险等因素ꎬ但其实质是让美联储宽松的货

币政策延续的时间更长ꎬ使货币政策灵活性提

升ꎬ但却让货币政策操作难度上升及透明度下

降ꎬ从而使得以现实数据为本位的货币政策出现

了理论转变ꎮ 三是通过通货膨胀目标定位锚的

上移来引导市场预期ꎬ推高通货膨胀率ꎬ以此为

经济复苏及增长增添动力ꎮ 不过ꎬ美国货币政策

新框架将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ꎬ比如ꎬ未来

—４２１—

　 ２０２２. ６学者专论



美联储将如何衡量自然失业? 它将在什么时候

决定通货膨胀缺口? 通货膨胀为何一直处于较

低的水平ꎬ是实质因素影响还是统计指标体系问

题? 及这一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将对其他国家

产生何种影响? 等等ꎬ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才能

给出答案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尽管这个货币政策新

框架将对未来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与冲

击ꎬ但货币政策转向更多是技术性调整的体现ꎬ
而不是对出现“三低”新常态的原因及现实市场

环境变化进行深入检讨与反思的结果ꎮ 这也容

易引发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ꎮ
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各国央行向市场

注入大量的流动性ꎬ但通货膨胀率一直处在低位

徘徊ꎮ 这可能是大量的流动性流向各种资产ꎬ推
高资产的价格ꎻ也可能是通货膨胀率的统计指标

存在问题ꎮ 目前市场上对通货膨胀率测算方式

的质疑越来越多ꎮ〔２５〕在美国ꎬ反映通货膨胀率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ꎬ从其创立有近百年的

历史ꎬ但是对这个指数的争论与质疑从来就没有

停止过ꎮ 因为ꎬ要保证 ＣＰＩ 完全符合现实经济生

活或测算结果绝对公正是非常困难的ꎬ而且这个

指数既是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主要指标ꎬ
也和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机制有关ꎬ它触及到各

种各样的利益关系ꎮ 比如ꎬ涉及企业的最低工资

水平ꎬ居民领取的政府福利补贴ꎬ债权人及债务

人的利益关系等ꎮ〔２６〕 所以ꎬ对其样本选取、指数

权重选择不同ꎬ其结果会差别巨大ꎮ 比如ꎬ面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的恶性通货膨胀ꎬ当时质疑

四起ꎬ最后迫使美国劳工统计局提出新公式来计

算通货膨胀率ꎬ其结果相差巨大ꎮ〔２７〕 日本发生的

“统计门”事件ꎬ同样与 ＣＰＩ 测算有关ꎮ〔２８〕中国的

“猪肉 ＣＰＩ”争论也是源自 ＣＰＩ 的测算问题ꎮ 再

加上如住房这类商品性质上的两栖性(既可投资

又可消费)ꎬ更是增加测算 ＣＰＩ 的困难ꎮ 美联储

对货币政策的检讨只放在 ＣＰＩ 统计的技术弹性

上而没有质疑其指标体系ꎬ只是作些技术性的调

整ꎬ并没有质疑或反思信用过度扩张货币政策的

本身ꎬ这是无法揭示出美联储货币政策后来所面

临困惑的关键所在ꎮ 所以ꎬ尽管美联储货币政策

的新框架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ꎬ但美国货币政策

极度信用扩张的特征并没有改变ꎬ而历史经验表

明ꎬ信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无法从根本上救

起衰退中的经济的ꎬ反之ꎬ还有可能会让整个金

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严重扭曲ꎬ增加风险ꎮ

五、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大转向对市场影响及目前

所陷入的困境

　 　 可以说ꎬ２０２０ 年ꎬ为了缓解政治与市场的压

力ꎬ为了刺激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ꎬ及为了应

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进

行重大调整的本质目的就是如何让信用极度扩

张的货币政策持续时间更长ꎬ并为这个新框架提

供理论上的支撑ꎮ 这也意味着ꎬ新冠疫情让美国

经济陷入了一场严重衰退ꎬ其复苏肯定是一个漫

长过程ꎬ需要一种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保证ꎮ
而货币政策的新框架或信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

策常态化就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政策保证ꎮ
首先ꎬ受新冠疫情冲击ꎬ２０２０ 年美国第一季

度 ＧＤＰ 终值同比萎缩 ３１. ７％ (甚至略差于第二

季度的同比下降幅度:３１. ４％ )ꎬ这是自 １９４７ 年

美国编制 ＧＤＰ 指数以来的最大减幅ꎬ比之前最

差纪录 １９５０ 年第一季度的 １０％ 减幅ꎬ高出了三

倍ꎮ 还有ꎬ美联储曾经预测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增长率

为 － ３. ７％ ꎬ是 ２０ 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

衰退ꎮ 从失业情况来看ꎬ美国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的失

业率为 ９. ７％ ꎬ有 １６００ 万人失业ꎬ大约 １０ 个人中

即有一人失业ꎬ接近大萧条的水平ꎮ 不过ꎬ到了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ꎬ上述的情况有所好转ꎮ 特别

是随着新冠病毒疫苗开发成功及发达国家居民

广泛接种ꎬ随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又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上任ꎬ新冠疫情在该年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

制ꎬ再加上出台 １. ９ 万亿美元财政纾困政策ꎬ
２０２１ 年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ꎬ其增长率达到

５. ７％的水平ꎮ 就此美联储的信用极度扩张的货

币政策将成为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最大动力或

定海神针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美联储货币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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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转向ꎬ可保证其信用极度扩张延续的时间更

长ꎮ 这也许是美联储对货币政策进行检讨及实

行重大转向的初衷ꎮ
其次ꎬ美联储信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能够

让衰退的经济快速复苏ꎬ而不留下任何负面影响

吗? 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ꎬ
信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既可向市场注入流动

性、稳定金融市场信心、保证企业存活下来及刺

激经济增长ꎬ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ꎬ美联储推出三轮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ꎬ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

性ꎬ稳定了金融市场信心ꎬ挽救了金融市场不至

于崩塌ꎬ但把金融资产的价格全面推高ꎬ并打造

了一个 １３ 年的美国股市特大牛市ꎬ全面加重了

金融市场的脆弱性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之

后ꎬ美联储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信用极度扩张的货

币政策ꎬ不仅把联邦基准利率迅速降低到零水

平ꎬ也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短期内快速扩

张ꎮ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底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扩大了 ２. ８５ 万亿美元(即由

４. １７ 万亿美元规模扩张到 ７. ０２ 万亿美元)ꎮ 根

据美联储货币政策新框架ꎬ２０２２ 年 ５ 月美联储

资产负债表总规模更是达到了 ８. ９４ 万亿美元ꎮ
可以说ꎬ美联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来信用极度扩张

的货币政策ꎬ虽然有助于恢复金融信心ꎬ让企业

能够存活下来ꎬ但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ꎬ扭
曲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ꎬ助长了僵尸企业

(ｚｏｍｂｉ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盛行ꎬ扩大了贫富差距ꎬ严重

削弱了银行业的生存能力ꎬ引发了美元汇率下

跌ꎮ 同时ꎬ由于在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

金融体系下ꎬ美国的货币政策既是本国的也是国

际的ꎬ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的重大转向ꎬ也成了

发达国家央行的样板ꎬ信用过度扩张已经成了常

态ꎮ 在这一轮新冠疫情暴发后ꎬ各国央行至少向

市场注入了 ２５ 万亿美元流动性ꎮ 这将全面推高

各种资产的价格ꎬ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ꎮ
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实践来看ꎬ美联储采

取了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政策ꎬ尽管市场流动性

泛滥ꎬ但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企业ꎬ而是把流

动性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方式回流到美联储ꎻ而
极低利率水平使得企业有强烈的发债动机ꎬ并用

低成本的资金来回购本公司的股票ꎬ推高公司股

票的价格ꎻ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更多的僵尸

企业存活ꎮ 在货币政策的新框架下ꎬ美联储采取

了更为激进的购债政策ꎬ购买包含垃圾等级的企

业债ꎬ无视企业信用违约风险ꎬ让更多的僵尸企

业存活下来ꎮ 这些现象不仅导致美国金融体系

全面脆弱化ꎬ令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更为扭曲ꎬ
也导致美国生产力增长缓慢ꎮ 这可能是美联储

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让经济陷入低增长

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还有ꎬ信用极度扩张的货

币政策也正在扩大贫富差距ꎬ削弱绝大多数居民

的消费能力ꎬ这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ꎮ 有数据显

示ꎬ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ꎬ美国中等收入家

庭的财富仍然没有回到衰退前的水平ꎬ而收入水

平排在前 １０％ 的富人的财富却增长了 １９％ ꎬ主
要原因是后者随着股价上涨大大获利ꎮ 而当前

美国新冠疫情后经济的 Ｋ 型复苏(即极少数人

疫情后财富增长更快ꎬ绝大多数人则陷入了收入

增长缓慢的困境)ꎬ更是让财富分配差距进一步

扩大ꎬ绝大多数人消费更是趋于紧缩而严重妨碍

经济复苏与增长ꎮ 而这正是 ２０２０ 年美国总统大

选所出现的族群之间的严重极化的原因所在ꎮ
另外ꎬ美联储信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常态

化对实体经济刺激作用的效果是十分令人质疑

的ꎮ 比如ꎬ为了对业务遭受疫情重创的中小企业

提供财政援助ꎬ美联储推出了“大街贷款计划”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但是市场对此反

应极差ꎮ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ꎬ该计划自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正式接受申请两个多月以来ꎬ截止到 ９ 月 １０
日只贷出约 １４ 亿美元ꎬ仅占总规模 ６０００ 亿美元

的 ０. ２％ ꎬ究竟是申请存在市场准许问题ꎬ还是

中小企业不看好经济前景而放弃借助金融工具

求生?〔２９〕但不论如何ꎬ从中可以看到ꎬ由于金融

市场的机制扭曲ꎬ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脱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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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中的常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无论信用极

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ꎬ其效果同

样是令人质疑ꎮ 再就是ꎬ长期低息环境将导致金

融体系的结构出现重大变化ꎮ 比如长期的低利

率甚至零利率ꎬ导致商业银行业务增长乏力、预
先提取大额拨备、资产素质可能变差、盈利受拨

备拖累等ꎬ使得商业银行股价暴跌ꎮ ２０２０ 年以

来全球各国商业银行股价暴跌 ５０％ 的情况已经

成了常态ꎬ美国也是如此ꎮ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可

能让全球商业银行规模全面收缩ꎬ各国金融体系

结构出现重大变化ꎬ银行业更是暗淡无光ꎮ 这可

能更会增加企业融资的难度ꎮ
再次ꎬ２０２１ 年ꎬ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主导

下ꎬ美联储对当年经济形势作出严重的误判ꎬ直
到通货膨胀率上升到 ７％ ꎬ失业率下降到 ３. ９％ ꎬ
美联储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ꎬ才开始采取紧缩

货币政策ꎮ 因为ꎬ在美联储看来ꎬ该年通货膨胀

率逐渐上升ꎬ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ꎬ
搅乱原材料和零组件生产和运输秩序ꎬ导致供应

链不畅ꎬ使总供应不足ꎬ加上财政和货币政策极

度扩张ꎬ带动了劳动力总需求增强ꎬ造成供需失

衡ꎻ疫情也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ꎬ带动工资持续

上升ꎮ 企业将这些新增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负

担ꎬ使得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ꎮ 还有ꎬ２０２０ 年经

济疲软ꎬ物价下跌ꎬ其基数效应使得 ２０２１ 年通货

膨胀数据特别醒目ꎮ 所以ꎬ美联储认为 ２０２１ 年

美国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是“过渡性”或“暂时

性”的ꎬ随着上述经济条件的变化ꎬ通货膨胀率很

快就会下降ꎮ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ꎬ到了 ２０２２ 年ꎬ
赶上俄乌战争爆发ꎬ美国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

缓和ꎬ反之还在持续上升ꎬ并成了弥漫全球的严

重通货膨胀问题ꎮ 比如ꎬ２０２２ 年 ３—５ 月ꎬ美国三

个月的 ＣＰＩ 分别同比上涨 ８. ５％ 、８. ３％ 、８. ６％ ꎬ
均为 ４０ 年来新高ꎮ 而且 ４ 月欧盟整体的 ＣＰＩ 上
涨率为 ７. ４％ ꎬ 德国和英国分别为 ７. ４％ 和

９. ０％ ꎬ也是创 ４０ 年来新高ꎮ 美联储对 ２０２１ 年

经济形势的误判ꎬ很大程度上又与新的货币政策

框架所依赖的认知与思维方式有关ꎮ 这可以从

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ꎮ
第一ꎬ就现行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来看ꎬ

其更多关注的是供应端ꎬ而忽略了需求端的变

化ꎮ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ꎬ美国失业率急速攀

高ꎬ造成了许多企业及行业停产并导致供给短缺

与全球供应链中断ꎬ确实使经济面临严重供应端

冲击ꎮ 但当 ２０２１ 年美国经济陆续复苏ꎬ失业率

回降ꎬ加上巨大的财政政策刺激ꎬ让美国经济在

短期内迅速反弹ꎬ并带动物价水平全面上升ꎮ 在

这种情况下ꎬ美联储还是认定通货膨胀仅是基数

效应及企业生产瓶颈所产生的暂时性现象ꎬ以致

维持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过久ꎬ这就成了 ２０２２ 年

通货膨胀失控的根源ꎮ
第二ꎬ现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两大职能是确

保就业最大化及稳定物价ꎬ维持通货膨胀率在

２％ ꎬ并促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充分就业ꎬ而要实现

其职责ꎬ就必须以菲利普斯曲线来衡量货币政

策ꎬ并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与代价ꎮ 可以

说ꎬ在疫情暴发前的近 ４０ 年ꎬ美联储成功地维持

通货膨胀率稳定ꎬ从而使菲利普斯曲线日趋平

坦ꎬ也让其能以更强大的政策力度来促进就业ꎮ
但后来的实证研究表明ꎬ菲利普斯曲线仅是部分

平坦化ꎬ这意味着在多数时间里ꎬ物价与失业率

之间的替代关系虽不明显但仍然在起作用ꎬ一旦

失业率跌破了某个临界点ꎬ就会出现显著的物价

上涨现象ꎮ 所以ꎬ当疫情后就业市场出现了结构

性变化时ꎬ美联储根本无法用现有理论模式来估

测复杂的自然失业率ꎬ只能用新的政策框架下的

认知值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值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这样的判断准则自然会引发长期高通货膨胀率ꎮ

第三ꎬ新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平均通货膨胀率

或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ＡＩＴ)ꎬ导致长期通货膨

胀预期脱锚迹象ꎮ 由于金融危机之后ꎬ经济长期

疲软ꎬ使得美国近十年间处于反通货膨胀状态ꎬ
并使长期通货膨胀预期走低ꎬ加上担心新冠疫情

暴发可能导致通货紧缩ꎬ使得美联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推出的 ＡＩＴꎬ允许通货膨胀率暂时性超过 ２％
的货币政策目标ꎬ好让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重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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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货币政策目标水平ꎮ 但是在新的货币政策框

架下ꎬＡＩＴ 区间是多长ꎬ如何在执行上进行政策

沟通等都是不确定的ꎮ 这不仅降低了市场对其

稳定物价能力的信任度ꎬ也使得通货膨胀预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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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严重的全面衰退ꎬ或是引发又一场金融危

机ꎮ 但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美联储采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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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政策工具不多ꎬ未来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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