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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是在笔者 2011 年的笔记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理的。 

 

23、一国收入的衡量 

宏观经济学的定义：研究整体的经济现象。 

它产生于人们关心那些会影响到所有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变量。 

它和微观经济学的差别在于关注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关注影响个人、企业的价格、

收入以及政策。宏观经济关注影响所有人的价格、收入以及收入的波动。 

 

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的增长、物价水平的变化、经济的周期、失业问题。 

物价水平的变化在长期仅仅是一个货币问题，在短期它和经济的起落或者说经济的周期

密切相关。同样的就业问题在长期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在短期它与经济周期同起落。 

因此，宏观的主要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长期问题，一个是短期问题，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

和经济周期。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经济增长（长期） 

对于经济增长人们具体关心的是：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 

 经济增长能否一直持续或没有增长的极限？ 

 哪些经济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周期（短期） 

对于经济周期人们具体关心的是： 

 什么造成了经济的起伏？ 

 1929 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是否会重现？ 

 

宏观经济学回答诸如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平均收入某些国家高而另一些国家低？（经济增长） 

 为什么物价在某些时期上升迅速而在其它时期更为稳定？（通货膨胀） 

提到：数字的本质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正负。在经济学中正负并不是很重要。科

斯定理告诉我们，产权的配置无关效率，产权一定定义给非生产者。 

 为什么产出和就业在某些年份扩张而在其他年份收缩？（经济周期） 

 

经济的收入与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经济的收入与支出的一种衡量方法。它是在既定时期内，一国

范围内所生产的所有的最终的物品与劳务的市场总价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e market value of all 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within a country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当判断一个经济表现良好还是欠佳，自然而然地要去观察经济当中每个人所获得的收入

的总和。对于一个经济整体而言，收入必定等于支出，因为每一次交易都有一个买者和卖者。 

 



循环流向图： 

 

这张图省略了政府、金融体系和外国部门。 

 

GDP 的衡量： 

产出是以市场价格来评价的，它仅记录最终物品而非中间物品的价值。（价值仅被计算

一次）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中间物品生产出来后没有被使用，而是增加了企业以后使用或

出售的存货时，这个中间物品就被暂时作为“最终物品”。它既包括有形物品（视频、服装

和汽车），也包括无形的服务（理发、清扫房屋和医生出诊）。它包括当期生产的物品和服务，

而非对过去生产物品的交易。它衡量了一国地理范围内的产出价值。它衡量在一个特定的时

间区间内，通常是一年或者一个季度（3 个月）所生产的产出的价值。 

 

层层剥皮：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由一国永久居民（称为国民）所获得的收入的总和。 

国民生产净值（NNP）是一国居民的总收入（GNP）减去折旧的损耗。 

国民收入是一国居民在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挣得的收入总和。它和 NNP 的区别在于，它

排除了简洁的企业税（例如销售税），包括了企业补贴。 

个人收入是家庭和非公司企业所得到的收入。和国民收入不同，它排除了未分配利润，即公

司赚得的但没有支付给所有者的收入。 

个人可支配收入是家庭和非公司企业在履行对政府的义务之后余下的收入。它等于个人收入

减去个人税收和某些非税付款。 

 

GDP 的组成部分 

GDP（Y）为下列各项之和： 

消费（C，Consumption）不包括家庭购买新住房 

投资（I，Investment）包括家庭购买新住房，购买股票和债券不属于“投资” 

政府购买（G，Government Purchase）不包括转移支付 

净出口（NX，Net Exports） 

Y=C+I+G+NX 

    这个式子是一种“事后统计”，是一种会计等式，而不是一种主动的规律，即不是行为

等式，这个等式仅仅是是人们的一种定义，不能用于推断。如果增加 G 的量，也即政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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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量，Y 的量不一定会增加。因为 G 的量的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加，人们会对变化的情

况做出选择，从而导致各个变量的变化，最终 Y 的量不一定会增加。 

 

会计等式是人们被动的统计，而行为等式是一种规律，人们会主动地达到这种规律。

经济学中用于推导的是行为等式。 

 

名义 GDP 是按现期价格评价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 

实际 GDP 是按不变价格（基期价格）评价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 

GDP 平减指数是用名义 GDP 与真实 GDP 的比率乘以 100 计算的物价水平衡量指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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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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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减指数  

【思维拓展】 

有一种对 GDP 的批判认为，打破一个窗户再修补回来，再打破一个窗户再修补……这

样 GDP 一直在增长，但这对社会总福利没有影响，因此这是 GDP 的缺陷。但实际上，这是

经济学的外行人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不科学的。 

假设社会的资源是固定的，再假设社会只有窗户部门和非窗户部门，那么它们的生产要

素的边际产出曲线如下： 

 

    如果打破窗户再修补窗户，资源会从非窗户部门流向窗户部门，实际上偏离了均衡点，

社会福利实际上是下降的。（参考：破窗理论） 

 

GDP 的缺陷（硬伤）： 

某些影响福利的东西未能包括在 GDP 之中 

 

1、闲暇的价值 

举一个例子：假设政府增加税收，那么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就会向原点移动，消费者的

收入减少了，消费者非常有可能会选择减少闲暇时间而增加消费，并且，政府的支出也增加

了，这会导致总的 GDP 上升，但是实际上消费者的福利是下降的。因此，GDP 并没有反映

闲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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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洁环境的价值 

根据外部性，社会减少的福利就是下图的三角形区域，但是 GDP 有可能是上升的，因

此并没有反映出污染环境对社会的福利影响。 

 

3、发生在市场之外的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的价值，例如父母花在孩子上的时间的价值和志愿

者工作的价值 

4、收入的公平分配 

 

问题：那么，GDP 为什么还受到我们的关注呢？ 

    让我们比较 GDP 与 HDI（人类发展指数），HDI 比 GDP 更加精确，包括了人均寿命、

教育水平等等，但是这会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我们要寻找一个最优的均衡点，而 GDP 是

目前来说我们花费成本最少却最优效的一个统计数字，因此，虽然有缺陷，但已经是目前来

说最好的一个指标了。 

 

24、生活费用的衡量 

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一个普通消费者购买的物品和劳务的总费用。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A measure of the overall cost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bought by a 

typical consumer. 

美国劳工统计局每月发布 CPI，而在中国，由国家统计局统计，有两支队伍城市调查队

和农村调查队。 

 

CPI 的计算步骤： 

（1）固定“篮子”：确定哪些物品的价格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是最为重要的。（由心理学家设

计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2）寻找价格：找到每一时点，篮子中每一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3）计算这一篮子东西的费用：用价格数据计算不同时期一揽子物品与劳务的费用。 

（4）选择一个基年并计算指数：指定一年为基年，也即其它各年与之比较的基准。 

100
基年一篮子的价格

当年一篮子的价格
CPI  

闲暇 

消费 



（5）计算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是从上一时期以来价格指数变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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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GDP 平减指数是用名义 GDP 与真实 GDP 的比率乘以 100 计算的物价水平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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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衡量企业而非消费者购买一篮子物品和服务的费用。（我们认为 PPI

是 CPI 的先导） 

 

CPI 是对选定物品的一种典型组合的准确衡量，但不是生活费用的完美衡量指标。 

 

CPI 的缺陷： 

1、替代偏向 

篮子未能调整以反映消费者对相对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 

替代偏差的一个直观解释： 

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苹果和梨）的经济社会，只有一个消费者（或者说有个典型消费

者），假设苹果涨价，梨的价格没有改变。那么，按照 CPI 的规则，消费者的消费将会在红

线的水平，然而消费者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因为只需要支出绿线的消费水平即可达到原来的

生活水平（切点），因此实际上 CPI 是减少了，因此 CPI 被高估了。 

 

2、新物品的引入 

该篮子未能反映新物品引入导致的购买力的变动。新物品使得物品更加多样化，从而

使得每一美元更有价值。消费者只需要更少的美元，就能维持既定的生活水平。 

 

3、无法衡量的质量变动 

如果一种物品的质量逐年上升，即使物品的价格保持不变，一美元的价值也上升了。 

如果一种物品的质量逐年下降，即使物品的价格保持不变，一美元的价值也下降了。 

 

GDP 平减指数与 GPI 的差异： 

（1）GDP——国内生产，不包括进口消费物品 

GPI——消费者购买，不包括资本商品 

（2）GDP——不固定，随时间变化 

GPI——固定物品与劳务的组成 

梨的数量 

高估 

苹果的数量 



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通货膨胀衡量指标一般是同时变动的。 

 
 

根据通货膨胀的影响校正经济变量： 

不同时期美元的数字 

把 T 年的美元换算成今天的美元的公式如下： 

年的物价水平

今天的物价水平
年美元的数量今天美元的数量

T
T   

指数化：根据法律或美元数量的协议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的自动调整。 

 

名义利率：通常公开的，未根据通货膨胀影响校正的通货膨胀率。 

真实利率：根据通货膨胀的影响校正过的利率。 

它们之间的关系近似于下列公式： 

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真实利率 -  

精确的公式为：   1+ 1+ 1+名义利率 真实利率 通货膨胀率  

 

25、生产与增长 

本章研究的三步骤： 

（1）考察人均真实 GDP 的国际数据； 

（2）考察生产率； 

（3）考虑生产率和一国采取的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 

 

步骤 1：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 

 

复利计算和“70 规则” 

 

年度增长率看起来微小，但按多年的复利来计算，就会变得巨大。复利计算指的是增长

率在一段时间上的累积。 

“70 规则”：如果某个变量以每年 x%增长，那么那个变量在大约 70/x 年后翻一番。 

 



*70规则的推导： 

方法 1：利用泰勒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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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利用极限，将一年分割为 k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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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考察生产率 

 

生产率：每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数量。（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The quanti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from each unit of labor input. 

 

生产率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人均） 

物质资本：用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设备和建筑物存量，简称资本。 

人力资本：工人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 

自然资源：由自然界提供的用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投入，如土地、河流和矿藏。 

技术知识：社会对生产物品与劳务的最好方法的了解。 

 

生产函数：Y=AF (L, K, H, N) 

Y——产量； 

A——可得到的生产技术； 

L——劳动量；K——物质资本量；H——人力资本量；N——自然资源量。 

规模收益不变的特性：xY = AF (xL, xK, xH, xN) 

若令 x = 1/L，则 Y/L = AF (1, K/L, H/L, N/L)，其中 

Y/L——每个工人的产量（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 

K/L——每个工人的物质资本（人均资本） 

H/L——每个工人的人力资本 

N/L——每个工人的自然资源 

 

步骤 3：生产率和一国采取的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 

 

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在政府政策： 

1、鼓励储蓄和投资 

涉及概念： 

收益递减：随着投入量的增加，每一单位额外投入得到的收益减少的特性。 

追赶效应：开始时贫穷的国家倾向于比开始时富裕的国家增长更快的特征。 



2、鼓励来自国外的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由国外实体所有和经营的资本投资。 

外国有价证券投资：由外国货币筹资，但由本国居民运营的投资。 

这些投资的部分收益会流回资金提供国。 

3、鼓励教育和培训 

4、提高健康与营养水平 

5、建立产权保障和保持政治稳定 

产权：人们对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行使权力的能力。 

6、促进自由贸易  

内向型的贸易政策，即避免和其他国家进行往来； 

外向型的贸易政策，即鼓励和其他国家进行往来。 

7、促进研究开发 

8、控制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陷阱：新技术每提高一点生产效率，人口就增长，增量人口吃掉了盈余，平均收入

跌回到原来的低水平。 

 

 

【补充】 

生产函数 Y=AF(K,L)，这里 K 是资本，L 是劳动投入，A 是技术水平。 

 

模型的分析： 

 

人均资本的积累 

Y = C+ I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不考虑政府，也即除去政府购买 G） 

s = i （人均储蓄率等于人均投资率） 

S = s*Y （大 S 是人均储蓄量，小 s 是人均储蓄率，Y 是总的 GDP） 

考虑折旧，资本的磨损是 rk 

人均产出 

人均资本 

f(k) 



 

储蓄率的提高 

 

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思考题： 

自然灾害或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如科威特战争。 

 

人均 GDP、人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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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储蓄、投资和金融体系 

本章研究的三个步骤： 

（1）组成金融体系的各种机构 

（2）金融体系和一些关键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3）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求模型 

 

步骤 1：金融机构 

金融体系由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组成，它们促使一个人的储蓄与另一个人的投资相匹配。 

金融机构可以归入两种不同类型：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是储蓄者直接地

向借用者提供资金的机构。金融中介机构是储蓄者间接地向借用者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 

债券（Bond）是一种债务证明书，它规定了借用者对债券持有者的义务。简单地说，

债券就是借据（IOU）。 

债券的价格：（举例）面值 1000 元的 2 年期债券，利率是 5%，持有一年后在市场上卖

出，此时市场利率是 6%债券应卖多少钱？ 

1 5%
1000 991

1 6%


 


 

我们不难看到债券价格和利率是反方向变化的。 

引申：面值为 a 元的 n 年期债券，每年支付 d 元的利息，请问消费者愿意支付多少钱购

买这张债券？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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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贴现值的计算 

（1）一次性的计算公式 

Nr

N
PDV

）（

年的回报率
）贴现值（




1
 

（2）多次性且首年支付的计算公式 

k

N

i

N
PDV

）（

年的报酬

r1

1

0 





 

（3）多次性且从次年开始支付的计算公式 

k

N

i

N
PDV

）（

年的报酬

r11 



 

债券的三个特征：（1）期限：截至债券到期时的时间长度。（2）信用风险：借用者未能

支付某些利息或本金的可能性。（3）税收待遇：税务法规处理债券利息的方式。 

股票代表在一个企业中的所有权，从而也代表了对企业所获利润的要求权。出售股票来

融资称为股本筹资。与债券相比，股票提供了更高的风险和潜在的更高的收益。 



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股票交易（场所）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股票交易所和纳斯达克

（NASDAQ，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 

 

金融中介机构： 

银行——银行从想要储蓄的人那里得到存款，用这些储蓄向想要借钱的人发放贷款；银

行向储户支付存款利息，并向贷款人收取稍高一些的利息。 

银行通过允许人们依据其储蓄来开据支票，帮助创造了一种交易媒介（交易媒介是人们

能够使用其从事交易的一种东西）。它便利了物品和服务的购买。 

 

    共同基金是向公共出售股份，并用得来的收益购买各种股票和（或）债券的一个选择组

合的机构。 

 

其它金融机构： 

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 

养老基金（Pension Funds） 

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ies） 

放高利贷者（Loan Sharks） 

 

【补充】 

中国金融业的三大部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 

中国的银行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份制

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和北

京银行等）；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三家）。 

 

步骤 2：国民收入账户中的储蓄与投资 

 

首先，回顾 GDP 的会计恒等式：Y=C+I+G+NX 

然后，我们假设有一个封闭经济（不与其它经济相互交易的经济，与之相对的是开放

经济），那么该等式就变为：Y=C+I+G（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成立） 

接着，通过移项得到：Y-C-G=I，我们用 S 代替（Y-C-G）表示国民储蓄。（储蓄等于投

资） 

最后，我们再引入 T，也即政府以税收的形式从家庭得到的数量减去转移支付形式返还

给家庭的数量。于是，得到 S=（Y-T-C）+（T-G）（国民储蓄=私人储蓄+公共储蓄） 

Y-T-C：私人储蓄——家庭支付了税收和消费之后剩下来的收入。 

T-G：公共储蓄——政府在支付其支出后剩下的税收收入。 

 

预算盈余：税收收入大于政府支出的余额（T>G）。 

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引起的税收收入短缺（T<G）。 

 

储蓄和投资的含义： 

储蓄：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 

投资：设备或建筑物这类新资本的购买。 

（注意：在经济学中，购买股票和债券不是投资。） 

 



步骤 3：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 

来源： 

储蓄——可贷资金的供给来源； 

投资——可贷资金的需求来源。 

 

可贷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图 

问题：可贷资金市场的供求曲线是如何得来的？ 

需求曲线本质上就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曲线，供给曲线本质上就是反映人们对现在和未

来消费的决策。 

 

动态分析： 

（1）储蓄激励 

 

减少对利息收入的征税，将会激励储蓄，则供给曲线右移，那么利率下降投资（储蓄）

均衡数量增加。 

（2）投资激励 

 

    投资赋税减免，将会激励投资，需求曲线右移，那么利率上升储蓄（投资）增加。 

利率（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 

供给 需求 

利率（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 

供给 

需求 

利率（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 

供给 需求 



（3）政府预算赤字与盈余 

预算赤字： 

 

    当出现预算赤字，国民储蓄减少了，从而导致供给减少，供给曲线左移，利率上升且投

资减少。 

挤出：政府借款引起的投资减少。 

预算盈余： 

 

    当出现预算盈余，国民储蓄增加了，从而导致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右移，利率下降且投

资增加。 

 

27、基本金融工具 

金融学：研究人们如何在某一时期内做出关于配置资源和应对风险决策的学科。 

Finance: The field that studies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ver time and the handling of risk. 

所有的金融决策都与两个要素相关：时间和风险。这说明金融决策包含两个奇怪的交易：

未来的收入如何进行交易，风险如何进行交易。 

（1）时间 

未来值：在现行利率既定时，现在货币量将带来的未来货币量。 

如果利率是 r ，X 在 N 年后的未来值是：
nrX )1(   

现值：用现行利率产生一定量未来货币所需的现在货币量。 

如果利率是 r ，N 年后的 Y 的现值是：
nr

Y

)1( 
 

复利：货币量的累积，即银行账户上赚得的利息仍然留在账户上以赚取未来更多的利息。 

利率（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 

供给 
需求 

利率（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 

供给 

需求 



（2）风险 

风险厌恶：不喜欢不确定性。 

 

人们失去 1000 美元的不快乐大于得到 1000 美元的快乐，原因在于边际效用递减。 

①人们应付风险的方法之一是购买保险。 

*VNM 效用（对风险的刻画）： )()()( 2121 YVPXVPYPXPU   

 

②人们应对风险还可以多元化。 

多元化：通过用大量不相关的小风险代替一种风险来降低风险。 

 

多元化能降低企业特有风险，但不能降低市场风险。 

企业特有风险：只影响一个公司的风险。 

市场风险：影响股市上所有公司的风险。 

 

    ③人们应对风险还可以接受较低的收益，选择安全替代品比如银行储蓄账户或者政府债

券。 

 

（3）资产评估 

股票价值=股票所有未来红利的现值+未来出售股票的价格的现值 

1

1 (1 ) (1 )

n

k n
i

d a
P

r r





 
 

  

基本面分析：为决定一家公司的价值而对其会计报表和未来前景进行的研究。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产价格反映了关于一种资产价值的所有公开的、可获得的信息的理论。 

信息有效：以理性方式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的有关资产价格的描述。 

随机行走：一种变量变动的路径是不可预期的。 

效用 

财产量 

不确定的效用 

确定的价格 

愿意支付最大保险额 

PV(X)+(1-P)V(Y) 

Y X PX+(1-P)Y 



【补充】 

 

金融中介：在金融市场上资金融通过程中，在资金供求者之间起媒介或桥梁作用的人或机

构。金融中介为资金需求者从资金供应者处获得资金提供了通道。 

公司股票：股份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发行的股份凭证。代表着其持有者（即股东）

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更具体的说，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是股份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

人公开或私下发行的、用以证明出资人的股本身份和权利，并根据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享

有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凭证。 

债券：（Bonds）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向投资者

发行的、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 

风险溢酬：安全（确定的）投资与风险（不确定的）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额。 

红利：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 

面值：（par value）债券发行时所设定的票面金额。 

贴现值：（Present Discount Value，PDV）通过反向利息滋生舍弃未来的利息来计算的未来

资金（报酬）的现值。 

资本增值：现有资产价值减除购入时之价格，所赚取或损失之价值。即当基金持有的可变

卖资产（如股票、债券其它有价证券），在脱手时，其卖价高于原先购进成本，即产生利润，

此利润为已实现的资本利得。 

违约：（default）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 

预期价值：每种可能结果的概率乘以每种结果的价值之和。预期价值的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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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概率（可能价值预期价值  

如果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与失败，并且成功即获得全部的未来报酬，失败意味

着未来报酬为 0，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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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企业透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发行

股票，以期募集用于企业发展资金的过程。又称首次公开募股。 

流动性：指资产能够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顺利变现的能力，它是一种所投资的时间尺度（卖

出它所需多长时间）和价格尺度（与公平市场价格相比的折扣）之间的关系，股票的流动性

大于房地产。 

公司：是指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组织。 

市盈率：（Price/Earnings Ratio，P/E Ratio）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 1 年）内，股票的价格

和每股收益的比例。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获得 1 美元的收益所需要支付的价格。 

每股盈利

股票市场价格
市盈率   

若不考虑风险，每股盈利实际上是未来利润的PDV，因此有
N）（

未来的利润
每股盈利

r1
 。



因此，两个式子结合起来就得到
未来的利润

）（股票市场价格
市盈率

Nr1
 。如果考虑失败的风

险，
N）（

未来的利润
风险系数每股盈利

r1
)1(


 ，由此： 

风险系数）（未来的利润

）（股票市场价格
市盈率






1

r1 N

 

当期收益率：（current yield）债券利息与当时债券市价之比。 

债券的市场价格

年利息回报
当期收益率   

票面利率：（coupon rate）债券发行者预计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占票面金额的比率。 

（补充内容为布拉德利·希勒教材中的内容） 

 

我们之前说明了消费者原意支付的最大保险额，那么保险公司原意接保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假设保险公司是风险中性的，那么 

 
    那么，保险成本和原意支付的最大保险额到底谁大谁小呢？让我们做出一个非常不严格

的证明： 

 

我们做出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曲线向下弯曲，而保险公司是风险中性

的，那么保险成本一定小于愿意支付的最大保险额。 

保险面临的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效用 

财产量 
X Y 

不确定的效用 

确定的价格 

愿意支付最大保险额 

PV(X)+(1-P)V(Y) 

保险成本 

PX+(1-P)Y 

效用 

财产量 
保险成本 

接保后的效用 

未接保的效用 

接保后无赔付 接保后发生赔付 



28、失业与自然失业率 

失业的种类： 

失业的问题通常分为长期失业问题和短期失业问题两类（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然失业率和

周期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指经济中正常情况下存在的失业量。 

周期性失业指失业量围绕其自然失业率的逐年波动，它与经济活动的短期上升与下降密

切相关。 

 

失业的衡量： 

前提：劳工统计局（BLS）将 16 岁以上的人看为成年人。 

 

由此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就业者：包括作为得到报酬的员工而工作的人，在自己的企业里工作且得到报酬的人，

以及在家族企业里工作但拿不到报酬的人。无论是全职工作还是兼职工作的工人都计算在

内。这类人还包括现在不工作但有工作岗位，只是由于度假、生病或天气恶劣等原因暂时不

在工作岗位的人。 

失业者：包括能够工作且在 4 周内努力找工作但没有找到工作的人，还包括被解雇正

在等待重新被招回工作岗位的人。 

非劳动力：包括不属于前两个类别的人，如全日制的学生、家务劳动者和退休人员。 

  

劳动力：既包括就业者又包括失业者的工人总数。 

失业者人数就业者人数劳动力   

    失业率：劳动力中失业者所占的百分比。 

%100
劳动力

失业者人数
失业率  

    劳动力参工率：劳动力占成年人口的百分比。 

%100
成年人口

劳动力
劳动力参工率  

由下图可以看出，劳动力成员中成年男性与女性各自的百分比。它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更多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队伍，而一些男性则离开了劳动力队伍。 

就业者 

（1.46 亿） 

非劳动力 

（0.787 亿） 

失业者 

（0.071 亿） 

劳动力 

（1.531 亿） 成年人口 

（2.318 亿） 

2007 年 



 

丧失信心的工人：想工作但放弃寻找工作的人，属于“非劳动力”而不是“失业者”。 

边际状态工人：现在既无工作又找不到工作的人，但表明他们想工作而且得到过工作，

并在最近有时也找过工作。 

由下图可以看出，经济中总是存在某种失业，并且失业量逐年波动。失业率围绕正常失

业率波动，正常失业率成为自然失业率，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背离成为周期性失业。 

 

对自然失业率的解释： 

摩擦性失业：由于工人寻找最适合自己嗜好和技能的工作需要时间而引起的失业。 

结构性失业：由于某些劳动市场上可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不足以为每个想工作的人提供

工作的人提供工作而引起的失业。 

 

寻找工作：（对摩擦性失业的解释） 

    在工人的嗜好与技能既定时工人寻找适当工作的过程。 

部门转移：各行业或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构成变动。 

 

    政府开办的代理处发布工作空缺的信息，以使工人和工作更快地匹配。 

    公共培训计划指在促进工人从夕阳产业向朝阳产业的转移，并帮助不利群体摆脱贫困。 

    失业保险：当工人失业时为他们提供部分收入保障的政府计划。 

    失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影响了失业者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领取失业保险补助确实降低了

失业者找工作的努力程度。 

最低工资法：（对结构性失业的解释之一） 

一般情况下，在可竞争市场，工资高于均衡水平会引起就业量的下降（也就是更多的

失业）。如下图： 

 

工资 

劳动量 

最低工资 

均衡工资 

失业量 



当最低工资高于均衡水平，导致劳动供给增加而劳动需求减少，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存在

差距，这一部分就是失业量。 

但是，最低工资法的工资高于均衡工资不一定会导致就业量的下降。考虑一个垄断的买

方市场，均衡价格等于边际要素成本与需求曲线的交点所对应的劳动量在供给曲线上所对应

的工资，但是这一工资低于边际要素成本与需求曲线相交的那一点所对应的工资。当最低工

资高于均衡工资但低于两曲线交的那一点所对应的工资水平时，实际上会导致就业量上升。 

 

工会与集体谈判：（对结构性失业的解释之二） 

    工会：与雇主就工资、津贴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的工人协会。 

集体谈判：工会和企业就就业条件达成一致的过程。 

罢工：工会组织工人从企业撤出劳动。 

 

联系布拉德利·希勒的微观经济学中工会那一章的内容： 

工会： 

【劳动市场知识点回顾】 

劳动供给：是指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在每一工资率下，劳动者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时间。 

劳动需求：在特定时间内，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厂商在每一工资率下愿意并且能够雇佣的

劳动者数量。 

均衡工资：劳动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工资率。 

 

本地劳动市场 

上图是一种总体的过度简化。事实上，我们关心的是某一特定区域、某一特定的工作

和工人层次，而不是所有的劳动供给者。劳动市场力量可能在特定地区、职业和产业中更有

效。 

 

最低工资 

Supply 

Marginal Factor Cost 工资 

Demand 

均衡工资 

劳动量 



工会力量： 

边际工资：当多雇佣一个工人时，所有工人所得到总工资的变化。 

劳动就业量的变化

所得到的总工资的变化
边际工资   

边际工资曲线在劳动需求曲线下方： 

 

工会为了使其会员总福利最大化，就会寻找使边际工资等于工会会员供给偏好的就业

水平，也就是寻找边际工资与劳动供给曲线的交点：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发现，工会选择 u 点的就业量，此时雇主愿意支付 U 点的价格，这

个时候总福利最大化。但是，我们发现 U 与 u 之间存在一个多余的工人。此时，需要工会

把这个多余的工人排除在外。工会能否维持 U 点的垄断均衡的工资率取决于工会把一些

工人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能力，否则工资会降回竞争性均衡点（C）。 

工会企业：工人被雇佣后的 30 天（或一段时间）内必须加入工会的企业。 

工会通过工会企业来加强对劳动供给的控制，然而，工会企业也会遭到替代工人的潜

在竞争。工会的力量也是有限度的。 

工会化比率：劳动力的工会化百分比。 

 

    总体来看，美国工会力量的发展呈现出早期缓慢上升，中期发展迅速并达到顶峰，后期

逐渐下降的趋势。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

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 

 

雇主力量： 

买方垄断：只有一个买者而卖着很多的市场类型，也即某一市场中雇主是唯一的买家。 

买方集中度：当买方很多且拥有有限的市场力量时，对资源的需求就可能是竞争性的。当

某一市场只有一个买家时，就存在买方垄断。位于两极之间的是不同程度的不完全竞争，包

括买方寡头垄断。在买方寡头垄断时，只有几个买家占某一资源购买的大部分。  

边际要素成本：（Marginal Factor Cost，MFC）当多雇佣一个工人时，所支付给所有工人的

总工资成本的变化。 

劳动供给量的变化

总工资成本的变化
边际要素成本 )(MFC  

边际要素成本曲线在劳动供给曲线的上方： 

 

如上图，买方垄断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则边际要素成本曲线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U）

表示买方垄断者想要雇佣的劳动量，而此时雇主只需要支付 G 点的工资率即可得到所需的

工人。而雇主能否实现买方垄断均衡的工资率也取决与雇主的市场力量，没有市场力量时

雇主最终会位于 C 点竞争性均衡点支付较高的工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 

事实上，这里的知识点在微观部分已经介绍过了，劳动需求曲线实际上是 MRP 曲线（完

全竞争时为 MPL 曲线），因此这里的买方垄断均衡点实际上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

此时也就是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点： 

MRP=MFC 

工会垄断均衡与买方垄断均衡对比：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面两部分的内容，这里再次特别地将工会垄断均衡与买方垄断均衡进

行对比，说明工会与雇主之间的矛盾： 

 



    如图，工会关心的是就业量对福利最大化的影响，因此工会垄断均衡确定的是就业量，

也就是 u 点确定的就业量（2 人），工会通过确定就业量来期望获得的工资率是 U 点的工资

率（4 美元/小时）；而雇主关心的是雇佣量对利润最大化的影响，因此买方垄断均衡确定的

是雇佣量，也就是 U 点所确定的雇佣量（2 人），我们发现工会与雇主确定的劳动量都是相

同的，但是注意区别，雇主是不会支付 U 点的工资率（4 美元/小时）的，因为雇主通过确

定雇佣量来期望支付 G 点的工资率（3 美元/小时）来雇佣到所需的工人。 

    因此，工会与雇主的矛盾在于工资率是 4 美元/小时还是 3 美元/小时，也就是工会形成

高于竞争性工资的工资率与买方垄断的雇主形成低于竞争性工资的工资率之间的矛盾，最终

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此时，就需要集体谈判。 

 

集体谈判： 

双边垄断：劳动市场双方力量对抗的状况。 

集体谈判：雇主与工会为了决定工资、就业、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进行直接谈判。 

集体谈判的可能的协议在集体谈判的边界中，也即是工会垄断均衡点、买方垄断均

衡点以及竞争性均衡点三点所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如下图） 

 

    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压力。因为，在未达成协议之前，劳资双方都会从罢工或封闭工

厂中遭受损失。因此，大部分的集体谈判协议的达成并没有求助于罢工。 

 

工会的影响： 

相对工资：工会会员工资与那些非工会工人工资的对比。 

人们普遍认为，工会能够使相对工资提高 15%到 20%。下面进行解释： 

 
没有工会的时候，平均工资率为 We。工会控制市场后，将（L1-L2）的工人（实际上需

要有排除 L3-L2 的工人的能力）排除在外，从而把工会会员的工资率提高到了 Wu。从工会

化市场中排挤出的工人将会到非工会化的市场中寻找工作，从而使非工会化的供给曲线右

移，结果导致非工会化市场的工资率下降至 Wn。这是解释工会工资最终高于非公会工资的

一种方法。 

 



总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全体工人所得到的收入比例，它相对于资本所有者所得到的收入

份额（资本份额）。 

    我们应该知道，虽然工会对其有一定的作用，但总收入中劳动收入的份额变化大部分是

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工会的存在。 

    另外，面对工会工资的提高，厂商维持其利润的一种方法是提高其产品价格，也就是

物价。工会还会通过生产率的变化间接影响价格。 

工会是美国的一种重要政治力量，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 

以上部分对曼昆教材做出了一些补充，作为了解性内容，下面回到曼昆教材 

 

效率工资理论：（对结构性失业的解释之三） 

效率工资：企业为了提高工人生产率而支付的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 

效率工资有利的理由： 

（1）使得工人更健康 

（2）使得工人流动率更低 

（3）使得工人素质更高 

（4）使得工人努力程度更高 

 

【思维拓展】 

问题提出： 

很多企业给出的工资很高，很多人愿意在这种工资水平下工作，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工作

岗位。那么为什么工资没有向下的压力，并使得劳动市场达到均衡？ 

 

均衡工资下人们没有努力工作的激励。 

 

高工资可成为激励努力工作的工具。 

 

基本思想： 

高工资使得偷懒的成本变大。 

工人有两种选择——努力工作和偷懒，只有在失业率存在的情况下偷懒才存在成本。失

业率低的情况下，工人偷懒被开除再找到工作的几率就大，因此成本就低；反之，失业率高

则偷懒的成本高，从而工人就不愿意偷懒。 

 

假设条件： 

工人的努力程度难以监督（信息不对称）。 

 

 

总劳动量 

劳动量 

工资 

劳动需求 



不偷懒条件（NSC）图解： 

 

两个双向箭头长度之比代表（要求起到威慑作用的）失业率（短比长）。如图，工资越

高，需要起到威慑作用的失业率越低，也即只需要较低的失业率即可起到威慑作用。 

 

寻找到隐藏的均衡： 

 

    如图，如果工资率为 W0，我们发现红色的实际失业率小于要求起到威慑作用的失业率，

这样就起不到威慑作用，因此工资有上升的压力。 

 

隐藏的均衡： 

 

    工资率曲线、不偷懒约束线与劳动供给曲线三线交于一点时，才是均衡的情况。 

 

一个流水线生产的行业衡量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很容易，因此往往采取均衡工资即可。

而当一个行业较难衡量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时，往往就需要效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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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应用： 

现象 1：大多数科研项目（包括企业的项目）都是事先明码标价，一般而言，应征者云集，

这么多人应征，为何不降低一点价格呢？ 

现象 2：电影票无论座位的优劣，其定价都相同，为何不将好座位的票价提高一些呢？ 

现象 3：明星嫁入豪门后能获得大量的收益，诸如珠宝饰品、豪宅以及离异后可观的财产分

割份额，富豪为何愿意出如此高的代价？ 

 

回答 1：这个事情体现了科研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均衡，如果降价达到均衡后，不负责任

的科研行为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科研的质量将令人失望。 

回答 2：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保护好座位的使用权。（张五常） 

回答 3：如果降到均衡价格，任何一个嫁入豪门后达不到豪门大家闺秀举止标准的明星，在

失去一家的女主身份后，很容易找到下一家豪门。 

 

29、货币体系 

货币的起源：“货币天生是金银”。 

 

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性地用来从其他人那里购买物品与服务的一组资产。 

Money: The set of assets in an economy that people regularly use to buy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other people. 

 

货币在经济当中具有三种职能： 

交换媒介——买者在购买物品与劳务时给予卖者的东西； 

记账单位——人们用来标明价格和记录债务的尺度； 

价值储藏——人们能用来将购买力从现在转移到将来的一种东西。 

（对比马克思的货币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前两个是基本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

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 

 

财富指所有价值储藏的总量，包括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 

 

流动性是一种资产能够转换成经济中的交换媒介的容易程度。 

当人们决定以哪种形式持有自己的财富时，他们必须使每种可能的资产的流动性与资产

作为价值储藏的有用性相平衡。 

 

货币的种类： 

商品货币（不严格地说可以是金属货币）采用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为其形式。 

（比如黄金、白银、香烟等） 

法定货币是由于政府的法令而被使用的货币。 

（比如硬币、纸币、支票存款等不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法定货币的本质】 

先看一个故事：能力超强的比尔盖茨毕业时身无长物，文不名，但是想吃个苹果。怎么

办？找卖苹果的张三“打借条”。一段时间后，能力超强的比尔盖茨终于腰缠万贯。但是还

是保留了吃苹果打借条的习惯。此时张三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急着让比尔盖茨“见票即付”，



而是直接拿着比尔盖茨的借条跟李四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当比尔盖茨发达的信息家喻户晓

的时候，张三和李四也直接通过比尔盖茨的借条作为支付媒介的行为在社会上变得非常普

遍。此时我们认为比尔盖茨开除的借条已经满足了货币的所有定义。不过，无论比尔的财富

如何增长，它只是改变了人们对于“比尔借条”的信任和接纳程度，没有改变的是比尔借条

仍然还是一张债务证明书。当比尔的名字换成央行时，“比尔借条”也要更名为“货币”。 

结论：因此，法定货币的本质是央行开给每个持币人的借条。 

 

通货是公众手中持有的纸币和铸币。 

活期存款是储蓄者通过写支票的方式发出请求就可以使用的银行账户余额。 

 

货币存量的衡量： 

Measure What’s included 

M1 

通货               Currency 

旅行支票           Traveler’s Checks 

活期存款           Demand Deposits 

其它可开支票的存款 Other Checkable Deposits 

M2 

M1 中的每一种      Everything in M1 

储蓄存款           Saving Deposits 

小额定期存款       Small Time Deposits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 

其它               A few minor categories 

 

【信用卡、借记卡与货币】 

信用卡虽然可以用来购买许多东西，但是信用卡不是货币，信用卡实际上不是一种支

付方式，而是一种延期支付方式。而借记卡更类似于支票而不像信用卡，借记卡上的账户余

额包括在货币量的衡量之中。 

 

【所有的通货都在哪里】 

2008 年 3 月美国流通中的通货为 1.92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个成年人手中有 8,044

美元的通货。事实上，他们的手中并没有那么多钱。解释是所有的通货由国外持有的通货和

非法组织持有的通货持有。 

 

中央银行：为了监督银行体系和调节经济中的货币量而设计的机构。 

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简称为美联储（Fed）。联邦储蓄是中

央银行的一个例子。 

 

联邦储备体系的构成： 

（1）理事会（委员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由 7 名总统任命并得到参议员确认的理事组成；理事任期 14 年，任期交叉，每两年换

一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总统有权认命任期是 4 年的主席。 

 

（2）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 The Regional Federal Reserve Banks 

联邦储备体系由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理事会和 12 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组成。每个

地区性银行的 9 个理事，3 个由美联储理事会任命，6 个由所在区域的商业银行选举。理事

们任命地区的行长，任命需经美联储理事会批准。 



（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是联邦储备体系主要的政策制定机关，大约每 6 周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经济形势。联邦

公开市场委员会由美联储的 7 位理事和 12 个地区银行总裁中的 5 位（一共 12 位）组成，这 5

个投票权由 12 个地区银行总裁轮流享有。 

为了增加货币的供给，Fed 从公众手中购买政府债券；为了减少货币的供给，Fed 向公

众出售政府债券。 

 

货币供给：经济中可得到的货币量。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决策者对货币供给的安排。 

 

银行与货币供给： 

准备金：银行得到但没有贷出去的贷款。 

部分准备金银行：只把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的银行制度。 

准备金率：银行作为准备金持有的存款比例。 

%100
存款

准备金
准备金率  

当银行只把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时，银行创造了货币。但事实上，经济并没有变富，

只是变得更具有流动性而已。下面介绍货币创造的过程： 

 

我们假设法定准备金率为 r，并且事实上银行的准备金率也为 r，再假定初始存款为 a，

如果货币每存入一次，银行就进行一次贷款，那么经过 n 次贷款后经济中的货币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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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货币乘数。 

货币乘数：银行体系用 1 美元准备金所产生的货币量。 

1
 

存款
货币乘数

准备金 准备金率
 

    从公式中不难看出，准备金率越高，每个存款银行贷出的款越少，货币乘数越小。 

 

美联储控制货币的三种工具： 

（1）公开市场操作 

美联储买卖美国政府债券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当 Fed 购买政府债券时，货币供给增加，

当 Fed 卖出政府债券时，货币供给减少。公开市场操作是 Fed 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2）法定准备金 

    法定准备金是关于银行必须根据其存款持有的最低准备金量的规定。提高法定准备金减

少了货币供给，降低法定准备金增加了货币供给。Fed 很少采用这种方法（干扰银行业务）。 

（3）贴现率 

    美联储向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称为贴现率。提高贴现率减少了货币供给，降低贴现率则

增加了货币供给。（如果没有危机，美联储很少用贴现贷款。） 

 



控制货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美联储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不精确的。原因是：（1）美联储不能控制家庭选择以银行存

款的方式持有货币量；（2）美联储不能控制银行选择的贷款量。（然而，美联储可以掌握家

庭或银行行为的变动，并对这些变动做出反应，以此来控制货币供给。） 

 

【央行的困惑】 

寻宝人的货币扩张行为：张三喜欢寻宝，有一天挖出了一些黄金，于是导致经济中的货

币量增加了。 

外贸顺差的烦恼（实际上是寻宝人的货币扩张行为的抽象化）：钱生钱的行为。 

 

联邦基金利率：银行向另一家银行进行隔夜贷款时的利率。 

 

30、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 

通货紧缩，即平均价格的下降。 

超速通货膨胀指的是很高的通货膨胀率。 

 

【历史回顾】 

在过去的 70 年里，价格平均每年上升约 4 个百分点。在 19 世纪的美国，出现过通货紧

缩。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则经历过超速通货膨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价格每年上升 7 个百分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价格平均每年上升

2 个百分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价格平均每年上升约 1 个百分点，大部分时期价格稳定甚至下

降。（最高的 1961 年达到 16 个百分点，最低的 1963 年为-6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价

格平均每年上升约 7 个百分点，绝大部分时期价格上升。（最高的 1994 年达到 24 个百分点，

最低的 1999 年为-1 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的古典理论： 

货币数量理论：一种认为可得到的货币量决定物价水平，可得到的货币量的增长率决定通货

膨胀率的理论。（休谟和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弗里德曼作为货币主义者倡导这种理论） 

货币数量论用来解释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 

货币供给是由美联储控制的政策变量。货币需求有若干决定因素，包括利率和经济的平

均价格水平。 

如下图，我们以苹果作为例子，我们假设苹果的供给量是一定的，而苹果的需求有若干

决定因素，比如 P、K、I 等等，但是，要想出现下图的情况，我们是假定了其它因素都不

变，只有 P 也即价格这个因素是变化的。 

 

数量 

价格 

D (P,K,I,…) 



 同样的道理，对于货币需求，有货币需求、利率等因素决定，但是我们也是把其它因素

假设为固定的，而只研究物价这个因素。如图 

 

 当货币注入时，也即货币的供给量增加时，会出现如下情况 

 

 另外一个细节：假设货币的供给量增加，但是物价还来不及上涨，（事实上这个假设是

符合现实的，也即短期），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变量在改变？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但是物价

没有改变，看似没有达到均衡，但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利率。 

利率在短期内顶替了物价的功能，此时在物价没有改变的时候，利率是下降的，利率下

降导致了货币借贷的增加。等到物价上升的时候，借贷者发现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从而利

率上升，又回到了原来的利率。因此这个图形隐含利率的变化。 

事实上，物价的改变体现在曲线上的变动，而利率的改变体现为曲线的移动。利率下降

导致曲线向外移动。因此上述细节可以分为货币需求曲线先向外移动再向内移动最后回到原

来的位置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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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二分法与货币中性： 

 

名义变量：按货币单位衡量的变量。 

真实变量：按实物单位衡量的变量。 

古典二分法：名义变量和真实变量的理论区分。 

 

按照休谟和其他人的看法，实际经济变量不会随着货币供给的改变而改变。按照古典二

分法，影响实际和名义变量的是不同的经济力量。货币供给的改变影响名义变量但是不影响

实际变量。 

 

货币中性：认为货币供给变动并不影响真实变量的观点。 

 

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论方程式： 

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易手的速度。指普通的一美元钞票在经济中从一个人的钱包流到另一个

人的钱包的速度。（比如 1 美元在 1 年内易手了 N 次，则流通速度为 N） 

 为了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我们用产出的名义值（名义 GDP）除以货币量。如果 P 表示

物价水平（GDP 平减指数），Y 表示产量（真实 GDP），M 表示货币量，那么货币流通速度

的公式为： 

M

YP
V


  

 整理得， 

YPVM   

 这个方程式说明，货币数量（M）乘以货币流通速度（V）等于产品的价格（P）乘以

产量（Y）。这个公式称为数量方程式，因为它把货币数量（M）与产出的名义价值（P×Y）

联系起来。 

数量方程式：方程式 YPVM  把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出的美

元价值联系在一起。 

数量方程式说明，经济中货币量的增加必然反映在其它三个变量中的一个上：物价水平

必然上升，产量必然上升，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必然下降。 

 

*数量论方程式的增量形式： 

tttt YPVM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og()log()log()log( tttt YPVM  ……① 

由此可以推出： )log()log()log()log( 1111   tttt YPVM ……② 



再由②-①得， 

)log()log()log()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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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 )1log()1log()1log()1lo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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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泰勒公式可得，
Y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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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线性） 

 

事实上，货币流通速度是比较稳定的，因此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解释均衡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所需的因素： 

①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是较为稳定的； 

②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所以当中央银行改变货币量（M）时，它就引起名义产出价值（P

×Y）的同比例变动； 

③一个经济的物品与劳务量（Y）主要是由要素供给（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

源）和可以得到的生产技术决定的，特别是，由于货币是中性的，所以它并不影响产量； 

④在产量（Y）由要素供给和技术决定的情况下，当中央银行改变货币供给（M），并引起

名义产出价值（P×Y）发生同比例变动时，这些变动反映在物价水平（P）的变动上； 

⑤因此，当中央银行迅速增加货币供给时，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率。 

 

【粗略的解释】 

货币供给增加，使得人们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增大，然而经济中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

并没有发生改变，从而由供求关系导致物价上涨，从而通货膨胀。 

 

至此，之前的三角关系图已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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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速通货膨胀】 

超速通货膨胀是月度通胀率超过 50 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超速通后膨胀曾经在奥地利、

匈牙利、德国和波兰发生，原因是政府印刷了过多的钞票以弥补其支出。 

对于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行这么多货币的解释是通货膨胀税。 

通货膨胀税：政府通过创造货币而筹集的收入。 

政府面临高额支出，税收不足，而且借款能力有限，结果就只能通过印发钞票来为支出

进行支付。 

由以前的知识，我们知道，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近似），因此，整理得， 

 名义利率 真实利率 通货膨胀率 

费雪效应：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率所进行的一对一的调整。 

按照费雪效应，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名义利率会有同等数量的上升。而实际利率保持

不变。 

 

通货膨胀的成本： 

事实上，通货膨胀并不减少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因为支出增加的同时收入也增加了，并

且更进一步考虑，货币是中性的，并不影响实际产出。 

 

皮鞋成本⑴（shoeleather cost）：当通货膨胀鼓励人们减少货币持有量时所浪费的资源。 

通货膨胀减少了货币的真实价值，因此人们就有激励去最小化其现金持有。更少的现金

持有要求更为频繁地跑到银行去，从支付利息的账户中提取现金。（皮鞋成本其实是对频繁地跑

银行使得皮鞋磨损导致损失的一个比喻，这里的“皮鞋”成本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皮鞋磨损的成本，只是代

表时间与便利的成本）减少货币持有的实际成本，就是你为了不在手里多留现金而必须牺牲的

时间和便利。此外，更多地去银行耽误了生产性活动。 

 

菜单成本⑵（menu cost）：改变价格的成本。（这里又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类比餐馆印刷新菜单的成

本，但这里也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实际上不是印刷菜单的成本。） 

事实上，菜单成本并不仅仅是由于改变了价格导致的成本，而还包括没有及时改变价格

所带来的成本。首先，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让我们做出一个前提假设：不考虑“破窗

理论”，也即不考虑资源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所带来的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印刷

更多的菜单不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 

然后，我们考虑一个企业。由于菜单成本可能高于印刷菜单所带来的收益，因此根据利

润最大化原则，企业会暂时不印刷新的菜单，也即不修改价格。那么，由于通货膨胀，由于

该企业的名义价格不改变，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而市场经济是依靠相对价格来配置稀缺

资源的，而通货膨胀扭曲了相对价格，从而，消费者的决策被扭曲了，市场就不能有效率地

配置资源了，从而导致了无谓损失。 

当然，反过来想，其实即使一个企业是及时改变价格的，也很可能带来成本。因为自己

及时改变价格而别人没有及时改变价格，也会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动与资源配置不当。 

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是很确切，具体请见下面的补充的内容。 

 

这里对菜单成本的解释实际上用到了相对价格变动与资源配置不当⑶的内容。 

 

 

 



【思维拓展】菜单成本 

 

基本思想： 

企业只有在有利的情况下才会调整菜单，因此企业调整价格的条件为调整后利润的增加

大于菜单成本。（见下图的(C-A)） 

那么，通货膨胀的损失从何而来呢？ 

曼昆认为当出现调整后社会福利的改善大于菜单成本大于调整后利润的增加时，物价的

变化就带来了成本。（见下图的(B+C)）因为，菜单成本大于调整后的利润增加，因此企业

就会选择不调整价格，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偏离“最优点”，损失大于菜单成本。 

 

模型的假设： 

（1）由于涉及到定价，所以经济的环境应该是垄断企业； 

（2）企业的定价是根据事先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制定的； 

（3）仅以实际物价的上涨低于企业对物价的预期为例。 

 

图解： 

 

利润的改进：(C-A) 

社会福利的改进：(B+C) 

可能出现的结果是：(B+C)＞菜单成本＞(C-A) 

 

税收扭曲⑷： 

对名义资本收益征税：通货膨胀夸大了资本收益的数量，加重了此类收入的税收负担。

如果是累进税率，资本收益被征的税更重。 

对名义利息征税：收入税将储蓄的名义利息收入作为收入看待，即使部分的名义利息收

入只不过弥补了通货膨胀的损失。税后的利率下降，使得储蓄的吸引力下降。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消除通货膨胀，还可以是税制指数化，也即修改税法以考虑到

通货膨胀的影响。但较为复杂的指数化将使得已经让许多人认为太复杂的税法变得更为复

杂。 

混乱与不方便⑸： 

当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并制造了通胀，它就侵蚀了记账单位的实际价值。通胀导致不同

时点的美元具有不同的实际价值。因此，随着价格上升，比较实际收入、成本和利润就变得

更加困难。 

现实中的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 

A B 

C 

实际量 

边际成本(S) 

最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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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的财富再分配⑹——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特殊成本 

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在人们中间，以一种与才能和需要都毫无关系的方式，进行财富再分

配。这些再分配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经济当中的许多借贷关系都是按照记账单位——货币来

约定条件的。 

 

31、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 

 

开放与封闭经济： 

封闭经济是一个不与世界上其它经济相互交易的经济。没有出口、进口，也没有资本流

动。开放经济是一个与世界上其它经济自由交易的经济。 

一个开放经济与其他国家相互往来的方式有两种：（1）它在世界产品市场上买卖物品和

服务；（2）它在世界资本市场上买卖资本资产。 

美国经济是一个很大而且开放的经济——它进口和出口巨大数量的物品与服务，在过去

的 40 年里，国际贸易与金融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物品的流动：出口、进口与净出口 

出口：国内生产而在国外销售的物品与劳务。 

进口：国外生产而在国内销售的物品与劳务。 

净出口（Net Exports，NX）：一国的出口值减去进口值，又称贸易余额。 

进口值一国的出口值－一国的净出口（贸易余额）  

影响净出口的因素： 

（1）消费者对于国内与国外物品的嗜好；（偏好） 

（2）国内与国外物品的价格；（价格） 

（3）人们用国内通货购买国外通货的交换比率——汇率；（价格） 

（4）国内与国外消费者的收入；（收入） 

（5）物品从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运输成本；（价格） 

（6）政府对国际贸易的政策。（政治因素） 

 

贸易盈余：出口大于进口的部分。 

贸易赤字：进口大于出口的部分。 

贸易平衡：出口等于进口的状况。 

 

金融资源的流动：资本净流出 

资本净流出（Net Capital Outflow，NCO）：本国居民购买的外国资产减去外国人购买的国

内资产。（这个概念以前是“国外净投资”，Net Foreign Investment，NFI） 

资产产－外国人购买的国内本国居民购买的外国资NCO  

影响资本净流出的变量： 

（1）支付给国外资产的实际利率。（价格） 

（2）支付给国内资产的实际利率。（价格） 

（3）持有国外资产所察觉到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价格） 

（4）影响国外对国内资产的所有权的政府政策。（政治因素） 



净出口与资本净流出的相等： 

NCO=NX 

这个等式之所以成立，因为每一笔交易，如果影响了等式的一方，必然也以相同的数量

影响了另一方。 

当一国有贸易盈余时，它出售给外国人的物品与劳务就多于外国人购买的，于是它用从

国外的物品与劳务的净销售中得到的外国通货来购买外国资产。反之，它将为购买国外的物

品与劳务筹资，则它将出售资产。简单地说，就是当 NX＞0 时，NCO＞0；当 NX＜0 时，

NCO＜0。 

 

储蓄、投资及其与国际流动的关系： 

【回顾】 

净出口是 GDP 的一个组成部分： 

Y = C + I + G + NX 

国民储蓄是国民收入支付了当前的消费和政府购买后所剩余的部分： 

S = Y – C – G 

【推理】 

Y - C - G = I + NX 

S = I + NX 

 从而，由净出口等于资本净流出得到： 

S = I + NCO（或 S – I = NCO） 

资本净流出国内投资储蓄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储蓄有两个用途：国内投资与资本净流出。 

 

物品与资本的国际流动的总结： 

贸易赤字 贸易平衡 贸易盈余 

出口＜进口 出口＝进口 出口＞进口 

净出口＜0 净出口＝0 净出口＞0 

Y＜C+I+G Y＝C+I+G Y＞C+I+G 

储蓄＜投资 储蓄＝投资 储蓄＞投资 

资本净流出＜0 资本净流出＝0 资本净流出＞0 

 

国际交易的价格：真实汇率与名义汇率 

 

名义汇率：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 

 

升值：按所能购买到的外国通货量衡量的一国通货的价值增加。 

贬值：按所能购买到的外国通货量衡量的一国通货的价值减少。 

 当一种通货升值时，可以说它是“坚挺”的；当一种通货贬值时，则可以说它是“疲软”

的。 

真实汇率：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换另一国物品与劳务的比率。 

国外价格

国内价格名义汇率
真实汇率


  



 可以对其进行变换，则得 

国外价格

国内价格

名义汇率

真实汇率
  

 这样或许更方便记忆。 

实际汇率是决定一国出口和进口多少的关键。美国真实汇率的贬值（下降）意味着美国

物品相对于国外物品变得更便宜。这就同时鼓励了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者购买更多的美国物

品、更少的其他国的物品。结果，美国出口增加，进口下降，这两个变化都会增加美国的净

出口。相反地，美国的真实汇率升值意味着美国物品相对国外的物品变得更加昂贵，于是美

国的净出口下降。 

 当真实汇率等于 1，也即 e
国内价格

国外价格
（ 名义利率e ）时，意味着该物品在国内外的

真实价格是一样的。 

 

第一种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一种认为任何一单位通货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物品的汇率理论。 

1真实汇率  或 e
国内价格

国外价格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根据一价定律的原理得出的。按照一价定律，一个物品在所有地方都

必然卖同一价格。如果一价定律不成立，就会存在未被利用的获利机会。从不同市场的不同

价格中获利的过程称为套利。如果套利发生，在两国存在差别的价格最终会趋于一致。按照

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货必须在所有的国家具有同样的购买力，汇率会调整以保证这一点。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间的名义汇率（e）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并反

映了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当中央银行印刷了大量货币，货币的贬值就不仅体现在（购买的）

物品和服务上，而且体现在它能够购买的其他通货的数量上。 

分析 e
国内价格

国外价格
：当中国国内的物价水平上升时，e 就下降了，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

的价值下降了；反之，如果国内物价水平下降，e 就上升，人民币的价值就上升了。因此，

可以总结出有较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通货应该贬值，而有较低的通货膨胀的国家的通货应该

升值。 

【历史实例】德国超速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供给、物价水平与名义汇率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局限性（导致不成立的因素）： 

（1）许多物品是不容易进行贸易的； 

（2）即使是可贸易的物品，当它们在不同国家生产时，也并不总能完全替代。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真实汇率一直在波动，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是始终不变而等于 1

的。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可信的，因此大幅度且持久的名义汇率的变动反映了

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动。 

 

32、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 

 

开放经济中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 

（1）净出口（2）资本净流入（3）名义汇率（4）实际汇率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 

（1）把经济中的 GDP 作为既定的； 

（2）把经济中的物价水平作为既定的。 

 

两个市场：可贷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 

可贷资金市场：协调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以及国外可贷资金的流动（所谓资本净流出）。 

外汇市场：协调那些想用国内通货交换其他国家通货的人。 

 

（1）可贷资金市场 

NCOIS   

S：可贷资金的供给 

I+NCO：可贷资金的需求 

较高的真实利率鼓励人们更多地储蓄，因此，增加了可贷资金供给量。较高的真实利率

也增加了资本项目筹资和借款的成本，因此，它抑制了投资，并减少了可贷资金的需求量。

另外，真实利率还影响资本净流出。当本国的真实利率上升时，本国债券对不同国家的共同

基金都更有吸引力了。因此，本国真实利率上升就抑制了本国人购买外国资产，并且鼓励了

外国人购买本国资产。因此，本国较高的真实利率降低了其资本净流出。 

 

在均衡利率水平上，人们想要储蓄的数量恰好平衡了所需的国内投资和资本净流出的数

量。 

 

可贷资金量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供给 

（来自国民储蓄） 

可贷资金需求 

（用于国内投资于资本净流出） 



（2）外汇市场 

NXNCO   

NCO：国外资本资产的购买与出售之间的不平衡，本国货币的供给 

NX：物品与劳务出口和进口之间的不平衡，本国货币的需求 

 

在均衡的实际汇率上，用本币购买净出口的需求恰好平衡了将本币换成外币以购买国外

资产的本币供给。 

 

小总结： 

可贷资金市场：需求：I+NCO；供给：S 

外汇市场：需求：NX；供给：NCO 

 

联系两个市场的纽带：资本净流出（NCO） 

 

两个市场同时均衡： 

 

真实汇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量 资本净流出 

本币量 

NCO 
I+NCO 

S 

需求 

NCO 

资本净流出 

真实汇率 

0 

用于兑换外国通

货的本币量 

真实汇率 
本币供给 

（来自 NCO） 

本币需求 

（用于 NX） 



政策与事件如何影响开放经济： 

（1）政府预算赤字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政府预算赤字减少了可贷资金供给，抬升了利率，挤出了国内投资，

导致资本净流出下降，从而引起真实汇率上升。这使得贸易余额倾向于赤字。 

 

小贴士：“孪生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 

 

（2）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直接影响一国进口或出口的物品与劳务数量的政府政策。 

关税：对进口物品的征税。 

进口配额：对在国外生产而在国内销售的物品（进口物品）的数量的限制。 

 

进口配额的影响： 

 

 进口减少，净出口（NX=NCO）不变，原因在于真实汇率上升，抑制了出口，从而两

者相互抵消导致净出口不变。 

 因此，贸易政策不影响贸易余额。（但是根据“破窗理论”，由于贸易政策使得原来的自

由贸易情况下的各个经济专门从事最擅长的事情的情况发生改变，从而减少了整体经济福

利。） 

 

真实汇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量 资本净流出 

本币量 

NCO 
I+NCO 

S 

需求 

NCO 

真实汇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量 资本净流出 

本币量 

NCO 
I+NCO 

S 

需求 

NCO 



（3）政治与经济稳定性 

资本外逃：一国资产需求大量且突然地减少。 

以墨西哥 1994 年的经济为例： 

 

真实利率的上升只部分抵消了资本净流出增加的影响。（因为 NCO 大量增多） 

当然，由于 NCO 的规模并不确定，理论上还有两种情况： 

 

 

 但现实情况是，资本外逃基本上会导致：利率上升，通货贬值。 

真实汇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量 资本净流出 

本币量 

NCO 
I+NCO 

S 

需求 

NCO 

真实汇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量 资本净流出 

本币量 

NCO 
I+NCO 

S 

需求 

NCO 

真实汇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量 资本净流出 

本币量 

NCO 
I+NCO 

S 

需求 

NCO 



正常的供需定义： 

如果按照正常的定义来，外汇市场的图形应该是： 

 

这样分析将带来不必要的烦恼，比如利率的变化会引起美元供需都发生变化，我们也许

可以得出汇率是如何变化的，但是不一定能知道净出口如何变化（考虑利率上升）。 

 书本模型的供需定义巧妙的将不随汇率变化的美元数量全部隔离出来了，简化了分析。 

 

【现实经济中的应用】 

 2008 年北京奥运，这个体育盛事对中国的净出口、汇率以及国内诸多行业的影响如何？ 

 

33、总需求与总供给 

经济活动年复一年地波动。在大多数年份里，物品与服务的生产是上升的。在过去 50

年，平均来说，美国经济的生产每年增长约 3 个百分点。在一些年份，正常的增长没能出现，

导致了衰退。 

衰退：真实收入下降和失业增加的时期。 

萧条：严重的衰退。 

关于经济波动有三个关键的事实： 

（1）经济波动是无规律且不可预测的 

经济当中的波动常常被称作经济周期（或称商业周期）。 

（2）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同时波动 

大多数衡量某种收入或生产的宏观经济变量几乎同时波动，虽然许多宏观经济变量一起

波动，他们波动的幅度并不同。 

（3）随着产量减少，失业增加 

实际 GDP 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呈反向关系，在衰退时期，失业大幅上升。 

NCO 



上面介绍了经济波动的三个事实，我们希望能够解释是什么引起这些波动。事实上，这

些波动是短期的。短期与长期是不相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古典理论描述了长期而不

是短期中的世界。货币供给的变化影响长期中的名义变量而非实际变量，货币中性的假设在

研究经济的逐年变化时是不恰当的。 

 

要解释短期经济波动，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 

 

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大多数经济学家用来解释经济活动围绕其长期趋势的短期波动的模

型。 

总需求曲线：表示在每一种价水平时，家庭、企业、政府和外国客户想要购买的物品与劳务

的数量的曲线。 

总供给曲线：表示每一种物价水平时，企业选择生产并销售的物品与劳务的数量的曲线。 

 

【思维拓展】总供需和苹果市场供需的区别 

苹果的价格上升导致苹果的需求下降，这是因为消费者会转移一部分收入到其他商品的

消费中。苹果的价格上升导致苹果的供给上升，这是因为厂商此时增加产出更有利可图。 

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上述逻辑一定都是指相对价格的变化。总供需曲线讨论的是总

价格水平和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所有上述微观的供需逻辑在此都不适用。 

 

如果整体的物价水平变化，预算约束的斜率和位置都不会改变，消费者的需求不会变化，

其加总的需求也不会变化。 

 

物价水平（名义变量） 

（实际变量）产量 

总供给 

总需求 

苹果 

衣服 

衣服 

苹果 

售价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以下几点： 

（1）虽然总供需模型从图形上看苹果的供需完全类似，但是其经济含义完全不同，经济学

的学习需要对这种看似相同、实质大异的东西敏感。 

（2）我们熟知的供需曲线背后的经济逻辑既然不能用到总供需图形中，那说明我们需要全

新的逻辑来建立这个理论。 

（3）正因为需要全新的理论，同学们在理解后面的理论时就可以感觉到，为什么这个模型

的争议这么大；为什么总供给曲线的三个理论要特别强的、令人不舒服的假设条件。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两条曲线。 

 

（1）总需求曲线 

GDP（Y）的四个组成部分构成了对物品与服务的总需求。 

NXGICY   

 

（假设条件：供给必须无条件满足需求） 

 

 对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解释有三点： 

 

（1）价格水平与消费：财富效应 

价格水平的下降使得消费者感觉更加富有，这反过来鼓励他们支出更多。消费支出的上

升意味着对物品与服务更大的需求数量。 

 

（2）价格水平与投资：利率效应 

更低的价格水平减少了货币借贷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利率，这就鼓励了对投资品的更大

支出。投资支出的增加意味着物品与服务的需求数量更大。 

实际收入 

计划支出 

45 度线 

计划支出等于

实际收入 

产量 

物价水平 



（3）价格水平与净出口：汇率效应 

价格水平的下降导致了本国的利率下降，外国投资者想要更少的本国债券，外汇市场上

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减少，真实汇率就会贬值，本国出口相对于外国人更便宜，而进口相对更

贵，从而刺激了本国的净出口。净出口支出的增加意味着物品与服务的需求数量更大。 

 

上面介绍了曲线的变动，下面则介绍曲线的移动。 

 

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表示价格水平的下降增加了物品与服务总的需求数量。然而，在

给定的价格水平上，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物品与服务的需求数量。当这些其他因素中的任一种

发生改变，总需求曲线移动。 

（1）消费引起的移动 

在物价水平既定时，使消费者支出增加的事件（减税、股市高涨）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

动，而使消费者支出减少的事件（增税、股市的低迷）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2）投资引起的移动 

在物价水平既定时，使企业投资增加的事件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企业投资减少的

事件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3）政府购买引起的移动 

政府对物品与劳务购买的增加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对物品与劳务购买的减少使总需

求曲线向左移动。 

（4）净出口引起的移动 

在物价水平既定时，增加净出口的事件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减少净出口的事件使总

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2）总供给曲线（长期和短期） 

在长期中，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 

【长期】 

 

物价水平 

产量 

长期总供给 

自然产量率 



首先，介绍长期总供给曲线。在长期中，经济的物品与服务的生产依赖于它的劳动、资

本与自然资源的供给，以及将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与服务的可行技术。价格水平在长期

中不影响这些变量。 

长期总供给曲线垂直于自然产出率处。这一生产水平也被称为潜在产出或充分就业产

出。 

自然产量率：一个经济在长期中当失业处于其正常率时达到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 

 

长期供给曲线的变动了解后，继续了解长期供给曲线的移动。 

 

任何改变自然产出率的经济变化都会移动长期总供给曲线，这样的移动可以按照古典模

型中影响产出的若干因素来分类：来自劳动（L）的移动、来自资本（K，物质资本；H，

人力资本）的移动、来自自然资源（N）的移动、来自技术知识（A）的移动。 

（回顾： ),,,( NHKLAFY  ） 

任何一种增加真实 GDP 的政策或者事件都可以增加物品与劳务的供给量，并使总供给

曲线右移；任何一种减少真实 GDP 的政策或者事件都可以减少物品与劳务的供给量，并使

总供给曲线左移。 

 

现在可以用总需求和总供给来描述长期增长与通货膨胀： 

 

 主要由于技术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中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提高了，长期总供

给曲线向右移动。同时，随着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总需求曲线也向右移动。并且由于总需

求曲线的移动程度大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程度，则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短期】 

 

产量 

物价水平 



接下来，介绍短期总供给曲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原因有三点： 

（1）粘性工资理论 

名义工资的调整是缓慢的，或者说在短期内是“粘性的”。工资并不随着价格水平的下

降而立即调整。从而，当物价水平降低时雇佣和生产的利润就将低，这就导致企业减少物品

与服务的供给数量（产量）。（假设：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视而不见） 

 

（2）粘性价格理论 

某些物品与服务的价格为适应经济状况变化所进行的调整是迟缓的。物价水平未预料到

的下降，使得某些企业的价格超过了合意的水平，这会压低销售量，引起企业减少物品与服

务的生产数量。 

 

（3）错觉理论 

总体价格水平的改变，暂时性地误导供给者，让他们在出售自己产出的市场上，看不清

正在发生什么。更低的物价水平导致了对相对价格降低的错觉，这种错觉使得供给者减少物

品与服务的供给数量。 

 

所有这三个理论都表明，当实际价格水平背离人们预期的价格水平时，产量就背离其自

然率。用数学公式表述如下： 

价格水平）（实际价格水平－预期自然产量率产品供给量  a  

短期中，预期价格水平难以调整，实际价格水平的上升增加了产品供给量，总供给曲线

向上倾斜。长期中，预期价格水平得到调整，以致与实际价格水平相等，总供给曲线垂直于

自然产量率处。 

 

对公式进行变形得到： 

）预期物价水平（
））－自然产量率（产品供给量（

）实际物价水平（ *
*

a
P

YY
P   

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变动了解后，继续了解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短期总供给曲线移动

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1）生产函数自变量的改变 

任何改变自然产出率的经济变化都会移动短期总供给曲线，这样的移动可以按照古典模

型中影响产出的若干因素来分类：来自劳动（L）的移动、来自资本（K，物质资本；H，

人力资本）的移动、来自自然资源（N）的移动、来自技术知识（A）的移动。 

（回顾： ),,,( NHKLAFY  ） 

任何一种增加真实 GDP 的政策或者事件都可以增加物品与劳务的供给量，并使总供给

曲线右移；任何一种减少真实 GDP 的政策或者事件都可以减少物品与劳务的供给量，并使

总供给曲线左移。 

 

（2）预期物价水平的移动 

预期物价水平下降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预期物价水平上升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

左（向上）移动。 



从公式 

预期物价水平
率产品供给量－自然产量

实际物价水平 
a

 

 中可以看出，长期总供给曲线与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的纵坐标即为预期物价水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最终得到了最开始我们给出的图形，也即长期均衡的图形： 

 

 

我们的基本分析工具已经形成，现在可以分析经济波动的两个原因了。经济波动有两个

原因——总需求移动和总供给移动。 

在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的四个步骤：（a）确定影响的曲线；

（b）确定曲线的移动方向；（c）画图分析；（d）长期跟踪分析。 

 

（1）总需求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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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悲情因素蔓延，悲情因素首先影响的是总需求曲线（确定影响曲线），总需求曲线

左移（确定方向），总需求减少，在短期中，经济从 A 移动到 B 点，产量减少，物价下降（这

是一个有利的移动）（画图分析，如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预期物价水平调整（相应地降

低）时，短期供给曲线右移，经济达到 C 点，产量恢复回原来的水平，而物价水平下降。（长

期跟踪分析）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 

（a）在短期中，总需求移动引起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量的波动； 

（b）在长期中，总需求移动影响物价总水平，但不影响产量； 

（c）影响总需求的决策者可以潜在地减缓经济波动的严重性。 

 

（2）总供给移动的影响 

假设生产成本上升，首先影响的是供给曲线（确定影响曲线），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

左移（确定方向），从而经济从 A 移动到 B 点，结果出现了滞胀。（画图分析） 

滞胀：产量减少而物价上升。 

 

 根据粘性工资理论，滞胀导致企业和工人提高对物价水平的预期，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

继续左移，从而加剧滞胀。高物价引起高工资，高工资又引起更高的物价，这一现象有时被

称为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 

事实上，若长期不处理这个问题，长期总供给曲线也会左移（如下图）。然后，在某一

点时，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放慢（正如下图的虚线）。因为低产量和低就业将压低工人

的工资，因为当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工人的议价能力就小了。当名义工资下降时，生产物品与

劳务的成本降低，从而曲线向右移动。由于一般难以回到最初的均衡状态，因此会回到某一

个比初始状态高但是比最极端状态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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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政策处理问题，则会发生如下情况： 

 

 通过影响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右移，经济会从 A 移动到 C 点，虽然产量控制住了不变，

但是物价水平将上升到 C 点。直到发生有利的移动才能够再次压低价格。 

 

3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 

 

我们之前已经说明了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三个原因：财富效应、利率效应和汇率效应。

而对美国来说，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最重要原因是利率效应。 

为了更好地理解总需求，我们现在更详细地研究短期利率的决定。在这里我们提出流动

性偏好理论。 

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利率的调整使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平衡。 

 

货币供给由美联储控制：公开市场运作、改变法定准备金以及改变贴现率等等。货币供

给的数量不依赖于利率，因为它被美联储固定住了，它用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表示。 

货币需求由若干因素决定，按流动性偏好理论，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利率。人们选择

持有货币而不是带来更高回报率的其它资产，是因为货币能够用来购买物品与劳务。而持有

货币的机会成本是从利息收益的资产中能够得到的利息。利率上升，提高了持有货币的机会

成本，这就会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减少。 

利率调整以平衡货币的供求： 

 

根据流动性偏好理论，利率的调整使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平衡。如果利率高于均衡

水平，人们想持有的货币量就小于美联储创造的货币量，而且这种超额货币供给会给利率一

种下降的压力。相反，如果利率低于均衡水平，人们想要持有的货币量就大于美联储创造的

货币量，而且这种超额货币需求会给利率一种上升的压力。因此，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力量使

利率趋向于均衡利率。在均衡利率时，人们乐于持有美联储所创造的货币量。 

物价水平 

产量 

短期总供给 

总需求 

长期总供给 

自然产量率 

A 

B 

C 

利率 

货币量 

货币供给 

货币需求 



利率——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 

（1）长期利率：产量由资本和劳动的供给以及把资本和劳动转变为可产出的可得到的生产

技术决定（自然产量率）；在产量水平既定时，利率的调整使可贷资金的供求平衡；在产量

与利率既定时，物价水平的调整使货币的供求平衡。 

 

（2）短期利率：物价水平固定在某个水平（基于以前形成的预期），在短期中它对经济状况

的变动反应较小；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物价水平，利率的调整使货币的供求平衡；货币市场

均衡的利率影响物品与劳务的需求量，从而影响产量水平。 

 

【笔者补充】 

事实上，对于第（2）点，我们在第 30 章已经提到了一个隐含的利率关系：在长期的货

币增长与物价水平的关系中，其实隐含了短期的利率调整。现在我们结合这一课内容再进一

步解释：（如下图） 

 

 在短期中，物价水平固定在某个水平上，正如上面所述，因此当货币供给增加时，物价

水平在短期内并不发生改变。从而，实际上长期的图中隐含了一个 A 到 C（再从 C 到 B）

的过程。 

货币供给增加时，左边的货币供给曲线向外移，导致右边的可贷资金供给向外移，利率

下降（短期），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降低引起货币需求的增加，体现为左边货币需求曲线的

向外移动，物价水平维持不变；长期物价水平能够向上调整，购买物品需要更多货币，引致

可贷资金需求的增加，导致利率回升到最初的水平（长期），此时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回升

到原先水平，导致货币需求回到最初水平。 

 

 现在我们再来解释一下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原因。 

 

 如左图，当物价水平上升时（从 A 到 B），购买物品需要更多货币，导致货币需求右移。

这使得利率上升，从而持有货币（借贷）的机会成本变大了，人们选择更少持有货币，从而

使得投资活动减少从而物品与劳务的需求量（产量）减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右图的关系

——总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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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过程可以总结为三个步骤：（1）高物价增加货币需求；（2）高货币需求提升利率；

（3）高利率降低总需求。 

 

介绍了总需求曲线的变动，下面介绍的是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如图，美联储改变货币政策时，可以移动总需求曲线。当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时，导致

利率下降（从 A 到 B），从而借贷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在物价水平固定（短期内）的

情况下增加了（向右移动）。（同理，向左移动也可以分析） 

 

货币政策既可以根据货币供给，也可以根据利率来描述。在实际中，美联储把联邦基金

利率作为目标的决策，原因有两点：（1）难以准确衡量货币供给；（2）货币需求一直在波动。 

 

【笔者补充】 

股市也会影响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因为，股市高涨时，家庭变得富有，从而增加了 C；

同时也刺激了投资，因此增加了 I，由公式 NXGICY  知，在另外两个参数不变的

情况下，在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Y 的增加导致了总需求曲线的右移。 

上面介绍了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接下来再介绍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政府决策者对政府支出和税收水平的确定。 

 

在长期中，财政政策影响的是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而在短期中，财政政策主要影响

的是物品与劳务的总需求。 

当政府改变其物品与劳务的购买时（政府支出 G），它就直接使总需求曲线移动。政府

还可以通过税收来使得总需求曲线移动。无论是对政府支出还是税收水平做出改变，都涉及

以下两个方面——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 

 

（1）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了收入，从而增加了消费支出时引起的总需求的额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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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增加了 N 美元，可以使总需求移动大于 N 美元。这种乘数效应的产生是因为

总收入的增加刺激了消费者的额外支出。 

我们把家庭额外收入中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的比例称作边际消费倾向（MPC）。 

家庭收入

家庭支出




MPC  

 从而，乘数的公式为：
MPC

MPC i






 1

1
)(

0i

乘数  

要注意乘数效应的含义是实际的变化多于政府的变化。因此，当政府购买减少时，总需

求的左移将大于政府减少了量。 

 

【补充内容】 

计算乘数时总是有一个疑问：比如政府增加△G，那么总收入也增加△G，随之消费就

会增加 GMPC  )1( ，…，但是我们知道收入增加的部分只有 )1( MPC 的比例用于消

费，剩下的部分是增加的储蓄，继而也就增加了投资，而增加的投资应该也会带来乘数效应。

我们在整个计算政府开支乘数时似乎漏掉了这个投资部分带来的一系列效应。 

其实并没有漏算。解释如下： 

 （先定义 C 是边际消费倾向，也即家庭的增加支出占额外收入的比例，Y－T 等于私人

储蓄加上消费，I 是投资，G 是政府购买） 

GITYC  )( 是计划总支出，在均衡时它应该和 GDP 也即 Y 相等，此时一定有

I)(  GTYCY储蓄 。当政府支出增加△G 时，Y 暂时没有变化，但投资减少相

应的△G，这个时候企业发现投资小于意愿的投资量 I，于是增加雇佣工人使得投资回到意

愿量，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Y 增加。当总收入增加到 Y+△G 时，我们再来看投资有何变化，

此时的投资应该是 GCGTYCYGGTGYCGY  )()()()( ，

这意味着意愿投资减少了 C×△G ，于是企业就又增加雇佣人数，使得意愿投资回到原来

的数额，这样总的收入进一步增加，增加量正好就是 C×△G ，这样一直下去，我们发现

乘数的计算正好应该是  GCGCG 2
 

 

（2）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从而减少了投资支出时所引起的总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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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当政府增加物品与劳务购买时（导致最初的总需求曲线移动），引起的收入增加

使货币需求增加了，这会引起利率上升。从而，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效应，即由于利率上升

导致的总需求的减少（后来的总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部分抵消了财政扩张对总需求的影响。 

我们可以运用上面的原理，运用政策来稳定经济。然而对于这一点，有不同的声音： 

（1）支持积极稳定政策论 

从 1946 年就业法案起，经济稳定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明确的目标。就业法案有两个含义：

第一，政府应该避免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第二，政府应该对私人经济的变化做出反应，以

稳定总需求。 

（2）反对积极稳定政策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了经济不稳定。因为货币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

影响有相当的时滞。他们建议，应该允许经济自己调节以对付短期波动。 

自动稳定器：当经济进入衰退时，决策者不采取任何有意的行动就可以刺激总需求的财政政

策变动。 

自动稳定器包括了税收体系以及某些形式的政府支出。 

 

35、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有两个经济状况指标受到密切关注，那就是：通货膨胀与失业。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相加得到痛苦指数，它是经济“健康”的一个衡量指标。 

 

从长期来看，自然失业率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各种特征。例如，最低工资法、工会的市

场权力、效率工资的作用、寻找工作的有效性。而通货膨胀率主要依赖于货币数量的增长，

它是由美联储控制的。 

从短期来看，社会面临着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取舍。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菲利

普斯曲线中： 

菲利普斯曲线：一条表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短期权衡取舍的曲线。 

 

在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对该曲线的形状可以用总需求、

总供给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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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需求低，经济在 A 点，产量低且物价也低，由此失业率就高；如果总需求高，

经济在 B 点，产量高且物价水平也高，由此失业率就低——从而得出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看似给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通货膨胀—失业可能结果的菜单，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个选择的菜单会发生移动。 

 

菲利普斯曲线移动有两个原因：预期的作用和供给冲击的作用。在说明这两种原因之前，

先介绍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断定，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在长期不相关。结

果，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处。因此，货币政策在长期是无效的。 

 

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仍然可以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解释： 

 

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此当扩张性货币政策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均衡从 A

移动到 B，物价水平上升，而产量不变，因此失业率也不变，从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 

下面介绍两种导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的因素： 

 

（1）预期的作用 

预期通货膨胀率衡量了人们预计整体价格水平将变化多少。在长期中，预期通货膨胀针

对实际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而在短期中，预期通货膨胀率一般不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因此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 )a 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 实际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  

或者，整理为下列形式： 

a


失业率－自然失业率
实际通货膨胀率 － ＋预期通货膨胀率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可以从图形看出长期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交点： 

物价水平 

产量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A 
A 

B 
B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这一等式实际上与之前我们讲过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有联系的： 

价格水平）（实际价格水平－预期自然产量率产品供给量  a  

注意之前的公式是加号，因为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补充内容】 

 由第 33 章的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公式推导本章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公式，下面给出一

个不严谨的推导，我们只要定性正确即可，不要求定量分析。因此下面的分析只是一种定性

的思考。 

 由 33 章定性地可知，有 )( ** InPInPaInYInY  ，从而，可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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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推出， 

* *(1 ) ( ) (1 )In u u In        （其中，
* 是预期通胀率，u 是失业率） 

)( ** uu    

再回到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越高，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

取舍也就越高。 

 

开始在 A 点时，预期通货膨胀和实际通货膨胀都很低，而且失业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

如果美联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经济在短期中就从 A 点移动到 B 点。而在 B 点，预期的

通货膨胀依然低，但是实际通货膨胀率高，而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在长期中，由于较高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长期 

低预期 

高预期 

A 

B 
C 

失业率 

长期 

短期 

预期通货

膨胀率 

自然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 



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会调整预期，从而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右移，

经济移动到 C 点。在 C 点，预期通货膨胀和实际通货膨胀都高，而失业率回到自然失业率。 

从而，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提出了自然率假说。 

自然率假说：认为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失业最终要回到其正常率或者自然率的观点。 

1961-1973 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上述观点： 

 

1961-1968 年呈现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但 1970 年菲利普斯曲线被打破，人们对通货

膨胀的预期赶上了现实，从而进入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2）供给冲击的作用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也会因为对总供给的冲击而移动。总供给的重大不利移动会恶化失业

与通货膨胀的短期权衡。不利的供给冲击带给政策制定者更为不利的通胀与失业的权衡。 

供给冲击：直接改变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使经济中的总供给曲线移动，进而使菲利普斯曲线

移动的事件。 

 

上图显示的是总供给的不利冲击。当总供给曲线左移时，均衡点从 A 点移动到 B 点，

产量下降，物价上升（这个组合被称为滞胀）。总供给的不利移动使经济从低失业和低通货

膨胀的点（A）移动到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点（B），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 

在 20 世纪 70 年代，OPEC 引起了总供给的不利冲击，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 9%，

而失业率达到 7%左右。 

 

物价水平 

产量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A 

A 

B B 



 为了降低通货膨胀，要付出代价——美联储不得不推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美联储减

慢货币增长率时，它就紧缩了总需求，从而减少了产量，这就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一代价

在统计学上通常被概括为牺牲率。 

牺牲率：在通货膨胀减少一个百分点的过程中每年产量损失的百分点数。 

 

如图，为了降低通货膨胀，就必须付出经历 B 点的高失业率的代价。如果牺牲率的估

计是 5，那么要让通货膨胀率从 10%下降到 4%就必须要牺牲 30%的年产量。这样一来，牺

牲率是很高的。然而，反对牺牲率如此高的声音来自于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当人们在预测未来时，可以充分运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

的信息的理论。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企业和工人可以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当经济政策（即将）改变

时，人们相应地（提前）调整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牺牲率应该比估计的小很多。 

沃克尔 1979-1987 年的反通货膨胀为“牺牲率”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如图，虚线为预期的曲线，而实线为实际的曲线。我们发现实际的代价并没有估计的大，

而且这种情况是在许多公众不相信沃克尔要降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理性预期理

论还是不能否定的。 

 后来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波动是相对小的。通货膨胀率和失

业率基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格林斯潘之后，伯南克就面临着挑战。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长期 

C B 

A 



36、宏观经济政策的五个争论问题 

 

争论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决策者应该试图稳定经济吗 

 

赞成：如果放任不管，经济就倾向于发生波动。 

反对：发生的作用存在时滞（政治程序），且经济波动难以预测。 

 

争论 2：货币政策应该按规则制定还是相机抉择 

 

赞成：按规则制定 

相机抉择存在两个问题：（1）相机抉择——缺乏能力、滥用权力——政治性经济周期；

（2）通货膨胀高于合意水平——政策前后不一致性。因此，货币政策需要按照规则制定。 

 

反对：不按规则制定 

相机抉择的优点——灵活性。并且有人提出相机抉择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假想的，政策性

经济周期和政策前后不一致并不是特别明显。而且在达成共识前别无选择。 

 

【思维拓展 1】泰勒规则的逻辑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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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是联邦基金利率， 是过去一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 y 是最近衡量的真实 GDP，
*y 是

自然产量率估算，
* 是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 

逻辑： 

1、盯住实际利率（盯住 2%） 

2、短期供给情况 

3、通货膨胀率与央行目标不一致 

 

构建中国的泰勒规则：要改变的参数是哪些？如何改变？ 

（1）对于要盯住的利率“2%”，取决于哪些因素？ 

这是实际利率，而可贷资金市场是我们研究实际利率最简单最有利的工具。 

 

利率（真实利率） 

可贷资金 

供给 需求 



（2）把电价压低，生产成本降低，但物品价格可能是升高的 

 

（3）有时候 y 和 不用实际的，而用预期的，因为政策的调整得到的效果存在时滞，因此

用预期来得到的值在未来 6 个月或者其它时间，就没有时滞效果，从而得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争论 3：中央银行应该把“零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吗 

 

赞成：通货膨胀的六大成本（皮鞋成本、菜单成本、加剧价格相对变动、税收负担变动、混

乱与不便、财富任意再分配）；零通货膨胀目标的优点——聚焦点。 

 

反对：（1）实现零通货膨胀率要付出代价（牺牲率）；（2）减少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成本要由

那些承受能力最差的人来承担；（3）由于名义收入膨胀和物价膨胀总是同时发生的，所以降

低通货膨胀并不会使真实收入增加更快；（4）决策者还可以实际上并不降低通货膨胀而减少

许多通货膨胀的成本；（5）当各个经济降低其通货膨胀率时，它们几乎总要经历一个高失业

和低产量的时期，相信中央银行可以很快获得信任从而使反通货膨胀无痛苦的想法也是危险

的（反通货膨胀引起的衰退在经济中会潜在地留下持久性的印记）；（6）通货膨胀能“润滑”

劳动市场的“车轮”——由于工人抵制名义工资的减少，通过物价水平上升来降低真实工资

较为容易实现；（7）有时候经济需要负的真实利率来提供对总需求的足够刺激——零通货膨

胀就排除了这种选择。 

 

争论 4：政府应该平衡其预算吗 

 

赞成：（1）加重了子孙后代的负担，且存在不公平；（2）降低国民储蓄，利率上升投资减少

——资本存量在一定时期内减少——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真实工资和经济中物品与劳务的生

产——低收入高税收；（3）虽然有时候赤字可以用战争等解释，但并非所有的都可以有合理

的解释。 

 

反对：（1）政府债务问题往往被夸大了；（2）孤立地看待预算赤字的影响是会令人误解的；

（3）只关注预算赤字转移了人们对其他各种在各代人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的注意力；

（4）在某种程度上，有远见卓识的父母可以扭转政府债务的不利影响——为子孙后代留下

更多的遗产；（5）预算赤字可以一直增长。 

 

 

 

 

电市场 苹果市场 

价格 

产量 

价格 

产量 



争论 5：应该为了鼓励储蓄而修改税法吗 

 

赞成：一国的储蓄率是长期经济繁荣的关键决定因素。而美国税收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抑制了

储蓄。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以消费税替代现有的税收政策，通过消费税，家庭仅根据其支出而

非所得来纳税，这样就会大大激励储蓄。 

 

反对：鼓励储蓄的税法对富人有利而对穷人不利，有失公平。另外，所设计的新税法未必能

达到预期效果，高收益率的增加不一定带来储蓄的增加，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并

且，增加公共储蓄也可以达到增加国民储蓄的目的，减少税收未必带来国民储蓄的增加。 

 

【思维拓展 2】课本第 35 章 P316 第 6 题 

 

 实际上的自然失业率是 5%，而如果美联储错误地认为是 4%时，则在自然情况下经济

应该处于 A 点，而美联储因为错误的认识，认为 A 点并不均衡，而试图采取手段使得经济

到达 B 点（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给以降息等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而经

济在自然情况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又会调整到达 C 点，而如果美联储继续错误认识，

则继续…… 

 

【思维拓展 3】在一个经济中有两家银行，银行 1 和银行 2，公众将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共

2000 元以活期储蓄的形式存入这两家银行，每家银行都存入 c1=c2=1000 元。两家银行均以

10%的准备金率提取准备金，将剩下的货币发放贷款，分别以字母 x 和 y 表示这两家银行最

终持有的活期储蓄数量，单位为元。 

（1）假定贷款者均将其贷款全部以活期储蓄的形式存入其贷款的部分，即从银行 1 得到的

贷款均存入银行 1，从银行 2 贷款则存入银行 2，画出两家银行以 c1,c2,x 和 y 表示的资产负

债表（即 T 账户），并求出 x 和 y 的值，整个经济的货币乘数是多少？ 

资产 债务 

贷款 9000 元（90%） 

准备金 1000 元（10%） 

10000 元 

x=y=10000 

（2）现在假定贷款者都把其贷款全部存入另一家银行，即从银行 1 得到的贷款均存入银行

2，从银行 2 贷款则存入银行 1，再次画出两家银行以 c1,c2,x 和 y 表示的资产负债表（即 T

账户），并求出 x 和 y 的值，此时经济的货币乘数是多少？ 

与（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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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是结合胡涛老师的课堂内容、课本内容和本人自己的理解整理的，由于本人水

平有限，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与指正。 

我尽力地按照曼昆第五版的课文内容和原意进行编写，并适当地根据胡涛老师的课堂内

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中一些地方加入了我个人的观点。这份资料相对其它资料来说还是

比较详细的，主要是希望让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多思考，重点在于激发大家一种自主思考的能

力，因此大家主要是通过这份资料来引发一些对课本内容的思考，而不是机械地记住这些常

识。希望我的这份资料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庄   

201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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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后，重新复习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重新整理这份资料，

发现有些地方当年其实并没有完全吃透，于是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在阅读这份资料的时

候，当年胡涛老师在课堂上的风貌历历在目，不禁让我怀念起初学经济学的美好时光。 

重新整理这份资料，首先是因为自己想重温基础，其次也是想更新自己的笔记，并借之

和有志于学习经济学的同学们交流。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交流： 

 

http://cczhuang.weebly.com/（个人主页） 

zogcee@gmail.com（邮箱） 

 

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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