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
利益
各国央行应就货币政策的分配
效应开展更好的政策沟通
妮娜· 巴丁顿、奇亚拉· 弗兰托、
丹尼兹·伊戈安、海伦·普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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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全球各
国央行都采取了降息和资产购买等广泛的货币宽
松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降低了新冠疫情的

图1

年轻人
年轻人比年长的人更容易失业

即宽松政策是否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人们认为，
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股市在疫情低迷后的
上涨负责，而股市上涨主要使富人受益。即便如
此，货币宽松政策依然具有缓和不平等问题的作
用 ；例如，低利率可以鼓励小微企业贷款，创造
就业岗位。
那么，总的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是加
剧还是缓解了不平等问题呢？

桑普森一家

年轻人失业的波动性，2000—2019年的标准差，
年龄在15—24岁

影响。但与此同时，
也引发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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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的工人失业的波动性，2000—2019年的标准差（55-65岁）

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往往过于抽象，我们可
以从更加个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当你
国家的央行放宽货币政策时，对你个人意味着什

资料来源：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MF
staff calculations.
注：通常，收入较低的年轻人面临的失业风险更高，因为，年轻人失业对经济周期
更敏感。数据标签使用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么？它对你的财务状况有益还是有害？与他人相
比，你的生活过的怎么样？基本上，这取决于你
的收入、财富、储蓄和债务状况。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介绍一下桑普森一
家，这是我们假想出来的一个家庭，它的家庭成
员包括丽莎，一个 20 出头的年轻女性 ；她的父母
玛格丽塔和奥梅罗；以及她 50 多岁从事会计工作
的叔叔阿图罗。货币宽松政策对他们一家产生了
什么影响呢？

设计: The Noun Project

首先我们看一下丽莎，她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工人受益——在经济衰退期，最先承受失业打击
的往往就是这批人。如果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
她失业的可能性会更大，她和她叔叔之间的劳动
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即使丽莎能够找到一份
新的工作，通常也会存在雇佣期短、福利差、不
稳定等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阿图罗，他有工资收入，
也有债券和股票投资等资本收益，并且，还持有

靠着这份收入，她可以攻读护理学学位。相比那

一栋房产。低利率会增加他的资本收益 ；因此，

些年长的、高技能的和经验丰富的工人（比如她

阿图罗既能通过收入构成渠道，也能通过资产负

的叔叔阿图罗）
，她目前是一名低技能工人，且收

债表渠道（债券、股票和不动产价格上涨）从货

入较低，在经济衰退期内，丽莎也比那些年长的

币宽松政策中受益。但由于丽莎未持有任何资产，

员工更容易失业（见图 1）
。

因此，她无法直接从资本收益的增加以及资产价

货币宽松政策削弱了经济衰退对失业的影

格的上涨中受益。

响，对丽莎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通过这一劳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玛格丽塔和奥梅罗的情

动收入渠道，货币宽松政策刺激了经济活动，降

况。他们现已退休，存了一辈子的积蓄，依靠退

低了失业率，且尤其使年轻、缺乏经验和低收入

休金和存款利息生活。他们是净储蓄者。丽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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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净借款者，
有助学贷款和车贷。如果利率下调， 入的下降而蒙受损失。玛格丽塔和奥梅罗的住房
丽莎欠银行的利息会减少，因为她的贷款利率会

增值可以抵消他们因储蓄利息收入下降而蒙受的

下降（如果是浮动利率）
，或者她可以重新申请低

损失，并且，如果货币政策能够帮助他们的女儿

息贷款。但是，利率下调，玛格丽塔和奥梅罗的

保住工作，他们就无需接济之前生活拮据的女儿。

利息收入会下降（可能需要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因
为货币宽松政策会导致通胀水平上升）
，并因此蒙

不同渠道

受损失。他们的退休金实际收益可能会下降。
在其他同等条件下，货币宽松政策通常会使
负债率低、有大量银行存款的人群受损，而让那
些净借款人受益（欧克雷，2019 年 ；查莫拉尼，
2021 年）
。换句话说，它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
进行了再分配 ：这就是所谓的储蓄再分配渠道。

根据桑普森一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货
币宽松政策的分配效应大小取决于不同渠道的相
对重要性。而且，根据国情的不同，不同渠道的
重要性也会不同。
例如，在金融普惠程度较高的国家，贫困家
庭申请贷款的渠道更加畅通，更有可能办理按揭
贷款、购置房产，因此，他们能够从降息中受益。

最终的赢家是 ......

而在其他国家，那些更愿意全款购房的群体无法

宽松货币政策对丽莎、她的父母和叔叔所产
生的净效应取决于货币政策措施通过不同渠道所

那些将储蓄存入银行而且没有负债的人，可能会

产生的综合影响。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

通过储蓄再分配渠道蒙受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损

获益，但也会因其他渠道蒙受损失。

失。相比社保体系不健全的国家而言，在社保体

例如，丽莎可以通过她的劳动收入和偿债
成本下降等渠道从货币宽松政策中受益，但她无
Budina, 3/31

从降息中受益。在有些国家，
银行主导着金融体系，

法从资产价格的上涨中直接受益。

系普及度较高的国家，由于货币宽松政策，低收
入工人的失业风险会更低。
在欧盟和美国，资产负债表渠道对不平等的

随着央行放宽货币政策，阿图罗的劳动收入

影响取决于人们所持有资产的类型。资本收益对

和资本收益都会上涨，因此，他将从这两个渠道

最富有家庭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持有更多的金

受益，但如果他是净储蓄者，他就会因为利息收

融资产。在美国，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其中，有
10% 的最富有家庭，他们三分之二的资产是债券

图2

（占 16%）和股票（占 46%）
（见图 2）
。除这个群

关键是你所持有资产的类型

体外，欧盟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持有的最大资

处于财富分布中不同位置的人们所持有的资产不同
美国：净财富分布中的家庭资产构成
（总额百分比）

欧盟：净财富分布中的家庭资产构成
（总额百分比）

产都是不动产。这意味着，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会
通过房价而非资本收益产生更加公平的影响，而

100

100

80

80

且，背有按揭贷款的人也会因偿债成本下降而有

60

60

所受益。

40

40

20

20

0

0

20%的底层 70%的中产 10%的顶层
阶层
收入人群
收入人群
主要不动产
次要不动产

综合上述几个渠道的研究结果——疫情前
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暂时性的货币宽松政策
20%的底层 70%的中产 10%的顶层
收入人群
阶层
收入人群
债券
股票

流动资产
其他

资料来源：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Survey (2016) for the European
Union;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2016)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F staff
calculations.
注：欧盟成员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
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
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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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净分配效应利弊兼有，经济影响往往可以忽
略不计，但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传统（利率）和非
传统（资产购买）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例如，在美国，在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之后，收入
不平等问题加剧，同时消费不平等问题有所缓和，
但影响很小，而且都是暂时性的（卡普兰、莫尔
和维奥特朗，2018 年）
。

更大的问题

强调了美联储将把就业最大化作为自身一个广泛
的包容性目标，同时还会加强货币政策刺激给贫

多数国家都存在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不断拉大

困人口带来的福利。

和财政预算施展空间有限等问题，鉴于此情况，
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在解决不平等问题方面发挥更

疫情之外的问题

大作用？
问题在于货币政策工具过于粗放，无法有效

新冠疫情产生了巨大的分配效应。社会上有

地应对人口结构或者社会经济中的特定人群所面

关不平等的争论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包括对央行

临的困境。此外，政府推出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

作用的有关讨论。如果新冠疫情对收入和财富分

了维持价格平稳、经济产出稳定，而缓解不平等

配的影响持续下去，货币政策对不平等问题发挥

问题与这两项核心目标相悖，增加央行的调控目

作用的多条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发生改变。

标，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不平等这类的

尽管央行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的

长期趋势性问题所产生的根源多为结构性因素， 稳定，但央行也可以通过传达、监测和分析货币
需要针对特定群体采用精细化的调控工具。有鉴 政策所产生的分配效应来发挥作用。各国央行还
于此，在解决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方面，其他

应强调反设事实，即尽管货币政策措施会产生一

参与者——特别是政府，才能发挥出更大作用。

定的分配效应，但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最后，

央行可通过专注于自身主要职能来自由发挥

各国央行应让全社会认识到，不平等问题的长期

专长 ：采取适当措施，在维持价格平稳的同时， 加剧、利率长期下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结
对抗经济滑坡，保障就业。与此同时，央行应在 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只能通过政府出台其他政策
现有政策框架内，通过对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收

来解决。

入和财富分配渠道进行建模和分析，更好地理解
和考虑家庭之间的差异。

妮娜 • 巴丁顿，高级经济学家 ；
海伦 • 普瓦松，国

奇亚
与此同时，支持性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审查部副处长 ；
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可以改善宏观经济和分 拉 • 弗兰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经济学家；

配的成果。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加上有序的结

丹尼兹 • 伊戈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处长。

构性改革——比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表的一份工作报

求职协助和就业人员再培训等——都有很好的效

告（《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编写而成，作者包括

果。这些政策对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帮 《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的作者以及瓦伦蒂娜 • 博
尼法乔、路易斯 • 布兰登 • 马奎斯、巴拉斯 • 琼托、
助那些被经济转型甩在后方的人有良好的效果。
在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中——包括在新冠疫情

菲利普 • 恩格勒、达维德 • 富尔切里、鲁伊 • 马诺、

期间，央行的主要作用都是，就货币政策措施所

成田真知子、
穆拉德 • 敖默伟和葛乃恩 • 帕斯理查。

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分配效应，多渠道开展透明
的政策沟通，包括央行官员发表的讲话、官方报告、 参考文献 ：
社区宣传活动等。央行要向全社会解释，货币政
策措施是如何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前景、减
少消费不平等等现象来增加总体社会福利的。清
晰的政策沟通对于维护央行信誉、澄清央行的主
要职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主要的央行已经开始明确讨论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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