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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进展*

汤凌霄

内容提要:伴随金融全球化而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最后贷款人日益受到重视。纵观

150年尤其是近20年的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史,学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很有必要进行系统梳理。
首先,本文从金融危机、外汇储备、国际公共产品等三大视角对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性和价值进

行理论阐释。其次,本文选取国际最后贷款人运行机制中的四个关键问题,即主体问题、资源问题、
道德风险问题、贷款条件性问题展开梳理。再次,本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美联储货币互换

两个方面厘清国际最后贷款人有效性实证检验的研究进展。最后,本文在分析这些研究缺陷的基

础上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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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际最后贷款人(InternationalLenderofLastResort,简称ILOLR)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处置

机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而日益受到重视。与以往危机中通常出现一或两类国际最后贷款人

不同,在次贷危机中,全球型、区域型、国家型三种类型的国际最后贷款人悉数登场。全球型的典型

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一度“正在迅速接近破产”(Graeber,2008),现在又成功“回归了”
(BBC,2009);2014年7月金砖五国签署条约,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为区域型国际最后贷款

人新添一员。随着危机愈演愈烈,国家型国际最后贷款人———美联储数次启动央行货币互换,包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对手国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一度增至6000亿美元,危机过后G6缔结

永久性货币互换协议。这些现象为何产生以及如何体现国际最后贷款人存在价值,尤其是对国际

货币体系改革将产生何种深远意义? 它们各自有何优劣和特点? 运行机制及其有效性如何? 如

何改进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稳定功能?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国际最后贷款人理论的科学指

导。对中国而言,拥有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39.95%的投票权,如何主导其运行机制设计便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根据我国2009年以来迅速发展的央行货币互换,有学者明确提出由

于避免IMF条件性贷款及由此产生的污名效应,中国能够成为受欢迎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观点

(Gete,2016;Cecchetti,2014;Landau,2014)。那么,中国将如何权衡大国责任与国家利益? 当前

由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等货币政策流动性收紧效应引起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我国经济进入

“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未来对国际最后贷款人供求均有可能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对国际最后贷

款人理论脉络进行系统梳理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最后贷款人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处置机制,与国内最后贷款人的设置具有逻辑一致性,但

它并非国内最后贷款人在国际上的简单映射。由于缺乏世界性央行及其发行的“无限”国际货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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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生由谁来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主体问题和资源有限问题。而随着国际投资者、受援国政府和

银行等博弈参与者的多元化,相比国内最后贷款人,国际最后贷款人引发的道德风险类型更多、形式

更多样因而也更复杂。与国内最后贷款人背后有政府权威性监管和良好损失分担机制支持不同,国
际最后贷款人背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性政府。因此,复杂化的道德风险难以有效抑制,救助失

败后的损失难以合理分担,这些成为制约国际最后贷款人建立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掣肘。鉴于国际最

后贷款人的特点以及产生的新问题,需要对它进行独立于国内最后贷款人的专门研究。
最早的国际最后贷款人实践可追溯至1695年荷兰人以10%的贴现率兑换拒付票据而援助了刚

成立一年的英格兰银行(金德尔伯格,2007)。我们将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1867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国际最后贷款人概念及其存在价值。1867年舍瓦利耶

提出“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因“不同国家的大银行之间良好的关系和互相援助”而“产生更满意的结

果”观点,这表明国际最后贷款人思想萌芽(金德尔伯格,2007)。该时期杰出代表人物霍特里认为在

银行危机与外汇危机交织的双危机下,国际最后贷款人具有存在意义,并概括出其性质是央行协调

者而非国际货币发行者以及承担外汇风险等特点(Hawtrey,1932)。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
2006年),进一步探讨是否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并从资源和行动力等方面考察IMF等机构能否履

行该职能及其运行规则等问题,一般是附着在国内最后贷款人研究之后进行一个国际拓展。反对国

际最后贷款人的主要有三大学派:自由竞争银行学派从国际最后贷款人引起道德风险的角度质疑其

存在价值;公共选择学派则从国际最后贷款人产生通货膨胀的角度否定其功能意义;货币主义学派

因相信现有非集中的国内最后贷款人已足够防范世界货币或储备总量的紧缩而认为不必创设国际

最后贷款人。但更多的赞成派则认为国际危机传染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远高于救助引起的道德风险

和通胀风险,且他们认为具有高通胀史、发行外币短期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难以成功履行国内

最后贷款人功能。因此,国际最后贷款人存在具有必要性。第三阶段始于2006年末爆发的次贷危

机,对危机中国际最后贷款人行为的反思形成了密集性成果,并呈现出一些特点,在形式与内容上形

成了独立于国内最后贷款人的专门研究;研究的侧重点从挖掘国际最后贷款人存在的理论依据转向

运行机制问题研究;除从微观层次、跨国银行资产负债货币错配等角度补充论证发达国家也需要国

际最后贷款人(Morellietal,2015)以外,对构成其运行机制的关键要素如道德风险、条件性等进行了

深入探讨;开始出现有关货币互换这一“新型”国际最后贷款人的相关文献。

二、国际最后贷款人存在性的理论解释

(一)金融危机视角的解释

无论哪种类型的国际金融危机,均表现为外汇流动性的短缺和紧急需求,而国际最后贷款人就

是通过注入紧急外汇流动性以满足这种需求。否则,为弥补外汇流动性缺口而引起的集体甩卖金融

资产将使其价格暴跌,进而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失业增多、GDP下降等效应。
因此,避免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就是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收益或价值。但是,国际最后贷款人将

产生道德风险等成本,因此,国际最后贷款人提供与否的关键在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道德风险之间

的权衡。一般而言,为抑制道德风险,最后贷款人应救助处于流动性危机而非清偿力危机的机构,因
此,作为国际上的自然延伸,国际最后贷款人存在性依据也源于对流动性或清偿力危机的性质判断。
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基本面”或“道德风险”解释。这种观点是Corsettietal(1999)等在Krugman(1979)国际收

支危机模型基础上提出的,认为一国危机归根于该国银行脆弱性以及政府向国内外投资者所做的隐

性担保而引起的薄弱经济基本面。“基本面”危机观点并未按照国内最后贷款人“不应救助清偿力危

机”的原则推理而轻率否定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性。准确地说,他们认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

性不仅取决于危机的性质,更取决于道德风险的严重程度,故“基本面”观点也被称为“道德风险”观
点。部分学者强调道德风险的严重性,认为基本面恶化情况下提供流动性救助将转化为危机国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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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补贴,引起严重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两类道德风险(MeltzerCommission,2000),因此,应当严格限定

国际最后贷款人干预频率和规模,甚至取缔国际最后贷款人,代之以贬值来缓解危机。另一些学者

则从救助成本的国际分配角度论证道德风险并不严重,如Jeanne&Zettelmeyer(2001)分析IMF贷

款利率和偿付记录、估算最大化的补贴因子后得出结论认为,危机最终由国内纳税人埋单,因而对于

全球纳税人而言,道德风险微不足道;Mussa(2004)进一步指出债权人道德风险很小是因为其损失

远远超过IMF贷款的潜在价值,因此,鉴于抑制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高收益和引起的较少道德风

险的低成本,他们主张提供国际最后贷款人。

2.“恐慌论”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由流动性挤兑或恐慌所驱动。多重瞬时

均衡模型(Modelswithmultipleinstantaneousequilibria)表明,如果基本面不太强,挤兑或恐慌在

“好”国家或“坏”国家都可能发生,与债务国实施政策无关(Zettelmeyer,1999)。由于基本面失衡不

是导致危机的主因,实行全局性的紧缩政策弊大于利,而创建国际最后贷款人将改善国际金融结构,
不仅可以通过切断流动性不足和清偿能力丧失之间的联系、消除挤兑事件中的流动性成本和违约行

为来提高事后效率,还能防患于未然(Sachs,1995)。这与国内最后贷款人救助流动性危机的内在逻

辑具有一致性。

3.“基本面与恐慌的综合论”解释。实际上,基本面观点以坚实的银行脆弱性理论为指导,背后

有大量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撑,但对道德风险严重性的争议使之对是否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这一基本

问题并未给出明确观点;而恐慌论尽管明确提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价值,但恐慌本身并不能很

好地解释危机成因,因而无法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中金融危机成因

既有不良基本面因素,也有挤兑或恐慌因素,两种观点的综合或折中更贴近现实因而具有更强的解

释力。Mody&Saravia(2006)等认为,只要一场危机更接近于恐慌式流动性不足而非缺乏清偿力的

基本面问题,以债务国的政策调整为条件而给予部分救助将产生“催化效应”(catalyticeffect),可以

恢复投资者信心,阻止破坏性挤兑。如果“催化”方法是成功的,就不应该限制IMF救助。Corsetti
etal(2003)在全球博弈模型基础上建立金融危机模型,其贡献在于进一步揭示催化金融的作用机

理,即流动性支持通过扩大良好经济基本面的范围,从而增加愿意展期的投资者数量来阻止流动性

挤兑。而且,国际最后贷款人信息越准确、提供资金越多,则催化作用越强,而当基本面很差时,或者

调整政策不完全可信时,催化作用就不再有效。总之,“综合论”肯定国际最后贷款人抑制金融危机

的功能价值,并指出其功能作用大小取决于信息和救助资源的多寡,这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性

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国际公共产品视角的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将国际最后贷款人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以国际政治经济学霸权稳定论为理论

基础。霸权稳定论源于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3)分析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提出的“要稳

定世界经济,就需要稳定者,一个稳定者”观点,后经吉尔平(R.Gilpin)和克拉斯纳(S.D.Krasner)等
借用结构现实主义方法加以改造,在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性与单极国际权力结

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其核心观点是,相对于一国国内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在无世界政府的国际

体系中,国际最后贷款人或由各国集体合作或由霸权国单独提供。集体合作方式提供则由于成员国

众多、偏好分散、交易成本高昂等原因将产生搭便车行为而面临集体行动困境,而由霸权国单独提供

则能够有效避免落入这一困境。因此,霸权国的存在以及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将主动提供国际最后贷

款人,而其衰落将缩减对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供给。该理论解释了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稳定以及70
年代至90年代美国霸权衰落和国际经济体系动荡。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仍是世界金融霸权国,
却出现IMF救助私有化倾向、频繁发生的地区金融危机得不到有效救助等“有霸而不稳”现象。

为解释“有霸而不稳”现象,后续研究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沿着从国际体系层次、国际最后贷

款人供给能力到国家层次、国际最后贷款人供给意愿的路径展开(Mansfieldetal,2012)。先前文献

仅从国际体系层次、供给能力角度的解释并不充分,后续研究补充国家层次变量、从霸权国对国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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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和自身利益认知角度考察其提供国际最后贷款人意愿,发现正是美国战略从冷战前“国际主义”转
向冷战后“选择性干预”直接导致了IMF救助的私有化。二是沿着国际最后贷款人供给形式变化的

路径展开。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供给条件恶化时,霸权国从基于委托-代理的国际组织形式转换成缔

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形式,以更精细化的有限资源集中服务于霸权利益(Art,2008)。三是沿着从

全球性国际最后贷款人到区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路径展开。全球性国际最后贷款人供给不足以及

区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由于限定被消费范围、形成选择性激励机制、更易克服搭便车行为而产生的

成本优势而导致区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发展。区域霸权国通过“区域霸权效应”能够有效供给区

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而随着区域进一步扩张而增强的“无政府状态效应”使得区域霸权国供给意愿

下降而减少供给。
应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公共物品供给视角研究国际最后贷款人,划分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

层次,提出霸权国概念并使之从众多国家中分离出来,着重分析它对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供给能力、意
愿、形式以及区域性,拓宽了研究视野,对现实具有较强解释力。但由于该视角提供的是将国际最后

贷款人、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环境治理体系、卫生监管机制、跨国技术

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公共物品融合在一起的统一分析框架,该理论的高度抽象性使其忽略了

对金融业本身、对金融脆弱性或危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需求以及金融危机处置制度本质属性的关

注,后续研究应将这些金融因素融入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框架中,以更全面合理地解释国际最后贷

款人。
(三)外汇储备视角的解释

Laudau(2014)、Allen& Moessner(2010)、Aizenman(2014)等少数学者采取外汇储备视角,分
别从分散大量增持外汇储备的弊端逻辑引申出构建国际最后贷款人以减少各国外汇储备持有动机、
节约或替代外汇储备从而降低储备持有成本的观点。Aizenmanetal(2011,2015)从全球资本流动

加剧、流动性需求性质和规模的改变、挤兑可能性呈指数增加、流动性冲击成本巨大等方面详细分析

各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状及其原因。Reinhartetal(2016)和Joyce&Razo-Garcia(2011)等进一

步指出外汇储备的积累对整个经济系统而言成本高昂,这高昂的成本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使一国长

期利率偏离自然利率;突然提取外汇储备造成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混乱;公共部门行为改

变全球资本市场的性质且使其偏离理想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出于自保而积累外汇储备造成了最近的

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危机的第一道防线是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不足时,需要国际最后贷款

人介入,两者是替代关系。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具有内在脆弱性,普遍患有“浮动恐惧症”,加之东南

亚金融危机后对IMF救助的不满,使得它们争相持有外汇储备,鼓励这种做法将使国际收支不平衡

问题更为突出。因此,Laudau(2014)等提出构建国际最后贷款人以节约或替代一国外汇储备的观

点。尽管货币储备的集中将因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银行系统对外负债的相互抵消而节约储备,然而,
即使国际最后贷款人对外汇储备积累的替代或节约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还是需要国际最后贷款

人(Fernández-Arias&Levy-Yeyati,2012)。因此,建立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主要原因或动机是防止

各国对货币危机的脆弱性(Knedlik,2011),而不是为了减少一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成本。该观点

容易误导发展中国家以为依靠国际最后贷款人便可以减少外汇储备持有从而降低其持有成本。实

际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以及发展中国家面对冲击的脆弱性,在当前国际最后贷款人建设远

未如人意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当立足于自身积累充裕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危机。与其说新兴市场

国家出于自保而积累外汇储备造成最近金融危机,莫如说金融危机迫使它们不惜花费巨额代价持有

外汇储备。

三、国际最后贷款人运行机制问题研究

由于缺乏一个出于全球利益而垄断国际货币发行的世界中央银行,国际最后贷款人运行中将出

—321—

汤凌霄: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进展



  2018年第11期

现主体多元化、资源有限性两个基本问题。又由于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性和运行效率取决于金融

危机与道德风险之间的权衡,因此,道德风险以及抑制道德风险的条件性贷款便构成影响国际最后

贷款人运行的关键问题。
(一)救助主体选择问题

鉴于某些国家政府和官僚机构不可信,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将主权国家的关键控制权转移给一个

新的超国家组织。例如,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主张建立一个国际央行来发行国际货币,库珀

(R.N.Cooper)也赞同创建世界货币和世界央行,而艾肯格林(B.Eichengreen)则称它们为“天上掉

馅饼”计划(梯若尔,2003),因为除欧盟外的多数国家将货币发行与控制视为主权象征而不会轻易让

渡(金德尔伯格,2007)。所以,下面着重探讨除国际央行之外的其他观点。

1.以国际清算银行(BIS)为主体。Hawtrey(1932)在强调国际最后贷款人不能通过无限发行自

身债务来应对危机时指出,“也许有一天,BIS会满足国际最后贷款人所需要的条件”。经济信息内

阁委员会提议由BIS发行类似于后来的特别提款权,被称为“国际凭证”的纸黄金来履行该职能

(Howson& Winch,1977),金德尔伯格因BIS比IMF行动快速而称赞该提议“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金德尔伯格,2007)。除行动快速外,后续研究者补充论证BIS具有国际危机管理经验、资源优势、
政治色彩少且不附加条件等优势(Mishkin,2000)。反对者则认为BIS之所以不附加条件,是因为它

背后有IMF的支持,IMF承接了许多BIS在危机中发放的过桥贷款;还有学者指出BIS的成员国不

及IMF广泛、职员人数较少、获取信息能力偏低,因而不宜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反对者最有力的

证据恐怕在于BIS本身乐于充当各国分享信息、协调审慎监管等行动的央行俱乐部,而对自身承担

国际最后贷款人职责并不感兴趣(Fratianni&Pattison,2001)。

2.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体。尽管Schwartz(2002)认为IMF缺乏资源和立即行动能

力而不宜履行国际最后贷款人功能,但Fischer(1999)发现IMF通过将成员国资金转贷给危机国、发
行特别提款权等方式能够克服资源有限缺陷。Obstefeld(2009)也指出IMF通过改革能够增强决策

和立即行动能力,Sachs(1995)等从危机产生的需求与IMF现实运行高度契合的角度阐述了IMF的

主体地位。梅尔泽委员会①提出遵循巴杰特原则②、将IMF从“事实型”转向“法律型”国际最后贷款

人的颇具影响力的倡议(MeltzerCommission,2000)。Jeanne&Zettelmeyer(2001)进一步从事后

施加限制条件、拒绝对拖欠国家再次贷款、大股东施压等方面分析IMF比其他机构更能改善受援

国的偿付能力,激励它们在IMF中良好表现和阻止违约。Goodhart(1999)则从IMF比任何一国

央行具有资本更多、承担损失能力更强、信贷享有更高等级、贷款受损更少等角度论证其主体地

位,同时也指出其缺陷在于世界政府缺位引起的损失分担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尽管2005年前

后对IMF的需求处于历史低点,这导致人们对IMF裁员及其前景的普遍担忧,Graeber(2008)等
甚至宣称“IMF正在迅速接近破产”,但通过应对次贷危机IMF巩固了危机管理者地位而实现“回
归”(BBC,2009)。

3.以国际货币发行国或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央行为主体。Hawtrey(1932)预见“国际最后贷款

人只能由某个外国央行或合作的一组外国央行承担”。金德尔伯格从经济史角度提供自1695年以

来英国与荷兰、法国之间以发放贷款、贴现票据等方式履行国际最后贷款人功能的案例。同时,他指

出20世纪60年代央行货币互换是“国际最后贷款方法之一”,强调货币互换具有无附加条件、限于

G10与瑞士等国而排除频繁违约的拉美国家、以信任而非契约维系等特点。Goldbergetal(2011)进
一步指出霸权国货币互换具有资源无限、行动迅速等优点,指出这些优点与国内最后贷款人的优点

很相似,因而往往能够迅速平息危机。Aizenmanetal(2011)肯定次贷危机中美联储货币互换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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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金融机构咨询委员会,以其主席艾伦·梅尔泽(AllanMeltzer)的名字命名,于1998年11月由美国国会

建立,旨在为美国提供针对IMF、世界银行集团等多边机构的政策建议。
巴杰特认为,为了抑制道德风险,最后贷款人应以优良抵押物、惩罚性利率对有清偿力借款者进行快速自由

放贷。后人将这一经典主张称之为“巴杰特原则”。



了美元融资压力,成为央行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Titze,2016)。Morellietal(2015)的贡献在于分析

并检验何种情况下货币霸权国将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及其对危机国行为的影响,他们所构建的两个

开放经济体面临流动性冲击的三期模型显示,为了平衡霸权国私利与国际最后贷款人公益性,霸权

国往往救助与本国金融系统联系密切而影响本国金融稳定的国家,将使其产生持有低于外汇储备最

优量的事前道德风险。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使学者们怀疑美联储未来提供最后贷款的能力。Gete(2016)通过构

建金融摩擦的双层模型创造性提出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能够发挥国际最后贷款人作用。Cecchetti
(2014)和Landau(2014)等也认为中国货币互换使受援国避免IMF附带的条件和污名而可能成为受

欢迎的国际最后贷款人。

4.以区域应急储备安排为主体。Landau(2014)认为,当且仅当该区域国家面临非对称流动性冲

击时,区域安排有效。而随着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区域内大量投资组合转变的可能性增加,非对称

流动性冲击概率增大,故区域应急储备安排逐渐成为国际最后贷款人主体之一。Haggard(1997)等
从地区公共产品角度进一步分析区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由消费范围被限定、
搭便车行为更易被克服而引起交易费用的降低。Giannini(1999)等对区域性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优劣

展开具体分析,认为其最大优势在于成员国地理相邻使得危机时不作为的社会成本高而减少救助筹

资阻力。另外,成员国数量少、文化联系更深也使得行动更为协调。但是,若成员国欲保留部分国内

经济政策自主权,则偏离国内最优政策行为的结果高度不确定;地理相邻也使得决策者偏重融资而

忽视条件性和政策调整,这无疑将增大道德风险。因此,一个明确的区域霸权国对危机国施加附加

政策条件的救助,这显然有利于控制道德风险。
尽管学术界对国际最后贷款人主体有诸多争论,现实世界中全球型以IMF为代表,国家型以美

联储为代表,区域型包括北美框架协定、欧洲稳定机制、清迈协议、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这些主

体是并存的。目前缺乏对各主体优劣和适用条件的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协调与合

作的深入研究。
(二)救助资源是否有限的问题

资源问题曾被视为创设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首要问题,后来随着“催化金融”的提出其重要性有所

下降。一种观点是“资源无限论”,即将国内央行无限发行货币以遏制恐慌的思想延伸至国际领域,
认为只有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才称其为国际最后贷款人。例如,Knedlik(2011)从货币投机功能出

发,认为若居民与非居民将短期资产转成外币的投机持续存在,则国际最后贷款人需要相当于该国

货币总量的国际储备,危机的国际传染达到“投机可能性极限”时将需要无限资源。资源无限论的理

论基础是多重均衡模型,该模型表明因不能提供充分资金以弥补任何规模融资缺口,部分救助不能

消除自我实现的挤兑,而当救助规模大到能阻止挤兑并消除挤兑下的所有清算成本时救助有效

(Jeanne& Wyplosz2001)。
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资源有限论”。Roubini&Setser(2004)提出有条件的部分救助能

增加私人投资者信心从而产生“催化作用”,因此,国际最后贷款人不必具有无限的资源便能防止危

机。Corsettietal(2003)构建的金融危机模型进一步揭示催化金融的作用机理,即流动性支持通过

扩大良好经济基本面的范围、从而增加愿意展期的投资者数量来阻止流动性挤兑。Jeanne&
Wyplosz(2001)则认为资源最优规模的确定关键在于国内货币当局使用救助的方式,即通过干预外

汇市场的方式需要注入几乎无限量的外币,而通过存款保险或政府担保银行外币负债的方式则仅须

覆盖外币流动性缺口。
“资源有限论”具有更强解释力,理论上“无限”的资源在实践中既不可能,也无必要(Knedlik,

2011)。针对现实中资源不足问题,既有文献提出以下办法:(1)增加资源。金融危机模型显示国际

最后贷款人信息越准确、提供资金越多,则催化作用越强(Corsettietal,2003)。因此,一些G7国家

主张IMF大量增资;要求成员国承诺提供额外的储备金,提议IMF放弃固定的最大数额法而改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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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百分比计算方法;主张借款、创设SDRs等方式补充资源(Fischer,1999)。(2)节约资源。一是相

机决策以节约资源。若一国货币贬值压力太大,则不予贷款而放任其贬值,若货币被贬到一个可管

理的值时则适当贷款以避免再贬值(Hawtrey,1932);应救助合格的国家以及缺乏流动性却有清偿

力的银行,而不应救助基本面弱或执行不稳健银行政策的国家以及无清偿力的银行(Bastidonetal,

2008);应限制IMF救助频率和规模以抑制道德风险和节约资源(MeltzerCommission,2000)。二是

选择干预方式以节约资源。Jeanne& Wyplosz(2001)赞成存款保险或政府担保银行外币负债的方

式,因为这仅须覆盖外币流动性缺口的资源,他们反对需要几乎无限量外币的干预外汇市场方式。
(3)转化资源。Bolton&Skeel(2005)等主张赋权IMF授予新私人贷款以优先地位,从而化私人资

金为公共救助资金,无须增资却达到增资效果。
(三)道德风险问题

尽管有学者以救助资源少、规模小(Nunnenkamp,1999)、债权人损失远远超过贷款价值(Mus-
sa,2004)、救助补贴成分低(Jeanne&Zettelmeyer,2001)等理由否定道德风险显著存在,但仍有许

多学者将道德风险视为核心成本因素与系统性风险相权衡,以决定国际最后贷款人是否需要创设以

及如何有效运行。因此,它成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争论焦点与关键问题(Bastidonetal,2008),究其

实质,它是个实证问题(Dreher,2004)。一般将道德风险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债权人或间接道德风

险,意指外国债券持有人或债权银行因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而使其投资或贷款行为发生扭曲,如
不该投资的投资了,不该贷款的贷款了;另一类是债务国或直接道德风险,意指债务国视救助为应对

不利冲击的收入保险而使其疏于预防甚至故意引起危机(MeltzerCommission,2000)。大量文献对

债权人道德风险进行实证检验,由于它无法被直接观察,而救助可能导致债权人低估风险从而影响

证券价格变动,因此,可以从证券价格变动来检验其存在性。多数检验集中在债券市场的息差变动

上(Haldane&Scheibe,2004),少数检验集中在债券息差对基本面的反应(DellAricciaetal,2002)、
贷款期限结构(Martinez-Vazquezetal,2003)、资本流动性(Kamin,2004)等方面,检验结果大多支持

道德风险假说。当然,也有一些不显著甚至不支持的证据①。另外,还有部分证据来自股票市场,以
股票价格或回报的上升、市值增加为观察值,几乎所有证据显示道德风险存在(Hayo& Kutan,

2005)。
少量文献主要从宏观经济活动或政策角度对债务国道德风险进行检验。以“跨计划期”的持续

时间缩短或者期内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国际储备等宏观经济指标恶化(Evrensel& Kim,2004)为
标准;以IMF可用信贷量是否引起债务国更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Aklin& Kern,2015)、高风险的

固定汇率政策(Bolton&Skeel,2005)或非最优汇率政策(Corsettietal,2003)等为依据;从IMF新

借款安排NAB和补充储备便利SRF工具是否改变债务国求助概率(Gai& Taylor,2004),美联储

货币互换是否引起受援国减持外汇储备行为(Morellietal,2015)等角度予以检验,结果均支持道德

风险假说。
综上,尽管债权人和债务人过度冒险行为不能被直接观察而难于进行实证检验,但始于Zhang

(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该领域成果非常丰富。大多数学者实证结论支持道德风险假说,但结果仍然

具有不确定性。究其原因,实证检验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识别或区分的解释性问题,很难将

IMF干预影响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Lee&Shin,2008)。如债券息差下降既可以视

为道德风险存在的依据,也可能是因为投资者视IMF救助计划为改革的承诺;股票回报率增加可能

是由于IMF干预后基本面改善所造成,也可能是由道德风险引起;跨计划期的宏观经济恶化既可能

是外部冲击导致,也可能表示蕴含道德风险(Dreher,2004)。因此,厘清这些影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

重要任务。第二,内生性问题。在回归中作为外生变量的基本面事实上可能依赖于对IMF资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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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Kamin(2004)以1992年3月-2001年11月间的摩根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息差月变化值为因变

量,采用OLS误差纠正模型计算EMBI的预期值,结果不支持道德风险假说。



获得性的预期,因而可能是内生的。第三,研究的事件窗口期太长而不能将观察到的影响归因于或

主要归因于IMF相关事件,研究中没有充分控制市场条件、基本面变化、得不到某天数据等因素的

影响(Lietal,2015),可能需要进一步考察长期和短期道德风险。第四,现有文献要么研究债权人道

德风险,要么研究债务人道德风险,现实中两者可能同时存在,但两者合并研究可能使证据互相抵消

(Lee&Shin,2008)。比如,IMF更高概率的贷款会增加投资者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债券利差,但
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可能同时增加,这将使得宏观政策变得更糟而增大利差。因此,合并债权人与债

务人道德风险的实证检验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趣问题(Dreher,2004)。
(四)贷款的条件性问题

对国际最后贷款人运行的研究集中在IMF上,而IMF应对道德风险、追求“纠正国际收支失调”
目标时主要采取条件性贷款。IMF在前40年中秉持对借款国“经济中立”教条(Finch,1983),条件

性主要涉及预算赤字削减、限制性货币政策和汇率贬值 (Williamson,1983)等宏观经济领域;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压力和新发展理念兴起,IMF逐渐将条件扩展至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

和金融自由化以及经济去管制化等结构性领域(Babb&Buira,2005)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社会政

策和治理(Babb,2013;Stubbsetal,2016)等政策领域,甚至进入与IMF主业不直接相关的领域

(Stiglitz,2004),批评随之而来。
尽管设置适宜的条件能够抑制道德风险,但条件过分烦琐以及干扰主权就会引起广泛批评。目

前,对条件性的批评集中在两点:(1)条件产生的社会影响。一些文献发现,尽管IMF条件涉及的领

域日益广泛,但对救助效果并无积极影响(Dreher& Walter,2010)。许多实证研究发现,IMF贷款

附加的条件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率、工资和就业保护(Blantonetal,2015)、卫生与健康(Kentikelenis
etal,2014)、贫困与不平等(Oberdabernig,2013)、人类福利和发展(Corniaetal,1987)等方面产生负

面影响。Aziz(2012)等研究表明,由于IMF设置条件时并未充分考虑各国经济地位、商业环境和文

化差异,而一味追求旨在短期内恢复预算盈余的紧缩性政策。这类政策一旦被受援国实施往往引起

顺周期性,反而会长期损害其宏观经济的稳健性。(2)条件的政治性及其风险。研究表明,IMF条件

所涉及的内容和领域已对国家主权和制定政策的自治权形成挑战(Griffiths&Todoulos,2014);政
治联系尤其是美国利益在资金分配和条件制定中起着关键作用(Lietal,2015),同G7的政治相似性

与贷款批准概率正相关(Presbitero&Zazzaro,2012),拥有联合国安理会临时会员资格将得到更宽

松的条件(Dreheretal,2015),这些都将产生救助获取上的不公平。
应对批评引起的IMF改革。通过采取引入“无条件”的灵活信贷安排FCL、取消政府工资总额

限制(Gupta,2015)、设置社会支出下限(Reuters,2014)等措施,IMF以响应式设计和精简条件为受

援国创造政策空间,并宣称“条件性正逐渐适当合理化、公平化、与受援国需求相匹配”(IMF,2012)。
然而,IMF独立评估办公室指出条件仍然“非常复杂详尽,没有明显的决定性条款,通常只有令人生

厌的干扰型条件”(IEO,2007)。Kentikelenisetal(2016)对1985-2014年间IMF向131个国家发

放的4590笔贷款中提取55465个条件的研究表明,危机蔓延使IMF条件减少的趋势发生逆转,条件

尤其是由IMF职员自由裁量的结构性条件的总数和适用范围都在扩大,因此,IMF应对批评的改革

过程仅是“一个伪善不断升级的过程”。

四、国际最后贷款人有效性的检验

现有文献仅对两类国际最后贷款人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国际型的集中在IMF救助、对国

家型的集中在美联储货币互换上,以前者为主,对后者的检验发生在次贷危机后。纵观全球,区域型

国际最后贷款人有北美框架协定 NAFA、欧洲稳定机制 ESM、清迈协议 CMIM、拉美储备基金

FLAR、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欧亚稳定和发展基金EFSD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尚
未发现一篇实证检验其有效性的文献,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有的新近成立,有的虽已成立多年但未实

际救助过,还有的可能规模小、救助能力弱而未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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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IMF救助有效性检验

大量文献从债务国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经济增长角度研究IMF计划的有效性,但不能提供一

个确定的统一答案(Dreher,2006)。主要有三种结论:

1.显著正效应。Kahn(1990)基于69个发展中国家1973-1988年间数据的研究显示,IMF救

助方案对受援国的经常账户业绩、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具有短期和长期的积极影响;当受援国进行

必要政策调整时IMF救助有效(Morris&Shin,2006);IMF计划若显著增加受援国货币贬值概率

时,它会促使短期债权人展期而使计划有效(Dreher& Walter,2010);Zwart(2007)认为时间是关键

变量,当IMF和投资者同时行动时,贷款的负面信号作用必然不存在,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使IMF总

会成功。

2.显著负效应。Bordo&Schwartz(2000)分析1973-1998年间11个拉丁美洲和13个亚洲国

家的年度数据发现,受援国经济获援后更糟糕。Dreher(2006)分析1970-2000年间98个国家数据

也发现总体影响为负,并认为可能是由IMF建议不当或者道德风险所致。Barro&Lee(2005)分析

1975-1999年间130个国家数据后得出类似结论,同时发现IMF决定对哪些国家发放贷款时主要

受政治因素影响。Jorra(2012)基于1975-2008年间57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据表明,IMF
救助显著增加了约1.5%~2%主权违约概率。

3.效应不显著或不确定。Donovan(1982)检验得出1971-1980年间IMF救助方案显著改善受

援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对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影响。Atoyan&Conway(2006)研究表明1993-
2002年间获援的95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短期内并未得到显著改善,但几年后有所提升。

Easterly(2005)研究发现,1980-1999年间IMF和世界银行对阿根廷、科特迪瓦和加纳的56次贷款

没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Corsettietal(2003)进一步指出,IMF没有使各国恢复金融安全和稳定

的令人信服的记录。
从部门角度看,Kutanetal(2012)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IMF相关消息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度

尼西亚的金融部门和实际部门的财富效应,结果显示,IMF援助对两者均有重要影响,且对前者的影

响超过后者;Kutanetal(2016)进一步考察该时期IMF的政策公告对债务国和主要债权国股票、债
券、外汇、银行以及金融公司的影响时发现,这些政策公告通常被视为利好消息,但长时间谈判对债

务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而对债权国则几乎没有影响;Kosmidouetal(2015)同样运用事件研

究法研究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欧盟、欧洲央行与IMF三方援助对雅典股票交易所、银行部门、其
他金融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回报的影响,回归分析显示三方行动对希腊上述部门各公司的系统性风

险均有显著影响,但并未能防止金融危机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
综上,IMF对受援国救助的有效性检验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回归分析法(Dreher,2006)。比较法

主要是对债务国与参照国、债务国受援前后的经济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前者的问题在于很难找到与

债务国经济基础高度相似的参照国,鉴于此,有学者建议根据受援概率选择参照国,但目前尚无充足

的时间和数据来评估该建议的适用性(Lietal,2015);后者的问题在于债务国并非随机选择而是具

有内生性的,经常经历危机的债务国通常使研究更易出现无效的结果(Jorra,2012)。而最近研究中

广泛运用的回归分析法,其有效性取决于对IMF贷款变量的内生性控制。由于检验方法的差异及

其缺陷、使用广泛的跨越多个时间段的样本以及针对债务国经济运行的不同问题,实证检验出现不

一致的结论(Dreheretal,2015)。因此,确定一个适当的研究方法,克服样本选择、内生性等问题以

提高实证检验的可信度仍然是个重大挑战。另外,对IMF各类计划或项目进行分类研究,深入探究

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影响受援国的部门利益和实体经济,以识别具体计划或项目的有效性及其影响

因素也是未来一个研究方向。
(二)对美联储货币互换有效性检验

研究国际最后贷款人有效性仅侧重IMF是不全面的,需要关注美国等国际货币发行国绕过

IMF的救助行为。美国通过外汇稳定基金贷款、双边和多边外国援助、提供过桥贷款或担保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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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救助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墨西哥、巴西等国(Broz,2012)。最值得关注的新型国际最后贷款人

是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向西方发达经济体以及某些新兴经济体提供流动性(Broz,2012)。对央行货

币互换有效性检验集中在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Obstfeldetal(2009)指出,美联储的货币互换增加

了对手国央行市场干预能力,缓解其外汇储备压力,特别是美韩签署的互换协议起到重要的信号作

用,成功地阻止了对韩国外汇储备的挤兑(Aizenman,2010);Rose&Spiegel(2012)的实证研究表

明,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使得那些与美国经贸联系紧密或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国家获益匪浅;Allen
& Moessner(2010)研究显示,美联储提供的货币互换已通过市场检验,在缓解美元流动性和外汇市

场压力方面非常有效(Aizenmanetal,2011),已超越外汇管理传统角色而成为新型危机管理工具

(Titze,2016)。
另一些学者从货币互换影响银行系统的利率与违约概率等角度验证其有效性。如Acharyaet

al(2011)认为高展期风险会转变为高违约风险,因而选择从该角度验证其有效性;Aizenman&Pas-
richa(2010)发现4个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与美联储货币互换后,不仅这4个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其他

新兴市场国家的CDS息差也随之下降;Baba&Packer(2009)的研究表明,美元互换机制既降低了

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和隔夜指数掉期息差水平与波动性,也因避免金融机构对美元资产的恐慌性抛售

而降低了银行间利率的波动性与美元升值压力;Morellietal(2015)采用GARCH模型估算欧元区

42家银行CDS价格以及采用CDS与主权债CDS之间的差异等指标进行检验,得出结论认为美联

储货币互换有助于降低受益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

五、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由国际金融危机驱动的国际最后贷款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融合博弈论、新制度经济

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前沿学科方法,该理论本身只是一些散见于各主流刊物的模

型和假说,目前主要从金融危机、公共物品供给、外汇储备三个角度解释国际最后贷款人存在性及运

行机理,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根据各视角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分析,未来研

究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危机视角。鉴于基本面观点具有坚实的银行脆弱性理论基础,但对

是否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政策启示不确定;而恐慌论尽管明确提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价值,
但恐慌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危机成因,因此,国际最后贷款人理论基础的探索更可能沿着“基本面

与恐慌的综合”思路展开,这也更契合“危机通常由较弱的基本面、不良政策和投机挤兑相互作用而

成”(Corsettietal,2003)的现实世界。比如,超越“将危机解释为瞬时均衡的转化”观点,在模型中加

入宏观经济冲击或基本面因素,使危机在流动性不足到缺乏清偿力范围内任一时点都可能发生,并
进一步刻画特定环境下危机发生及其时间和动态特征;将国际最后贷款人作为世界经济的大型参与

者进入模型,并从其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明确的目标函数等角度刻画不同类型国际最后贷款人特征,
使它们以及国际投资者、危机国政府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模型的内生均衡;进一步研究流动性救助最

佳规模、救助的条件和最佳时机选择;继续探索为什么以及到何种程度“催化金融”才能起作用;国际

最后贷款人的救助对危机国社会福利和政府行为的影响等问题。二是公共物品供给视角。该视角

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划分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提出霸权国概念并使之独立于众多

的一般性国家,着重分析它对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供给能力、意愿、形式以及区域性特点,比纯粹的经

济金融角度对现实似乎更具解释力。但由于它忽略对金融业本身、对金融脆弱性或危机、对国际最

后贷款人的需求因素以及金融危机处置制度本质属性的深度关注而导致该理论缺乏精细度和深度,
因此,后续研究应将这些金融因素融入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框架中,以更全面合理地解释国际最后贷

款人的价值之所在。
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或挑战在于确定一个检验救助有效性、道德风险存在性的适当方法以

提高实证检验的可信度。首先,对IMF救助有效性检验,目前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回归分析法,比较

法的问题在于受援国的内生性以及难以寻找经济基础高度相似的参照国,新流行的回归分析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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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则取决于对IMF贷款变量的内生性控制。这些方法的差异及其缺陷、使用广泛的跨越多个时

间段的样本以及针对债务国经济运行的不同问题而设,导致检验结论莫衷一是。因此,需要沿着克

服样本选择、采用工具变量以控制内生性问题的方向改进研究方法;同时,需要对IMF的各种计划

或项目进行分类研究,深入探究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影响受援国的部门利益和实体经济,以便识别

具体计划或项目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其次,对道德风险存在性检验普遍存在识别或区分的解释

性问题以及内生性问题,未来研究需要在区分IMF干预影响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控制内生

性、充分控制一些重要因素的方向展开,可能需要进一步考察长期和短期道德风险,合并债权人与债

务人的道德风险,尝试区分道德风险的严重程度并进一步探索它们背后的影响因素。
既有文献的缺陷还在于它集中在以IMF为代表的全球型国际最后贷款人的研究上,而忽视对

以美联储货币互换为代表的国家型国际最后贷款人,尤其是对以东亚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应急储

备安排为代表的区域型国际最后贷款人等其他类型的深层次研究。对美联储货币互换,目前已有美

联储在何种条件下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以及对受援国的影响分析,但缺乏国家型国际最后贷款人的

资源与风险特征、目标函数等刻画,也缺乏永久性货币互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外汇储备、金融

稳定等经济影响的研究。而对东亚外汇储备库,既有文献往往从公共产品视角、区域货币合作或一

体化视角予以研究,几乎没有从国际最后贷款人视角研究的文献,而根据其短期资金紧急救助的本

质特征,理应将其纳入国际最后贷款人分析框架,也唯有如此,方能反映其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构

筑的运行机制才能更具有效性。同时,需要在比较分析各类国际最后贷款人利弊优劣及其特征的基

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各主体创造或持有的各层次流动性有效协调并快速配置以满足危机国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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