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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政策制定者拓展了政策工具范围

新冠疫情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
关键时期。随着疫情在2020年上半年迅速蔓延，经济
政策制定者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迫使他们进行
创造性思考，扩大政策工具范围，不断突破传统极限
，制定新的危机应对方案。这些努力可能在整个亚太
地区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还预示着未来可能尝试
一些非常规政策。甚至关于现代货币理论（MMT）的
讨论范围也可能超出发达经济体。

这些措施迅速缓解了全球的资金流动性状况，为
亚太地区的决策者开辟了新的政策天地。随着经济陷
入停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推出了一系列补贴和福利
措施，以支持因疫情暂时失业的家庭和停工停产的企
业。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在扩大转移支付和医疗卫生支
出的同时，还采取了货币扩张手段，重要的是，它们
在货币扩张的同时还确保了金融稳定性。采取的货币
干预形式包括：降低政策利率、放松宏观审慎监管、
其他形式的监管宽容、以及向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
流动性。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当局还通过信贷担保或
融资换贷款计划（FLS）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
总之重要的是，新的政策工具被大量采用。

应对多重冲击
首先，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大面积停摆，并且对海
运、空运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给全球产出和亚洲的区
域性供应链造成了严重的供给侧冲击。此外，受到疫
情影响，全球广泛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向新兴市
场的资本流入骤停，全球需求和融资骤减。这一切都
发生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而且大宗商品需求暴跌，
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价格战引发了全球能
源价格暴跌。
美元仍然是国际融资的主要币种，约占所有跨境
银行贷款和国际债券的一半。因此，美联储对全球货
币状况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决策者对此次
疫情反应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手
段。除了积极降低利率外，美联储还开始大规模购买
资产并增加货币互换额度，以使美元流向其他中央银
行，包括日本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及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储备银行。同时，美国国会推出了约占
GDP14％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以保护美国企业和
消费者免受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影响。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降息与针对政府债务的二级
市场资产购买计划结合在一起，并且提高了回购拍卖
的频率。此外，放宽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以及关于公
开市场操作抵押品质量的规定，并建立了与美联储的
美元互换额度。澳储银行还建立了定期贷款机制，以
确保银行信贷流向小型企业。
新西兰储备银行在三月中旬将其官方货币利率降
低了75个基点，并在此后实施了一项大规模资产购买
计划，以购买公共部门的债务。除了管理美联储扩大
的美元互换额度外，它还增加了政府的透支额度，并
扩大了外汇互换市场上的流动性供应。新西兰储备银
行为金融部门提供了抵押贷款工具，放宽了资本和监
管要求，并且还参与了政府担保计划以促进商业融
资。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应对新冠疫情，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业注入约3万亿元人民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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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发达市场央行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以及通
货膨胀压力减弱和政策公信力增强，使得该地区的政
府不但可以进行降息，还可以购买当地货币债务，从
而在不引发货币过度波动的情况下为经济注入更多流
动性。

中长期流动性，扩大转贷和再贴现规模，并降低了银
行的法定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中短期贷款
以及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并扩大对中
小企业的信贷。中国人民银行还引入了融资换贷款计
划，中国政府在监管方面做出了相应变化，以防止实
体经济的金融状况趋紧。

当然，比起许多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新西
兰或日本，这些国家的资产购买计划规模要小得多，
而且尚不清楚它们在不影响市场信心的情况下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继续这种做法，直至达到债务承受极限。
然而现实情况是，面对前所未有的脆弱经济状况以及
大幅增加的不确定性，许多亚洲经济体首次在债券市
场上采取了广泛行动，该政策突破的重要意义不容低
估。

同时，日本央行承诺无限量购买政府债券，并为
银行设立了专门的融资业务，以方便银行对企业的贷
款。日本央行还增加了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日
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s）的购买力度，加大
了对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的针对性购买。 5月下旬，
日本央行推出了一项确保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计
划。自3月中旬以来，日本央行还参与了美联储提供
的美元互换交易。
亚太地区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在政策上也有新
的突破。在印度尼西亚，其中央银行在降低利率之
后，还降低了银行的准备金率，并向银行业提供了多
种流动性工具。印尼政府放宽了宏观审慎监管，并授
权央行向银行提供流动性援助，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政
府债券以及为存款保险机构融资。与之类似，菲律宾
央行也大幅降低了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该国央行还购买了约占GDP1.5％的政府债务，并向政
府汇款200亿菲律宾比索。菲律宾央行还宣布了一系
列监管宽松措施，并为贴现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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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也是最史无前例的政策突破，体现在亚洲
的大部分地区都实施了资产购买计划。从历史上看，
大多数新兴市场，包括亚洲的新兴市场，都面临着市
场融资方面的限制，无法使用这种量化工具，在某些
情况下甚至完全无法采取反周期性的政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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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贬值可能会收紧整个亚太地区的金融状况，引发该
地区一系列的货币贬值和其他措施，导致不稳定性增
加。这是在连续第三次在危机中，事实证明对人民币
大幅贬值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一个明显的趋
势。此外，外国投资者退出中国债券市场的现象仅出
现在2020年3月。除3月外，今年每隔一个月都会有资
金流入中国债券市场，特别是5月，5月是有记录以来
单月资金流入量第二大的月份。

亚太地区央行也实施了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有
所扩大

重要的一点是，与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
国的量化宽松力度较弱，对金融账户的管理仍相当谨
慎，此举减少了中国货币政策在全球的波及效应。在
可预见的未来，亚洲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将继续唯美联
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马首是瞻，但中国经济和市
场的稳定一直是维持该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央行持有债券占市场存量
的百分比

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政策利率仍为正值的情况下实
施了资产购买计划，这一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大多数
是为了改善市场功能，而不是从实质上缓解金融状
况。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几乎全是在利率已经处于
零利率下限时推出的。亚洲国家央行的资产购买规模
基本上处于正常范围之内。购买债券通常是央行货币
操作的一部分，通常常是作为回购交易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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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短期内稳定效果显著，但这些广泛且迅速实
施的非常规政策，在疫情退去后也将带来一些风险。
但是，鉴于这些政策在亚洲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之新
兴亚洲国家和发达市场之间的风险差距正在缩小，因
此不应过分夸大这些风险。当然，如果与美国的利差
扩大，或全球通货膨胀加剧，那么央行的资产购买可
能无法获得市场认可。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通货膨
胀率更高的环境，许多人可能会表示开心。

注：截至2020年6月8日数据，或澳新银行研究中心的最新估计。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CEIC，Macrobond，澳新银行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 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制定
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制定
非常规政策的常态化将产生一些长期影响。尽管
未来几年全球实体经济周期将更加受到亚洲的影响，
但美联储仍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重要的
是，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之间的“质量”差距已经缩
小。
政治风险不再只是新兴市场的问题，它对于包括
美国在内的发达市场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鉴于
美国选民的两极分化，美国的国内政治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动荡。面对此次新冠疫情，一些发达经济体
（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应对反应各不相同，这表明制
度风险在发达经济体中普遍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应对措施可圈可点。最后，
政策的独立性曾经主要是新兴市场关注的问题。但是
在最近的两次危机中，在发达经济体，财政和货币政
策之间的界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这导
致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政策独立性问题。
重要的是，在整个疫情期间，人民币汇率基本保
持稳定，从而减轻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人民

新冠危机很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
的分水岭。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在美国决策者
采取了果断行动之后，亚洲政府有效地将手中的财政
手段和货币工具相结合，以保护国家收入和人民生
计。这场危机刺激了政策创新，促使亚太新兴市场的
政策制定者增加了新的工具，如广泛实施资产购买计
划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政策突破。尽管新政策也面临
着明显的风险，但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趋势也同样带有
风险。
针对此次疫情，许多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宽松政策，这可能预示着，未来面对经济冲
击，会有更多的非常规政策被采用（可能包括MMT的
运用）。现代货币理论（MMT）认为，以本国货币发
行债务的国家不会在（本币）主权债务上违约，因为
该国央行在必要时总可以支持政府。现代货币理论的
支持者还声称，财政政策应该是经济周期的主要稳定
器，因为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更直接，负面影响更少。现代货币理论在某些方面
仍存在很大争议，因此单独运用现代货币理论的可能
性很低，但是对其的讨论将越来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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