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新标尺”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2015年“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 为构建简明、便于操作的衡量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核心指标，我们近日对中国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实施成效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货币增速、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建议可将“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即“M2增速（%）-[GDP增速（%）+CPI增速（%）]”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新标尺”，将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而不是M2、CPI增速等单个指标上，且应按季监控、调整，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上行的不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一、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回顾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步抛弃行政调控方式，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由单一的“贷款规模管理”转变为以“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控”为主的多元化市场调控手段，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调控工具。

我国货币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8年至2006年，实施具有灵活性的稳健货币政策；第二阶段自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实施适度从紧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第三阶段自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自2010年底至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二）引入分析指标：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按照古典货币理论的现金交易量说，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商品平均价格与交易总量的乘积，即公式“MV=PT”。 其中，M是一段时期内的平均货币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P为平均商品价格，T为一段时间内的交易总量。

对于以上公式，我们假定一段时间内的全社会交易总量T与同期的产出Y（即GDP）成正比，即T=kY，其中k为系数。

由此，我们可以将公式改为M/Y=kP/V。 可以看出，影响M/Y（通常可用M2/GDP估算）的因素，既有价格水平P，又有货币流通速度V，也有交易需求与产出的关系k。 其中，影响V和k的因素众多，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机制、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等大量的制度性变量。

从古典货币理论M/Y=kP/V出发，为简化问题，假设k与V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对两边求对数并差分，即可以得到“货币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增速”。 若将GDP增速移至右边，即可得到“货币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增速”，这里的货币增速，是一个大致的理论值，或者说参考值。

在实际操作中，通常用货币供给增速（通常用M2增速）与其进行比较，以判断货币供给是宽松还是紧缩。 因此，“M2增速-（实际GDP增速+CPI增速）”又可称为“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三）1998年以来“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分析结果

1、从长期分析，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均值为5%左右

从1998年至2014年期间的季度数据看，68个季度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算术平均为5.31%；最低值在2007年四季度，为-3.51%；最高值在2009年一季度，达到21.59%。 68个样本中，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标准差为4.99，峰度为2.47，偏度为1.13，相对正态分布右偏且更陡峭。

2、同时期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与各国比较

同时期来看，美、英、日、韩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基本在1.5%至3%区间。 究其原因，在于该时间段内各国大致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其中日韩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而美英为互联网泡沫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货币政策从平均看是偏向于宽松的。 同时，各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分布上普遍呈现右偏的特征。 究其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对于经济衰退与经济过热时期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对称性：即面对经济衰退，各国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力度要显著大于经济过热时期的货币政策紧缩力度。

同时，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要高于发达国家2-3个百分点左右。 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融资结构存在差异，我国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而间接融资相较于直接融资而言，存在派生货币的过程；二是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阶段，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的保障，而基础设施的发展往往超前于经济发展，因此货币增速会相对较快；三是我国的CPI水平可能存在部分低估。 因此，5%左右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是一个长期均衡值。

3、用“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衡量我国各阶段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

为分析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我们将“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划分为五个区间，以5为均值，上下偏离0.5个标准差以内，视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上下偏离0.5-1个标准差以内视为适度宽松（从紧）；上下偏离1-2个标准差视为宽松（从紧）；最后上下偏离2个标准差以上，视为极度宽松（紧缩）。

1998-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基调为稳健，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5.79，符合稳健的政策基调；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为适度从紧到从紧，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2.28，符合从紧的政策基调；2008-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为适度宽松，但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17.12，可视为极度宽松；2010年以来，我国再次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此阶段我国货币供应增速差距的均值为3.50，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为稳健偏紧。

二、M2增速对GDP、CPI的影响

为了分析M2增速变化对GDP及CPI增速的影响，我们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测算并使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评估。 选用数据为1998年至2014年的季度数据，样本数量为68个。

从GDP与M2的关系看，回归结果表明，上一季度的M2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会拉动本期的GDP增速提升0.186个百分点，这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增速的提升，能通过信贷增长等渠道增加产出，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种传导效果是较快的。 但是，上一期的GDP增长加快，会导致本期M2增速下降，这种负效应源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反向调节作用。 而M2自身对滞后4期存在显著负效应，主要是因为同比基数影响因素（四个季度恰好为一年）。

从CPI与M2的关系看，回归结果表明，在我国M2增速对CPI增速具有较为微弱的影响，一方面仅在80%置信度上为显著，同时，M2对于物价的传导具有较长的时滞。 从回归结果来看，半年前M2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会对当期CPI增速提升0.101个百分点，而两年前M2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将对当期CPI增速提升0.094个百分点。 相反，前一期和前两期的CPI增速的提升，均会造成当期M2增速的回落，这种负效应也源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反向调节作用。

从古典货币理论的现金交易量理论来看，社会总产出、货币量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直接的，基于此，我们构建了“M2增速-（GDP增速+CPI增速）”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指标，可以较为直观地判断货币政策的实际宽松程度。

但是，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M2增速对GDP与CPI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其中，M2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且传导较快，但对CPI的影响显著性不强，且存在较长的时滞。 这一点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分布倾向于右偏，也就是当经济衰退时，采用货币刺激的力度要大于通胀时期货币紧缩的力度。

我国M2增长率对CPI增长率的不显著性与较长时滞的特点，其主要原因，一是M2的绝大部分由各类存款构成，流通的M0和活期存款M1占比并不高，而CPI主要由八大类居民消费品和服务组成，因此M2的增加并不直接造成物价的提升；二是从较长的传导机制上说，M2增长推动经济增速上升，从而推升全社会投资与消费需求，间接影响物价上升，但这个传导周期通常要1-2年的时间；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增加产品供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需求增长的作用，这也是两者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的主要原因。

三、采取“双强”政策组合 构建货币“新标尺”

第一，采取“强有力改革创新+强有力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强”政策组合。 宏观政策组合方面，我们建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以“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为“强有力的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即采取“强改革创新+强有力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强”政策组合，有力扭转当前经济下行局面，稳定和改善各方预期，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构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新标尺”。 将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而不是M2、CPI增速等单个指标上，且应按季监控、调整，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上行的不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在当前GDP增速放缓、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建议“货币供给增速差”应保持在4%- 5%左右，对应M2同比增速当前应提高至13.5%左右；CPI的下限则不应低于1%。 当GDP持续下行、且CPI为负值，出现通缩时，则“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提升至6%-8%。 当GDP上行, CPI 上升时,则“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根据GDP的过热程度，降至1%-3%。

在具体措施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一方面，我国基础货币供应已由被动的外汇占款投放转为主动投放，基础货币增加的空间有限，需要释放存款准备金来提高货币乘数。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率工具的运用受到中美利差的限制，而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高位，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

同时，考虑完善我国的各项经济统计指标，一是扩展M2的统计口径，目前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和支付系统的变化已使M2的解释力度下降；二是设立核心通胀指标，当前M2增速与CPI增速相互影响的显著性不高，也与CPI中食品、能源成分的外生性波动较强有关。

第三，衡量我国通胀与通缩水平应充分考虑经济高增长因素。 西方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左右是温和的通货膨胀，而通胀率低于0%，则为技术性通缩。 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GDP常年低增长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面临较大通胀压力时，应当将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与经济增速的高低挂钩，因为此时投资回报率较高，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通常也较快，故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损害较低，建议我国对通胀的容忍度（CPI上限）可设置在GDP增速的一半左右。 在面临通缩风险时，我国也应同样制定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对于7%增速的经济体来说，2%的通胀看似温和，其实已经偏低，甚至已经有通缩风险，我国PPI连续多年低于0%也是佐证，因此，在提出通胀率目标上限的同时，也应设定下限在1%左右。

第四，着重从供给端发力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为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调控释放空间。 我国CPI受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但通常人们却将CPI的上涨归咎于货币的超发，而实证模型的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关系是模糊的。 为了给货币政策创造更加灵活的空间，应重点从供给端着力，通过增加农产品供给，促进食品价格稳定，降低CPI对货币政策松紧调控空间的制约。 一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二是调整出口导向政策，适当加大农产品进口；三是加快农业企业海外“走出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四是积极研究农产品流通问题，适当降低流通成本，减少流通环节；五是完善农产品收储制度和农产品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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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时代已经结束

□国家行政学院 陈炳才 田青

根据国际原油价格网站的数据，进入2014年

第四季度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直线下跌，布伦特原

油价格从2014年6月23日的107.226美元/桶，下

降到2014年12月31日的54.12美元/桶。 石油价

格下跌到85-90美元/桶， 被人们认为是合理的

价格水平， 但也没有能够维持住， 而是继续下

跌，到2015年3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最低探到

42.42美元/桶， 比2014年的最高价格跌去60%。

我们认为，石油价格下行并非是战略阴谋，而是金

融危机后美国调整能源战略阳谋的必然结果，是

金融危机后全球实体经济产能过度扩张的自然反

应。 未来3-5年石油价格难以再回到2013-2014

年的高价水平，高油价时代已经结束。

一、油价下行成因与价格走势存分歧

对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人们的认识、分析

差异很大。 有看法认为石油价格下跌是战略阴

谋，是美国打击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的战

略需要。 在这一背景下，石油价格下跌，可以打

击脆弱的俄罗斯经济， 导致俄罗斯卢布贬值和

国内通货膨胀， 而石油价格下跌对欧洲经济有

利，也有利于美国。

还有看法认为， 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大

量生产，导致国际价格大幅度下跌。面对石油价

格暴跌，欧佩克并不害怕，甚至提出即使石油价

格下跌到20美元/桶，也不会干预。 石油价格下

跌到20美元/桶， 美国的页岩油企业就不会盈

利，甚至会倒闭。 因此，欧佩克对油价下跌不在

乎，坚持不减产。

对于未来石油价格趋势，看法也差异很大。

2015年1月16日， 国际能源署发布月度原油市

场报告称，“除非有重大干扰因素，原油价格不

会立即回升，不过诸多迹象显示，降价趋势将会

改变。 ” 国际能源署也承认，“市场的底线到底

在哪里，都只是猜测” ，但油价下跌最终将开始

抑制产量并推升需求。国际石油价格走势，依然

是各界关心但难以猜测的话题。 国际能源署在

2008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出，扣除通货膨胀

因素，按照2007年价格计算，2008-2015年石油

价格在每桶100美元，2020年超过120美元。

石油价格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博弈和权衡，

其影响也很大，甚至很长远。 那么，到底该如何

看待石油价格趋势？

二、油价低水平运行是中长期态势

2014年四季度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下跌，有

多重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 也有一些中长期因

素。我们认为，其中的中长期因素是影响当前价

格态势和趋势的主要力量。

（一） 国际石油供求关系变化是石油价格

下行的基本因素

自从2008年7月15日国际石油价格创造了

147美元/桶的历史新高之后， 金融危机以来的

石油时点价格再也没有创历史新高。而铁矿石、

铜矿、 有色金属和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在

2010-2011年都创了历史新高。 尽管金融危机

以来， 世界石油交易的平均价格比危机之前创

了历史新高，但时点价格没有创新高，也说明石

油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

、总量供给增加超过需求增加

比较金融危机前后的石油产量和消费需求

可以看出，2011年以来全球石油产量增加逐渐

大于需求增加，2012年石油绝对日产量超过了

需求量，改变了过去需求增加大于产量增加的情

况。 2014年以来，全球石油需求较为疲软。 2014

年全球需求增长量60万桶/日左右， 而此前10年

的平均年增长量达到110万桶/日左右，全球石油

供应增长量则在100万桶/日左右。供给增加超过

需求增加是导致油价下跌的供求因素。

2

、石油消费下降，需求增长放缓

在石油供求关系中， 区域供求结构变化也

是影响石油价格下跌的重要因素。 1980-2012

年，北美地区的石油消费从2200万桶/日增加到

2300万桶/日，年均增长微弱，而欧洲的消费从

2350万桶/日降低到1850万桶/日。 只有亚太地

区的消费从1050万桶/日增加到3000万桶/日，

这意味着一旦亚太地区的石油需求下降， 石油

价格就会下降。即使在最近的10年，作为石油消

费主体的欧洲、 北美地区的石油消费总量下降

了1.309亿吨，其占全球消费比重从54.59%下降

到45.47%， 而其他地区总量增加5.906亿吨，比

重从45.41%提高到54.53%，二者几乎颠倒了地

位。 2013年以来，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长放缓，

亚太地区2013年与2012年比较，石油消费增长

了1.21%， 而在此之前多在2%以上， 甚至达到

4%，2014年的石油价格下跌显然也与需求不旺

关系密切。

3

、石油供给区域结构调整

2003年欧佩克国家生产的石油占全球供应

比重达40.32%，2008年提高到43.72%， 此后则

逐渐下降，到2013年下降到42.13%，非欧佩克

组织石油生产增加开始超过欧佩克国家生产的

石油，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石油价格高涨刺

激了这些国家的石油投资和生产。 尤其是美国

2013年石油产量比2008年增加了1.439亿吨，达

到4.462亿吨， 其中的页岩油和致密油的生产，

从危机之前的生产不足100万桶/日扩大到目前

的400万桶/日以上。 有分析认为，2014年美国

的原油及液体产量不断提升， 全年预计达到每

日1150万桶，比2013年增加近140万桶/日。 同

期美国的石油(原油与油品)净进口量预计递减

20%， 全年石油对外依存度由2013年的32%降

至26%。 大部分机构预测2016年美国将成为世

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美国石油产量的迅速扩张， 不仅降低了美

国的石油进口， 使得美国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大

大降低，而且增加了全球石油供给，成为油价下

跌的重要因素。 预计未来美国石油产量将继续

增加，这不仅是页岩油和致密油的增加，更重要

的是，美国法律已经允许对近海石油开采，未来

美国石油不仅进口减少，甚至出口增加，乃至成

为净出口国。从美国等5国石油产量增加情况来

看， 过去的5年， 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增长了

24.27%，增加2.553亿吨，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产

量没有增加。 中国经济速度下行和美国石油产

量增加是未来3-5年的必然趋势， 供求因素的

作用，使得石油价格难以再回到高价格水平。

（二） 能源结构的调整和变化是石油价格

下跌的重要影响力量

由于石油供求增长与石油价格上涨关系的

严重不对称， 即价格上涨远远超过了需求的增

长， 使得石油价格下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2010-2013年的石油价格比 1995年上涨了

6.3-6.5倍，而需求和供给仅仅增长了30%左右。

油价高企也导致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从而也影响了对石油的需求。 2000年以来的石

油价格上涨， 尤其是2011年以来的石油平均价

格再次暴涨， 催生了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加速

发展和使用。

全球风电持续高增长。过去的20年，全球风

电增长在500倍以上，远远超过石油产量30%左

右的增长。即使在最近的10年，风电装机总量也

从 2003 年 的 39431 兆 瓦 增 加 到 2013 年 的

318137兆瓦，增长了7倍以上。 其中作为能源消

费大国的美国增长了8.6倍， 欧洲增长了2.4倍，

中国增长了117.9倍，而同期石油产量增长只有

10%左右。

太阳能发电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全球累

计光伏发电装机总量136697GW， 是2003年

2614GW的52.3倍， 是2008年15795GW的8.65

倍。 其中欧洲累计装机79952GW， 是2008年

10970GW的7.3倍。 2008年我国光伏电池组件

产量2GW， 占全球产量的36%，2014年达到

28GW，增长14倍，占全球65%左右。 2014年我

国累计光伏发电装机 18100MW， 占全球

13.2%，是2008年140MW的12.93倍。 目前，家

庭屋顶光伏板的成本已经下降60%，澳大利亚、

德国、法国、意大利太阳能电池已经从4美元/瓦

特降低到目前0.8美元。 未来光伏发电依然会以

10%以上的年均速度增长，成本也会继续降低。

风电、太阳能、潮汐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快速发展，几乎5年就会翻倍。 2003年全球可再

生能源只有6690万吨石油当量， 占当年石油产

量1.79% ，2008年达到1.237亿吨石油当量，

2013年达到2.793亿吨石油当量，占当年石油产

量的6.76%。 预计2018年可再生能源将达到6亿

吨石油当量，2023年达到14亿吨石油当量，占

2023年石油产量比重达30.4%， 如此巨大的新

能源，必定约束石油价格的上涨。

天然气和煤炭产量的快速增长也是影响石

油价格下行的重要力量。 本世纪以来的石油价

格暴涨，也带动了对煤炭和天然气投资与开发。

天然气在过去的10年增长达到34.14%，超过了

石油增长18.22%的水平。 在最近的5年，天然气

增长10.6%，而石油增长只有5.4%。 2003-2013

年煤炭产量增长了50.89%，2008-2013年增长

了16.69%，也远远超过了石油的增长，部分程度

上替代了对石油的需求。 尤其是美国页岩气的

开采和使用， 其比重已经达到天然气的30%以

上，而且成本低廉，也大大降低了对石油的使用

和依赖。

此外，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新能

源汽车的出现， 产品能耗标准的降低以及应对

气候变化的产品技术发展， 都大大减少了对化

石能源的使用，降低对石油的使用。

（三） 新兴经济体增速下降是石油价格下

跌的需求原因

商品供求是影响价格的基本因素。 过去的

10年，亚太地区是全球石油消费增加的主体，在

北美、 欧洲消费之外的地区， 石油消费增加了

5.906亿吨， 其中3.426亿吨来自亚太地区，占

58.0%。 而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中国是主要力

量。中国石油进口2013年比2003年增加了1.9亿

吨，国内石油消费增加了2.357亿吨，占亚太地

区增加量的68.8%。由此可见中国的进口需求对

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 事实上，2002年以来，亚

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对石油需求增加。但2011

年第四季度以后，其对石油需求增长逐渐放缓。

以中国进口石油为例，2008年石油进口增长

9.6%， 达到17889万吨，2009年增长了13.92%，

2010年增长17.43%，但2011年以后，由于经济

增长速度下行， 石油进口增长下降到7%以下。

2014年由于价格下跌， 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和库

存，全年增长9.5%，预计2015年只有6%左右的

增长。

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放缓也是石油价格

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熟发达国家对石油需

求下降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石油需求增长放

缓共同作用，将抑制未来的石油价格上涨。

由于本轮油价下跌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页

岩气的开采以及页岩油的扩大生产， 而石油开

采成本对美国来说尤其重要。 45-75美元/桶之

间的波动对美国来说，完全可以适应。 而且，国

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和组织愿意减产， 这也决定

了石油价格难以再回到高价时代。

石油高价超过100美元/桶， 是特殊时代的

产物， 与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趋向增长顶峰

关系密切。 而今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低于7.5%

的时代，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时代，也进入了

服务业高增长的时代， 这些都会降低对石油的

消费需求。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使

命，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或者提高化石

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是未来技术的重点

方向。

综合上述因素，我们认为，石油价格下行并

非是战略阴谋，而是金融危机后美国调整能源

战略阳谋的必然结果，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实体

经济产能过度扩张的自然反应。 未来3-5年石

油价格难以再回到2013-2014年高价水平，高

油价时代结束。 当然，考虑到石油成本变化和

美元汇率波动、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尤其是

投机因素和石油价格下跌带来的投资缩减和生

产缩减，石油生产会出现波动，价格因此也会

大幅度波动， 我们给出的区间大体在45-75美

元/桶之间， 正常时的价格应该在50-65美元/

桶之间。 石油价格下跌到30-40美元/桶，是大

概率事件， 不排除趋向20-30美元/桶的可能。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助课题《我

国外汇储备和资本输出战略研究》课题的中间

成果。 ）

一、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回顾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步抛

弃行政调控方式，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为主转

向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由单一的“贷

款规模管理” 转变为以 “公开市场操作” 和

“利率调控” 为主的多元化市场调控手段，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货币政

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调控

工具。

我国货币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自1998年至2006年，实施具有灵活性的

稳健货币政策；第二阶段自2007年至2008年上

半年，实施适度从紧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第三阶

段自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实施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第四阶段，自2010年底至今，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

（二）引入分析指标：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按照古典货币理论的现金交易量说， 货币

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 等于商品平均价格

与交易总量的乘积，即公式“MV=PT” 。 其中，

M是一段时期内的平均货币量，V是货币流通

速度，P为平均商品价格，T为一段时间内的交

易总量。

对于以上公式， 我们假定一段时间内的全

社会交易总量T与同期的产出Y（即GDP）成正

比，即T=kY，其中k为系数。

由此，我们可以将公式改为M/Y=kP/V。

可以看出，影响M/Y（通常可用M2/GDP估

算）的因素，既有价格水平P，又有货币流通

速度V， 也有交易需求与产出的关系k。 其

中，影响V和k的因素众多，包括交易成本、

交易机制、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等大量的制度

性变量。

从古典货币理论M/Y=kP/V出发， 为简化

问题，假设k与V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

对两边求对数并差分，即可以得到“货币增速-

实际GDP增速=CPI增速” 。 若将GDP增速移至

右边， 即可得到 “货币增速=实际GDP增速

+CPI增速” ，这里的货币增速，是一个大致的理

论值，或者说参考值。

在实际操作中，通常用货币供给增速（通

常用M2增速）与其进行比较，以判断货币供

给是宽松还是紧缩。 因此，“M2增速-（实际

GDP增速+CPI增速）” 又可称为“货币供给

增速差距” 。

（三）1998年以来 “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的分析结果

1、从长期分析，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均值为5%左右

从1998年至2014年期间的季度数据看，

68个季度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算术平均为

5.31%；最低值在2007年四季度，为-3.51%；最

高值在2009年一季度，达到21.59%。 68个样本

中， 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标准差为4.99，

峰度为2.47，偏度为1.13，相对正态分布右偏且

更陡峭。

2、 同时期我国货币供给增速差距与各国

比较

同时期来看，美、英、日、韩货币供给增速差

距基本在1.5%至3%区间。 究其原因，在于该时

间段内各国大致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 其中日

韩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 而美英

为互联网泡沫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货币

政策从平均看是偏向于宽松的。同时，各国货币

供给增速差距的分布上普遍呈现右偏的特征。

究其原因， 在于各国政府对于经济衰退与经济

过热时期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对称性：即

面对经济衰退， 各国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

力度要显著大于经济过热时期的货币政策紧缩

力度。

同时， 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要高于发

达国家2-3个百分点左右。 之所以产生这个现

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融资结构存在差

异， 我国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的间接

融资方式为主， 而间接融资相较于直接融资而

言，存在派生货币的过程；二是从发展阶段看，

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阶段， 大量基础

设施建设需要资金的保障， 而基础设施的发展

往往超前于经济发展， 因此货币增速会相对较

快；三是我国的CPI水平可能存在部分低估。 因

此，5%左右的货币供给增速差距应是一个长期

均衡值。

3、用“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衡量我国各阶

段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

为分析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松紧程

度，我们将“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划分为五个区

间，以5为均值，上下偏离0.5个标准差以内，视

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上下偏离0.5-1个标准差以

内视为适度宽松（从紧）；上下偏离1-2个标准

差视为宽松（从紧）；最后上下偏离2个标准差

以上，视为极度宽松（紧缩）。

1998-2006年， 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基调

为稳健， 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

5.79，符合稳健的政策基调；2007年，我国货币

政策基调为适度从紧到从紧， 此阶段货币供给

增速差距的均值为-2.28， 符合从紧的政策基

调；2008-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为适度宽

松， 但此阶段货币供给增速差距的均值为

17.12，可视为极度宽松；2010年以来，我国再次

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上， 此阶段我国货币供应

增速差距的均值为3.50， 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为稳健偏紧。

二、M2增速对GDP、CPI的影响

为了分析M2增速变化对GDP及CPI增速的

影响，我们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测算

并使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进

行评估。 选用数据为1998年至2014年的季度数

据，样本数量为68个。

从GDP与M2的关系看， 回归结果表明，上

一季度的M2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 会拉动本

期的GDP增速提升0.186个百分点，这是由于货

币供应量增速的提升， 能通过信贷增长等渠道

增加产出，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种传导效果

是较快的。 但是，上一期的GDP增长加快，会导

致本期M2增速下降，这种负效应源于货币政策

对经济运行的反向调节作用。而M2自身对滞后

4期存在显著负效应，主要是因为同比基数影响

因素（四个季度恰好为一年）。

从CPI与M2的关系看，回归结果表明，在我

国M2增速对CPI增速具有较为微弱的影响，一

方面仅在80%置信度上为显著， 同时，M2对于

物价的传导具有较长的时滞。从回归结果来看，

半年前M2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会对当期CPI增

速提升0.101个百分点，而两年前M2增速提升1

个百分点， 将对当期CPI增速提升0.094个百分

点。相反，前一期和前两期的CPI增速的提升，均

会造成当期M2增速的回落，这种负效应也源于

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反向调节作用。

从古典货币理论的现金交易量理论来看，

社会总产出、 货币量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简单

而直接的， 基于此， 我们构建了 “M2增速-

（GDP增速+CPI增速）” 的“货币供给增速差

距” 指标，可以较为直观地判断货币政策的实

际宽松程度。

但是，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M2增速对

GDP与CPI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其中，M2对于经

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且传导较快，但对CPI的影响

显著性不强，且存在较长的时滞。这一点也从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给增速差

距的分布倾向于右偏，也就是当经济衰退时，采

用货币刺激的力度要大于通胀时期货币紧缩的

力度。

我国M2增长率对CPI增长率的不显著性与

较长时滞的特点，其主要原因，一是M2的绝大

部分由各类存款构成， 流通的M0和活期存款

M1占比并不高， 而CPI主要由八大类居民消费

品和服务组成，因此M2的增加并不直接造成物

价的提升； 二是从较长的传导机制上说，M2增

长推动经济增速上升， 从而推升全社会投资与

消费需求，间接影响物价上升，但这个传导周期

通常要1-2年的时间；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增加

产品供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需求增长的作用，

这也是两者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的主要原因。

三、采取“双强” 政策组合 构建货

币“新标尺”

第一，采取“强有力改革创新+强有力财政

货币政策” 的“双强” 政策组合。 宏观政策组合

方面， 我们建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以

“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 为“强有力的改革

创新” 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即采取“强改革创

新+强有力财政货币政策” 的“双强” 政策组

合，有力扭转当前经济下行局面，稳定和改善各

方预期，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构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新

标尺” 。将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

给增速差距” ，而不是M2、CPI增速等单个指标

上，且应按季监控、调整，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

上行的不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在当前GDP增速放缓、 下行压力较大的情

况下，建议“货币供给增速差” 应保持在4%-�

5%左右，对应M2同比增速当前应提高至13.5%

左右；CPI的下限则不应低于1%。当GDP持续下

行、且CPI为负值，出现通缩时，则“货币供给增

速差距” 应提升至6%-8%。 当GDP上行,� CPI�

上升时,则“货币供给增速差距” 应根据GDP的

过热程度，降至1%-3%。

在具体措施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较为合

适的选择。 一方面，我国基础货币供应已由被动

的外汇占款投放转为主动投放，基础货币增加的

空间有限， 需要释放存款准备金来提高货币乘

数。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率工具的

运用受到中美利差的限制，而当前存款准备金率

仍处于高位，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

同时，考虑完善我国的各项经济统计指标，

一是扩展M2的统计口径，目前金融机构表外业

务的快速发展和支付系统的变化已使M2的解

释力度下降；二是设立核心通胀指标，当前M2

增速与CPI增速相互影响的显著性不高， 也与

CPI中食品、能源成分的外生性波动较强有关。

第三， 衡量我国通胀与通缩水平应充分考

虑经济高增长因素。 西方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

率保持在2%左右是温和的通货膨胀，而通胀率

低于0%，则为技术性通缩。 我国处于经济快速

发展时期， 与西方发达国家GDP常年低增长的

情况有所不同。在面临较大通胀压力时，应当将

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与经济增速的高低挂

钩，因为此时投资回报率较高，居民收入增长幅

度通常也较快， 故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损害

较低，建议我国对通胀的容忍度（CPI上限）可

设置在GDP增速的一半左右。 在面临通缩风险

时，我国也应同样制定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对于

7%增速的经济体来说，2%的通胀看似温和，其

实已经偏低，甚至已经有通缩风险，我国PPI连

续多年低于0%也是佐证，因此，在提出通胀率

目标上限的同时，也应设定下限在1%左右。

第四， 着重从供给端发力保障农产品价格

稳定，为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调控释放空间。我国

CPI受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但通常人们却

将CPI的上涨归咎于货币的超发，而实证模型的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关系是模糊的。 为了给货币

政策创造更加灵活的空间， 应重点从供给端着

力，通过增加农产品供给，促进食品价格稳定，

降低CPI对货币政策松紧调控空间的制约。一是

提高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二是调

整出口导向政策，适当加大农产品进口；三是加

快农业企业海外 “走出去” ， 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四是积极研究农产品流通问题，适当降低流

通成本，减少流通环节；五是完善农产品收储制

度和农产品期货市场。

构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新标尺”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

松紧适度”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近日在2015年 “两会” 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 中国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

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

需要也可以略高些” 。 为构建简

明、 便于操作的衡量货币政策松

紧适度的核心指标， 我们近日对

中国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实

施成效进行了认真分析， 并就货

币增速、 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回归，建议可将“货

币供给增速差距” ，即“M2增速

（%）-[GDP增速（%）+CPI增

速（%）]” 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松

紧的“新标尺” ，将货币政策的着

眼点放在管控“货币供给增速差

距” ， 而不是M2、CPI增速等单

个指标上，且应按季监控、调整，

并根据经济处于下行、 上行的不

同周期采取反向的调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