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

第五讲：产出、资本的跨国流动



四大议题

国际间产品与资本流动

汇率

汇率政策与制度

国际视野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开放经济中的国民经济核算

以支出法分解国民经济： 𝑌 = 𝐶 + 𝐼 + 𝑁𝑋

净出口(NX)：出口-进口

• 𝑁𝑋 > 0: 贸易顺差（盈余）

• 𝑁𝑋 < 0: 贸易逆差（赤字）

•贸易平衡：出口与进口持平

等式变形: 𝑌 − 𝐶 = 𝐼 + 𝑁𝑋



国际资本流动
和贸易平衡

换一种方式来考虑：

•国民储蓄：𝑆 = 𝑌 − 𝐶

•封闭经济：𝑆 = 𝐼

•开放经济：𝑆 = 𝐼 + 𝑁𝑋

等式变形：𝑆 − 𝐼 = 𝑁𝑋

•左：净资本流出（净对外投资）：

•右：净出口



国际资本流动
和贸易平衡

基本等式：净资本流出=净出口（净

产品流出）

•一国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则对外输出资本，必

定为外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

•借出：短期/长期投资

•马歇尔计划：美国人对欧洲提供经济援助，

那些美元拿来干什么了？

•为什么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跨国资本流动与跨国产品流动是硬币

的两面！



国际资本流动
与贸易平衡

美国: 产品净流入，资本
净流入



中国的储蓄，投资及净出口

• 为何贸易盈余收窄
• 08年次贷危机之后
中国国内经济结构
发生了什么样的显
著变化



国际资本流动
贸易平衡

双赤字假说：

•国民储蓄：政府储蓄（财政盈余）+私人部门储蓄

•所以：财政盈余=国内投资+净出口-私人部门储蓄

•或者：如果一国财政赤字改善，其它情况不变，则

该国贸易状况改善

• 2013年：美国实施财政减支，这对出口导向的新

兴经济体意味着什么？

•这种事情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产生的结果

是什么？

一国如何解脱债务负担？



美国的贸易赤
字与财政

• 减税与减贸易赤字两者
可以兼得吗？

• 关税可以解决美国的问
题吗？

• We said no!



印度的双赤字 蓝线: 财政赤字占GDP比例
黑线：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



英国的双赤字
蓝线: 财政赤字占GDP比例
黑线：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



德国与其它欧元区经济体的纠葛



为什么说“Austerity driven deficit reduction”?



国际资本流动
和贸易平衡

中国与德国，有一个重大
区别



特朗普需要
针对的只有
中国吗？

“This is just the first of 

many.” (Donald Trump)

美国的贸易逆差：此恨绵

绵无绝期



德国的广义
贸易盈余

经常账户盈余占GDP

比例曾超8%：这才是
真正的货币操纵国！



德国的问题
出在哪里？

德国企业投资不足



德国的问题：高就业率、低资本/劳动比



次贷危机的国际视角

■ 本杰明·伯南克：盈余国家的过剩储蓄
涌入美国（global Saving Glut Theory)

– 美国国债

– “两房一贷”及其它房地产抵押债券

■ 中国人民银行

■ 挪威市政养老基金

■ 结果：

– 推高资产价格

– 挤占安全投资品市场，压低国债及低风险
债券收益率，逼迫美国国内资本追求高风
险投资

– 压低市场利率，刺激投资与消费，侵蚀美
国国际竞争力



谁是美国政府
的债主

美国政府可交易国债外国
持有比例曾高达58%



谁是美国
人的债主

政府所支持的机构债
务（比如：当年的
两房一贷房地产抵
押贷款债券）

谁在为美国的购房者
提供资金？



Chinamerica
“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
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
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
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
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
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
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
多年如此消费之后，美国如
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
式了。”（NIALL FERGUSS)



国际收支
平衡表

记录一国在一个时间段之内从事跨国交易的情况：流量

•注意：跨国交易！！！

经常帐户项目：广义贸易

•主要：商品与服务的国际流通（进口与出口）

•次要：净收入（净要素收入）、净单边转移

•请注意：经常账户余额与贸易状况并不完全等同

•例子：日本

资本与金融帐户项目

•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金融资本）

•特殊种类的资产（资本），尤其是非市场、非生产性或者无形资产，

例如债务减免，版权和商标

•官方储备变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特殊类别

•一些国家将其单列



经常账户余额与贸易余额：未必同步

日本：贸易余额经常为负



经常账户余额与贸易余额：未必同步

日本：贸易余额大多为盈余



国际收支平衡表

记账规则

•当一笔业务带来外汇流入，或在国际交易中产生收

入：记为（+）

•当一笔业务带来外汇流出，或在国际交易中产生支

付：记为（-）

举例

•当中国向美国出口稀土：外汇流入、产生收入、经

常账户余额增加（+）

•当百威收购哈啤：外汇流出、产生支付，金融资本

账户余额增加（+）

经常账户余额+金融资本账户余额=？



官方储备资
产变动

资本与金融帐户之下一个特殊而重

要的项目

中央银行以金融稳定为目的而持有

的国外资产

• 以外币计价的外国政府债券以及外国通货

（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 贵金属（黄金）

• 国际货币基金中的账户（SDR）



官方储备资
产变动

如果官方外汇储备增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

应该怎样记？

•一出口商获得美元，经常账户外汇流入（外汇的获取），

记为（+）

•人民银行从出口商手中购入美元（这是国内主体交易！）

•转购美债，储备增加，中国对美国投资增加，金融资本项

目上外汇流出（外汇的使用），记为（-）

如果官方外汇储备减少呢？

•人民银行减持美债，将所获美元现金卖给进口商，储备减

少，进口商获得美元，外汇从美债市场流入中国进口商手

中，记为（+）



国际收支平
衡恒等式

国际收支平衡恒等式

•（一般性）国际收支余额：经常账户余额+非官方金融资本项目

余额

国际收支余额+官方储备变动余额 ≡ 0

•或者：经常账户余额+（非官方）资本金融账户余额+官方储备

变动≡ 0

•简单注释：官方储备增加必须增加记为（-）

•官方储备增加，代表该国对外国投资增加：资本流出

这说明了什么？

•中国经常，（非官方）金融项双顺差：官方储备必然增加

•如果经常、（非官方）金融项双逆差呢？



国际收支平衡表

请特别注意：官方储备是一个特殊类别，需要特
别对待。

官方储备增加，代表外汇的使用
官方储备减少，说明一国国民获得了可用的外汇

借方（-） 贷方（+）

进口 出口

收入的支付（付给外国人的利
息或股息）

收入进项（对外投资所获利息
或股息）

对外单边转移（援助或捐赠） 来自国外的单边转移（援助或
捐赠）

资本外流（例如：购买外国资
产）

资本内流（例如，外国人购买
本国资产）

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政府黄
金外汇储备）

官方储备资产的减少（政府黄
金或外汇储备）

误差与遗漏 误差与遗漏



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印度：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与
官方储备

一国对外积累贸易顺差（经常账户盈余），该国必然对外输出资本（等量资本输

出）：

•私人部门对外投资（股权、债权）

•央行增持官方储备资产（这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

一国对外积累贸易逆差（经常账户赤字），该国必然依赖资本流入（等量资本流

入）：

•私人部门资本流入（举借外债、吸引股权投资）

•央行抛售官方储备资产（这是资本流入的一种形式）

当一国对外贸易盈余，同时该国私人部门资本净流入，该国官方储备必然增加

当一国对外贸易盈余，同时该国私人部门资本净流出大于经常账户盈余，该国官方

储备必然减少

当一国对外贸易逆差持续累积，该国私人部门外债往往累积，如果私人部门资本流

向逆转（例如：资本外逃、承受对外还本付息压力），官方储备必然持续消耗，直

至引发国际收支危机



石油崩盘时沙特的经常账户与官方储备



国际收支与官方储备：另类解读

• 东亚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
例

• 亚洲金融危机：以经常账户逆转为前奏
• 外来资金流入，以外债填补经常账户赤

字
• 持续性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

1990-1997 1998-2000

中国 1.5% 2.4%

香港 0.6% 4.1%

印尼 -2.5% 4.6%

马来西亚 -5.6% 12.8%

新加坡 12.8% 17.0%

韩国 -1.6% 6.5%

台湾 4.0% 2.3%

泰国 -6.3% 10.2%



央行为何要持
有外汇储备

交易需要

•三个月进口用汇

•12个月内到期的短期外债

防范国际收支风险

•1991年印度收支危机

加强市场对于政府政策的信心，防范货币危机与

投机性货币攻击

干预外汇市场（汇率）



金砖五国曾经的外汇储备

亚洲金融危机，
让新兴经济体认
识到了外汇储备
的重要性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惊心动魄的人民币保卫战 接近一万亿：像
雪一样融化了



官方储备资产
增长的背后

• 什么叫为国发债？
• 这是外债，还是内债呢？
这是一笔糊涂账啊

• 中国的外汇储备真的很
多吗？



官方储备资产

■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持有
外汇储备的成本
– 汇率波动

–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低于外资在
中国的利润率

■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
的30年间，美国持有的外
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
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
报率只有3.50%，两者相差
3.32个百分点。

■ 美国在持续获得投资上的
净补贴



中国非官方储备
资产与负债对比

• 非官方部门负债仍然多
于资产

• 中国一向是资本输出国，
问题就在于结构



四大议题

国际间产品与资本流动

汇率

汇率政策与制度

国际视野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名义汇率

人民币与新币两种货币之间在外汇市场上的

相对价格

以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

•例如：新币兑人民币的汇率，S$1=¥4.80 或者 e¥/S

=4.80

如果e¥/S上升，人民币相对新币贬值

如果eS/¥下降，也同样代表人民币相对新币

贬值



外汇市场
■ 经营外币与以外币计价的票据等有价证券买卖

的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与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
金融机构，中央银行

■ 大约87%的交易都是美元交易

– 现汇交易

– 远期外汇交易

■ 期货合同：由第三方规定，金融与到
期日都标准化的外汇远期合同

■ 期权合同：与期货类似但是合约购买
者没有义务

– 外汇掉期交易：以即期汇率卖出（买入），
同时以远期汇率再购回（卖出）的交易。



美元的“霸权”

美元计价的境外信贷
远远超过欧元于日元



两种美元-
人民币汇率

CNH：离岸（香港）人民币汇率



两种美元-
人民币汇率

CNH：离岸（香港）人民币汇率
离岸市场，不受央行直接干预



美元的“霸权”

超过60%的央行外储
是美元资产



汇率决定理论

贸易或弹性理论

•国际贸易平衡决定均衡汇率。

购买力平价理论

•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

货币模型

•各国货币总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决定均衡汇率。

•例如，如果一国央行增发货币，引发通胀及贬值。

资产组合模型

•各国金融资产总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决定均衡汇率。

•例如，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减持本国债券，增

持本国货币和外国债券，货币贬值。



汇率决定理论

德意志银行：美国国民海
外资产持有量太低，美
元有麻烦？



（现汇）汇
率决定因素：
供给与需求

假定汇率浮动，无政府干预：汇率作为外汇的价格，取决于

对外汇的供给与需求。

外汇需求

• 进口货物与服务

•对外投资

•投机

外汇供给

• 出口货物与服务

•外资流入

•投机

均衡汇率：外汇供给＝外汇需求

归根结底：汇
率是一种价格



汇率决定因素

两国利差（利差交易 carry trade）

•美联储降息

•欧元存款、或者欧洲债券相对更有吸引力：资金由

美元资产流入欧元资产，导致欧元兑美元升值

干预汇率的两种方式

•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影响汇率：当本国货币供给增加，

在短期中利率下降，导致资本流出，本币贬值

•货币供给增加导致本币流入外汇市场，引起本币贬值

预期: 例如，市场预期美元将贬值

•外汇交易商出售美元以规避未来损失

•结果：美元即期贬值



货币战争？

危机后的美元低利率逼迫
巴西里亚尔快速升值



全球汇率战之
欧元风暴

• 以邻为壑式的竞争性贬
值：贸易战早就开打了

• 2014年开始的欧元汇率
急挫
• 短期之中：利差交易是汇

率波动的最重要推手
• 请留意一下，2017年开始

的欧元汇率快速上升是为
什么？



全球汇率战之欧元风暴

“在我们的权限之内，欧洲央行
（ECB）已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
（whatever it takes）来保住欧元。相
信我，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欧洲
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

一路狂奔的负利率：欧洲央行已将储蓄机
构存款利率降至-0.4%



全球汇率战之欧元风暴

欧央行QE: 千呼
万唤始出来



全球汇率战之欧元风暴

• 扭曲的国债收益率



Trump tweeted Wednesday(July 
3rd) that Europe and China are 
playing a “big currency 
manipulation game. MATCH, or 
continue being the dummies who 
sit back and politely watch as 
other countries continue to play 
their games.”



竞争性贬值：日
本从来不甘人后

• 2012年，日本开始安倍经
济学实验，推出名为QQE

的激进资产购买计划，日
元汇率应声而落

• 麻生太郎的解释非常清楚：
日元贬值，促进出口，获
取对韩国的竞争优势

• 日本有了一个别名：世界
的沃尔玛



港币风波

• 看看Hibor和Libor的剪
刀差，你会怎么做？

• 那港币将面对什么样的
压力呢？



港币风波

• 看看Hibor和Libor的剪
刀差，你会怎么做？

• 那港币将面对什么样的
压力呢？



人民银行对离
岸人民币汇率
的干预



美元的走强与
QE缩减预期

• 六年前的市场大扰动：利差与
预期的共同作用

• 联储FOMC放出QE规模缩减预
期：如何影响汇率？

• 当市场预期美联储购债规模缩
减，等同于预期未来国债价格
走低，于是市场国债抛售开始，
国债收益率上升，相当于国债
利率上升，带来美元回流与升
值



全球汇率战之
欧元风暴

• 现在可以回答欧元的问
题了：

• 2017年开始的欧元汇率
快速上升是为什么？



全球汇率战之
欧元风暴
请看欧元区通胀率的变化：
当欧洲央行对通缩的战争
“宣告”胜利，你将产生什
么样的政策预期？



政策预期的作
用：再举一例
■ 2019年7月5日，看看早晨八

点半美元指数的动向

■ 非农就业报告：6月新增
224000工作岗位，远超预期

■ 为联储降息的幻想当头泼下
一盆冷水



世界主要货币兑美
元汇率累计变化
（2011-2015）

人民币有点过头了吧？



美国：货币政策的两难
联储加息对美国产生巨大负担



美国：货币政策的两难
美国的货币政策悖论：加息带来输入性通缩？美国已无法回避外部影响与货币政策的互动



耶伦为什么屡
屡出尔反尔



美国：货币政策
的两难

• 上涨的美元对美国跨国公司
意味着什么？

• 一国股市与汇率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



全球汇率战之
欧元风暴

• 看看高盛的欧元汇率预测
• 但是问题来了：这件事会
发生吗？这并没有发生。



全球汇率战
之欧元风暴

欧央行一再降息，但是
欧元汇率并没有一降再
降



更古怪的事情发生在日本 利率降到负值，但
是汇率暴涨！



通胀与汇率：
一价定律与
购买力平价

通胀

•假设美国发生通胀，在给定名义汇率下，从欧元区进口

产品更便宜（欧元需求？），美国产品在欧洲更贵（欧

元供给？），汇率？

一价定律

•在运输成本和其它贸易障碍都可忽略的条件下，相同的

商品在不同自由市场上价格相等

•绝对购买力平价汇率相当与两国相对价格：𝐸¥/$ =
𝑃𝑗𝑝

𝑃𝑢𝑠

•假定仅有苹果一个产品，如果一个苹果美国价格为1美

元，而日本售价为100日元，则（公平）汇率应为100



《经济学人》：巨无霸指数
这件事靠谱吗？



购买力平价：
绝对与相对

绝对购买力平价

•汇率相当与两国相对价格

•当美国通胀，美元将相对于日元贬值

•购买一块美元的日元数额下降

绝对购买力平价：现实中几乎不存在

•贸易障碍和非贸易商品

•不完全竞争

•价格黏性

•对总体价格水平的不同计算方法

•汇率的不灵活

相对购买力平价

•汇率变动等于价格变动（通货膨胀率）之差

•通胀率高的国家货币贬值快

•相对购买力平价与实际数据更为一致，但用其准确预测汇率走势仍然

很难。



日元/美元名义汇率
与日美相对价格水平

• 日本与美国哪国的通胀
水平高?

• 日本通胀率低，则日本
产品倾向于比美国更便
宜，则对日本产品需求
增加



82-85美元牛市
的逻辑在哪里
极度货币紧缩，成功抑制通胀



但是，汇率是
很难预测的
■ 特别是当今政策干预频繁、
市场政策投机交易活跃的
今天

■ 欧元汇率2017年的快速上
升就是一例：通胀升温，
带来的是汇率的升值！



但是，汇率是
很难预测的
■ 特别是当今政策干预频繁、
市场政策投机交易活跃的
今天

■ 欧元汇率2017年的快速上
升就是一例：通胀升温，
带来的是汇率的升值！



还有川普交易 美版四万亿带来的通胀预
期，推动美元快速升值



为什么汇率
难以预测？

汇率的（中短期）决定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而非

单个的因素

•“对外汇市场的波动作出连贯一致的解释总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你

问10个交易商，你也许会得到10种不同的解释。”（金融时报）

每一个经济现象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机制

比如：一国经济增长快，该国汇率如何变化？

•可能性1：该国生产率提高，该国产品生产成本降低，于是出口增

加，汇率倾向于升值（哪个国家是典型例子）

•可能性2：该国收入增加，对外国产品需求增加，则该国货币倾向

贬值

•可能性3：该国增长前景看好，因而吸引国外投资，因此该国货币

升值（哪个国家是典型例子？）



为什么说汇
率的决定机
制不确定？

考虑如下情况：一国政府持续增加支出，短期内增

加总需求

•短期效果：政府支出占用资金，利率升高，导致外国资本流入，

汇率升值压力

•中长期效果：带来贬值压力

•总需求扩张引发通胀

•汇率升值打击出口

•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并累积

•政府财政赤字扩大，增加还本付息压力，诱发货币增发

智利的经验：如何抵挡储备货币发行国热钱流入？

•政府主动减少支出

•现在是否能够理解为何诸多工业国家财政刺激无疾而终？

•再比如：金融危机后美元为什么升值？地震后为什么日元升值？



2008-2009各国经济
刺激方案

为何七国强调在财政刺激方面要协
调一致？如果财政刺激是万灵药，
为何在各国难以为继？

国家或地区 投放规模 出台时间

美国 1680亿美元 2008.2

7879亿美元 2009.2

加拿大 400亿加元 2009.1

德国 310亿欧元 2008.11

500亿欧元 2009.1

法国 265亿欧元 2009.2

英国 200亿英镑 2008.11

欧盟 2000亿欧元 2008.11

澳大利亚 104亿澳元 2008.11

420亿澳元 2009.2

日本 11.7万亿日元 2008.2

26.9万亿日元 2008.10

23万亿日元 2008.12

15.4万亿日元 2009.4



经常账户：长期中最重要的汇率决定因素

Richard Grace（首席货币与利率战略师，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为什么

负利率不能进一步推动欧元与日元走弱？

“欧元区，瑞士，日本与瑞典都有负利率，但是这些国家的汇率现在相对于它们开

始大幅度降息时都走强了。这主要的原因在于经常账户的余额对于汇率，相比利率

差是更强有力的长期决定因素”，“当一个利率已经很低的经常账户盈余国把利率

进一步推向负值，这在一开始会产生一个冲击，并让一部分剩余资本逃走，但是对

于汇率一般只会产生温和且短暂的下行压力”。



总结：汇率究
竟由什么决定

短期变动看利率

•利率的上升和下降分别伴随货币的快速升值和贬值

•注意：仅仅短期（为什么）

中期变动看通胀

•高通胀导致贬值

长期变动看经常帐户的持续不平衡状况

•从长期来看，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导致贬值

•反例：美国

总结：以上所述前提为汇率自由浮动，无人为、直接

的外汇市场干预。



为什么说汇率是个复杂的问题

一国的经济状况与汇率一定
同步运动吗？看看中国的例
子：2014年7月与8月，中国贸
易盈余连创纪录，引发人民
币大幅度走强。2015年，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确认，但贸
易盈余屡创新高，为人民币
币值托底，维持高位震荡。
这是为什么？别忘了，贸易
盈余=出口-进口
中国屡屡出现衰退式顺差的
局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
系该重新检视了



巴西里亚尔
的悲剧

• 巴西：请不要抱怨热钱
的流走

• 再想想印度
• 这不是热钱的问题



印度卢比的前世今生 莫迪的热潮并不能逆转
卢比的下行



阿根廷，不
要为我哭泣
规律可能迟到，但不会缺

席
蓝线：比索汇率（左轴）
黑线：经常账户余额对

GDP比例（右轴）



土耳其也是
一样的病

规律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蓝线：里拉汇率（左轴）
黑线：经常账户余额对GDP比例

（右轴）



所谓“脆弱五国”

GDP
增长

通胀 经常账
户赤字

巴西 3.28% 6.09% -3.23%

印尼 5.81% 8.79% -3.27%

印度 4.4% 6.1% -5.07%

南非 2% 6.2% -6.5%

土耳其 4.4% 8.17% -6.62%

2013年的动荡余波未尽
脆弱五国现在又回来了
不能什么事都赖美联储
阿



卢布危机的来龙去脉：这也有阴谋论吗？

• 红线：布仑特原油价格
• 蓝线：美元/卢布汇率



澳元汇率与铁
矿石价格

好了，问题来了：铁矿石
都去了哪里？

请问：如何从中国经济的
下行中获益？



加元汇率与
石油价格

加拿大的情况和澳大
利亚差不多



欧元的吊诡
2013年国际金融市场
最费解的问题，为
什么欧元汇率这么
高？这问题有这么
难回答吗？这其实
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欧元的吊诡 德国持久性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



欧元升值对贸易的影响
ECB的超级宽松或许是德国压力造成的



神奇的日本：
Brexit先伤害了谁？

• 在海外逐利的日元融资
投资unwind：日元的避
险属性

• 为什么说日元升值往往
是不祥之兆？！



美元的未来

• 美国的贸易赤字：此恨
绵绵无绝期

• 这是关税能解决的问题
吗？



美元的未来

外资对美债兴趣在下降
美元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四大议题

国际间产品与资本流动

汇率

汇率政策与制度

国际视野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固定汇率制度

一些国家通过干预汇率市场，使汇率

盯住某一货币或者一组货币

•中国：2005汇改前盯住美元

•货币局（香港）：盯住美元

•美元化：委内瑞拉、阿根廷（1999）

•货币联盟，欧元 Euro

•前身：snake in the tunnel, 欧洲货币机制

固定汇率曾是主流汇率制度，例如金

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会议：
国际美元体系

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1944年7月，44国代表在美国New Hampshire州布雷顿

森林召开货币金融会议

•安排协调货币兑换

•国际收支调节

•国际储备资产构成

《布雷顿森林协定》

•美元与黄金挂钩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外汇管制

•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会议：
国际美元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优点

•清理国际金融体系

•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减小汇率风险，防止竞争性贬值

•美元地位的确立弥补黄金不足

问题

•特里芬两难：美元国际清偿力vs.美元信用

•固定汇率体制僵硬：无法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解决美元泛滥问题：It is our 

currency, your problem （名言啊）

•非美国经济体之间汇率波动扩大，阻碍贸易活动

•1972年欧洲货币” 蛇行管道” (snake in the tunnel)：欧

洲货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范围限制2.25%之内



布雷顿森林会议：国际美元体系

体系崩溃

• 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

• 美元兑黄金贬值

• 美国不再向体系成员国兑付黄金

• 1973年2月再度贬值：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彻底崩溃

• 1976年《牙买加协定》

• 浮动汇率合法化

• 黄金非货币化

建立固定汇率体系的努力从未停止



浮动汇率制

完全浮动汇率制（美元、英镑、欧元）

许国国家采取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

上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所谓不纯

浮动（dirty float)

•中央银行不时通过买卖货币和资产来管理汇率，尤其

在汇率动荡期

•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制定一条新元浮动的交易带。

当汇率接近交易带边缘，金管局就会干预。这个交易

带根据新加坡贸易伙伴的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进行计

算得出。



有管理的浮动 新加坡：S$NEER盯住一篮子货币

MAS：管理浮动的典范

管理浮动制的三要素: BBC

• Basket: 货币篮子（组合）

• Band: 浮动区间

• Crawling：爬行斜率



811汇改前世
界主要货币汇
率累计变化
• 人民币有点过头了吧？
• 不能只关注对单一币种
的双边汇率！



双边汇率与多边汇率

-2.6

3.4

3.5

6.2

6.9

7.0

13.4

14.4

14.8

16.0

17.1

17.2

17.9

17.9

24.0

24.1

29.7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United States Dollar

Taiwanese Dollar

British Pound

Singapore Dollar

South Korean Won

Swiss Franc

Japanese Yen

Australian Dollar

South African Rand

Canadian Dollar

New Zealand Dollar

Mexican Peso

Euro

Danish Krone

Swedish Krona

Norwegian Krone

Brazilian Real

2014年1月1日—2015年8
月10日



有管理的浮动
有了一个B(Basket)，但是不知道另外一个B和C



人民币汇率制度
变迁的简单回顾
• 央行每日公布人民币兑美

元中间价（daily fixing 
rate)，允许市场交易价格
在一定区间内浮动

• 一次汇改2005年7月21日：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
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
浮动汇率制度”；

• 2008年人民币再次盯住美
元

• 2010年二次汇改，再次提
出参考一篮子货币



2015年的811汇改

中间价：反映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态度
中间价如何制定？
2015年8月11日汇改，调整中间价报价机制，
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价，中间价定
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当
期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
但是，当时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市场如
何解读可想而知！
2015年年底，公布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
中间价参考一篮子货币变化



人民币兑美
元中间价形
成机制变迁

USDCNY Fixing = 前一交易

日4：30pm的即期汇率价格 + 

一篮子货币前一天变化

USDCNY Fixing 变动 = (前一

交易日4：30pm的即期汇率价

格 - 前一交易日fixing ) + 一

篮子货币前一天变化 + 误差



双边汇率与多边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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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S指数



“偷”出来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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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S指数 2016年8月以来，
保持得相当稳定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形成机制变迁

• 收盘价+一篮子：问题
在哪里？美元走弱，并
未带来人民币的相应走
强

• 再加一个“逆周期因
子”：世界第九大奇迹
隆重登场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形成机制变迁

汇改回头路？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形成机制变迁

预期扭转：人
民币的逆袭！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形成机制变迁

中间价：引
导汇率预期



世界汇率制度分布图

完全自由
浮动汇率

不同种类的盯住制

有管理的浮动

美元化



四大议题

国际间产品与资本流动

汇率

汇率政策与制度

国际视野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固定汇率下
的货币政策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并且资本自由流动时，

货币政策无法影响产出和就业。为什么？

•当一国采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

•利率下降，带来货币贬值压力

•为维持汇率不变，央行出售外国资产，换回本币

•本币流通量减少

•结果：宽松型的货币政策被中和；货币政策失效！

不再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国内的利率会是什么？



固定汇率下
的财政政策

与浮动汇率相比，固定汇率制度下，财

政政策能够更为有效地影响产出与就业

•当一国采取财政扩张政策

•政府支出增加，短期总需求增加

•利率升高，带来本币升值压力

•外国短期资本流入

•央行如何操作以维持汇率？

•在外汇市场购进外国资产，放出本国货币！

财政扩张引来宽松的货币政策！



固定汇率下
的经济政策：
小案例

温家宝：“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

•这个政策组合可行吗？

朱镕基推行的94年汇改（与美元挂钩）抑

制了中国经济的通胀

金融危机后，中国重返固定汇率（与美元

挂钩），这对中国国内后来的通胀与资产

泡沫产生了什么影响？



小案例：固定汇率下的经济政策

■ 问题1：温家宝：“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
– 讨论：这样的政策组合可能吗？

■ 问题2：朱镕基：为什么有人认为94年汇改（与
美元挂钩）抑制了中国经济体内的通胀预期？

■ 问题3：金融危机后重返固定汇率政策又应该如
何为国内通胀与资产泡沫负责？



浮动汇率之
下的财政与
货币政策

假设一国采取（彻底的）浮动汇率政策

• 当该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 政府开支增加，国债发行增加

• 利率上升

• 结果：汇率上升，净出口减少，抵消需求扩张对国内产出的刺

激

• 结论：当一国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可能无效

相反：货币扩张的效果

• 利率降低，货币对外贬值、出口增加，产出增加，收入增加

问题：为什么中美两国对经济刺激手段的偏好如此

不同？



开放经济的
三难选择
（tri-lemma) 

•固定汇率

•独立的货币政策

•金融资本国际间自由流动，即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

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以下三者之间选择其二

•德国：限制外国人在银行开户

•瑞士：名义负利率

•新加坡?

资本管制：另类手段



开放经济学的三元悖论
（Trinity Impossible)

资本自由
流动

固定汇率
独立的货币

政策

欧元区，香港日本、美国、英国

最多选取其中两项！

如果你来给分别给新加坡与中国当局提供汇率
制度建议，你会怎么说？



小案例：新加
坡的货币政策

• 新加坡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 考虑如下情况：当美元升值预

期强烈、而市场预期新币将贬
值，新加坡的市场利率会怎样
变化？

• 如果MAS希望本地市场利率下
降以提振楼市，MAS会做出什
么样的举动

• 如果新加坡本地物价上行（下
行），MAS又可能有什么样的
举措？



浮动汇率制

优势

•干预减少，汇率将由市场决定，更具有透明性，

避免估值失误

•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自动平衡国际收支：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

•不需要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

劣势

•汇率往往会出现大幅过度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

和投资；

•对一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固定汇率制

优势

•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将降低；

•汇率可以看作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促进物价水平和通

货膨胀预期的稳定。

劣势

•估值失误导致不平衡：

•高估：削弱本地出口商品竞争力，引起难以维系的长期经常

项目收支失衡；

•低估：持续的贸易顺差

•鼓励投机：

•暗含的汇率担保，鼓励短期资本流入和没有套期保值的对外

借债，损害本地金融体系的健康。

•三难选择：或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或牺牲独立的货币政策

•重要的是：财政纪律性难以保证（此话怎讲？）



加入欧元区
有什么好处？

“希腊不再是一个脆弱的边缘国家，不再只
对勇敢的投机者有吸引力。它处于欧洲金
融的主流，是一个像石头一样坚实、有高
评级的国家，像德国一样值得信赖。”



固定汇率：系统
性低估的结果

本币币值低估：

•持续的贸易盈余：升值压力

•央行不得不干预

•在外汇市场购入外币，抛出本币

•结果：国际收支不平衡

•外汇储备累积

•国内货币发行量增大

•通胀

•资产价格泡沫

•经济结构失衡

一国在面临持续贸易盈余的时候，有两种选择或面对

两种结果：通胀与名义升值

•换言之：贸易不平衡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对内贬值（通胀）等价

于对外名义升值！



中国人民银行资
产负债表变迁

• 2015前外汇资产的膨胀
根源何在？

• 后来呢



瑞士央行黑
天鹅事件

瑞士法郎：系统性低估



瑞士央行黑天
鹅事件

人为设定过低利率，防止
汇率升值



瑞士央行黑
天鹅事件

为保持对欧元区竞争力，瑞士央行
将瑞士法郎与欧元挂钩，随着
欧元不断贬值，瑞士央行不堪
其扰，突然宣布脱钩，在汇市
造成地震。



固定汇率：
系统性高估

尼日利亚：未能守住固定汇率
一国能否守住高估的汇率是一个问题



固定汇率：
低估的结果

两个大问题：

•第一：币值低估是偶然现象吗？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经济增长快（劳动生产率增长快）的

国家产生持续的升值压力

•第二：如何面对币值低估带来的货币超发问题？

•冲销操作：央行在购入外币的同时，出售本国资产，回笼货

币

•资本管制

•容忍通胀与资产价格泡沫

•最终的解决办法：货币升值

那么如果币值系统性高估或被认为高估？

•当一国遭遇不利冲击，贸易状况恶化，产生贬值预期

•一国遭遇热钱流入，该国为维持汇率稳定在外汇市场持续干预，

导致国内过度通胀，当增长放缓，国际收支状况逆转，产生贬

值预期



国际收支危机
与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 (Capital flight) ：

•金融资本从国内资产流向外国资产

•货币市场上本国货币被抛售，争购国外货币

国际收支危机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

•为维持汇率在一固定水平，中央银行耗尽官方国际储备资产。

•央行被迫放弃坚持固定的汇率，使之贬值或任其浮动

任何与固定汇率不一致的发展都可能引发收支平衡危

机；例如，经常项目恶化，或者长期预算赤字；贬值

的市场预期



预期、投机
性货币攻击

对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的预期会进一步恶化这种危机，并且

加速贬值。

对贬值的预期可以导致贬值：引发自我实现的危机(a self-

fulfilling Crisis)或者投机性攻击（Speculative Attack）。

投机性攻击(Speculative attack)：外汇交易商可能买下央行

剩下的外汇储备，加速盯住制的瓦解。

导致国际货币危机的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赤字

•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

•积弱的本国金融体系和乏力的央行救助



两次货币战争的传说：
英镑狙击战
■ 背景

– 索罗斯(Soros)和他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

■ 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
（ERM）：固定汇率体系，欧元的前身

■ 货币政策实际上由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
制订：高利率以缓和德国统一带来的通胀压力

■ 英国以较高的汇率加入ERM（英镑高估），在
1992年时已经处于经济衰退中。

■ 市场怀疑英国政府能否维持高估的英镑币值以
保留在ERM



两次货币战争的传说：英镑狙击战

■ 索罗斯准备利用危机打一场英镑阻击战

–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悄悄地取得价值150亿美元的
英镑贷款额度，并用其买入美元，做空英镑。

– 在建立起很大的美元头寸后，1992年8月索罗斯
开始高调唱衰英镑。

– 数星期内，英国政府被迫拿出500亿美元进行外
汇市场干预，但是无功而返。

– 9月中旬，英国政府提高利率，希望借此挺英镑，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国内反对。三天后，英镑退
出ERM，开始自由浮动，在贬值15％后，稳定
下来。

■ 索罗斯因此一役获利10亿美元。



两次货币战争的传说：
港元保卫战

■ 背景

–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尽管香港经济基
本面良好，却无法独善其身。

– 周边经济陷入衰退，货币大幅贬值，港元仍
然钉住美元；香港经济也陷入衰退，资产价
格大幅下滑。

– 市场开始怀疑港元与美元的钉住制能否维系。

– 国际金融大鳄（对冲基金）看到了机会.

–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罗伯森(Robertson)的老
虎基金(Tiger Fund)展开对港元的进攻.



两次货币战争的传说：港元保卫战

■ 国际金融大鳄的“双杀”进攻策略

– 借入香港股票，卖出后将所得港币换成
美元，一次做空港股和港币—做空头寸
达300亿美元。

■ 攻陷港币获利；港府如果提高利率
保卫港元，港股下跌，也将获利。

– 通过媒体和高姿态的市场交易唱衰港元；
协调行动。

■ 港府干预损害香港自由港的声誉



两次货币战争的传说：港元保卫战

■ 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起港元保卫战

– 香港金管局动用其美元储备，买入港股，
推动股价上升，导致对冲基金受损。

– 弗里德曼：港府“疯了”

– 财爷曾荫权向各国解释港府自由资本主
义的立场未变。

– 对冲基金续借港股，赌港府会退缩。

– 港府出台限制卖空的政策，迫使借出股
票的公司与个人收回股票。

– 结果：对冲基金投降。



前度刘郎今又来：2015的三杀



港币风波

这一次的香港，金管

局抛售美元挺港币，

为什么不用利率手段



资本外逃与拉美危机

背景：拉美国家（墨西哥、

阿根廷、巴西）货币与美

元挂钩

•投资需求大，利率居高

不下

•外部环境：美元泛滥

固定汇率：还款保证

•大规模吸引（短期）外

资涌入

•过度投资

•引发自激性的资本流入

与投资热

贸易条件恶化

•需求扩大，通胀发生

•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

•贬值预期开始浮现



资本外逃与拉美危机

投资过度：

•边际收益

递减

•产能过剩

结果：

•投资项目

回报受到

质疑

资本外逃，

•流动性不

足，利率

上升，偿

债能力下

降

金融资本市

场质疑

•恶性循环

开始

导火索：

• 美联储突

然收紧货

币，短期

利率飙升

至21%



资本外逃与拉美危机



资本外逃与拉
美危机

o 央行如何扭转资本外逃？

o 换句话说：央行如何吸引资本
流入？可是，这样行吗？

o 为什么印尼在持续加息？但是，
为什么印度在通胀高企时不敢
加息？

o 当经常账户、非官方金融资产账
户双逆差，必然伴随官方储备减
少

o 如果资本外逃持续，官方储备不
足，则官方储备将耗尽：国际收
支危机出现

o 官方将无法维持固定汇率，必须
任由汇率贬值

o 那么问题来了：当货币高估，
对外名义贬值有什么问题？



原罪之说

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国际债务和私人债务主要是以本国货币计价。但是当贫

困或者中等收入的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借债时，他们的债务几乎总是以美元，日

元或者欧元计价。

如果一发达国家的货币贬值，其债务名义值没有变化而实际值减少，但是其外国

资产的价值增加，导致净外国财富转移的增加.  

如果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情况将相反：它很可能将成为有主要外币计价的

净负债国；贬值使财富转移到他国。

本币贬值：

•发达国家：缓冲负面冲击

•发展中国家：加重负面冲击 (负保险)

•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银行危机随之而来



原罪（Original Sin）

“当前的形势与签订还款期限协议时的形
势已经完全不同，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此前同意的还款
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我
们不能为了偿还债务，而使我们的经济陷
入瘫痪或者使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
更何况这些债务的利息已是原来的三倍。
这都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强加给我
们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
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洛佩斯·波蒂略，墨西哥总统，1982年）



英镑危机的另一面



原罪的归来？



原罪的归来

这些年都在发生什么？
美元、欧元流动性都去
了哪里？
借钱，是要还的



原罪的归来

■ 印度的外债

■ 印度央行：请Fed不要
加息太快

■ 跟还是不跟呢？



原罪的归来

印尼：重拾加息



原罪的归来

■ 阿根廷，加息也没用了

■ 大势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