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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放缓下的资产泡沫风险是过去很少遇

到的现象，因为资产泡沫通常出现在经济稳定或者

繁荣时期。 为了与传统资产泡沫出现于经济稳定或

者繁荣时期的典型特征做出明确区分，本文将这种

新的资产泡沫现象称为衰退式资产泡沫。 需要说明

的是，衰退式资产泡沫只是为了与传统资产泡沫进

行区别的一般性概念，其中的“衰退”并不特指经济

衰退或增速为负的经济现象。 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

出现的资产泡沫现象，均可视为衰退式资产泡沫。

一、典型事实

　 　 （一）“借新还旧”行为显著增多。 “借新还旧”
是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一种融资模式，旨在应对某些

短暂时期出现的偿债资金不足的问题。 当经济体的

融资结构以对冲性融资为主时，整个金融体系是稳

健的。 当经济体的融资结构以投机性融资或庞氏融

资为主时，整个金融体系是不稳健的。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缺乏大规模的债

务重组出清，２０１２ 年以来企业等负债主体对“借新

还旧”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 一是从微观层面来

看，依靠“借新还旧”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所占比重

明显上升。 黄少卿和陈彦（２０１７）测算表明，上市企

业中僵尸企业数量占比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１％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４％。 二是从宏观层面来看，通过对比

债务利息支付规模和 ＧＤＰ 增量两个指标的大小来

反映负债主体对“借新还旧” 的依赖程度 （李扬，
２０１７）。 如果 ＧＤＰ 增量小于债务利息，则表明经济

体中投机性融资与庞氏融资的比重较大，负债主体

对“借新还旧”的依赖度较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除了

２００９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影响之外，其余时期

内中国每年的 ＧＤＰ 增量均大于债务的利息规模。
恰是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ＧＤＰ 增量开始一直小于债务

的利息规模。 由此可见，尽管“借新还旧”是一种常

见的融资模式，但近几年负债主体对“借新还旧”较
高的依赖程度是以往所少见的。

（二）伴随着债务率与投资率的走势出现分化，
衰退式资产泡沫现象愈加明显。 理论上，债务率的

攀升最终或是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率的上升，或是

转化为资产价格的上涨（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５）。 从现实情

况来看，中国作为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债务率

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债务率的攀

升主要是推动了实体经济投资的高增长。 这期间在

“四万亿”等政策的刺激下，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规

模占 ＧＤＰ 比重由 １４１．３％提高到 １８０．６％，新增固定

资产形成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则由 ４１．２％大幅上升至

４８％的历史最高点。 然而在 ２０１２ 年之后，债务率与

投资率的走势出现了明显分化。 一方面，投资率下

滑，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８％一直回落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４．３％；
另一方面，债务率延续了快速上升势头，从 １８０．６％
升高到 ２５７％。

正是在债务率与投资率呈现分化走势之后，中
国经济的衰退式资产泡沫现象开始出现，并且愈加

明显。 经济增速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５％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

的 ６．７％，２０１７ 年经济增速虽然有所回升，但下行压

力依然较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体系以

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得十分活跃。 在

ＧＤＰ 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 比重逆势上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提高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４．８％。 这一分化走势进一步印证了衰

退式资产泡沫现象的存在。

二、基准模型

　 　 （一）基本设定。 构建含有资产泡沫的宏观模

型，一般是以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Ｄｉａｍｏｎｄ－Ｔｉｒｏｌｅ 的 ＯＬＧ 框

架为基础。 为探究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与最

优对策，本文在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Ｖｅｎｔｕｒａ（２０１２）这一资产泡

沫领域经典的宏观模型基础上，进行了三点针对性

拓展。 一是借鉴 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８６）对企业融资方式的

分类，刻画了高债务下企业部门两种不同类型的融

资模式：对冲性融资与投机性融资。 二是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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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实际情况，模型刻画了两类企业：生产效率较

高的生产型企业与生产效率较低而只能依靠“借新

还旧”维持生产的僵尸企业。 三是加入了投资者家

庭部门与金融杠杆，模拟现实中个体或金融机构借

助加杠杆等手段投资金融资产以追逐更大利润的

行为。
（二）数值模拟 １：衰退式资产泡沫与传统资产

泡沫形成机制比较。 既然衰退式资产泡沫是一种新

现象，那么形成机制与传统资产泡沫究竟有何区别，
这是需要系统回答的重要问题。 为此，本部分着重

分析三点。 第一，传统资产泡沫顺周期变动的核心

机制是什么？ 为什么资产泡沫通常出现在经济繁荣

时期，而很少出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 第二，现有

观点一般认为衰退式资产泡沫与传统资产泡沫本质

上没有区别，不过是经济增长放缓下货币政策过于

宽松所致，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第三，本文着重强调

的高债务下负债主体过多依赖“借新还旧”的行为，
在衰退式资产泡沫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针对上述三点，本文设定了三组数值模拟实验。
第一组数值模拟实验中，模型不包含基准模型中有

关两种融资方式的设定，只包含对冲性融资。 相应

地，模型不再包含僵尸企业部门。 由此，模型设定与

以往含有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相近似。 在

此设定下，本文分别给予模型正向和负向的全要素

生产率冲击，观察资产泡沫的波动情况并分析其核

心机制。 第二组数值模拟实验是在第一组模型设定

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模型负向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与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从而模拟经济增长放缓下

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形，观察是否出现衰退式资

产泡沫现象。 第三组数值模拟实验是沿用基准模型

的设定，即包含对冲性与投机性两种融资模式，同时

给予模型负向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考察衰退式资

产泡沫的形成机理。
１．传统资产泡沫顺周期变动的核心机制。 第一

组数值模拟实验结果较好地模拟了资产泡沫的顺周

期性，无论是在正向还是负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

影响下，资产泡沫均是与产出水平同向变动。 就正

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而言，首先，正向全要素生产率

冲击使实体经济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上升，激发了企

业的投资意愿，提高了企业的借贷激励；其次，信贷

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加快；最后，经济的繁荣增强

了投资者进行资产泡沫投资的意愿。 由此可见，乐
观预期—信贷扩张—产出水平上升与资产泡沫膨胀

这一过程，较好地刻画了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７８）等研究

的传统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
就负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而言，一方面它会使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滑，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
另一方面负向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会加大企业的偿

债压力。 为了缓解债务压力，企业不得不开启去杠

杆进程，降低自身的债务率。 相应地，投资者部门的

活跃度也有所减弱，从而使资产泡沫规模缩小。 可

见，经济增长放缓时期负债主体为了缓解不断增加

的债务压力，不得不减少借贷规模来降低自身债务

率，由此导致金融体系活跃度下降，这是资产价格低

迷的核心原因。 这一机制类似于“债务—通缩”的

理论机制。
２．宽松货币政策是衰退式资产泡沫产生的核心

原因吗？ 第二组数值模拟实验结果显示，仅考虑负

向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和正向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

时，虽然宽松货币政策下资产泡沫规模会有所增加，
但产出水平上升了，不会出现衰退式资产泡沫现象。
这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并减轻企业的债务压力，从而激发企业的融资需求。
由此，企业拥有更多资金可用于实体经济的生产，经
济体的资本积累规模和产出水平相应地上升。 事实

上，经济增长放缓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予以应对是

基本的理论共识。 货币政策通过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来刺激经济，也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

（Ｍｉｓｈｋｉｎ，２０１１）。
不仅如此，从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国货币政

策也没有处于过度宽松的状态。 一是从货币数量来

看，自 ２０１１ 年中国货币政策定位由“适度宽松”转

为“稳健”以来，基础货币的投放速度显著放缓，基
础货币 ／ ＧＤＰ 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６％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９％。 二是从实际利率来看，２０１２ 年以来利率中枢

明显上移。 采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减去 ＣＰＩ
当月同比涨幅，可以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的实际利

率水平的平均值为－１．５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则达到了

０．７３％。 因此，结合数值模拟实验结果与现实情况

可知，不能将衰退式资产泡沫简单地归因于宽松的

货币政策，更不能因此认为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以应

对衰退式资产泡沫。
３．衰退式资产泡沫形成机理探究。 第三组数值

模拟实验沿用了基准模型中企业可以通过“借新还

旧”来滚动债务的设定，同时仍给予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负向冲击使其下降 １％。 考虑企业的“借新还

旧”行为后，模型的运行机制与第一组实验相比发

生了一点明显变化，虽然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依然会

加大企业的偿债压力，但是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投机

性融资的规模予以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这与第一组

数值模拟实验中企业只能通过去杠杆来降低债务率

明显不同，符合近年来僵尸企业与地方政府等负债

主体不断通过“借新还旧”来滚动债务的现实情况。
上述变化还带来了两方面的显著影响。 一是负

债主体“借新还旧”行为的增多挤占了企业可用于

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而且使低效率的僵尸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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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继续运营。 这就会加剧资源的错配程度，从而抑

制经济增长。 二是负债主体“借新还旧”行为增多

使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企业的融资活动依然保持活

跃，特别是投机性融资规模显著增加。 这意味着更

多新增信贷资金（“借新”） 是用于偿还已有债务

（“还旧”），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推
动了资产泡沫的膨胀。 由此，经济体中出现了产出

水平下滑但资产泡沫膨胀的衰退式资产泡沫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模拟结果并不意味着

“借新还旧”行为不可取，作为一种常用的融资方

式，其可以平滑企业的偿债压力。 真正的问题在于

僵尸企业等低效率的负债主体过多地依赖“借新还

旧”手段。 由于这部分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依然存

在，而且还需要不断地融资来滚动债务，这就相当于

一个楔子分割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催生了实体

经济低迷与金融体系活跃的分化局面。 随之而来的

影响是本来具有较高生产率的生产型企业进行实体

经济投资的意愿也会下降，更愿意通过投资金融资

产的方式获取收益。
（三）数值模拟 ２：衰退式资产泡沫与传统资产

泡沫的对策比较。 在厘清衰退式资产泡沫与传统资

产泡沫形成机制差异的基础上，本文对两者在应对

策略上的不同进行比较，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 第

一，应对传统资产泡沫的“双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

慎政策组合是否还适用于衰退式资产泡沫？ 如果不

适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应该采取怎样的组

合？ 第二，现有理论一般将抑制资产泡沫归为金融

稳定范畴，核心在于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繁荣，但之

前分析表明高债务下负债主体“借新还旧”行为增

多才是衰退式资产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 那么，降
低实体经济债务率在应对衰退式资产泡沫方面能够

发挥什么作用？
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方式的比较。

无论是在应对衰退式资产泡沫还是传统资产泡沫

时，实施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都是必要的手段。 当

前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与宏观审慎

政策相配合，货币政策应该定位于“紧缩”，还是“中
性”或者“宽松”？ 首先，比较传统资产泡沫与衰退

式资产泡沫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紧”组

合的政策效果。 面对传统资产泡沫时，因为资产泡

沫规模扩张的同时产出水平也有所上升，所以实施

“双紧”的政策组合能很好地完成稳定增长与抑制

资产泡沫这两项任务。 这也佐证了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应当趋紧以应

对资产泡沫的理论共识（Ｍｉｓｈｋｉｎ，２０１１）。 不过，“双
紧”政策力度不能过大，否则不利于经济稳定目标

的实现。 而面对衰退式资产泡沫时，“双紧”的政策

组合则难以发挥较好的效果。 无论采取怎样的组

合，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均会带来产出的较大损

失。 产出水平不仅低于初始状态，甚至低于衰退式

资产泡沫状态时的水平。 这是因为，收紧的货币政

策会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大企业本已较重的债

务压力，从而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 不仅如此，由于

紧缩货币政策下僵尸企业受到影响较小，更多是拉

紧效率较高企业的融资约束，这就会进一步加剧资

源错配程度。 其次，进一步比较衰退式资产泡沫下

中性和宽松货币政策与偏紧宏观审慎政策搭配的效

果。 当货币政策定位于中性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主

要作用时，由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投资者部门

的投机性行为，所以资产泡沫规模能够得到明显抑

制。 然而，这一组合对产出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有

限。 相比之下，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与偏紧的宏观

审慎政策时，政策效果出现了明显改善。 一方面，偏
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抑制资产泡沫的效果没有受到明

显影响，资产泡沫规模均明显低于初始状态与政策

实施前的衰退式资产泡沫状态。 另一方面，在宏观

审慎政策配合下，货币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企

业的融资成本，从而提升了投资的积极性，进而显著

地提高了经济产出水平。 由此可见，“稳健偏宽松

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是应对衰退式

资产泡沫更为理想的组合。
２．实体经济去杠杆的政策效果分析。 由于高债

务下负债主体过度依赖“借新还旧”是衰退式资产

泡沫形成的核心原因，所以直观上推进实体经济去

杠杆应该是应对衰退式资产泡沫的有效手段。 这与

应对传统资产泡沫时宏观政策主要聚焦于抑制金融

体系繁荣有较大不同。 当实体经济去杠杆与“稳健

偏宽松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政策组合

同步协调推进时，能够显著改善对衰退式资产泡沫

的调控效果，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相比于不推

进实体去杠杆的情况，产出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二

是资产泡沫规模的收缩幅度进一步增加。 尽管宏观

审慎政策在抑制资产泡沫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但是

推进实体经济去杠杆后，资产泡沫规模还是比不推

进去杠杆时下降了。 三是资源错配程度得到改善，
经济运行效率提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实体经济去杠杆举措

十分重要，但当缺乏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配合

时，单独推动实体经济去杠杆进程会加大经济下行

压力。 历史经验表明，高债务背景下一旦资产泡沫

出现破裂，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与资产抛

售情况，使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通缩”危机之

中。 因此，实体经济去杠杆过程中需要通过“稳健

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来实现

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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