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Table_MainInfo] 
 

 
           

 

宏观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专题报告 2021 年 07 月 04 日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Info] 《美联储的“不急转弯”》2021.06.27 

《如何跟踪消费？——海通宏观“HTCI”

指标介绍》2021.06.25 

《如何跟踪中国出口？——海通宏观

“HTEXI”指标介绍》2021.06.23 

 

 

[Table_AuthorInfo]  

 

 

 

 

 

 

 

 

分析师:梁中华 

Tel:(021)23219820 

Email:lzh13508@htsec.com 

证书:S0850520120001 

联系人:侯欢 

Tel:(021)23154658 

Email:hh13288@htsec.com 
 

中国的宏观稳定政策工具转型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本报告内容根据张斌先生在海通证券 2021 年中期策略会的发言内容整理，

张斌先生简介如下：张斌，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研究

领域是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

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政策、全球宏观经济等。

目前担任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首席专家，社科基金政策咨询点项

目主持人。曾获得浦山优秀论文奖，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 

 张斌先生在演讲中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宏观稳定

政策工具的转型。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已经从“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

为了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过去政策工具更加依赖财政政策，但同时也推

升了利率，积累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往前看，广义财政发力空间越来越小，

宏观稳定政策工具会越来越倾向于货币信贷政策，这对于利率和资产价格的

表现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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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性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下关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工具的转型问题。 

这些年我们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包括外部环

境的影响、内部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的变化。总的来说，从很多宏观经

济指标来看，我们现在正处于非常突出的一个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政府调控

工具也在发生一些调整。 

我首先定义一下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大概可以分成三类，每一类政策有不同的目标

和工具。第一类政策叫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比如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一些监管政策。

这些政策也可以被叫做总需求管理政策，目标是要把总需求跟总供给保持相对平衡。为

什么要保持相对平衡？因为要实现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包括资本、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进而能够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为什么说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要物价水平上涨得比较温和，能

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资源能充分得到利用、没有浪费。除了这些教科书上经常讲的，

还有特别值得说的一点，就是通过疫情以及历史上大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可以看到，

当经济特别不景气的时候，谁最遭殃？谁最容易丢掉工作？当经济特别不景气的时候，

最先丢掉工作的是低收入群体，最先降薪的也是低收入群体，他们是整个市场上最脆弱

的。 

所以当我们讲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它还有一层在教科书里面不曾提到，但是

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宏观经济稳定对于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

是非常重要的。高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遇到疫情和经济低迷，他们容易扛过去，但

是低收入群体不行，这就是宏观经济稳定为什么得到政府政策高度关注的原因。 

第二类政策是结构改革类政策，比如说土地政策、人口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

这些政策的目的不是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贴近潜在增长速度，它的目的是什么？是通过

提高资源配臵效率、提高生产效率来提升潜在的增长速度，它不是要实现所拥有资源的

充分利用，而是让资源利用效率更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三类政策是再分配政策。它主要涵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分配问题。它

的目标是减少不平等，这类政策也越来越受关注。 

宏观政策有这三大类，每一类又有不同的目标和政策工具，我们今天聚焦讲的第一

点就是宏观稳定政策，这也是跟资本市场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政策工具。 

 

2. 中国经济：由“易热难冷”到“易冷难热” 

我们讲到这些政策的时候，首先要看经济基本面，也就是谈到宏观经济稳定，我们

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我们判断宏观经济是否稳定、衡量经济冷或

者热的时候，最重要的指标不是经济增速的高低，不是经济增速高了就热，经济增速低

了就冷，而是关键在于供求的平衡。在供求平衡的点，它可能是比较高的 GDP 增长速

度，也可能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在美国 3%就算很高了；而在中国 4%-5%反而是低的。衡量经济冷热的温

度计可能不是 GDP 的增长速度，而是物价水平的高低。因为这个更容易反映总供给相

对于总需求是否有所升高。一般意义上讲，如果物价水平太高，就可以说经济偏热；而

物价水平偏低，经济就偏冷。 

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在过去 20 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 21 世纪的前 10 年，

宏观经济稳定面临总的挑战是经济过热。依据覆盖范围比较广的 GDP 的通胀因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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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到 2012 年，平均的 GDP 通胀因子只有 5%，而 2012 年以后是 1.8%。这意味

着之前的经济容易偏热，之后相对偏冷。如果我们再看 PMI，也就是从一个反映经济是

否景气的指数也能够看得清楚。前面一个时期 PMI 达到 52.8%，后面的时期只有 50.5%，

在临界点上波动。可以发现，整个大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经济很多时候

易热难冷，而最近这些年易冷难热。 

看到这个现象之后，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之前是易热难冷，而最近这些年

变成易冷难热？逻辑其实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整个经济体来说，要想经济热、

经济旺，需要有两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我们把它叫做干得好，也可以说生产率提高

很快，但是这只是从供给面分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卖得好。光干的好经济不会

热，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一定很高，经济景气程度也不见得很高，而干得好跟卖得好放在

一块，经济就会容易热。 

由于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所以说经济容易热。为什么干得好

呢？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中国投资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在装备制造、

钢铁、能源、化工行业，中国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高峰期，进入了一个重工业阶段。通

过大量的资本投资带来人均资本的快速提升，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不光中国是

这样，其他发达国家在进入重工业阶段的时候，大量的投资能源、化工、煤炭、钢铁、

装备制造这类重资本行业，生产效率都在大幅、快速提升。因为通过大量的资本积累可

以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但只有效率提升还不够，必须还要有需求扩张。生产出来了很多

的东西，要卖得出去，价值才能够实现出来。 

怎么才能够卖得好、实现需求扩张呢？需求最直观的是要有购买力，那么怎么才能

有购买力？对于我们个人以及企业来说，购买力就意味着钱包里的钱更多了，我们账户

上的钱更多了，这钱从哪来？对于个人，干的好可能钱是老板发给我。对于企业，干的

好是从客户那里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都来自转账。你的钱多了同时意味着别

人的钱少了，哪怕效率再高，干得再好，只是把别人的钱转给你，并不增加全社会总购

买力。那怎么才能够增加全社会总购买力？这时宏观经济学家最需要看一个指标——信

贷，因为新增信贷会增加全社会新的购买力。举个简单例子，我去银行贷款 500 万买了

套房子，当拿到 500 万贷款的时候，我就多了 500 万的存款。我把这 500 万的存款给一

个开发商，开发商又把其中 300 万给了政府去买地，把 100 万给了上下游关联企业，还

用了 100 万去发工资，那么全社会就多了 500 万储备，所以要看信贷。 

在干的好的过程中，那些资本密集型行业，比如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行业，

他们资本积累的效率在提升。这些企业在做重资本行业时需要大量的贷款，而在创造大

量贷款的同时，也创造了全社会大量的购买力。所以当看到这些行业突飞猛进的时候，

不光是全社会的效率提升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信贷和全社会的购买力，需求同时也

在提升。所以可以看到生产端和需求端都很旺。此外，在这个过程中还赶上了一点，就

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外需也很旺。可以看出，之前经济之所以容易过热，是因为需求和信

贷创造购买力非常快。 

但是到了 2012 年之后，这些情况就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一方面，生产力提升速度

放慢，这是为什么？过去可以通过大量的资本积累、购买大量的设备以及大量的投资来

实现人均资本的提高，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但是最近这些年不行了，因为这些资本密集

型行业都过了发展高峰期。那么我们目前的经济需要什么？现在支撑经济增长更多的不

是靠资本积累，也不是靠简单劳动力的积累。现在一个行业要想发展必须要创新和升级，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而创新和升级背后依托的是什么？不是资本、普通劳动力，

而是专业知识、技术和大量的信息，这些东西汇在一起是人力资本。然而，人力资本不

可能像物质资本积累那么快，它的积累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最

近这些年以及未来的时间里，中国整个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会放慢，这也是到了这个增

长阶段之后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以上是我们的生产端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需求端。我们刚才讲全社会新增购买力的增长要看信贷。但是现

在我们面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过去那些信贷大户基本上都不贷什么款，银行也不愿意

贷款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重资本密集型行业都过了发展高峰期。对于整个制造业而

言，过去它是我们信贷增长里面最强有力的一个推动力量，但最近这些年制造业里面新

增信贷非常少，新增投资也比较少。由于现在制造业总体慢慢进入了一个饱和期，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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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再做贷款，因此整个市场内生的一个信贷增长力量在大幅度减缓。当企业贷款变少、

全社会的信贷变少时，企业的信贷需求下降，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行业

的问题，全社会的购买力都会出现问题。 

总体来讲，从这些年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看，我们进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在

这个过程中，市场内生的投资和信贷需求会下降，总需求的扩张也会放慢。与此同时，

整个外需相对于金融危机前也是不景气的，内需和外需都偏弱容易带来需求结构的问

题，使得经济偏冷。  

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存在，可以说中国刚刚进入这个阶段，而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面

临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到了依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同时还面临很严

重的老龄化问题，这使得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如果看发达国家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真

实利率，可以发现现在都到了负回报的水平。由于资本回报率低，市场自然就没有信贷

扩张的力量，除了消费部门、战略部门还有消费信贷，企业基本上没有信贷，因为他们

不愿意扩张和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信贷的增长力量偏弱，需求就偏弱，从而价格就低，

这使得资本回报率进一步受到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 

 

3. 需求不足：发达国家如何应对？ 

我们刚才讲的是大环境的变化，整个经济环境从产业上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型，也就

是从制造转向服务。从宏观运行的特征上看，进入了一个易冷难热的阶段。不仅中国是

这样，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简单来讲，宏观经济稳定政策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

什么？那就是需求不足。 

我们先讲一下发达国家怎么去应对需求不足问题。总的来看，发达国家面对需求不

足时，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把利率降到零，甚至把利率降成负的。尽管他们也有财政扩

张，但是财政扩张比较困难，特别是在疫情之前是不太容易做的，而疫情之后发生了很

大变化。所以，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转型。 

货币政策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刺激需求增加呢？通过低利率刺激消费的增加。可以思

考一个例子，如果说现在利率为 100%，大家可能不太愿意消费，因为这个钱如果存着

不消费，明天就有双倍的回报；但如果利率不是 100%，而只是零利率或者 1% 的利率，

那就无所谓了。因为如果今天消费，对明天来讲牺牲并不多，机会成本并不高。 

货币政策主要是刺激消费，同时也会降低投资成本，借钱不还钱，利息成本非常低，

这样的话对投资有帮助。同时从存量角度去看，利率非常低的话，负债成本是很低的。

此外，利率非常低也意味着资产的估值会非常高，无论持有的股票也好，房地产也罢，

他们估值会更高，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资产定价模式。  

所以总体而言，宽松货币政策其实就是在补贴消费和投资，通过把私人部门资产负

债表的负债方压得更低一点，资产方做得更大一点，进而刺激需求增加。这种货币政策

发挥作用的机制，总的来说就是通过私人部门发力去提升需求。 

通过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我们经常讲发达国家做得不好，但其实如果分国家去看，

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做得最彻底，它的资产价格上涨很多，广义信贷增长情况也还好。

总体来说，美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就业目标和物价稳定目标，走出了通缩和需

求低迷，因此美国实现了政策目标。可以看到，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美国劳动力

市场也在逐渐改善，物价水平从低到高，慢慢恢复到温和水平，整个经济景气程度有所

提升。 

而欧元区犯过一次错误，在 2011 年的时候经济有通胀压力，房价有上涨的压力，

货币政策就收紧了一次，之后没想到经济大幅度下滑，欧元区又重新回到零利率，最后

也慢慢接近了目标。而日本也在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实现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长的

一轮经济扩张，这是安倍经济学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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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很多人会担心，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会带来大水漫灌，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带

来收入分配的恶化，进而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回看宏观经济数据，

并非如此。首先，货币政策带来大水漫灌了吗？没有。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在

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并没有让全社会的广义货币有更快的增长。之所以要实施宽松

货币政策，是因为市场的这些企业不愿意贷款，不愿意增加信贷，那么全社会的信贷是

收缩的，全社会的广义货币是收缩的，而宽松货币政策无非是要抵消一下这种市场下行

的力量，但是它没有充分抵消。即便是广义货币政策很宽松，利率很低，但是商业银行

拿了很多钱还是不愿意放贷款，因为没有人愿意要。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加总的结果之

后，广义货币数量并没有逐步提高，其实反而是下降的。它并没有什么大水漫灌的问题，

因为借的钱根本就不多，既然钱根本就不多，所以说会有很严重的通胀么？没有。宽松

货币政策搞了那么多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的通胀水平都不高。 

其次，很多人还会担心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会有资产价格泡沫，这个确实是需要担

忧的问题。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利率低的时候，资产价格会处于高度的不稳定。

然而是不是泡沫很难判定，因为一个很低的利率，本身就对应着一个比较高的资产估值，

那它是不是泡沫其实很难判断。但是我们可以往坏处想一点，假设它就是一个泡沫，而

我们要做的是评估泡沫破了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没有太大的伤害。 

这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大量的举债、借钱去买

资产，然后形成资产价格的高涨。如果是这种情况，通过大量的借债、大量的应用杠杆

支撑了资产价格上涨，一旦这个资产价格下来了之后，不仅是投资人出现了问题，因为

他大量的借债，金融机构也会被拖下去，而一旦金融机构也被拖下水，整个实体经济部

门也要被拖下水，这对经济来说就是非常巨大的伤害，这是一种资产价值泡沫破灭带来

的伤害。2008 年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的，居民大量借债，然后买房子。 

另一种情况是，一种资产价格泡沫即便破了，其实问题也不大，这是什么泡沫？在

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并没有大量的运用杠杆，也没有大量举债，只是说大家现在没有

好的投资机会，不得已放在这，因为利率太低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资产泡沫破了之

后，投资者受到损失，但是金融机构没影响，对实体经济部门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资

产价格跌了就跌了，没什么大的影响。 

美国这一轮是怎么样呢？可以看到美国去年有了熔断，那么大的、剧烈的美股价格

下跌，跌完之后也就跌完了，金融部门整个没事，实体经济部门没事，居民部门也没事。

所以即便是一个资产价格泡沫，它跌完了之后，其实对实体经济伤害也没那么大。 

最后，宽松货币政策在实现就业目标、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方面发挥了非常大

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收入分配。在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大家看到什么？是富

人的资产价格、持有股票、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大幅上升。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另外一面，

当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创造了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

入有非常明显的增长，就业机会有明显的提高。从 90 年代到今天，几乎所有研究货币

政策跟收入分配关系的专家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宽松货币能改善收入分配。比如，原

来你是一个 1000 万的富翁，现在又增加了 100 万。而我原来是一个穷人，一年只有 1

万块钱的收入，现在增加了 2000 块，虽然我的 2000 块相对于你的 100 万来说增加较

少，看起来富人增加的钱更多，但是如果从比例关系上看，穷人的增长幅度是比富人更

大。 

正是因为前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有这么多的实践，不管是对通胀也好，对资产价格泡

沫也好，对收入分配也好，对这些东西考量了之后，才可以看到为什么发达国家那么坚

定的去做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发达国家有一个问题在于，即使宽松货币政策基本上做到

了极致，把利率降到零了还是不够，这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财政政策。但过去依靠财

政一直做不到，因为政治上比较困难，但是有了疫情之后，通过财政出钱支持低收入群

体，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也没有办法反对。不光美国是这样，其实欧洲的财政扩

张力度也不小，只是欧洲比较间接，更多是通过一些政府担保的方式。 

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发达国家的需求开始慢慢上涨，物价水平也在抬升。对于这个物

价水平，我们总觉得通货膨胀是贬义的，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有一定的通货膨胀是他

们想了 10 多年都没想到的事，想要而得不到的事。因为价格上涨了之后，对整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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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盈利、资本开支都会形成一定的支持。 

 

4. 中国宏观稳定政策工具的转型 

回看中国，我们的总需求管理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尽管同样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

但是选择不一样。在讲政策选择之前，我们先看下政府宏观稳定政策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财政政策，它属于预算内公共支出；二是广义财政政策，这不纳入政府的预算，但

其实还是政府主导，典型的就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不纳入预算的举债；三是货币信贷

政策。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需求不足的时候，可以看到过去基本上宏观稳定类政策主

要围绕三个目标：一是保增长；二是稳房价；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中国讲系统

性金融风险，最主要还是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为他们体量足够大，自身的现金流

情况并不好，很多是要靠借新还旧才能维持下去，而且跟金融机构联系特别紧密。 

在三点选择中，对于第一个选择，政府要保增长就不能让需求太低迷，而采取的手

段是什么？我们不是像发达国家用货币信贷，货币信贷只是辅助的，而是依靠广义财政

扩张，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扩张带来信贷的增长、需求的增长，而不靠货币信贷政

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担心如果靠货币信贷的话会刺激房价上涨，所以不用货币信贷

政策。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从好的一面来讲，地方财政只要大幅扩张，对总需求

的刺激效果短期内立竿见影；但问题在于政府的隐性债务大幅增加，系统性风险将会提

升。 

还有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资本市场，就是发达国家是将货币政策推行到底，而

财政不怎么动，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利率很低。但中国不是，中国的货币不怎么动而让

财政去动，利率没怎么往下调，但是广义财政支出扩张会让利率中枢进一步上行。所以

说中国比较奇特，在过去 10 多年的大型经济体里，国外经济体的真实利率都是往下走，

只有中国例外，真实利率反而往上走。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更强么？需求更强么？其实不

是，这跟我们政策的工具选择有关系。 

我们靠的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然而财政政策是使利率往上涨的，一旦利

率往上涨，可以想象资本市场中股票的估值就不可能高，因为真实利率是在高位的。这

也是过去很多年我们资本市场中股票指数上没有怎么涨的原因。发达国家尽管经济也不

太好，但是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它的股票市场是涨的，但中国不是。尽管各国都采

用自己的政策，由于政策工具选择都不一样，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差异很大。而这个以财

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工具，可以说是 2010 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我们做出的

选择。 

第二个选项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我们当然也要保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地方融资平

台债务扩张太多了，那么防范系统性风险靠什么政策手段？就要靠利率，靠货币政策手

段，而不能靠广义财政扩张。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在用呢？其实去年疫情期间用的就是这

个政策，去年广义政府支出增长速度非常低，赤字的上升幅度非常小，财政总的来说是

不积极的。虽然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要看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其实是很低的，

不像别的国家在疫情发生之后，政府的预算财政支出大幅度提高。我国在疫情期间是依

靠去年上半年信贷的增长、货币条件的放松。当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资产价格也会

形成支撑。为什么去年会有牛市出来？因为钱多了，利率相对来说低了。 

还有一个选择是既不能让房价涨，也不能让资产价格涨，同时又碰到系统性风险的

情况下，只能是影响需求，影响增长，影响就业。 

接下来回到正题，我们现在的政策工具开始发生调整，因为宏观环境在发生变化。

现在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尽管不同口径下估算出的结果不一样，但是不管是谁估计，

这个数都是非常大的。在几十万亿量级的地方隐性债务中，很多债务是还不了钱的，现

金流是比较差的。地方隐性债务问题已经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也引起了政府的高

度重视，政府这两年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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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再让地方政府大幅度财政扩张已经走不通。我们过去最倚重

的一个刺激需求增长的政策工具到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已经用不了。这是预算外的财政，

那能依靠预算内财政吗？这就更不大可能了。我们每年都是 2%~3%或者 3%~4%，想要

大幅度扩张，如果说扩张 1~2 个点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扩张多了，从我们现在决策程序

上来讲不大可能，所以依靠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增长来保需求也不太可能。 

还有一点是现在的利息负担非常大，中国大概有 260 万亿的债务，每年的利息负担

对企业和金融部门都是非常大的，而且部分地区的债务风险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如

果说需求不足怎么办？接下来主要靠什么？靠货币政策，靠货币信贷工具。这意味着我

们的市场流动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相对会比较友好。 

同时，能不能依靠货币政策还有跟我们的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关系。如果说汇率一直

卡的很紧，为了一个固定的汇率水平而保汇率，那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比较低，利率

没法根据货币需要灵活调整。好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汇率市场化程度提升了，

这给货币信贷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倒不认为央行马上会降息，我觉得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由于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需求在下降，过去支持信贷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是地方融资

平台，现在他们的需求已经被管住，这样整个实体面资金需求是在下降，继而信贷资金

需求下降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供给哪怕不动，需求减少了之后利率也会下降，而央行做

的无非就是顺水推舟，既然市场需求低了，银行间成交的利率也会降低，央行就顺着慢

慢低一点，跟着利率就下去了。 

有些人会担心，如果更多的依靠货币政策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当下可能很多

人提到通货膨胀。我们可以观察现在的物价水平指标 CPI，这是包括的商品服务类别最

多的指标，比 PPI 覆盖的商品服务要多得多。跟疫情前 2019 年 12 月相比，现在 CPI

累计涨幅大概在 1.1~1.2 个百分点，并且核心 CPI 差不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能说中国

有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不是说几个大宗商品价格涨一下就能判定。当然不同类型的产

品价格不一样，其中猪肉价格经历了很大的涨跌。然而，我们很多终端的制造业商品，

尤其是下游的很多商品价格还在下降，再比如高端的服务价格涨了很多，但是现在中低

端的服务价格比较差。所以对于总的 CPI 这块我不认为有什么通胀问题，当然有一些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对 PPI 可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但是这不光是需求端的问题，它跟供

给端也有很大的联系，跟最近的环保政策等很多方面的政策都有关系。 

当政策工具转换了之后，经济不依赖那么多广义财政扩张而转向私人部门的信贷增

长，也就是要通过低利率促进私人部门的信贷增长的话，首先要明白一点，全社会的广

义货币增长未必会比过去更快。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这么多年，利率降到了那么低，

但 M2、M3 增长却不多。怎么才会增长的多呢？政府在不考虑利率和成本的情况下大量

借钱才会让信贷更多。实现同样的 GDP 增长，如果认为私人部门的债务扩张更有效率

的话，其实所需要的债务增长、M2 增长反而是低的。因此，通过这种政策工具转型，

全社会的社融增量、M2 增量未必会比过去更高。 

还有一点问题是什么呢？即便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

的房价上涨，是不是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政策？近期房价上涨主要是集中在北京等几个一

线城市，而宏观经济政策是全国性的，不可能被两三个城市的房价所绑架。这几个城市

的房价确实有问题，但是对于这几个城市应该采取局部的政策措施，而不应该去绑架全

中国的宏观政策，而且我认为未来房价上涨的情况也会有所变化。 

关于结构转型、政策工具转型，简单总结就是：广义财政发力空间越来越小，宏观

稳定政策工具会越来越倾向于货币信贷政策。拉长时间看，利率的中枢可能会随着经济

增长中枢和资本回报率中枢的回落而持续下行，在这个过程中资产价格可能会表现的反

而好一点，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也会好一点。这种政策转型不仅是总需求政策

工具这种管理工具的转型，同时也会带来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比较而言，我觉

得这也是对过去政策工具的修正，而且我相信这种调整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更有利

的。 

本报告内容根据张斌先生在海通证券 2021 年中期策略会的发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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