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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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
各国开始相信为了使物价稳定，央行应
该只关注通货膨胀的目标，并且对于只
有短期视野的政治当局，央行应该保持
独立操作。但近年来，由于政府和相关
部门开始对央行应该发挥的作用进行评
价，因此这一共识有所改变。
许多学者和分析家建议，央行应该
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广泛的授权。或
许，最具体的建议是央行应该在通过限
制过度的信用扩张和借款来维护金融稳
定、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方面起积极作
用。这将使央行高于当前仅监管私人银
行的作用。另一些专家建议，央行应该
在控制通货膨胀上有一个双重且平等的
授权，即支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根
据 当 前 的 规 定， 只 有
在就业和经济
增长影响

了通货膨胀后，央行才给予关注。
但这样一个广泛的授权将难免与政
治因素摩擦，非选举产生的央行行长们
认为他们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我们认
为，通过独立性减弱以及相关成本检验
方法，并且基于央行的目标，拥有较少
独立性是合理的，但法律和制度措施应
该保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核心——有效
抑制通货膨胀。
当一些央行能预见其授权变大时，
其他银行可能面临授权变小。在政府面
临巨大、潜在的财政风险时，央行可能
在缓解融资困难方面颇感压力 —— 比
如，通过保持低利率来减缓融资压力。
央行应时刻准备应对这种压力。

央行将就业
和增长等政
治性目标加
至其通货膨
胀目标时颇
感压力

独立性的根源
政府当局赋予央行制定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意义是
有经济理论依据的。
基德兰德和普莱斯
考 特 (Kydland 和
Prescott，1977 年 )、
巴 罗 和 戈 登 (Barro
和 Gordon，1983
年 )、罗戈夫 (Rogoff，
1985 年 ) 都 认 为，
独立的央行易于避免
由于自利的政治干预
而导致的通货膨
胀倾向。在提议
赋予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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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时，当时（1997 年）托尼 • 布莱尔成为英国首相，
他说在自己“很早之前便深信政客设定利率是为了混
淆经济和政治”。
很大程度上，央行的独立性对实现并保持低通货
膨胀是有效的。大量资料表明，高独立性和低通胀是
密 切 相 关 的（Cukierman，2008 年 ）。 拉 丁 美 洲 就 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当前的通货膨胀
率是全球最低且最稳定的。这和其高通货膨胀的历史
（1990 年时的通货膨胀一度高于 500%），也就是多数拉
丁美洲国家赋予银行独立性之前，形成鲜明对比。
支持央行保持独立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公众必
须对央行执行使命以及增加社会福利的能力持有充足
信心。从表面上看，由缺乏正式、广泛民众基础的政
治当局的下属机构主要控制经济是不寻常的。央行提
高独立性、增加公信力似乎有三个关键特性：
一个清晰的货币政策架构： 央行使用特定的工具
（短期利率）来锁定一个可量化的目标（通货膨胀）。
这便允许公众监督央行的行为，重要的是，衡量其完
成目标的程度。
绩效： 央行成功降低通货膨胀的历史似乎通常是
Jacome, corrected 4/14/2014
其在法律上拥有独立性的前兆
( 见图 1)。反过来，正
如前面所提到的，若央行可以免受政治干预，那么独
立性有助于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
问责制： 在许多国家，政府设定的大部分货币政
策目标是被广泛认为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正因如此，
央行放弃“目标独立性”、保持“工具独立性”来自主

图1

好的开端
许多央行在具有法律独立性之前，已经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
胀。
（央行独立5年后通胀率平均的年同比变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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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管理政策工具，以达到目标。有趣的是，无论
央行是否仅有工具独立性或者兼有目标独立性和工具
独立性，都不会太影响它们完成目标（Bayoumi 等人，
2014 年 )。央行向政府和国会频繁汇报其决策及达成目
标的进展。

更广泛的授权
央行可能发现它们的授权增加了。在维护金融稳
定上，它们可能被要求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可能在
经济和就业偏离预期和通货膨胀未达目标时，被要求
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
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也许远远超出了其管理
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范围，这也是当前央行为了确保像
银行一样的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的最常用的职能。央
行可能成为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参与者，
该政策旨在应对金融系统整体风险，而非个别机构风
险（见“整体性保护”，
《金融与发展》2012 年 3 月号）。
即使宏观审慎政策超出了央行的职责范围，货币政策
必须将其考虑在内，或适时辅以更高的利率来助于减
缓信贷增长和借款。
央行是否应该比现在更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这
是不太明确的。一些人认为，转变是必要的，通货膨
胀和就业之间的取舍较过去变弱了 —— 旧飞利浦曲线
认为，高就业伴随着高通胀，反之亦然。尽管有非常
严重的经济衰退，但通货膨胀在近期危机中比预期的
下降幅度小，而我们却不知其原因。内在原因可能是
暂时性的或者是只针对某些国家的。亦或，由于多年
来锁定整体价格水平并降低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
性，通货膨胀可能被较好地控制。如果那是真的，因
通货膨胀稳定而强调经济增长和就业反而会弄巧成
拙：那样做的结果反倒会破坏通货膨胀的稳定。货币
政策制定者依然容易被迫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其部
分压力可能来自于在大选期间的自利的政策领袖，他
们希望通过货币政策的短期目标刺激经济增长。

0

破坏独立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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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独立5年前通胀率的年平均同比变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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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youmi等人，2014年。
注：左上象限代表央行具有独立性前通胀下降，独立后通胀上升的
国家数量。右上象限表明在央行独立前后，通胀都出现上升的国
家。右下象限表示央行独立前通胀上升的国家。左下象限代表央行
独立前后，通胀都出现下降的国家。样本里共有42个发达、新兴市
场及发展中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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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没有与央行的授权范围保
持相应增长，将有损促使央行独立的三个特性。反过来，
这也将削弱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的能力。
公众可能发现对具有更大授权的央行更难进行监
督。虽然通货膨胀率易于计量并与央行的目标进行比
对，然而却更难衡量金融稳定。而不稳定性却是可衡
量的，这恰好也是央行极力避免的。再者，因为用于
支持系统稳定性的工具时常变化，也可能和货币政策
工具重合，因此公众可能会感到困惑 —— 例如，若利

率（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工具）被用于帮助限制
信贷增长，作为稳定金融的努力。
在多重授权下，若央行的业绩不好，其独立性将
会受到审查。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央行的监管职能对
货币政策的成功有任何影响，尤其是央行拥有一个完
善的货币政策架构，如通货膨胀目标（见图 2）。尽管
央行努力遏制金融危机，但若其目标包括金融稳定，
则可能由于外部的冲击、危机的蔓延或者通过一些不
可预知的途径而失去公信力。
若央行对经济增长和就业负责，那么由于央行业
绩不佳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将更大。货币政策无疑能在
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但当实施其他政策时，尤其是
影响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力的政策实施时，该影响会明
显减弱。当评估央行业绩的时候，将货币政策的影响
和其他政策的影响分开是很困难的。
在经济常受外界冲击（比如商品价格、美国利率
的变化）影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货币
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效果较弱。此外，若将
经济增长加至央行的授权中，可能缓解其他领域需要
Jacome, corrected 4/14/2014
改革的压力。反过来，若未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和高就业水平，央行的公信力可能受损。
更大的授权也有损害问责制的风险。与金融稳定
相关的决定可能并不总会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福利，因
为它们时常直接影响社会财富再分配、支出决定、产量、
图2

异曲同工
在所有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国家，无论央行的授权仅包括通
货膨胀（左图）或是包括通货膨胀和管理/监督（右图），其
通货膨胀的表现几乎相同。
（通胀目标的平均偏差，200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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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Bayoumi等人，2014年。
注：在英国，英格兰银行的授权后来变为包括银行管理/监督和通
货膨胀。金融稳定包含管理和/或监管银行。2000—2006年，那些
仅把物价稳定作为目标的国家的目标平均偏差是3.16%；物价和金
融稳定同为央行目标的国家则为3.49%。

金融部门的利润以及银行业成本。例如，若某央行决
定紧缩抵押贷款批准率，该决定提高了购买房屋的首
付要求，这将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短期内更难
获得信贷。当然，通货膨胀也会不分老幼地影响借贷
双方的收入分配。但当通货膨胀低时，这些影响便不
易被发觉，而高通货膨胀明显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
响。因此，相对于金融稳定的目标，社会大众更易于
接受低通货膨胀的目标。

若未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高
就业水平，央行的公信力可能受
损。
政府官员很可能想直接参与到更多的央行使命中。
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发言权，甚至认为在涉及
经济增长、纳税人或者影响再分配（例如，若央行有
义务化解风险时）的央行决策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
当涉及某些决策时，央行受到更多的政治监督是
很重要的，至少这样能保护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
这将意味着货币政策决策结构免受政治干预——例如，
拥有明确且独立目标的不同决策委员会将尽可能把抑
制通货膨胀的工具和支持金融稳定的工具进行明确分
工。清晰的沟通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当一个货币政策
决定影响或者受金融稳定问题影响的时候。虽然极具
挑战，但该任务似乎是可控的。若产出、就业目标被
明确地加至多种授权时，该任务将更严峻。

尚存的财政支配
也许，央行独立性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在货币政
策目标下，为支持政府财源建设所引起公共财政危
机——该情况被称为财政支配。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
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并沦为为了降低政府借款成本
而保持低利率。
当财政支配占优势，风险之一就是失去对通货膨
胀的控制。一旦市场意识到央行目标改变且公共财政
又不稳定性时，通货膨胀预期则可能上升。是否公共
财政在发达经济体中正步入可持续发展阶段超出了本
文的研究范围。但它们显然不堪重负，2007—2013 年
债务与 GDP 的比率在发达经济体从 60% 增至 100% 以
上（IMF，2013 年）。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
降低债务与 GDP 的比率，并保持财政赤字受到控制，
这给其留有消除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余地。
也许，更可能的风险是市场相信货币政策背弃了
其传统的目标转而支持公共财政。该风险在央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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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大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中格外高，如通过大额债 Griffoli)是该部的金融业专家。
券购买计划。若央行决定未来把长期利率作为目标，
那么该风险也可能出现。央行可能无法说服市场相信 参考文献：
Barro, Robert, and David Gordon, 1983, “A Positive Theory of Monetary
其对长期债券的购买是货币政策所允许的或者金融稳
Policy
in a Natural Rate Mod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1,
定目标所支持的，而非财政目标。很明显，这些担心
No. 4, pp. 589–610.
随着国家负债水平、购买债券的持续期而增加。

若不能未雨绸缪，那么财政支配可
能在许多国家成为现实。
误解货币政策目标的任何变化的代价颇高。为了
达到稳定经济的相同效果，货币政策必须设定高于以
前的利率。在大量证明通货膨胀风险溢价的证据中，
部分显示在购买政府债方面有较强限制的央行表现出
更好的通货膨胀控制力（见图 3）。
若不能未雨绸缪，许多国家可能会出现财政支配
情况。因此，央行应该准备承受保持高通货膨胀、减
少公共财政的压力。万不得已，需要与政府讨论合作，
与某些支持用切实可靠的措施来实现中期债务稳定目
标的央行合作。虽然所要求的合作水平是崭新的，并
Jacome, corrected 4/14/2014
且将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无论构架、透明度和沟通，
都是保护央行公信力和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
路易斯·杰科姆(Luis Jácome)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
副处长，托马索·曼奇尼·格瑞夫里(Tommaso Mancini

图3

不借给政府
总的说来，央行对购买政府债券有更严格限制的国家，其对
通货膨胀的控制力会更好。
（通货膨胀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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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ácome等人，2012年；IMF，《国际金融统计》。
注：央行对政府信用指数从1（央行贷款给政府没有限制）到6
（禁止央行给政府贷款）。样本包含138家央行，计算结果在1%水
平时，具有统计显著性，样本期是200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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