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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收入不平等与资产组合多样化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经济个体的异

质性对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从而使得传统的代表性个体模型越来越

受到质疑和挑战。收入、财富、消费等的异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收入、财富、
消费分布的影响,显然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虽然近年来对于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

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系统的梳理非常缺乏。本文梳理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并

详细阐述了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四个新的传导机制:实际利率变动的收入效应机制、再分配机

制、谨慎性储蓄机制与流动性保险机制。本文在详细分析这些新机制产生的理论原因的同时,还讨

论了前瞻性指引、“直升机撒钱”、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金融稳定和不平

等、最优通货膨胀率等政策问题,并尝试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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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代表性个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与新凯恩斯主

义模型)是货币政策分析的指导性理论模型,其认为以跨期替代效应为主的利率渠道是货币政策的

主要传导机制。以宽松性货币政策为例,当名义利率下降时,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预期通胀并不会

与名义利率同步变化,因而实际利率也会下降,这会使未来消费相对于当前消费变得更加昂贵,因此

家庭会增加当前消费。于是,总需求扩张,货币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的目的。在这一机制下,政策操

作的核心是调节名义利率并管控通胀预期。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在家庭收入与财富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世界范围内收入与财富

不平等的加剧日益受到密切关注(Piketty&Saez,2003;Atkinson&Piketty,2007,2010;Atkin-
son&Leigh,2007;Dell,2005;Brzozowskietal,2010;Stiglitz,2012;Saez&Zucman,2016)。
个体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具体来说,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不同家庭的收入与财富数量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二是随着金融市场日益发达,家庭的资产配置

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家庭的资产组合特点存在很大异质性;三是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化,职业越来越丰

富,不同个体收入来源的性质也存在很大异质性;四是由于人们的消费行为日益个性化、多元化,加
上收入与资产组合的差异,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在异质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代表性个体模型显然脱离现实,这可能导致理论分析难以识别出

某些异质性条件下才具有的效应,从而将货币政策效应归结于不正确的传导机制。同时,过度重视

货币政策对总量的影响而忽视其对分布的影响,甚至可能得出误导性的政策结论。因此,异质性会

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效果产生怎样的影响? 货币政策又会如何影响这些异质性? 这两个相互作用

不可截然分开的问题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多国央行行长与专家甚至多次公开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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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的重要性,并呼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Bernanke,2007,2015;Yellen,2014,2016;Draghi,

2016;Coeure,2012;Mersch,2014)。但由于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这些问题直到最近

一段时间才得到密切关注和密集研究。目前,这些研究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大量新成果不断涌现,但
对许多问题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在所涉及的众多问题中,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政策研究与政策实践

中的核心问题,这些机制对指导政策实践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

试图通过对大量重要文献与最新研究成果的梳理,对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做一个系统

的综述,希望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异质性与货币政策经验研究评述

21世纪以来,大量经验研究分析了通胀或者货币政策与收入、消费与财富分布的关系,这些研

究清楚地表明:第一,在现代经济中,收入、消费、财富等的异质性普遍存在而且非常重要;第二,货币

政策会对收入、消费、财富等的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本文的重点在于从理论上阐述异质性对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含义,但为了说明异质性对于货币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并获得一些经验事实,我们

首先对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简要评述。
(一)通胀对不平等的影响

通胀是否会影响不平等? 不同特征的通胀对不平等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重

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近20年来,有不少实证文献研究了这些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通胀对不平

等的确有重要影响,但具体如何影响却没有统一的结论。总体来看,通胀水平与不平等是正相关的,
即高通胀倾向于加剧不平等。如Albanesi(2007)运用51个国家1966-1990年间的跨国数据研究

发现,通胀越高,收入分布往往越不平等,因为相比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更容易受到通胀的损害。

Bulif&Guide(1995)和Easterly&Fischer(2001)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通胀水平与不平等的正

相关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的,在一定条件下,通胀水平与不平等也可能是负相关的。例如,Romer&
Romer(1998)用时间序列数据与横截面数据分别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对穷人和不平等的短期影响

和长期影响,发现短期与长期影响方向是相反的。长期来看,低通胀与总需求的稳定增长有利于持

续改善穷人的福利。但在短期,扩张性政策带来的高通胀与繁荣可能使经济个体普遍受益从而降低

不平等。又如Galli& Hoeven(2001)用美国和15个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通胀的初始水平对通

胀和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发现通胀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经济体原来的通胀率。具体来说,对于高通

胀国家,降低通胀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而对于原来低通胀的国家,降低通胀反而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除了直接研究通胀水平与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文献具体研究了通胀的再分配效

应。例如Doepke&Schneider(2006)研究了通胀对于名义财富再分配的影响。他们结合美国资金

流量表(FlowofFundsAccounts-FFA)与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theSurveyofConsumerFi-
nances-SCF)测算了美国居民的名义资产头寸。文章首先描述了美国名义资产头寸的相关事实。以

1980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净债权人是家庭部门,战后美国商业部门债务的上升代替了政府债

务的下降,这一阶段,美国家庭名义资产占GDP的比例稳步上升。20世纪80年代,政府债务与住房抵

押贷款开始快速上升,对外举债开始增加,到21世纪初期,美国住房抵押债务占GDP比例达到历史高

点,而且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名义债权超过美国家庭部门。从家庭部门年龄分布看,年轻人是主要的债

务人,而老年人是主要的债权人。研究发现,即使是较低的通胀率,也会对名义资产的再分配产生非常

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通胀使富人、老年人和经济中主要的债券持有者受损,而使年轻人、持有固定利

率抵押债务的中产阶级家庭受益。同时,通胀对政府是一种福利而相当于对外国人征税。因此,美国

外债的增多增强了通胀将国外财富向国内转移的能力。作者强调,通胀的名义资产再分配效应取决于

经济个体调整通胀预期的速度。另外,著作还研究了金融市场变化对通胀的名义资产再分配效应的影

响,例如发行长期债券代替存款成为住房抵押债的主要资金来源就会大大影响通胀的再分配效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存在收入异质性时,不同家庭对于通胀这一宏观名义经济变量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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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不同的。由于通胀是货币政策影响的主要变量之一,因此,传统代表性个体模型在分析货币政

策时很可能忽略了一些机制。
(二)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

货币政策冲击本身也会对收入、财富、消费等的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与通胀的影响类似,关于

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结论。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加剧不平等,例如,Coi-
bionetal(2012)运用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库(CEX)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1980年以来消

费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总收入、消费以及总支出

的不平等。其稳健性检验证明,在剔除某些特殊时间段、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或控制其他相关的宏

观经济变量以及家庭特征等情况下,这一结论仍是稳健的。同时,货币政策冲击还可以显著地部分

解释消费与收入不平等的周期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冲击是消费与收入不平等周期性变化的重要原

因。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了货币政策影响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取决于

货币政策性质的变化。例如,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分位数收入群体收入反应不同,高收入群体

收入更高,而低收入群体收入更低,这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收入异质性渠道。又如,紧缩性货币政策使

金融收入显著增加而使商业收入大幅减少,这验证了收入组合渠道思想①。Furcerietal(2018)与

Mumtaz&Theophilopoulou(2017)也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不平等。同时,也有另外一些研究

则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降低不平等。例如,Davtyan(2017)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

影响,发现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最富裕的1%群体驱动的,同时,紧缩性货币政策降低了收入不平等。
除了直接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之外,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财富、消费

等分布的具体影响。例如,Luetticke(2015)运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SCF)和消费者支出调查

数据(CEX)实证分析了货币冲击对资产组合与消费的影响。作者按照流动财富对消费者进行排序,
并运用消费和资产组合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当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时,流
动性缺乏的家庭消费降低,资产流动性下降,而流动性充足的家庭消费增加,且资产流动性增强。这

一结果表明,不同资产流动性组合的家庭对货币政策这一宏观冲击具有非常不同的反应,这对于我

们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即货币政策可能通过异质性的传导发挥其总体效

应,同时说明采用代表性个体模型会忽略货币政策对不同人群的不同作用。而且,这一研究表明紧

缩性货币政策会增加不平等,这是代表性个体模型所无法研究的。
从以上经验事实可以看出,关于通胀和货币政策对收入、财富、消费等不平等的影响,已有文献

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这些研究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启发:其一,通胀和货币政策的确会在不同人群中

产生重要的再分配效应从而影响不平等。其二,通胀和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渠道是复杂的,不
可一概而论。例如,长期通胀与短期通胀、低通胀与高通胀等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大不相同。因此,
仅仅从实证方面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要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在异质性条件下货币

政策的具体传导机制。

三、异质性模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决定

了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政策效果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在传统的代表性个体模型中,货币政策

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通过以实际利率为核心的跨期替代效应。具体来说,货币政策通过各种工具

影响名义利率,由于价格粘性或者其他摩擦的存在,例如信息摩擦,通货膨胀并不能与名义利率

同步变化,于是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发生同样方向的变化。实际利率的变化影响消费者的跨期

消费储蓄选择,即跨期替代效应。一般来说,由于代表性个体模型中均假定消费者是储蓄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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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家庭有不同的收入来源,如劳动收入、金融资产收入、经营利润收入等,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来源有不同

影响,这一渠道称为收入组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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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际利率上升时,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于是总需求紧缩,货币政策达到了抑制经济过热

的目的;而当实际利率下降时,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于是总需求扩张,货币政策达到了刺

激经济的目的。
而当经济个体存在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于代表性个体模型的新的传导机

制,下面我们详细阐述最新文献中强调的四个主要机制。
(一)实际利率变动的间接效应渠道

在传统代表性个体模型中,实际利率变动时占主导地位的是跨期替代效应,即由于当前和未来

消费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替代效应。事实上,有宏观时间序列计量分析发现,在控制收入之后,消费

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Campbell& Mankiw,1989,1991)。同时,微观调查数据表明,美国有1/4~1/3
的居民缺乏流动性并面临借贷约束(Kaplanetal,2018),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一比例可能更高,这些居

民的消费将几乎不受利率变化的影响。这些经验事实表明,货币政策的传导可能主要不是通过跨期替

代效应实现。据此,Kaplanetal(2018)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个体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Heterogeneous
AgentNewKeynesian,HANK),研究发现,在异质性条件下,实际利率变动的间接效应将发挥主导作

用。所谓间接效应是指,当实际利率变动时,由于跨期替代效应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劳动需求,而
劳动需求又会影响居民的劳动收入,从而通过收入效应影响消费。在传统的代表性个体模型中,这
一机制产生的作用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储蓄选

择都符合持久收入假说,暂时性的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非常小,只有收入的永久性变化才会影响

消费。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存在所谓的“过度敏感之谜”(excesssensitivitypuzzle),即消费

者对收入暂时性变化的反应程度显著超出了持久收入假说的推测(Jappelli&Pistaferri,2010)。

Johnsonetal(2006)和Parkeretal(2013,2017)运用政府转移支付的准实验总体季度数据研究了消

费的收入效应,研究发现,对于未预期到的暂时的少量政府转移支付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达

到25%,这有力地说明了即使对于数额较小的暂时性收入变化也会显著影响消费。由此可知,代表

性个体模型可能严重低估了货币政策产生的收入效应,从而夸大了跨期替代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中

的作用。另外,Misra&Surico(2014)和Cloyne&Surico(2016)研究发现,导致居民消费反应异质

性的因素主要是财富水平与资产组合的不同,这说明不仅收入会影响消费,收入导致的财富积累对

于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大,这非常符合现实和直觉。
基于以上事实,Kaplanetal(2018)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收入冲击和两种不同流动性资产的异

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文章首先用简单模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的

方法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分解,阐明间接效应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异质性模

型中则有较大增强。
在标准的代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RepresentativeAgentNewKeynesian,RANK)中,利

率变化对消费的短期影响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一是利率变动导致消费的直接变化即替代效应,这
里称为直接效应;二是利率通过影响收入进而导致消费变化的收入效应,本文称为间接效应。具体

来说,总效应可以分解为:

-dlog(C0)
dr0 = 1γη

η
ρ+η

+ ρ
ρ+η[ ]

其中γ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η衡量了货币政策的持续性,ρ为贴现率。

方程右边第一项,即1
γη

η
ρ+η

,表示货币政策的直接效应,第二项,即1
γη

ρ
ρ+η

,表示货币政策的间接效

应。通常情况下,η的值远大于ρ,例如该文中取η=0.5,即货币政策自回归系数e-ηt=0.61,属于中

等程度的持续性,取ρ=0.005,即均衡年实际利率为2%,此时直接效应占了总效应的99%,占绝对

主导地位,间接效应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结论显然对任何合理的参数取值都成立。
为了考虑异质性的作用,文章引入“月光族”(hand-to-mouth)个体,构建所谓 TANK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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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New-Keynesian)模型①。所谓“月光族”个体,是指每期消费等于当期收入的个体,我们也可

以将其看作受金融约束的个体,即没有任何资产积累,也不能进行借贷。对这类个体来说,利率变动

对其没有直接影响,因此直接效应为0,而当收入发生变化时,消费发生一对一的变动,即间接效应为

1。相反,对于其他类型的个体,直接效应接近1,间接效应几乎为0。假设“月光族”个体占比为Λ,
则利率变动对消费影响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下:

-dlog(C0)
dr0 = 1γη

(1-Λ) η
ρ+η

+((1-Λ) ρ
ρ+η

+Λ)[ ]

显然,此时间接效应占比大大增加,不再可以忽略不计,而是略微超过“月光族”个体比例。实证

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相当比例的“月光族”个体②,发展中国家中这一比例可能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当引入“月光族”个体时,不仅持久收入假说不再成立,李嘉图等价也不再成立,此

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互作用,即当货币政策扩张导致利率下降时,政府的

预算约束受到影响。通常情况下,政府有正的债务③,利率下降会降低政府的债务负担,增加转移支付,
如果这些转移支付更多地向穷人转移(这显然是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的初衷之一),间接效应会明显增强。

这一拓展中只考虑一个维度的异质性,即不受约束的个体与受约束的个体,在两类个体内部不

存在异质性。而且,该模型中只有一种资产,即债券,从而不存在资产的异质性。但这一拓展说明,
即使引入部分异质性,间接效应也会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更多异质性的模

型进一步分析间接效应,研究发现,当引入异质性收入冲击与不同流动性资产时,即使政府债务为0,
转移支付也没有向“月光族”个体倾斜,间接效应仍然占主导地位。

当个体面临异质性的收入冲击并且面临借贷约束时,市场是不完全的,消费者不能实现消费的

完全平滑,持久收入假说不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初始时所有人是同质的,由于不同个体面临

不同的冲击序列,即不同人的运气不同,收入路径也不相同。由于收入冲击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完全

对冲,财富水平也会不同,于是出现了收入与财富的异质性。同时,个体可以投资于流动性较强的资

产,例如政府债券;也可以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例如实物资本、房产等。不同收入路径与财富

路径的家庭会选择不同的资产组合,有些家庭选择持有较多的流动性资产,有些家庭则选择持有较

多的非流动性资产。这非常符合现实经济的情况。这时,不仅存在“贫穷的月光族”(poorhand-to-
mouth),也存在“富裕的月光族”(wealthyhand-to-mouth),前者是因为低收入与低财富水平,后者则

虽然拥有较多财富,但因缺乏流动性资产而难以平滑消费。文章用2004年美国SCF数据计算出,后
者的比例达到20%,这大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间接效应。此外,当存在两种不同的资产时,即使对于

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利率的下降也未必通过跨期替代效应而增加消费,人们可能选择调整其资

产组合,减少流动性资产持有,增加非流动性资产持有,而并不调整消费行为,这将大大降低利率变

动的直接效应。综合以上两种情况,更多异质性的引入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

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匹配一些重要实证指标的方法校准了模型的参数④,并对货币政策的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定量估计,发现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
(二)再分配机制

由于各种原因,货币政策会使财富在不同特征的人群之间产生转移,即一些人从中受益,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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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Gali(2017)也构建了TANK模型,并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动态分析,同时推导出了二阶展开的福利损失函数

以研究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考虑不平等问题,但其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此处相同。
例如 McKayetal(2016)中受到融资约束的个体比例为13%,Kaplanetal(2014)报告的美国hand-to-mouth

家庭占比达到1/3。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债务不仅普遍为正,而且数额普遍较大,多国甚至发生债务危机。
文章匹配了2004年SCF数据库中家庭财富分布的五个矩条件来确定模型参数。具体来说,用流动性资产

与非流动资产在财富分布中的均值、“贫穷的月光族”与“富裕的月光族”所占的比例、净流动资产为负的家庭比例这

五个矩条件(参见Kaplanet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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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中受损。当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候,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只会影响个体的消费

进而影响消费的分布,但不会影响总消费。但是当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的时候,这种重新分配

就会影响总消费支出,这就是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机制。显然,代表性个体忽略了这一

效应。具体来说,货币政策再分配效应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介绍几种典型的渠道。

1.收入异质性与货币政策再分配效应。货币政策会对具有不同收入特征的经济个体产生不同

影响,使有的群体受益而使另外的群体受损从而产生再分配效应。在现实经济中,收入异质性主要

有以下三个维度:从收入水平来看,经济中有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从收入来源来看,有些家庭的收

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有的家庭的收入则主要来源于财产收入;从收入稳定性来看,有些个体失业

风险较大或者收入波动很大,而有些个体工作相当稳定或者收入波动很小。这些异质性都可能使货

币政策产生不同的再分配效应。Auclert(2017)研究认为,宽松性货币政策往往会增加总收入,但不

同家庭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宽松性货币政策通常会使低收入者收入增加更多,即财富从高收入者

向低收入者转移,同时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而宽松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这种再分配渠道

增加总需求。Gornemannetal(2012)通过引入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摩擦概念,研究了货币政策的

再分配效应及其对收入与财富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显著增大了收入与财富分

布不平等,使最富裕的5%群体受益而使最贫穷的5%群体受损。文章认为,货币政策之所以对不同

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主要由于以下三个机制,其中的两个机制是由于收入异质性带来的货币政策

再分配效应:其一,货币政策对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不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金融资产与

利润收益,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低收入群体受损。其二,劳
动收入受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例如在衰退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风险更高。其三,货币

政策对不同种类资产与负债价值的影响不同。与Auclert(2017)有所不同的是,作者考虑了不同种

类的实物资产,例如实物资本、对不同公司的利润索取权等。

2.资产组合异质性与货币政策再分配效应。由于人们的收入特征、风险偏好、参与金融市场的

成本等的不同,所持有的资产组合也各不相同。资产有很多特征,因此资产组合的异质性也有很多

维度。例如,一些个体倾向于持有流动性较高的资产组合,而另一些则倾向于持有流动性较低的资

产组合;一些个体持有大量的房产、物质资本等实物资产,而另一些个体则持有大量的定期存款、债
券等名义资产;一些个体持有的资产收益容易受名义利率波动的影响,而另一些个体持有的资产受

利率的影响很小;一些个体的负债率较高(不一定是净债务人),而另一些个体则很少负债等。货币

政策对不同种类的资产价格有不同影响,因而会在经济个体之间产生再分配效应。显然,由于资产

组合的特征多种多样,这种再分配效应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分析几个典型的维度。
(1)名义资产与实物资产。未预期到的通胀会直接降低名义资产的实际价值而对实物资产的价

值影响较小,因此高通胀会使财富从持有较多名义资产的个体向持有较多实物资产的个体转移,这一

渠道在文献中常被称为“费雪渠道”(Fisherchannel)。Auclert(2017)运用净名义头寸来衡量资产组合容

易受到通胀影响的程度。研究发现,净名义头寸与边际消费倾向呈负相关关系,即净名义头寸越高的

个体,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上升使财富从净名义头寸较高的个体向较低

个体转移,即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个体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个体转移,因而刺激了总需求。
(2)利率敏感性与非敏感性资产组合。资产价格与收益对利率反应的异质性也会引起货币政策

的再分配效应。Auclert(2017)研究了这一机制并用未对冲利率头寸(Unhedgedinterestrateexpo-
sures,UREs)来衡量资产负债表受利率变化的影响程度。未对冲利率头寸是指将要到期的资产与

负债之差。例如持有较多的短期存款的家庭未对冲利率头寸较大,而持有大量长期债券或需要偿付

大量可调整利率的按揭贷款的家庭未对冲利率头寸较小。若未对冲利率头寸为正,利率下降时会受

损;若未对冲利率头寸为负,利率下降时会受益。这是因为,当利率下降时,将要到期的资产无法享

受过去更高的利率,要面临新的较低的利率,而长期资产仍然可以享受较高的利率。同时,若负债将

要到期,就不用再承担比市场更高的利率或者可以理解成能以当前较低的利率重新借债。总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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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下降时,财富会从未对冲利率头寸为正的家庭向未对冲利率头寸为负的家庭转移。文章测算了

未对冲利率头寸与边际消费倾向的相关性,发现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即未对冲利率头寸越多的家庭,
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根据前面的结论,宽松性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率降低会使财富从未对冲利率头寸

较多的家庭向较少的家庭转移,而后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宽松性货币政策增加了总需求从

而刺激了经济。这虽然与传统代表性个体模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降低利率增加了总需求,但机

制却大不相同。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这一刺激是通过相对降低当前消费的价格即跨期替代效应产

生的,跨期替代效应是人们的一种内在偏好,其大小取决于跨期替代弹性的大小。而异质性个体模

型中,这一刺激是通过利率头寸效应使财富发生再分配产生的,这与人们的偏好没有直接关系。这

一再分配渠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即如果两个经济中的资产期限结构不同,货币政策的效应很可

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当经济中资产期限相对较长时,由于利率下降会使长期资产持有者受益,一
般来说,债权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相对于资产期限较短的经济,利率下降倾向于使更多边际消费

倾向更低的个体受益,这会减小利率下降的刺激效应。相反,如果经济中资产期限较短,债务人多持

有短期债务,当利率下降时,他们会以更低的利率借新债还旧债而受益,同时债务人边际消费倾向一

般较高,因此总消费上升更多,货币政策有效性更强。基于这一机制,货币政策的效果会受到政府债

务期限管理以及抵押债务设计(例如抵押贷款利率是否可调节)等的影响。显然,这一政策含义是代

表性个体模型中所没有的。Auclert(2017)的异质性模型还得出了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即紧缩

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应显著强于宽松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异质性模型中,有债权

人和债务人,债务人可能面临借贷约束,利率下降时,人们的收入增多,处于融资约束临界值附近的

个体不再面临约束,他们会储蓄一部分新增的收入,因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当利率上升导致收

入下降时,其面临更紧的融资约束,消费被迫与收入一对一的下降,因而紧缩时的效应更大。
(3)流动性与再分配效应。Luetticke(2015)通过研究家庭资产组合异质性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传

导问题时发现,资产组合异质性使得总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敏感,而投资对货币政策冲

击的反应更不敏感。作者将资产分为可交易资产与不可交易资产,最重要的不可交易资产便是人力

资本,而人力资本经常面临较大的冲击。由于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人力资本冲击不能得到完全保

险,这便会导致可交易资产产生异质性。可交易资产包括流动较强的资产(如债券)和流动性较弱的

资产(如实物资本)。虽然实物资本拥有更高的收益率,但流动性较差。人们持有资产的流动性与非

流动性组合不同会导致消费的边际倾向不同,由于缺乏流动性资产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
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缺乏流动性资产,因而在这种异质性情况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的影响

更大。从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角度看,这一机制与Kaplan(2018)和Auclert(2017)所分析的

相似,都是因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而导致的,所不同的是Luetticke(2015)分析了边际消费倾

向差异的不同情况和产生的不同原因。文章还分析了流动性缺乏的家庭与流动性充足的家庭之间

消费反应的差异,即当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时,流动性缺乏的家庭消费下降,而流动性充足的家

庭消费增加。这是因为,名义利率上升导致实际利率上升时,流动性缺乏的家庭往往处于负债状态,
其收入效应为负,跨期替代效应也引起消费下降,储蓄增加,因此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方向,这必

然导致流动性缺乏的家庭消费下降。而对于流动性充足的家庭,更高的流动资产收益率带来的收入

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消费增加。Luetticke(2015)同时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的影响,发现

异质性资产组合下投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不敏感。这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其一,由于异

质性假设下间接效应更加重要,当利率上升时,消费者会用流动性资产替代非流动性资产,在完全金

融市场中,消费者会增持流动性资产直到两种资产经过代表性消费者随机贴现因子调整后的收益率

相等。而在不完全市场中,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导致当期收入下降,同时收入效应更加重要,流动性最

缺乏的部分消费者会用流动性资产平滑消费,因而资产流动性下降。因此,完全金融市场下投资的

下降幅度更大,即不完全市场中投资反应更不敏感。二是因为异质性假设产生了利率上升时的再分

配渠道,那些流动性富裕的家庭受益,因而流动性最充裕的部分家庭反而增加了投资。这抵消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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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紧缩导致的投资下降,从而使得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不敏感。

3.货币政策的其他再分配效应。除收入异质性与资产组合异质性外,货币政策还可能通过其他

很多渠道产生财富再分配,以后还会不断发现新的再分配机制,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几个文献中已研

究的机制。前文分析异质性带来的再分配机制时都只考虑了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是外生假设的。
同时,以上文章虽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却没有从规范角度考虑最优政策与福利

问题。Bhandarietal(2017)研究了当存在更加丰富的异质性情况下的最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问

题。在现实经济中,人们面临异质性的劳动生产率冲击,持有不同数量的股票和债券,参与金融市场

的程度也不相同,因而收入和财富各不相同,其受到政策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我们考虑两种冲

击———生产率冲击与成本推动冲击。当经济中出现不利的生产率冲击时,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将提

升价格,但存在价格粘性时,提价受到限制。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政府只需

要考虑通胀与产出缺口福利损失的权衡,由于通胀带来的福利损失通常较大,此时的最优政策要求

较小的通胀和较小的劳动税率提升①。而在异质性模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通胀与产出缺口带来的

福利损失,还要考虑收入分配带来的福利损失②。此时,不利的生产率冲击对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

是不同的,政府更加关注那些受到更大损害的个体,因而会动用再分配机制以提高社会福利。未预

期到的通胀可以实现财富从资产更多的个体向资产较少的个体转移,因而在异质性情形下通胀上升

更多。政府还可以通过提升税率并增加定向转移支付来实现再分配,因而异质性模型中税率的上升

幅度更大。Bhandarietal(2017)的数值模拟表明,面对负向生产率冲击,虽然两类模型中最优财政

与货币政策变量都要求通胀与税率上升,但与代表性个体模型相比,异质性模型中政策反应的幅度

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当经济中出现成本推动冲击时,代表性个体模型中的最优货币政策要求利率

上升以抑制通胀,同时降低税率以增加劳动供给从而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来抑制通胀。在异质性模型

中,这样的政策会加剧不平等。与代表性个体模型不同的是,税率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同。低税率

对高生产率个体劳动供给的刺激更多,而对低生产率个体激励较小。同时成本推动冲击使企业价格

加成更大,即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而利润份额增加,而通常情况下,生产率较高的个体也持有较

多的股票。因此,低税率会增加不平等。同时,为了实现从持有较多债券者向较少者再分配,货币政

策会降低利率以提升通胀。这一研究进一步告诉我们,异质性模型使货币政策自身具有了一些新的

传导机制,还使其传导更多依赖于财政政策。因而在研究和预测货币政策效应时,要考虑政策的相

互作用与配合。Ledoit(2011)与Andreietal(2017)还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另一再分配渠道。当央行

作为货币注入源增加货币供给时,新增货币并不会同时到达所有经济个体,而是随着经济交易传递

给各经济个体,这会使距离货币注入源较近的人获益而使距离货币注入源较远的人受损,而当央行

减少货币供给时,正好相反。Wong(2015)研究了货币政策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再分配效应,由
于年轻人往往负债较多,储蓄较少,而且面临着较高的收入风险,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使得老

年人受益,而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而人口老龄化会减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此外,也有一些

研究货币政策再分配机制的其他文献,如Calzoetal(2013),Sterk&Tenreyro(2013)等,这些文献

从其他不同维度研究了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机制。显然,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机制是非常复杂多样的,
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利益转移与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相结合导致了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总量

的实际影响。
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机制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主要央行开

始采用以稳定通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即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政策带来了从90年代初到金

融危机前长达十几年难得的低通胀与经济稳定,这非常符合代表性个体的基本新凯恩斯理论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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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只考虑货币政策时,应对负向生产率冲击的最优政策是提升利率、降低总需求以抑制通胀。同时考虑财政

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最优政策为稍微降低利率同时提升劳动税率。
政府通常希望社会更加平等一些,对于非常富裕的家庭,其福利权重相对较小,因此不平等加剧是一种社会

福利的损失。



测,即经济中的效率损失主要来自通胀成本,而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通胀获得或者接近经济的最

优配置。金融危机后,单一通胀目标的思想开始受到质疑,货币政策的金融稳定功能日益受到人们

的关注,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关注不平等的讨论也越来越

多。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机制为货币政策关注金融稳定与不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撑。货币政策应该关

注金融稳定的观点有很多理由,例如金钱外部性、总需求外部性、非理性、动物精神等,再分配为货币

政策关注金融稳定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在异质性条件下,由于存在再分配效应,金融资产的变化并

不会同等地影响所有家庭的消费,因此金融财富总量的波动会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分布,从而影响

整体福利,造成福利损失。Nistico(2016)在异质性模型中推导出了二阶展开的福利损失函数,包括

产出缺口、通胀以及金融稳定性,清楚地说明了最优货币政策不仅应该关注产出与价格稳定,还应该

关注金融稳定。在再分配机制中,货币政策对不平等和对金融稳定的关注的逻辑是一致的。当然,
不平等本身就是独立的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平等不仅影响短期居民经济福利,还会带来很多其

他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因此受到特别关注。由于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货币政策影响收入、消费

以及财富等的分布,央行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政策对不平等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还可以考虑

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解决不平等问题,例如可以实证测算不同资产特征的家庭的

边际消费倾向及其在利率通胀等发生变化时利益变化的方向和敏感性,以避免政策带来巨大的再分

配效应而恶化不平等。
(三)谨慎性储蓄动机与前瞻性指引

金融危机后,各国利率普遍降低,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成员国、日本等甚至步入零利率

时代,这使得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受到严重限制,无法通过进一步降低名义利率刺激经济。于是,多
国央行开始尝试采用所谓“前瞻性指引”政策,即承诺降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名义利率。在标准的代

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这一政策非常有效,并且其效果随着指引期长度的增加而增强。其

主要机制仍然是实际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渠道,因为承诺未来降低名义利率可以使经济个体产生未

来经济繁荣的预期,从而调高通胀预期,降低当前实际利率。为了直观地说明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

型中前瞻性指引的作用,我们考虑一个外生的货币政策规则(McKayetal,2016):rt=it-Etπt+1=
rn

t+εt,t-j
①。其中,rt 为实际利率,rn

t 为自然利率(价格灵活时的实际利率),εt,t-j为t期发生但t-j
期便知道的冲击,这刻画了承诺未来降低利率的前瞻性指引政策。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均衡由

两个基本方程决定,即动态IS曲线方程(DIS)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方程(NKPC):

xt =Ext+1-σ(it-Etπt+1-rn
t) (DIS)

πt =βEπt+1+κxt (NKPC)

其中,xt 为产出缺口。由DIS得:

xt =-σ∑
∞

j=0
Et(rt+j-rn

t+j)

即产出是未来利率缺口的加和,而这一加和是没有折现的,因此未来实际利率下降的作用并不

会随时间衰减。同时,未来实际利率的下降会导致此前的产出缺口一直增加,从而产生累积效应,因
此前瞻性指引的效力会随着承诺期的增加而增强。

虽然前瞻性指引的巨大作用在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被证明,甚至被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多

个主要国家央行所采用,但其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Carlstrometal(2015)发现在标准的新凯恩斯

主义模型中承诺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名义利率维持在自然利率以下会导致均衡的通胀与产出路径发

散,DelNegroetal(2012)将这一现象称为“前瞻性指引之谜”(theforwardguidancepu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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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指引之谜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代表性个体的假设。McKayetal(2016)构建异质性模

型从理论上研究了前瞻性指引政策的效力,为前瞻性指引之谜提供了一个解释,指出前瞻性指引的

巨大效力以及效力随着指引期增加而增强这一比较反直觉的结论依赖于代表性个体与完全市场的

假设。文章假设家庭户面临个体性的不可完全保险的收入冲击,同时面临借贷约束。经济个体面临

不完全相关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上无法实现完全保险。例如,通常家庭只能选择

非常有限的金融工具,如银行存款、债券等,这些金融工具完全无法满足人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的保险需求,尤其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发达的失业保险机制,即使在发达国家,失业保

险机制也只能为劳动收入风险提供非常有限的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面对很多风

险,人们更是缺乏保障。此时,人们便需要进行所谓“谨慎性储蓄”以预防所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便

是异质性与不完全市场带来的谨慎性储蓄或预防性储蓄动机。文章的数量模拟结果表明,5年后的

降息对当前产出与通胀的刺激效应仅为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预测效果的40%,10年后的降息

对当前产出与通胀的刺激效应几乎为0。这是因为当面临不可保险的收入冲击与借贷约束时,一方

面,由于预期存在未来收入较低的风险,消费平滑的偏好导致消费者进行谨慎性储蓄,这抵消了前瞻

性指引所带来的刺激效应;另一方面,借贷约束也会限制消费者增加当前消费,因为部分消费者面临

借贷约束,虽然愿意消费,却无力消费。这些效应大大限制了前瞻性指引的作用。
显然,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产生的预防性储蓄机制之所以降低前瞻性指引政策的作用,前提条件

是前瞻性指引增加了谨慎性储蓄。但现实中,前瞻性指引也可能减少谨慎性储蓄从而进一步加强货

币政策的作用。Acharya&Dogra(2018)构建了一个可以在一阶近似条件下求出显示解的异质性模

型,研究了不完全市场中的预防性储蓄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为了重点研究异质性

条件下不完全市场中预防性储蓄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章不考虑边际消费倾向的异质性,所有

消费者对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是相等的,但财富并不相等,并且面临不可完全保险的劳动禀赋冲击。
这时,消费者会通过预防性储蓄来弥补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在预防未来风险与跨期选择之间进行

权衡。人们的收入有三个来源:劳动收入、公司利润分红与政府的转移支付,同时收入受到政府劳动

所得税的影响。文章推导出的消费储蓄选择的欧拉方程为:

Yt =Yt+1-1γlnβ
(1+rt)-γμ2

t+1σ2(Yt)
2

其中Yt 表示产出,γ为风险厌恶系数,β为贴现因子,rt 为实际利率,μt+1为边际消费倾向,σ2

(Yt)为收入的方差,衡量收入的风险。γμ
2
t+1σ2(Yt)
2

即为谨慎性储蓄,其表明,谨慎性储蓄动机的大小

与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收入风险成正比,这些都很符合经济学直觉。
对上式对数线性化得:

Ŷt =Θ̂Yt+1-1γ
(it-πt+1)-Λμt+1

其中Ŷt 表示产出对稳态的偏离,it 与πt+1分别为总名义利率与通胀对稳态的对数偏离,μt+1表

示边际消费倾向对稳态的对数偏离,Θ=1-γμ
2

2
dσ2(Y*)

dYt
,Λ=γμ2σ2(Y*)。显然,如果收入风险与收

入正相关,即收入风险是顺周期的,即dσ2(Y*)
dYt

>0,则Θ<1,前瞻性指引在刺激产出的同时也会增加

收入风险,从而增大谨慎性储蓄,降低前瞻性指引的效力。然而,如果收入风险与收入负相关,即收

入风险是逆周期的,即dσ2(Y*)
dYt

<0,则Θ>1,前瞻性指引在刺激产出的同时会减少收入风险,从而减

少谨慎性储蓄,反而增大了前瞻性指引的效力。这说明,不完全市场对于前瞻性指引效力的含义并

不是确定的,而是取决于收入风险的周期性特征。这一结论补充了 McKayetal(2016)的研究。收

入风险的周期性特征不仅受到劳动风险与股利政策的周期性特征等市场内在因素决定,还受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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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等财政政策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在以上分析中,收入风险是外生的,取决于对劳动禀赋冲击的外生假设与税收、转移支付等政

策,没有解释收入风险周期性的原因和决定因素。在现实经济中,收入风险本身就可能受到货币政

策的影响,此时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收入风险的周期性特征。如果收入风险是逆周期的,即经济

衰退时失业风险更大或找工作更难,此时人们就会进行更多的谨慎性储蓄,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

降低总需求,从而使找工作更加困难,收入风险更大,谨慎性储蓄更多,从而总需求进一步减少,形成加

速机制,使货币政策效力加强。如果收入风险是顺周期的,则货币政策效力减弱(Ravn&Sterk,2018)。
不完全市场导致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不仅作为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作

用效果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政策实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前瞻性指引是金

融危机以来已经付诸实践但仍然存在争议的货币政策,而谨慎性储蓄机制则显然深化了我们对前瞻

性指引的认识。
(四)异质性与流动性保险

当前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已经成为货币经济学的主流模型,然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没有显示

引入货币,因为当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时,同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时,
央行调整名义利率与调整货币量具有等价性。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所有人都不存在流动性约束问

题,经济主体只是通过债券以及其他资产进行储蓄,权衡不同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从而决定其资产组

合与消费。然而,货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其独有的特性,即超强的流动性。虽然随着电子技术

的发展,很多资产的流动性也在提高,但以现金与活期存款为主的货币仍然是流动性的主要来源。
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即使是发达国家,仍然有大量的消费者存在流动性约束。不显示包含货币的

模型无法研究流动性问题。考虑流动性问题时,我们假定,消费者面临流动性需求风险,即未来可能

有较大的流动性需求,也可能有较小的流动性需求。文献中有两种刻画流动性风险的经典方法。第

一种方法是假设存在特异性的偏好冲击,即不同消费者面临相互独立的偏好冲击,每一期,家庭户先

进行劳动供给与其他生息资产的投资决策,之后才能观察到这种偏好冲击。因此,消费者面临一定

的流动性风险,即当遇到正向的较大的偏好冲击时,较大的流动性需求只能通过货币满足,因此,消
费者必须持有一定的货币。第二种方法是假设金融市场分割,即消费者每期有一定的概率不能参与

金融市场,此时只能通过持有的货币进行交易,消费者也面临流动性风险,因而需要准备一定的货币

以避免这种风险。显然,这两种方法都是异质性情形。
文一的系列文章(YiWen,2009,2010,2015)运用第一种方法讨论了灵活价格下的流动性与通

货膨胀成本问题。作者假定,消费者是异质性的,他们面临相互独立的偏好冲击,劳动供给与生息资

产购买决策必须在观察到偏好冲击前做出。消费者跨期选择消费序列,一方面消费平滑可以带来福

利增加,如果流动性不足就会限制消费,从而减少消费平滑带来的好处,但是持有货币会损失利息收

益,于是消费者会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均衡条件下,消费者会持有一定的货币。在面临异质性流动

性约束情况下,货币政策出现了新的传导机制,即通过提供流动性而扩大需求。虽然看起来似乎与

同质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推测的货币政策的结论相同,都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总需求,但传导

机制很不相同。代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传导主要通过跨期替代效应,而这里主要通过缓解

流动性约束。前者是跨期替代偏好或者意愿问题,后者是跨期替代能力问题。该机制还能解释货币

流通速度的周期性现象,这在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是无法研究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流通速

度在短期与实际货币余额负相关,而在长期与通货膨胀正相关。较高的货币流通速度表明消费者相

对于消费而言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意愿较低。在长期,当通胀上升时,消费会降低,但货币需求下

降更快,因而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因而在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正相关。
这一机制有不同的政策与福利含义。缓解流动性约束机制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时,暂

时性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进行一次性的货币转移具有很强的需求刺激效应,因为面临流动性约

束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为1。同时,通过信贷市场会大大放大这一效应,因为信贷市场可以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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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一定的利息,降低人们持有流动性的成本。相反,如果货币量持续性的增长则不利于刺激消

费需求,这时,预期通胀会上升,持有货币实际价值会下降,降低了人们进行流动性储蓄的动机。从

福利角度看,这种情况下,最优的货币政策是弗里德曼法则,即名利利率是0,或者说通胀等于负的实

际利率,即通缩。因为当名义利率是0时,持有货币的成本为0,消费者会持有足够多的货币,从而不

存在流动性约束问题。因此,这为通货膨胀成本提供了一个重要解释,即通货膨胀降低了货币政策

的流动性保险功能从而产生福利损失。文一的系列文章测算了通货膨胀的成本,研究发现,在对数

效用情况下,消费者愿意放弃3%~4%的消费以避免0%~10%的通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损

失。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的成本取决于通胀的性质。文一(YiWen,2015)的模型是确定性模

型,研究的是可预期到的通胀的成本。预期到的通胀增加了持有货币的成本,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

保险功能。Chiu& Molico(2010)研究了存在交易摩擦时一次性货币投放下通货膨胀的长期成本问

题。该模型中,货币只有交易功能,即经济中之所以需要货币是因为物物交易是较难实现的。货币

的一次性投放会改善流动性不足个体的流动性,提升社会福利。从通胀角度看,通胀相当于向持有

货币者征税,在异质性条件下,持有较多货币的人会受损更多,因此通胀会使利益从持有较多货币的

人向持有货币较少的人转移,这会缓解整个经济的流动性约束,因此通胀的成本会降低。文章测算

出0%~10%的通胀成本相当于0.62%的美国消费。

Bilbiie&Ragot(2017)采用金融市场分割的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保险机制,并引入价

格粘性研究了其对于最优货币政策的含义。文章假定,家庭户并非一直可以参与金融市场,具体来

说,金融市场参与者每期有一定的概率会变成非参与者,而非参与者也有一定概率变成参与者。参

与者可以自由选择资产组合进行跨期消费储蓄配置,而非参与者只能用货币来平滑消费。同时假

定,参与者可以自由决定劳动供给并获得市场工资,而非参与者只能获得固定的收入,这可以理解为

家务劳动或者失业保险。这一设定是为了刻画出这些非参与者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进行自我保险。
于是,家庭户存在流动性约束风险,因此在能参与金融市场时需要持有一定的货币以备离开金融市

场时平滑消费。与文一系列文章不同的是,他们的模型引入了价格粘性,货币政策同时存在两个传

导机制,即通过实际利率起作用的跨期替代效应机制与流动性提供机制。文章推导出了一个“有货

币的新凯恩斯IS曲线”(下称 MNS曲线):

ct =Etct+1-npγ-1(it-Etπt+1)+μ(1-α)Etπt+1+μ(α-n)xt-μ(1-n)Etxt+1

其中,ct 表示消费相对于稳态百分比变化,xt 表示t期新发行的货币余额,n为稳态时金融市场

参与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p为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γ-1为跨期替代弹性,μ为稳

态时货币与消费之比,α为参与者下期仍为参与者的概率。
而标准的代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中的IS曲线为:

ct =Etct+1-γ-1(it-Etπt+1)

这一 MNS曲线表明,总需求受实际利率、预期通胀与货币量等三个因素的影响。该式与标准的

代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IS曲线相比主要有三个不同之处:其一,货币创造直接影响总需求,
这可以通过 MNS曲线方程右边的最后两项看出。值得注意的是,当期的货币注入会刺激消费,而预

期未来的货币创造则会减少消费,这正说明了上文所述的逻辑。其二,预期通胀会通过两个机制增

加当期需求,一是通过降低实际利率,即上式右边第二项所显示的;二是通过降低未来货币的实际价

值而抑制当期的预防性货币储蓄动机从而刺激消费。其三,与标准代表性个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相

比,实际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下降,这可以通过比较以上 MNS曲线与IS曲线中npγ-1<γ-1看出。
这是因为只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跨期决策由欧拉方程决定,因此受利率跨期替代效应影响,而面临

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则不受利率影响。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也有两个功能,即价格稳定功能与流动性保险功能。前者降低了由于价格

分散带来的相对价格扭曲产生的福利损失,后者降低了由于流动性约束阻碍消费平滑造成的福利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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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文章推导出了严格的二阶展开的福利损失函数,发现流动性保险功能能够带来一阶数量级的福利

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所主张的价格稳定以消除价格分散的好处。
货币政策需要在两种机制产生的作用之间进行权衡,因为跨期替代效应机制下,提高预期通胀

有利于降低实际利率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而在流动性保险机制中,提高预期通胀则会增加持有货币

的成本,削弱货币的流动性保险机制从而抑制消费需求。因此,当两种机制同时存在时,对最优货币

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尤其是通胀的动态特征具有和代表性个体模型以及YiWen模型不同的含

义。从最优货币政策来看,当这两种效应并存时,央行在两种机制之间权衡的均衡结果是对两者进行

兼顾,一方面需要一定的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则要降低通胀发挥流动性保险作用,于是最优通胀率介于

文一模型认为的弗里德曼法则和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认为的价格稳定之间。对于最优通胀率的波

动性,Bilbiie&Ragot(2017)认为央行应该容忍一定的通胀波动而不是过度追求稳定的通胀,这与当前

主流文献中主张价格稳定的看法不同,为通胀率在一定范围内适度波动的做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货币政策的流动性保险机制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该机制为重新

认识“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Drops)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供了理论指导。所

谓“直升机撒钱”政策,是弗里德曼于1969年提出的一种货币政策,即央行向所有家庭户同时提供等

量(或是没有歧视的随机数量)流动性,就如同央行官员开着飞机向全国撒钱一样。从严格意义上

讲,这一政策似乎并不现实,在实践中,往往将向大范围居民提供流动性都看作“直升机撒钱”政策。
在现实中,“直升机撒钱”可以采用各种实施方式,例如政府从央行融资向所有家庭进行税收返还或

转移支付①,欧洲央行2016年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argetedlonger-termrefinancingoperations,

TLTROs)等。流动性保险机制可以为这一政策提供依据。当经济中流动性缺乏时,居民的消费平

滑将会受到限制从而带来福利损失,如果央行能向流动性缺乏的家庭户提供流动性,则可以发挥这

一作用,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则难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还是通过影响利率来发

挥跨期替代效应,其直接影响的往往未必是流动性缺乏的家庭。虽然利率下降也会使流动性更加宽

裕,但所释放的流动性可能被各种需求所吸收,未必能用来平滑消费。另外,公开市场操作更多的是

通过引导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改变其预算约束,以非流动资产替代流动资产而提供流动性,流动性配

置的改变比较滞后,因此在流动性保险方面的效果不如“直升机撒钱”的货币政策。当然,“直升机撒

钱”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其效力,从流动性保险机制的逻辑看,当家庭缺乏流动性以平滑

消费,并且确保实施政策后能真正缓解缺乏流动性的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时才是有效的,如果流动性

的释放只是推高资产价格则政策失效。
从本节以上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考虑异质性使货币政策产生了一些新的传导渠道。这些新的

传导渠道之所以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是没有的,根本上是因为异质性假设打破了代表性个体假设导

致的众多结论。我们通过总结这些理论上的差异来总结本部分的论述,以加深对这些机制产生原因

的认识:第一,在异质性条件下持久收入假说不再成立,收入效应变得更加重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

影响劳动供给、暂时收入等对经济产生实际影响。第二,异质性条件下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货币政

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货币政策影响政府预算约束,进而影响财政政策

并通过财政政策影响经济,这成为重要的政策研究方向。第三,异质性的引入产生了不同的群体,同
时这些群体的收入、消费、资产方面的特征又各不相同,当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时,不同群体并不会受

到同等影响,于是出现了再分配效应。第四,异质性的引入打破了完全市场的假设,由于存在无法对

冲的个体冲击,家庭产生了谨慎性储蓄动机,这本身就是货币政策影响消费者跨期决策的新机制,会
对货币政策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第五,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的异质性使得货币政策产生了除

稳定价格以外的另一重要作用———流动性保险功能,这也成为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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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澳大利亚2009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参见A.Leigh,2012),以及美国的《2008年经济促进法案》(Economic
StimulusActof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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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梳理了近年来通胀和货币政策与收入、消费以及财富分布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证实

了异质性条件对于货币政策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归纳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事实。实证文献表明,通胀

和货币政策冲击都具有显著的再分配效应,会对不平等、消费等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不同的通胀与货

币政策冲击对不平等的影响不同。在梳理实证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关于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出异质性假设下货币政策出现的四个不同于代表性个体模型的

新传导机制,分别为实际利率变动的收入效应机制、再分配机制、谨慎性储蓄机制与流动性保险机制。
从理论角度讨论这些机制的同时,本文还讨论了与这些新机制相关的重要政策问题,例如前瞻性指引、
“直升机撒钱”、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金融稳定和不平等、最优通货膨胀率等。

上文的讨论充分表明,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与福利效果、货币政策

工具与实施等的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为未来货币政策理论以及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研究

提出了非常广阔的方向与众多新的问题。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对未来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一)实证研究我国家庭金融财富组合的特点及其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

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多不同。我国的社会融资总额中,从银行渠道进

行的融资占据主导地位,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相对较少,相应地,我国居民的资产自然也是以存款为

主,债券与股票资产较少。这对于货币政策效应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例如我国货币政策冲击

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与发达国家不同。另外,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增长与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结

构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也发生变化,对此进行研究也

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另外,在高杠杆的经济中,居民家庭的金融财富分布的异质性往往更大,
因而异质性框架可能为货币政策效应与宏观杠杆率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含义。很明显,货币政策可

通过很多渠道在发挥作用,但这些渠道作用的相对大小则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与经

济特征。可以推测,当经济中杠杆较高时,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分化更加明显,此时货币政策的再分配

效应将比较大,可能超过跨期替代效应而成为主要传导机制,这时货币政策对收入与财富分布的影

响可能大于当杠杆率较低的时期。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显然还比较缺乏。
(二)在异质性框架下,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

在代表性个体模型中,由于李嘉图等价往往成立,而且所有家庭户都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因
此财政政策常常是无效的。而在异质性模型中,李嘉图等价不成立,家庭也常常有不同的边际消费

倾向,货币政策的作用常常取决于转移支付(如补贴、养老保险、失业保障等)、税收等再分配政策,因
而研究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重要问题。例如,在研究转移

支付的不同融资方式的影响中,通过提高劳动收入税率为转移支付融资的政策与通过发债融资的政

策,它们的影响是不同的。另外,由于国债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为私人部门广泛持有,研究国债

对于解决流动性以及国债期限结构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三)异质性与货币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

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当然这种不对称性有很多维度,最受关注的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具有不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比扩

张性货币政策作用更大(Cover,1992;Mankiw&Ball,1992;Rhee&Rich,1995;Karras,1996;

Sendsa,2001)。二是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效应具有不对称性(Thoma,1995;Weise,

1999;Garcia&Schaller,2002;Ming&Piger,2005)。异质性模型可以为货币政策的这些非对称

性效应提供新的解释。例如,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经济形势下失业风险是不同的,低技能劳动

力在经济衰退时失业风险比高技能劳动力更大,而经济繁荣时两者并没有明显差异。因此,货币政

策扩张时两类劳动力都会充分就业,而货币紧缩时低技能劳动力失业风险过度增加(Elsbyetal,

2010)。因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抑制效应可能超过扩张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效应。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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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质性条件下,许多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约束放松,流动约束较小的

消费者可能不再面临约束从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消费者流动约束更紧,此
时消费与收入一对一地下降,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抑制效应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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