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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力度
摘要：本文构建了反映外汇占款货币投放、公开市场业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三项货
币政策工具综合力度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在此基础上对信贷配额管理和价格变动
因素进行了调整，经调整后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反映了近年
来货币当局各项政策工具的综合力度，为判断中国经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波动等重
大宏观经济现象和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一个参考指标。我们还分解了货币当局和商业
银行体系行为对广义货币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剔除了货币当局政策影响之后的商业银
行扩张行为对过去几年的广义货币增长具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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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外汇占款带来了巨额货币投放，中国货币当局在过去几年当中使用加大
公开市场业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信贷额度管理等多种类型的紧
缩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此，市场上引起了对货币政策力度的争论。有观点认为货币当
局事实上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过多流动性，并因此造成了 2007 年
资产价格的飞涨、总需求扩张和 2007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也有观点认为
在连续十多次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同时配合频繁公开市场业务和其它紧缩政策的综
合作用下，已经让货币政策处于紧缩状态。对于上面的争论，需要一个指标反映上述
众多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力度，明确货币政策力度的松紧程度。
判断总需求和资产价格变化原因的时候，广义货币是一个信息非常丰富的指标。
广义货币作为流动性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不仅反映了中国金融财富中最重要组成部分
（银行存款）的变化，而且在资产组合配置的作用下影响到资产价格，进而影响到整

体金融财富水平，并进一步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
2000）影响银行信贷和总需求水平。广义货币的决定一方面取决于货币当局政策，一
方面取决于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率的调整。通过准确衡量一揽子货币政策的综合力
度，可以将广义货币变化当中的央行行为和商业银行行为两种不断来源的影响区分开
来。这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变化的原因，以及形成有针对性的对策。
下面，我们介绍用于综合反映上述众多货币政策工具综合力度的“一揽子货币政
策工具”指标，利用这个指标分解广义货币增长中源自央行行为和商业银行行为的不
同影响。

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与其他货币政策指标的比较
引入“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之前，有必要了解和比较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反映货
币政策力度的指标。广义货币（M2），是央行上述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共同作用的结
果，也是市场上用来衡量货币供应松紧程度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的不足之处在于：
（1）它同时受到央行货币政策以外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也会让
M2 变化。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往往是商业银行应对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手段，作
用像缓冲库存。货币当局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降
低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和货币政策紧缩本应带来的 M2 增长率。有些时候，尽管货币当
局一揽子货币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从 M2 增长率角度看还会相当稳定。（2）
在目前统计口径下，对于市场上流动性信息反映不够充分，前一时期北京大学宋国青
（2007）曾撰文指出了这一点。
基础货币也是市场上用来衡量货币供应松紧程度的重要指标。基础货币考虑了外
汇占款下的货币投放和公开市场上货币回笼的综合效果，是净货币净投放，缺陷在于
央行频繁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并重新恢复了严格的信贷额度管理政策，这些政策会通
过改变货币乘数减少广义货币供给。市场上经常会听到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后，商业银
行冻结资金有多少，但提高法定准备金的紧缩力度远不止于此。在更高的法定准备金
水平上，商业银行每笔存款都需要更多的法定准备金，这意味着银行能够用于贷款的
资金也相应减少，银行体系整个存贷款扩张力度会因此下降。单从基础货币角度显然
不能衡量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央行在《2007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出了经
过准备金率调整的基础货币投放，这种调整仅是从基础货币中扣除了由于调整法定准
备金率所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并不能反映货币乘数变化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也
不能作为衡量央行综合货币政策力度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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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的设计说明
“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将货币当局政策操作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分解为基础货
币增长与货币乘数变化，基础货币增长中考虑了货币投放和公开市场上货币回笼的综
合效果，货币乘数变化中考虑了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剔除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调
整的影响，加总后从数量角度反映了基础货币投放、公开市场业务下的净货币回笼，
以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三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综合的货币政策力度。
根据定义，可以将广义货币表示为：

M 2  RM .

1
c  rr  er
1
c  rr  er

其中 RM 代表储备货币，包括了现金发行、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

代表货币乘数，c 代表流通中的现金在 M2 中的比重，rr 代表法定准备金在 M2 中的比
重， er 代表超额准备金在 M2 中的比重。
上式取对数，然后全微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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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化对广义货币增长的贡献。从另一个角度看，央行增加货币投放、通过公开市场
回笼货币和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对广义货币增长的综合影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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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既包括央行投放和回笼货币的影响，也包括法定准备金率调整的影响，是货币当
局一揽子货币政策的影响；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对广义货币增长的影响是

(

der
)。
c  rr  er
根据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数据，能够直接获得的数据有广义货币总量、储备货币、

储备货币中的货币发行、流通中的现金、法定准备金率的历次调整等。根据这些数据，
可以计算得到上面各个参数，并以此判断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的综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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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
根据已公布的储备货币数据直接得到。 c 直接根据流通中的现金/广义货币得
RM
到； rr 根据（广义货币-流通中的现金）*法定准备金率/广义货币得到； er 根据储备
货币减去货币发行，再减去法定准备金，然后除以得到广义货币得到，其中法定准备
金等于（广义货币-流通中的现金）*法定准备金率。计算结果如下图 1。

图 1 未经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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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网站相关数据和 2005 年以来各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国经
济信息网数据库，经作者加工

图 1 中，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表示了由基础货币投放、公开市场业务下的净货币
回笼，以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三项数量型货币政策之和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在
各项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下，央行在 2005 年中期以来保持了先紧（2005 年中期到
2006 年中期）后松（2006 年中期到 2007 年底）的货币力度。进入 2008 年以来，未
经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没有明显收紧，综合货币政策力度大致保持在过去三年平均
水平。
把货币政策分解为货币投放（取决于外汇占款下的货币投放和公开市场业务净货
币回笼）以及货币乘数变化（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政策）
，我们在图 2 看到货币投放
方面央行承受了非常大的扩张压力，调整法定准备金率的紧缩力度也持续、有力。2008
年第一季度，尽管货币当局加大紧缩力度，但是基础货币投放增长依然保持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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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尽管出台了非常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但是未经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综合
效果没有明显收紧。

图 2 货币政策工具的扩张与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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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信贷额度管理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
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压力，2007 年 10 月份以后央行又重新开始使用信贷额度管理。
从作用机制上看，信贷额度管理下银行贷款受到影响，（银行持有的央行票据和其他
非贷款类资产数量外生）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被动上升，这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数
量控制效果类似，都是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进而降低货币乘数和存贷款增长速度。
需要比较信贷额度管理和上面设计的一揽子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孰强孰弱，如果信贷额
度管理超过了提高一揽子货币政策紧缩力度，货币乘数应该会比以上计算方法下降更
多，上述计算方法实际上低估了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如果信贷紧缩力度没有超过一
揽子货币政策紧缩力度，还可以利用上面方法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比较信贷额度管理与一揽子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孰强孰弱，可供参考的指标是商
业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率的变化。如果信贷额度管理超过了一揽子货币政策的紧缩力
度，商业银行体系存贷款扩张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贷款额度问题大于可用贷款资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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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商业银行体系被迫增加超额准备金率。如果信贷额度管理没有超过一揽子货币政
策的紧缩力度，商业银行体系存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可用贷款资金问题大于贷款额度问
题，对策是继续下调超额准备金率。2007 年 10 月份货币当局开始重新使用信贷额度
管理以后，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出现了上下波动调整，2007 年 10 月份到 2008 年 3
月份商业银行整体超额准备金率分别是 2.6%，2.7%，3.5%，2.9%，3.1%，2.3%。
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解释是：2007 年 11、12 月份银行体系同时面临了提高法定准
备金率和信贷额度管理的双重紧缩措施，银行体系对此做出的反应是超额准备金率的
提高，而不是下降，说明银行体系存贷款扩张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可用信贷资金数量，
而是贷款额度，信贷额度管理度事实上超过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调整的紧缩性影响。
进入 2008 年以后，信贷额度管理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货币当局在 1 和 3 月
份上调了法定准备金率。2008 年 1 月，货币当局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是货币放行超常
增长）的扩张力度大大超过法定准备金率调整的紧缩力度，没有考虑信贷额度管理的
一揽子货币政策趋于扩张（见上图 1）
，这种环境下商业银行有较充分的可贷资金，即
便如此商业银行还是选择了下调超额准备金率，说明额度管理至少在 1 月份没有真正
影响到银行体系信贷扩张，一揽子货币政策所代表的数量管制是银行体系扩张的真正
短板。进入 2 月份，超额准备金率轻微上调，说明分季度管理的额度控制开始发挥作
用。进入 3 月份，货币当局再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也随之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调整，说明包括了法定准备金率因素的一揽子货币政策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
为了反映信贷额度管理发挥的紧缩作用，需要对额度管理发挥重要作用的 2007
年 11、12 月份和 2008 年 2 月份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做出相应调整。采取的调整方
法是将上述几个月当中超额准备金率上升的部分理解为由于信贷额度控制带来的变
相法定准备金率上升，然后根据上面公式计算得到图 3。

图 3 经过信贷额度管理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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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经过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相比较，调整之后的一揽子货币政策在 2007
年末有更严重的紧缩，2008 年第一季度没有显著差别。这意味着造成第一季度信贷增
长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影响商业银行存贷款扩张的主要因素是
可贷资金数量。额度管理的作用更多会体现在额度到期时间段的影响。
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我们仅考虑了数量型紧缩工具的影响，没有考虑货币
当局频繁调整利率的紧缩性影响。如果货币当局同时采取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
具。货币当局紧缩效应取决于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究竟哪个更紧，不能叠加。打
个比方，央行提高存贷款利率，同时也控制了货币数量增长，提升存贷款利率（比如
1

０．５％）对应的紧缩数量 （１０００亿）小于数量型政策工具导致的紧缩数量（５
０００亿）
，究竟是哪个政策发挥作用呢？数量控制显然主导了紧缩效应，对数量控
制相对应的贷款利率提升其实已经达到了２．５％，而不仅是０．５％。在衡量货币
政策力度的时候，只需考虑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从银行贷款利率变化情况看，
２００７年银行贷款很普遍出现基础贷款利率下调现象，但是进入２００８年以后贷
款利率基本上都是基础贷款利率上调，这说明数量紧缩力度已经超出了价格型紧缩力
度。这里，我们并不是认为贷款利率调整不发挥作用，也不是认定投资对贷款利率不
敏感，而是数量型紧缩力度已经带来了远大于货币当局上调贷款利率的紧缩力度，在

1

贷款利率上升——〉融资成本提高（传统观点）+资产负债表效应（资产价格下降，抵押品价值下
降，资产负债表恶化，现代观点）——〉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总需求。商业银行体系的存贷款
扩张增速都会下降，广义货币增速受到影响。价格调整和数量调整之间保持价格和数量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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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货币政策紧缩真实力度的时候可以只考虑数量工具的影响。

加入价格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
以上我们从数量角度衡量的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力度。结合传统宏观经济
IS-LM 模型，当物价水平发生变化的时候，给定名义货币数量的真实货币余额下降，
这会造成商品与货币市场联立均衡水平上的利率上升和产出下降，总需求在给定的价
格水平上下降。通俗地理解，物价水平上升让真实经济运行所需的名义货币增加，如
果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结果是对真实经济需求下降和利率上升。
衡量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对总需求的影响，需要根据商品价格对上述一揽子货币
政策指标进行调整。备选的价格包括 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等。采用不同价格对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进行调整所反映的信息不同。我们的目
的主要是反映对总需求的影响，考虑到总需求中投资和对外净出口最活跃，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两个比较合适，且各有优势的备选指标。由于
缺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月度数据，这里采用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一揽子货币
政策指标进行调整。

图 4 经过价格调整和信贷额度管理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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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网站相关数据和 2005 年以来各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国经
济信息网数据库 经作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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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经过价格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相比，经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显
示了更强的政策紧缩力度。2008 年 1 月份以后政策力度迅速紧缩，2008 年 3 月份的
紧缩力度已经接近过去三年最严厉水平。

广义货币增长的分解
货币当局行为和商业银行行为共同促成广义货币增长。根据上述设计的方法，可
以得到由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为了便于比较，一揽子货
币政策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和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都不
进行价格调整。

图 5 货币当局政策和商业银行行为对广义货币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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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网站相关数据和 2005 年以来各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国经
济信息网数据库 经作者加工

图 5 中，蓝色部分（下面）代表央行一揽子货币政策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绿色
部分（上面）代表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样本期内，商业
银行一直都在下调超额准备金率，这可能是因为 2005 中期以后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
上涨提高了抵押品价值，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意愿；也可能是受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
资者以及公开上市发行的影响，商业银行追求利润动机增强，通过贷款扩张提高利润。
无论如何，2006 年 1 月-2008 年 3 月，平均来看由商业银行通过下调超额准备金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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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广义货币增速占总的广义货币增速的 34.7%。这意味着商业银行通过消化过去沉
淀超额准备金的扩张行为带来了足够高的广义货币增长并推动总需求扩张。

结论
以上，我们通过对广义货币增长的分解构建了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反映 2005 年
以来货币当局频繁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影响。经过了信贷配额管理和价格调
整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更有利于反映真实的货币政策综合力度，也为我们研究当前
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膨胀问题找到了衡量需求方冲击的指标。通过分解货币当局和商
业银行体系行为对广义货币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剔除了货币当局政策影响之后的商业
银行的扩张行为对过去几年的广义货币增长也具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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