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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行动·大势

紫竹评论

在 M2 达到百万亿水平下却现
“钱荒”是出乎意料的。美国 QE 退出
与中国“钱荒”是巧合吗？美国走向实

体经济与中国区别在哪里？怎么样盘

活中国的货币存量？请听上海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何众志与中国企

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教授李锦的对话。

美国 QE 退出对中国
“钱荒”影响不大

《中国企业报》：美联储刚刚透露

出想要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意

思，新兴市场就遭受资本外流带来的

冲击，中国的股市和银行间同业拆借

市场也做出了反应。有一说法是，中

国在短期内将迎来美国货币政策调

整的风险，“美国风险”成为影响中国

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怎么看待这个

说法呢？

李锦：不能夸大这种外部因素。

不排除“钱荒”有美联储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异动的外部原因，要看到中国

金融机构疏于流动性管理的内部因

素；既有外管局、银监会政策收紧和

监管加强的偶发性因素，也有季末银

行考核时点来临等周期性因素，可谓

重重因素叠加所致。如果说以上因素

是金融机构事先可预知的，那么央行

对流动性调控的新变化则让不少金

融机构始料未及，它成为导致“钱荒”

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本质上的东

西。

何众志：美国 QE的退出，对中国
市场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人民币升值

的预期在下降，表现在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从前一段时间内的快速升值到

最近的平稳甚至回调。

这就导致热钱流出，取出人民

币，直接造成流动性的紧张。但从最

近汇率变化幅度规模上来看，还看不

出 QE退出和中国目前的“钱荒”有很
大的影响。美国停止 QE，主要是因为
他认为实体经济已经有所恢复。美国

实体经济状况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失业

率。QE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货币增量刺
激实体经济从而促进就业，如果失业

率指标已经下降，QE 的效果已经显
现，再持续 QE可能会造成通胀风险。

实际上，美国 QE的推出和中国
上届政府货币增量（如 4 万亿）所要
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美国的增量

货币真正地进到了实体经济，中国的

新增货币和信贷由于政策导向和利

益驱动大部分进到了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和房地产，而与民生关系密切的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没有从货币增

量中分到足够驱动其发展的份额。相

比中国新增货币是政府主导，美国 QE
的流向和结构主要是市场驱动的结

果。银行本身是自负盈亏的，经营不善

是会倒闭的。其业务经营也是非常多

样化和分散的，不会像中国银行那样

把钱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上。

李锦：经过金融危机后，美国基

本上走出了一条新路。而我们走新路

走不开，还在重走美国金融危机前走

过的老路。增量货币进不了实体经

济，这是令人担心的。

未来不确定的现金流
是危机在中国演变的形式

《中国企业报》：在您看来此次中

国式“钱荒”的根源在哪里？

何众志：这次所谓的“钱荒”是在

同业拆借利率不断飙升的情况下市

场产生的一种短暂性流动性恐慌，其

直接原因包括部分热钱流出、一批理

财产品集中到期、及各银行要满足考

核要求等诸多因素。

从中美银行业经营理念对比的

角度阐述其根源。经历了 2008年次
贷危机的大浪淘沙，美国银行业在经

营模式上逐渐转变成为一种以风险

管理为导向，银行利润的获得被看成

是对所承担风险有效管理的补偿。金

融危机更是加强了整个银行业对流

动性风险的认识和管理。

再看看现在大家都在说的资金

空转。空转其实是利用了货币银行学

中乘数效应即杠杆原理。举例来说，

假设央行向银行投放了 10亿的新增
货币，准备金率为 20%。银行首先要
拿出 2 亿存到央行以满足准备金要
求，剩下的 8亿贷给企业。企业通过
销售产品转换成 8亿现金存入银行，
于是银行又可以提取其中的 1.6亿作
为准备金，剩下的 6.4亿继续放贷。通
过如此循环，央行新增投放的 10 亿
理论上最多可以产生 5倍的杠杆（1/
20%），即 50亿的流通货币，实现刺激
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乘数效应

是健康有序的，因为实体经济中所发

生的真实现金又流回银行了，作为银

行新一轮放贷的基数。

空转跟上述原理类似，分为质押

式回购和放贷式两种：质押式回购是

银行间的交易，期限从隔夜到 7天；放
贷式空转则是在银行、项目公司、信托

公司之间转圈并以理财产品发出，期

限长达数年，更具风险性。先说质押式

回购。假设银行获得了央行的 10亿增
量货币，但没有去放贷，而是购买 10
亿的国债，然后用此国债作为抵押从

另一家银行融资 9.5亿（假定回购利
率为 5%），再去购买 9.5亿国债，然后
再去抵押进行再融资。如此循环，理论

上可获得最多 20倍（1/5%）的杠杆。由
此可见，钱在银行间转上几圈就可获

得数倍资金且比在实体经济中循环要

快得多。银行只要将利用杠杆放大过

的资金投资在超过回购利率的债券品

种（如城投债、企业债等），就能获得异

常可观的利润。这比在实体经济中赚

取存贷利差要容易和快得多。利益驱

动下扩张式经营的银行当然会对此种

空转方式趋之若鹜。

再说潜在风险更大的放贷式套

利方式。假定银行放贷 10亿给某一
地方政府的高速公路项目，贷款利率

为 10%，期限为 5年。怎样来放大杠
杆呢？银行首先设计一款以该高速公

路项目的未来收益为抵押的理财产

品，规模 10亿、年化收益率 5%。随后
将此理财产品卖给一家信托公司，约

定好利润分成，并由银行来代销此产

品。10亿的理财产品卖出去后，扣除
给信托公司的分成和其它成本（假定

3亿），又有 7亿钱回到银行手里，于
是银行就再找下一个 7 亿的项目继
续放贷，再委托信托公司发理财产

品，如此反复实现循环套利。

李锦：这些年银行的钱要么是在

金融系统空转，要么投向了大企业、

房地产以及地方政府手中的融资平

台，大部分中小企业依然存在拿不到

钱，或者融资成本过高。而很多大企

业拿到了钱也并没有直接用于投资。

资金又再次通过信托等渠道，回到金

融领域。这种现象从 2009年以来，已
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政府管好货币纪律，市
场发展金融

《中国企业报》：此次，银行间市

场利率在市场过度反应的推动下出

现罕见飙升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并没

有及时采取逆势操作的方式，通过降

息或降准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以对

冲已经开始出现的流动性恐慌，而是

试图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流

动性恐慌的预期走向平稳。您认为央

行的这种做法说明了什么？

何众志：现在央行如果降准降息

的话，等于说是又释放增量了。央行

目前基本上是收紧的，让各商业银行

自己盘活存量，去杠杆化，倒逼商业

银行自查风险。我认为，央行短期内

不仅不能释放增量，而且应该强化监

管措施。先要求银行对质押式回购和

以未来现金流做抵押的理财产品的

规模和链条进行自查，再由监管部门

派遣调查组进行核查。先是知道风险

规模到底有多大，然后加强理财产品

尤其是未来不能保证实现的现金流

的风险防范。

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是开

放的。大力发展企业债、商业票据市

场、中小企业债市场等给企业直接提

供融资的渠道。

李锦：中国对虚拟经济、金融创

新，包括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走的步

子太快了，实际上没有发展到一定程

度，却过度利用了金融创新，银行高

度膨胀起来。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实

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和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互相

协调的。而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判断发生了错误，认为香

港和美国靠金融赚钱，中国也应该走

这条路。以至于中国 500强上市企业
2540 多家赶不上 16 家银行的利润
高，钱都被银行赚去了。这里存在着

大的决策失误。必须改变金融政策，

从实体经济出发，单纯抓金融必然要

失败，要实体和银行一起抓。靠银行

自己抓金融改革也肯定不行。

《中国企业报》：在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不够才导致了今天“钱荒”

的普遍看法下，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吸

引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何众志：如前所述，现在迫切要

做的有两点：一是加强对银行的监

管、自查和核查，确定潜在风险规模，

落实风险管理尤其是流动性管理的

制度和措施。

二是要大力发展非银行类金融

机构的直接融资渠道，通过市场化的

手段逐渐使其转到实体上来。市场化

的直接融资渠道在美国企业融资是

主要的方式。有一个企业交易债市

场，通过交易定价，绕开银行唯一的

垄断局面。单纯去动银行的奶酪，没

那么容易。在银行过分强大的情况

下，应该换一种思路，用直接融资的

方式走市场化的道路。

如果企业债有一个完整成熟的

市场，一旦企业债发行，马上就有投

资者购买，这就给发债的企业提供了

融资。目前企业债在中国大的企业有

一些，但还处于高度垄断阶段，大多

处于持有不流动状态，没有交易，没

有市场定价，没有活跃的二级交易市

场。而靠股市融资的方式已经不为大

众所接受了。

在美国，中小企业不可能进入商

业票据市场，他们怎么办呢？有一个

中小企业债市场，或者叫垃圾债市场

和高收益债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这

是银行体系之外的直接融资。

《中国企业报》：巴克莱认为，中

国“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是：不

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

革。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将决定政策命

运。您认为呢？

何众志：其实目前最让人担心的

是由于经济的显著下滑，导致的未来

现金流不能实现的风险。本来预测年

10%的收益，而且这个收益已经通过
理财产品卖出去了，唯一依赖于中国

高速发展的经济上的收益兑现不了，

就会蕴藏极大的风险。

李锦：结构性改革说的还是过去

投到虚拟经济的部分，要引导到实体

经济上来。政府应该对一些产业出台

扶持政策，适当倾斜，给银行激励，让

其愿意去投资。立足长远，就是不出

台新的刺激措施，“紧货币，松市场，

转实体。”货币纪律加市场自由双管

齐下，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起

来。一个是货币增量，投资拉动扩张

性的增长；一个是盘活存量，不再投

钱，用好现有的钱。

对银行政府就是要强化监管，既

然是国有大行而非私有制银行，国家

给了那么多的政策，占有那么多的垄

断资源，就是要为国家的产业政策服

务。比如说每年 30%就是要贷给国家
重点扶持的产业，进行指令性的规

定，对中小企业也要有指令性规定。

政府绝不能任由实力超强的银行自

由发展，此次“钱荒”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证。另一方面，就是大力发展金融

市场和机构市场化。

6月以来，“钱荒”一词轰轰隆隆地碾遍全国。金融机

构争取短期资金的战役可用“腥风血雨”来形容。“钱荒”

表象之下暴露出的是当前我国银行体系资金空转问题，背后

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增量扩张与盘活存量的两条道路的胶着

状态，折射出的是让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艰难。

到了 25 日晚，央行终于憋不住了，发声明说已经向银

行注入了流动性，中国股市立即作出反应，从 1848 点当天

返回到 1900点以上。“钱荒”过去了吗？央行这样做合适

吗？会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引起了舆论的声讨。

进入 7月，中国经济走势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因为 7月

中旬的国务院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将会是一个关键节点。

这次会议将决定上周发酵的“钱荒”风波将被政策导向何

方。数千万企业与银行都在关注自己的命运。

将“钱荒”推至顶点的最后一股力量是央行？

6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原则方向。

一周后，像是有意考验中央政府的意志，中国的商业银

行、资本市场与央行共同上演了一出弹簧床上蹦蹦跳的游

戏，并借此完成了对彼此的压力测试。央行袖手旁观的态度

曾让他们大跌眼镜。然而，最终还是央行的“退让”结束了

市场的恐慌性下跌。

“钱荒”事情远没有结束。这轮“钱荒”是多重因素相

互作用、效力叠加的结果，而最终的推力来自央行的“按兵

不动”。央行对流动性调控的新变化则让不少金融机构始料

未及，它成为将“钱荒”推至顶点的最后一股力量。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政策的主动调控，而不是等到泡

沫破裂后的被动调整， 过去的五年，政府看到经济出现下

行风险就急急忙忙出台财政刺激货币政策。经济一下滑马上

刺激，一刺激又过热，然后又开始打压紧缩，形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终致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在 2013年 7、8月间来临的

猜想。

这一次，央行迟迟不肯“放水”，这背后是中央“用好

增量、盘活存量”的决心。 将“钱荒”推至顶点的最后一

股力量是中央政府的意志，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应对金融风险

隐患的强硬姿态。

为什么不可以倒闭几家银行？

新一届政府决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政策取向，

彻底打破了市场对央行放水的预期，倒逼商业银行“正本清

源，拨乱反正”。“盘活存量”表态，引发了金融机构对央

行可能会冻结流动性的猜想。

这些年，央行总是放水，这种扬汤止沸、挖肉补疮式的

“救市”思维，不仅不能让“钱荒”矛盾得到缓解，而且极

有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钱荒”，甚至是严重的金融危机。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过度不协调的加剧，最终将会引发美国

式的金融危机。这种结局，很多人都已经预料到了。

有人总是担心银行的破产。其实银行的破产是中国金融

重组重要的契机，中国没有危机就不能处理巨大的利益集

团，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与世界不同的，我们央行调整的利率

是终端的存款贷款利率，政策性保护息差，美联储的利率是

银行间的利率，这次中国飙涨的是银行间利率，这是中外金

融体系差别的体现，这是热钱金融套利的根源。

是不是救银行，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从长远考虑，

应该不要救，越救越乱，并且还要痛下决心改革当前的金融

体系。目前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心腹大

患”，在经济方面来看，这一体系严重阻碍了转型升级，这

个体系所制造的是过剩产能和巨额的债务，而非实实在在的

经济增长；从社会方面来看，这个体系导致了收入差距被不

公正地扩大，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中国的企业破产了一批又一批，为什么不可以倒闭几

家银行？也许倒闭了几家银行，新的改革大幕将从这里揭

开。

把被“异化”的金融转化过来

把此次“钱荒”定义为“金融恐慌”更为恰当，其根

本原因是当前的中国“不差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入了

极端的困境，实体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罕见格局。一方

面，民营经济体找不到投资方向，投资无门，转而把大量的

现金投资于金融体系和理财产品，导致了金融体系信用盲目

扩张；而另一方面，十八大前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却干劲冲

天，对项目融资表现出火一般的热情，他们所依赖的融资渠

道主要是正规的金融中介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债券市场

等。

其实，银行也“不差钱”，因为金融机构的钱并没有放

在实体经济中，而是放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房地产，或是放

在之前 4万亿元的投资中，或是借贷了现在收不回来。

核心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资金在空转，并到了监管层不能

容忍的程度。“钱荒”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金融的“异

化”：原本是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信贷业务，在通过一系列

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变味为从金融业到金融业的资金业

务；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变成了“钱生钱”的虚拟游

戏；在银行体系到处蔓延的“钱荒”表象之下，是实体经济

不断失血的恐慌。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王敏

本报评论员 李锦

中国走了美国老路

从“钱荒”读懂中央政府
救赎实体经济的意图

mailto:ji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