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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利率上调及独国经济对策选择
郑璋鑫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３）

摘要

美元利率连续调整，将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产生影响。为适应美元利率的调整，

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弊大于利，因此，我们的最佳选择是
相应地逐步上调人民币利率。
关键词汇率；利率；经济对策
近期．美联储在其货币政策会议上，将利率提高

但是由于在金融市场上有较多的投资者，他们

０．２５个百分点。这已是美联储自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

都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因此，如果在１＋ｉ＜ｆ－（１“’时，

以来连续第三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已提高为

众多投资者都将资金投入外国金融市场，这必然会

１．７５％。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将逐步取消低利

导致即期外汇市场上外国货币需求上升，从而使本

率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并将“逐步有序”地

币即期贬值（ｅ增大），远期升值（ｆ减小），投资外国

提高利率．他在国会作证说，在经历了夏季的暂时减

金融市场的收益率下降，只有当两种投资方式的收

缓后，美国经济已重新获得一些推动力。虽然我国为

益率相同时，市场才处于均衡状态，即Ｊ＋ｉ－一（１＋ｉ’，

应对美元利率上调也相应上调了国内美元存款利

整理可得生＝墨。
ｅ

率．但是国内人民币一年期基准利率和汇率还保持
不变．从而就有可能出现人民币汇率不均衡，带来人
民币贬值的问题．必然加大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

ｌ＋ｌ

如果以Ｐ代表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之间的升
（贴）水率，则

值的压力。当前，如何调整汇率、利率政策就成为一

ｐ２了２—萨２ Ｔ了，蚓’ｑ。１。１，
ｐ＝了ｆ．－ｅ＝等紫＝吾卿ｐ＋Ｐ。鞘，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分析均衡汇率的决定以及利率

由于Ｐ·ｉ＋的数值极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ｐ＝

上调可能带来的影响．比较我国应对美元利率上调

ｉ—ｉ８。

可以采用的两种政策（即汇率、利率政策）的效果，则
是正确决策的关键。
一、均衡汇率的决定和美元利率上调的影响

值；若本国与外国利差缩小，则本币远期升值。也就

１．均衡汇率的决定

是说，汇率的变动会抵消两国间的利率差异，使金融

根据汇率的利率平价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ｒａｔｅ

这就是说汇率的远期升（贴）水率等于两国货币
利率之差。若本国与外国利差扩大，则本币远期贬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Ｐａｒｉｔｙ）。设本国金融市场上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２．美元利率上调的影响

ｉ，外国金融市场上利率为ｉ＋，即期的汇率为ｅ，远期

我们可以从利率平价公式中得知，美元利率的

汇率为ｆ，那么ｌ单位本国货币的投资选择就有如

上调使得美元相对升值，从而也就破坏了两国汇率

下的三种形式：

均衡的实现条件。若要实现两国汇率均衡，则另一国

（１）若１＋ｉ＞ｆ－（１＋ｉ１，则投资于本国金融市场；

的利率或汇率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便实现外汇

（２）若１“＜ｆ－（１＋１３，则投资于外国金融市场；

市场的均衡状态。这种调整我们可以借助图１来分

（３）若１＋ｉ＿ｅ一（１＋ｉ１，则投资于两国金融市场均可。

析利率或汇率是如何作出调整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作者简介：郑璋鑫，硕士，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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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均衡汇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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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不可能增加．国内需求也难以被拉动。第二，

所示．美元

由于进口商品的替代性，人民币升值后国内需求必

投资的收益

然降低，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失业率将进一步上

率曲线１和

升，社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加。第三，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存款

后，国际游资（热钱）必然大量涌入，我们必须投入大

的预期收益

量的基础货币，这必然会导致经济过热，而且，人民

曲线Ｉ的交

币升值后必然会引来大量的投机资本。这些资本捞

美元表示）点为ｏ，决定
了两国均衡

一把就跑，会造成汇率的剧烈波动，对经济的发展非
常不利，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提醒我们保持币值稳

的汇率水平为Ｅ‰彻。若美元利率从１上调到２，即

定的重要性。第四，人民币升值后，国有资产必然会

美元存款的收益曲线向右移动．美元对人民币的汇

被高估，其中的劣质部分将更难处理，我国大量不良

率水平若保持原来的汇率水平不变，则美元存款的

资产的处理将变得更难，深受不良贷款之累的银行

收益要高于人民币存款收益，两者的差额促使美元

经营也将更加困难。第五，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使

相对于人民币升值到Ｅ８脚，也就是说人民币相对于

得我国货币政策失灵。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人民

美元贬值，从而达到均衡点ａ点，实现新的均衡。从

币的利率降低，最终导致零利率，货币政策失效。由

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减轻人民币币值被贬低而

于当前我国的利率已经很低了，因此降低利率的危

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可考虑使人民币在一定幅度

险性更值得关注。此外，如果人民币现在升值．还将

内升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上调人民币存款的利

影响到中国对外资的吸引。“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

率．因为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调．必然使得人民币存

如果人民币现在升值，将对中国吸引外资造成很大

款的预期收益曲线Ｉ向右上移动至Ｊ．从而在ｂ点实

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将至少因此下降２～３个百分

现新的均衡，同时，保持两国的汇率水平不变。

点。

二、调整汇率。使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不可行

显然，调整汇率，使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不可

从以上理论分析可知，当美元利率上调时，为保

行！因此，无论是官方机构、经济组织还是经济学者

持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减轻人民币

均不主张我国人民币升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

币值被贬低而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考虑的选择之

川表示，人民币币值稳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

一便是促使人民币升值。

切相关．因此要不断增强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

当然，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有着一

性和科学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首席经济专

定的积极意义，如有利于中国进口：原材料进口依赖

家罗戈夫也表示．ＩＭＦ不会支持要求中国放手让人

型厂商成本下降：有利于人才出国和培训：我国外债

民币升值的做法．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其他国家面

还本付息压力减轻；中国资产出卖更合算；中国

临风险。对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

ＧＤＰ国际地位提高，中国百姓国际购买力增强等

“主动应对、稳中求变”的建议。专家们认为，在目前

等。据此，有些人认为强势人民币时代已来临，现在

强劲的汇率升值预期下，任何有可能导致升值的操

是人民币汇率浮动最佳时机。中国社科院经济与政

作都是危险的．而政府坚持汇率稳定、延缓升值的做

治研究所张明博士表示：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和２００５年

法是明智的，等到升值预期消除以后再来讨论这个

上半年，应是我国调整汇率水平的最佳时机。

问题才是上策。

问题是，如果人民币在目前的外部压力下马上

三、相应地逐步上调人民币利率，是理想选择

升值．那么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的积极意义相

既然当前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那么面对美元

对于其消极影响而言将是微不足道的。人民币升值

利率上调．相应上调人民币存款利率成为首选的应

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

对之策。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

后，企业出口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会相应提高，

斯·莫利说：“利率的高低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

他建议中国可以采取多次、小规模加息的方式。该行

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而人

９月２０日发布的｛２００４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报告

民币又升值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空间必然被压缩，出

中。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四个建议，排在第

口厂商的积极性下降。工人的工资不可能上涨，人们

一位的就是提高利率。可见人民币利率的上调，对于

一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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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超过国际公认的０．４的警戒线，在０．４５左右⑧，

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非同小可。
１．人民币利率上调，有利于防止国内资本大量
外流，同时对外资保持足够吸引

因此。可以说．利率上调在我国发生的主要是收入效
应，即高收入阶层会将较多的储蓄转向当前消费，这

为了防止国内资本外流。同时对外资保持足够

的吸引，人民币兑美元利率必须保持一定的利差。然

样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从而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扩大内需。

而。随着美联储连续三次上调美元利率，这种利差正

关于利率变动与居民储蓄变动之间的相关关

在缩小。中国目前的基准利率即人民币一年期定期

系，很多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李焰（１９９９）认为自

存款利率为税前１．９８％．美联储三次加息后，美元一

１９７８年以来，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有微弱

年期的基准利率达到１．７５％．两国间的基准利率已

的负效应④：王国松（２００１）运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

经相当接近，而且，美国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年底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率与利率之间的相关性进

前会再度加息。如果美元利率继续上升直至高于人

行了单变量线性回归检验。发现中国居民储蓄存款

民币利率，就有可能导致国际投资流向逆转，甚至导

余额的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水平变动存在显著的负相

致国内资本大量外流。根据国内外的研究估计。改革

关⑤。下面我们利用ＳＰＳＳ经济计量软件来对我国

开放以来，我国累计的资金外流约为８００～１ ０００亿

１９８２－－１９９６年利率变动与储蓄存款余额变动作回

美元，近年来资本外逃仍保持每年近１００亿美元①。宋

归分析。数据见表１。

维佳（１９９９）估计中国资本外逃总量为１ ４３１亿美

表１

中国的各项统计指标

城乡居

元，而同期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２ ２６１亿美元，

ＧＤＰ

资本外逃占资本流人的６０％②。当前，在我国国内资

年份增长率

本已出现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坚持人民

（％）

币利率不调整，那样，必然将产生国内资本的进一步

，，储蓄．

余额（百
亿元）

苎兰鬻鬻管
利率均收入均收入
（百元）（百元）

长率
（％）

外流以及国际投资流向的逆转。这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对外资依赖程度较大的国家来说，危害性极大。因
此，在美元逐步上调利息时，我们采取的对策也应是
逐步地小规模加息，保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
２．利率上调将对我国居民储蓄产生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国内需求扩大
利率的提高，一方面人们认为减少当前消费，增
加将来消费比较有利，从而鼓励居民增加储蓄，这种
利率的提高使储蓄增加是利率变动对储蓄的替代效
应；另一方面，利率提高使存款人的将来利息收入增
加，会使得存款人认为自己比较富有，以致增加当前
消费，从而可能反而减少储蓄。这种储蓄的减少是利
率对储蓄的收人效应。就低收入者而言，利率提高，
主要发生替代效应（因为他没有太多钱可以放款收
利息，利率提高也不会增加他将来的收入），故利率
提高使得低收入者增加储蓄；就高收入者而言，利率
提高，主要发生收入效应。从而可能减少储蓄。当前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而得。
①顾书桂．稳定中逐步推进金融自由化：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金融与保险，１９９９．（５）：２０—２６
⑦宋维佳．中国资本外逃：总量估计与成因分析．财经问题研究，１９９９，（５）

‘呷成文．当前消费的制约因素和改革建议．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０４，（８）：３８～４０
＠李焰．关于利率与我国居民储蓄关系的探讨．经济研究，１９９９，（１１）：３９～４６

‘驻国松．中国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经济研究，２００１，（６）：１４～１５
——４６——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我们选取城镇人均收入（Ｉｎｃｏｍｅ １）、农村人均

可与经济增长提高大约０．５个百分点相联系⑥。盖尔

收入Ｉｎｃｏｍｅ ２）、利率（名义利率Ｉ）、人均ＧＤＰ增长

博认为利率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他通过对

率（ＧＯｔ＇）作为自变量，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Ｓ。为

３４个国家在１９６５—１９８５年的实际利率与实际经济

因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增长率的数据进行回归，就利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
关系进行检验，他认为：实际利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

Ｓｔ＝９１．５２３＋９．８５７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１５．８９４Ｉ一３．８５１ ＧＤＰ

可与年经济增长率０．２％。０．２５％相联系，再次说明利

（７．２２２）（７７．５３５）（－１５．４４２）（－－４．９０３）
Ｒ２＝０．９９８
Ｆ＝２ ８４４．３５０

率提高对经济增长是具有推动作用的⑦。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０．９９８
ＤＷ＝Ｉ．５９１

我们仍以表１中数据来分析我国人均ＧＤＰ增

在这里，农村人均收入系数经ｔ值检验不明显，

长率与名义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使用的统计分

即农村人均收入对储蓄变动无太大影响，但值得关

析软件仍为ＳＰＳＳ。这里人均ＧＤＰ增长率（ＧＤＰ）为

注的一个问题是，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的系数竟

因变量，名义利率（Ｉ）为自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１９８２—１９８９年：ＧＤＰ＝７．７６１＋０．６７８

然是负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居民对通货膨胀

（５．７３）

的预期较为理性，一旦名义利率上升．他们预期货币

ＤＷ＝１．５６

Ｒ２－０．８０７

会贬值，从而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因此，名义利率高
１

的年份，储蓄额低，因为名义利率高的年份，居民认

Ｉ

（１．９８）

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ＧＤＰ＝９．５８ １＋０．０９５

Ｉ

（４．６３）（Ｏ．２６）

为通货膨胀率也高，为避免通胀带来的损失，会减少

ＤＷ＝Ｏ．７０

Ｒ２＿Ｏ．０８

储蓄，增加消费。也就是说我国居民储蓄与名义利率

由此可以看出，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９年间，较高的利

之间呈减函数的关系。所以。在当前我国国内需求不
足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利用上调名义利率，使居民

率推动了当期经济较快增长，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

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使得居民储蓄存款

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而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问，

增幅下降，增加消费支出．带动国内需求扩大。

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相关性已变弱，但仍存在一

３．适当提高利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定的正相关。这也就说明我国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与名

很多经济学家对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

义利率之间的确存在相关关系。利率的提高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

系作了积极地探索，普遍认为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

参

存在正相关。弗莱在１９７８年曾对亚洲七国在
１９６ｌ～１９７２年的实际经济增长与利率的时间序列

文

献

社．２００３

综合数据做过一次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利率与经济

２柴学武．中国利率体制的形成逻辑、绩效评价与改革方向．

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之后，他又对１４个亚洲国家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的数据进行了估计，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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