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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中的货币
摘要
货币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然而其本质随着时代的推移有着明显的变化。本文简要介绍了当代货币
的定义。
在当代，货币是一种借据，其特殊之处在于，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相信可以用货币来交换他人的商品和服
务。
货币主要分为三类：通货（Currency）、银行存款（Bank Deposit）和中央银行准备金（Central Bank
Reserve）。每种都代表了一个经济部门给另一个经济部门的借据。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大多是以银行存款的
形式存在的，而这种形式本身是由商业银行创造出来的。

图解：现代经济中的货币

图中内容翻译：
自给经济
自己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
农民吃浆果，渔民吃鱼。

交易
如果刚好两个人都想要对方生产的东西，双方就有可能发生交换。
农民会用自己生产的浆果交换渔民的鱼。

对借据的需求
然而在实际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想要不同的东西。而借据是一份以后偿还某人的承诺，可以用来解决
这一问题。

渔民可能会给农民一张借据，用来交换夏季收获的浆果。
然后等到渔民在冬季捕鱼之后，再履行承诺给农民一些鱼。

复杂的借据网
然而，随着许多人开始使用借据来交换各种物品，借据系统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并且，要紧的是，其
有效性也依赖于每个人都信任其他人。
实线箭头代表商品流。
虚线箭头代表借据流。

以货币充当借据
货币是一种人们普遍相信的特殊借据。
货币的形式可以表现为由中央银行印刷的通货，或是人们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此外，对于商业银行本身来
说，中央银行的储备金又代表了货币的另一个形式。

点击此处观看一段摄于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小视频，其中讨论了本文的一些关键内容。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每天都采用某种货币形式来买卖商品和服务，付款或收款，或是起草或订立合约。货币在现代经
济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尽管货币十分重要又有着的广泛应用，对其定义却还未达成广泛共识。一部分原
因是货币的构成随着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
本文简要介绍了货币在 现代经济 中的作用。阅读本文无需具备任何经济学知识。首先，本文解释了货币的概念及
其特殊之处。其次，本文阐述了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形式，例如英国有 97% 的货币都是以银行存款而非通货的形式

由公众持有 [1]。本文描述了货币的不同类型，它的价值由来以及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有一个表格简要概述了支
付技术在近期的一些发展情况。本文的姐妹篇《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生》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货币的创生过程，并且
讨论了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了便于讲解，本文聚焦英国这个经济体，不过探讨的问题与如
今的大部分经济体都有关联。有一条短视频解释了本文中的一些关键内容 [2]。

何为货币？
在某时或某地有许多不同的商品或资产被用来充当货币。商品指的是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或欲望而具备价值的东西，
例如食物、衣服或书籍。资产指的是能够用来生产其它商品或服务而具备价值的东西，如机器。那么应该将哪类商
品或资产称为货币呢？通常来说，人们会根据货币执行的职能对其进行定义。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表明货
币应该起到三大重要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作为一种价值贮藏手段——我们期待此物会以一种可以理性预测到的方式在时间的推移中仍然保持其
价值。千百年前开采出的金矿或银矿时至今日依然价值不凡。而易变质的食物一旦腐坏立刻变得一文不值。因此金
银具有很好的价值贮藏功能，易变质的食物则不然。

第二个作用是作为一种记账单位——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标准，例如菜单、合约或价格标签。在现代经济中，记账单
位通常是货币，例如英国以英镑为记账单位，不过也可以是一类商品。过去，物品通常基于一种很常见的标准定
价，如主食（“小麦”）或家畜。
第三个作用是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人们持有此物，不是因为想要这件物品本身，而是打算以此来交换其他物品。
例如，在二战期间的一些战俘营里，由于缺乏货币，香烟就成了交换媒介 [3]。即使是不吸烟的战俘也愿意把其他
东西换成香烟，并非因为他们打算吸烟，而是为了以后能够以此交换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些职能之间联系紧密。例如，如果一种资产未来会贬值，即不具备良好的价值储藏职能，也将更难用作交换媒
介。实际上，在某些国家，传统货币因为很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说恶性通货膨胀，而不能很好地储藏价值，外国
通货便取而代之成为交换媒介。例如，在一战结束之后的五年内，用德国马克衡量的物价翻倍了 38 次——这意味
着在 1918 年价值一马克的东西在 1923 年价值超过 3000 亿马克 [4]。结果在那时，一些德国人转而开始用其它货
币买卖物品。为了确保英镑不会失去交换媒介的作用，英格兰银行的目标之一就是保卫货币的价值。虽然交换媒介
需要具备良好的价值储藏功能，但是许多具备良好价值贮藏功能的物品并非很好的交换媒介 [5]。例如，房屋虽然
长期保值，但是无法轻易转让用作支付之途。
同样地，经济体中的交换媒介通常来说也是有效的记账单位 [6]。如果英国商店在用美金给商品定价的同时依然只
接受用英镑付款，顾客每当购物之时都必须了解英镑和美金之间的汇率。这对于顾客来说既费时又费力。所以，如
今在大多数国家，各商店都是用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进行定价：在英国就用英镑 [7]。
交换媒介的作用历来被经济学家视为是货币最重要的职能 [8]。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之一，他的肖像还印在目前
流通的 20 英镑纸币上，他认为货币在推动自给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自给经济中，
人人都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例如，独自困在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就不需要货币，因为他只吃自己采集的浆果
和猎到的动物 [9]。然而，对于人类来说，专门从事某种物品的生产，大批量生产超出自己需求量的某种物品，彼
此之间再进行交易，这样效率会更高。例如，如果鲁滨逊·克鲁索很擅长采集食物，就会专注于采集浆果，而他的朋
友星期五很擅长打渔，就会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打渔上 [10]。

货币是一种借据
虽然鲁滨逊·克鲁索和星期五可以在简单地用浆果交换鱼——简单到不需要使用货币——但是现代经济中的人想要进
行的交换会复杂得多。多得多的人涉及其中 [11]。重要的是，这些交换通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人们并非一直都
想消费自己生产的物品，他们也并非一直都想在生产出这种物品的 同时 消费它们。鲁滨逊·克鲁索可能在夏季收集

了大量的时令浆果，而星期五可能得等到秋季才能捕到很多鱼。在现代经济中，年轻人想要借钱买房；年长者想要
存钱养老；劳动者更喜欢在一个月里逐步将工资花掉，而非在发工资当天全部花掉。这些需求模式意味着有些人想
要借用、而剩下的人想要得到其他人会在以后偿还的声明——或者说是借据。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只是一种特殊形式
的借据，或者通过经济学术语来解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金融资产。

图1 . 货币与其它资产和负债(a)
蓝色 Venn 图表示资产的集合。资产包括机器、黄金(b)、房产、地产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又包括抵押贷
款、债券和货币。
红色 Venn 图标是金融负债的集合，包括抵押贷款、债券和货币。

（a）为了便于说明，图1 已经精简：图中所示的资产/负债种类不符合经济体中的实际种类。
（b）按照统计学的惯例，一些黄金资产（如政府持有的黄金资产）被归类为金融资产，而非经济学上所说
的非金融资产。

要将货币理解成一种金融资产，首先考虑以个人或公司名义持有的广泛类型的资产会很有帮助。其中一些资产如 图
1 所示。淡蓝色区域表示资本（如机器）、地产和房产等非金融资产。每种非金融资产都能为其所有者生产商品和
服务。例如，机器和地产可以用来生产商品或食物；房产为人们提供带来庇护和舒适感的服务；而黄金可由人们随
心所欲地制成各种外形，如珠宝。
其中一些非金融资产（甚至是这些由资产生产出的商品）有可能履行货币的某些职能。如果将在其它方面有价值的
商品或资产用作货币，这些商品或资产就被称为商品货币。例如，亚当·斯密描述过“古代的斯巴达人是如何将铁用
作贸易工具的”以及“古罗马人是如何将铜作为贸易工具的” [12]。还有许多社会将黄金作为商品货币。使用本身就有
价值的商品作为货币有助于人们建立起未来以之交换其它商品的信心。然而，因为这些商品有其它用途——例如用
于建筑业或制成珠宝——将它们作为货币需要付出成本 [13]。因此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反而是一种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就是对经济体中的另一个人享有的债权——是给个人、公司、银行或政府的借据。金融资产可以由非金融
资产的所有者创造。例如，一个地主决定将自己的部分土地出租给一个农民来交换对方未来收获的粮食。虽然地主
可支配的土地减少了，手上却多了一份金融资产——享有农民将来利用资产（土地）生产出的物品（粮食）的债
权。然而，大多数金融资产实际上都享有其它金融资产的债权。想购买一家公司（如农场）的债券（一种由公司开
给债券持有人的借据）的人大多不想要粮食作为回报。相反，债权等合约通常会载明亏欠了债券持有人一定数量的
金额，农场可以通过出售其粮食获得这笔金额。
因为金融资产是对经济体中的另一个人享有的债权，所以也属于金融负债——一个人的金融资产往往是另一个人亏
欠的债务。因此如 图1 所示，在封闭经济体 [14]中，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是相当的。如果一个人申请了按揭贷款，
就有义务在一段时间内向银行支付一笔金额，即负债，而银行则有权利收取这些付款，即相同金额的资产 [15]。或
者，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笔公司债券，就拥有了一笔资产，而公司则负担同等金额的负债。相比之下，非金融资产不
是对另一个人享有的债权。如果一个人拥有一所房子或一些黄金，不会有相应的人负担同等金额的负债——因此不
存在非金融负债。如果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将自己所有的资产和负债汇集到一起，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包括货
币）都会相互抵消，最后只剩下非金融资产。

货币为何特殊？
原则上可能不需要货币之类的特殊金融资产来记录某人享有的商品和服务的债权。经济生活中的每个人，在有购买
意愿时，都可转而通过给出借据来创造自己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再在一本总账上记下自己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实
际上，在中世纪的欧洲，商人通常会通过发行借据来进行交易。商会定期在交易会上清理债权，主要是通过债务相
互抵消的形式 [16]。不过，这类系统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信任 [17]。否则人们会担心一些债务人到了兑现之
时可能会赖账。即使他们相信所有直接债务人，也会担心这些人把钱借给了不可靠的人，因而无法偿还自己的债
务。
货币是一种用来解决信任缺乏问题的 社会制度 [18]。因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借据，所以它在交换中很有用：现代

经济中的货币是这个经济体中人人都相信的借据。因为人人都相信货币，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货币来交换商品和服务
——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成为交换媒介。只有几类借据能够获得这种地位。例如，如果借据的偿付没有得到普遍的信
任，这类借据在交换中就不太可能被接受——因此也就更不像货币。本文的下一节解释了现代经济中有哪几类借据
具备货币的职能，以及这几类特殊的借据是如何获得人们的信任并在交易中被普遍接受的。

货币的不同类型
前一节解释了虽然许多物品和资产能够履行货币的一些职能，但如今的货币是一类特殊的借据。要想进一步理解的
话，思考一下现代经济中流通的几类特殊货币会有帮助——每种都代表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借据。所有这几类货币，
连同其它各种关于货币的常用术语都列在了文末术语表（表A）中。本文主要将经济体分成了三类：中央银行（在
英国就是英格兰银行）；商业银行（例如，巴克莱（Barclays）和劳埃德（Lloyds）等大型零售银行（High Street
Banks）（译者注：意指在各地的主要商业街道上开设分支的消费者银行））；以及其余包括家庭和公司的私营部
分，此处称为“消费者”。
经济评论员和学者通常密切关注经济体中流通的“广义货币”量。广义货币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能够用于交易的货
币，其中包括：通货（纸币（Banknote）和硬币（Coin））——由中央银行主要面向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发行的借
据；银行存款——由商业银行向消费者发行的借据 [19]。广义货币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因为它衡量了经济体中货
币支出的决策方——家庭和公司——所持有的货币数量。本文的姐妹篇中有一个表格解释了不同的货币衡量标准可
以揭示关于经济体中的哪些信息。
另一种定义通常将货币称为“基础货币”或“中央银行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借据组成，其中包括通货（面向消费
者发行的借据）和中央银行准备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据）。基础货币很重要，因为中央银行只有依靠发行基础
货币才能实行货币政策 [20]。姐妹篇解释了英格兰银行是如何通过调整支付给准备金的利率来影响经济体的支出和
通胀率，以及不同类型货币量的。

谁欠谁的？标出借据
绘制资产负债表是一种标出不同人之间互相开具的借据的有效方法。正如之前讨论的，每张借据对一个人来说是金
融负债，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相应的金融资产。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资产负债表就是简单的汇总，一方面是所有资
产——由他人开具的借据和自己持有的非金融资产，另一方面是所有负债（或者说，债务）——开具给他人的借据
[21]。

图2. 经济体中不同类型货币持有者和发行者的标准资产负债表(a)
左边的是央行(b)的资产负债表。资产为非货币，负债为存款准备金和通货。央行负债的合集即为基础货币。
中间的是商业银行(c)的资产负债表。资产为准备金、通货和非货币。负债为存款和非货币。
右边为消费者(d)的资产负债表。资产为存款和通货。负债为非货币。消费者资产的合集即为广义货币。

（a）为了便于说明，资产负债表已经精简：上表所示的货币种类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实际载明的种类不
符。
（b）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只显示了基础货币负债和与之匹配的资产。实际上，中央银行还持有其它类型的
非货币资产。中央银行持有的非货币资产主要由国债组成。尽管如此，国债是由英格兰银行的资产收购计划
持有的，因此不会直接出现在英格兰银行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上。
（c）商业银行的非货币资产包括国债，而非货币负债包括长期负债和股权。
（d）消费者代表了家庭和公司这块私营部分。资产负债表只显示了广义货币资产和相应的负债。消费者的
非货币负债包括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

你可以将每个群体中所有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汇总起来，得到一份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中显示了同一经济体中由一个
群体向其他群体开具的借据 [22]。图二是一份资产负债样式表，显示了同一经济体中三个群体各自的资产和负债。
不同类型的货币都用不同的颜色表示：蓝色表示通货，红色表示银行存款，而绿色表示中央银行准备金。因此，广
义货币是由消费者持有的红色和蓝色部分资产的总和，而基础货币是所有蓝色和绿色部分资产的总和。（要注意的
是资产负债表并不是按真实比例绘制的——广义货币的数量实际上大于基础货币的数量。）每种货币都表现在至少
两个群体的资产负债表中，因为每种货币都是一个群体的资产和另一个群体的负债。还有许多其他资产和负债不履

行货币的职能（图1 中除了淡紫色圆圈以外的所有部分）；其中一些资产和负债在 图2 中显示为白色。例如，消费
者持有按揭之类的贷款，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负债，对于借钱给消费者的银行来说是资产。
接下来要详细讨论这三种类型的货币，解释它们为何具有价值并简要描述它们是如何创生的 [23]。第 9 页的专栏概
述了近期支付技术和替代性货币的发展情况，这导致一些与货币具有相似性的工具的诞生。

（i) 法定货币（Fiat Money）——纸币和硬币
何为法定货币？
通货主要由纸币组成（在 2013 年 12 月时，纸币的面值占总面值的 94% 左右），大多数纸币是由英格兰银行向经
济体中其他群体开具的借据 [24]。通货主要由消费者持有，不过商业银行也持有少量通货以满足提款需求。正如纸
币上印刷的那样，纸币是一种会向纸币持有者即期“支付指定金额的承诺”（例如 5 英镑）。这就使得纸币变成了英
格兰银行的负债和纸币持有者的资产，在图二的资产负债表中用蓝色显示。
当英格兰银行于 1694 年成立之时，第一批发行的纸币是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早在此之前，当金匠银行家开始为顾
客保管金币之时，发行能够兑换成黄金的“银行券”这一过程就出现了。金匠会为存放金币的顾客提供收据，这些收
据很快就作为一种货币进行流通起来。英格兰银行会以相似的方式用黄金兑换银行券——随时准备好将银行券即期
兑换回黄金。除了少数几段时期，这就是接下来 250 年里通货系统的运作情况——“金本位制” [25]。然而在1931
年，英格兰银行永久放弃提供黄金来兑换银行券，以便英国可以在大萧条时期更好地管理经济，具体情况参见下
文。
自1931年以来，英镑已经成为了法定货币。法币或者说纸币（Paper Money）是无法兑换成其它任何资产（如黄
金或其它商品）的货币。

支付技术和替代性货币的发展近况
前不久，支付技术和替代性货币迎来了一波创新浪潮。本栏概述了一些发展情况，聚焦于这些情况与正文中讨论的
货币概念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虽然支付技术和替代性货币在不同程度上履行了货币的一些职能，但是它们目前
尚未像通货、中央银行准备金或银行存款一样被公认为是交换媒介。
一系列创新技术能让家庭和企业将银行存款兑换为其它可直接用于交易的纯电子形式的货币（有时被称为是“电子
货币”）。这些技术旨在改进支付流程，如 PayPal 和谷歌钱包。正如比起纸币，使用银行存款进行交易可能会更加
方便；对于一些交易来说，使用电子货币账户中的货币可能比使用纸币或银行存款更加方便。这些形式的货币与银
行存款有着相似的特性。举例来说，只要提供电子货币账户的公司是可信的，电子货币账户中的货币就具有一定的
价值。对于接受电子货币的企业或个人来说，电子货币也可以充当交换媒介。然而，电子货币的接受度依然不像其
他交换媒介那样高，例如，商业街上的零售店（High Street Shop）还没有普遍接受电子货币。使用这些技术的交
易通常都是以现行的记账单位（在英国就是英镑）计价的。
此外，还有一系列创新技术有助于引进一种新的记账单位。这些方案旨在鼓励特定环境中的经济活动以及吸纳地方
通货，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镑、布里克斯顿（Brixton）镑和刘易斯（Lewes）镑 [26]。Bulletin 之前发
布的一篇文章（Naqvi and Southgate (2013)）详细探讨了地方通货。可以按照固定的汇率将通货兑换成这些形式
的货币：例如，一英镑可以换成一布里斯托尔镑。之后，地方货币可以用来交换按照自己的记账单位——布里克斯
顿镑而非英镑——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因此，这些地方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是有限的。例如，刘易斯镑只能用
来与位于刘易斯市的参与零售商进行交易。
此类创新技术的另一个类别是数字货币，如比特币（Bitcoin）、莱特币（Litecoin）和瑞波币（Ripple）。这些数
字货币和地方通货的主要差别在于数字货币和其它通货之间的汇率并不固定。目前，数字货币尚未被广泛用作交换
媒介。相反，这些数字货币的普及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一类资产。就数字货币本身而言，它们在概念上更接近
于黄金之类的商品，而非货币。数字货币与本栏中探讨的其它技术也有差别，因为数字货币可以无中生有，不过要

按照预先设定的比率。相比之下，地方货币只有在换成英镑之后才能流通。电子货币账户中的货币数量或地方货币
数量完全视需求量而定，但数字货币的供应量通常是有限的。

由于经济体中的所有人都接受法定货币为交换媒介，尽管英格兰银行是英镑持有者的债务方，但是债务只能用更多
法定货币来偿还。英格兰银行承诺会通过使用纸币（包括那些已经不流通的纸币）交换等价物这一方式来偿还债
务。例如，即使印有约翰•霍步伦爵士（Sir John Houblon）肖像的旧版 50 英镑纸币已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停止
流通 ，依然可以拿到英格兰银行换成印有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肖像的
新版 50 英镑纸币。
人们为何使用法定货币？
当涉及到管理经济体时，法定货币比金本位制更具优势。有了法定货币，随着公众对货币需求量的改变，公众可得
到的货币数量也可以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如果货币的数量与某种商品，如黄金挂钩，这就为货币的数量设了上
限，因为可开采出的黄金数量是有限的。这种限制通常会影响经济体的流畅运转 [27]。例如，在1931年放弃金本
位制之后，英国对英镑数量的控制力增强了。相对于其它依旧与黄金挂钩的国家货币，英国能够降低英镑的汇率
（这伴随着流通中的英镑数量的增长）。 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降低英镑汇率有助于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免于像其
他国家那样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 [28]。
虽然对 整体经济 来说使用法定货币有很多好处，但是除非这个经济体中的 个人 决定以之作为交换媒介，这些好处
可能无法实现。如果纸币不能直接兑换为某类现实商品，是什么让它在交换中被广泛接受的？答案是：由于社会或
历史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公认的交换媒介。社会中存在很多这类惯例。例如，英国的驾驶员是靠左行驶
的，如果有足够多的驾驶员相信其他驾驶员都会靠左行驶，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 [29]。同样地，这个惯例也可以变
成靠右行驶，就像其它很多国家遵循一样。
然而，就货币而言，国家对其发展通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30]。若要毫无顾虑地持有通货，人们需要知道有人准备
好在某一刻用这通货交换现实商品或服务，这点可由国家保证。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点，就是接受人们用这种通
货纳税，从而确保这种通货的需求一直存在。政府也可以通过将这种通货视为“法定货币” 来影响其需求 [31]。
即使国家真的通过这种方法来巩固通货的使用，这种方法本身不能确保人们会（或是有法律义务）使用这种通货。
人们需要相信自己持有的纸币的价值，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这些纸币难以伪造 [32]。人们还需要相信如果他
们用纸币来贮藏价值或是充当交换媒介，这些纸币的价值会在长时间内保持大体稳定。这通常意味着国家必须保证
通货膨胀率低而且稳定。
自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以来，英国已经尝试使用各种方式来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例
如，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政策旨在保证经济体中广义货币数量的增长率稳定 [33]。自1992年以来，英格兰银
行在消费者价格方面设定了一个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指的是英格兰银行致力于让货币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
力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不需要相信自己所持的纸币价值一定数量的黄金，人们也可以预期这些纸币在一定时间内
能购买到的实际商品数量是稳定的。
法定货币是如何创生的？
英格兰银行会确保自己发行足够的纸币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它先是安排商业印刷机构印刷新纸币，之后用新纸币从
商业银行那里换回旧纸币——那些不适合继续使用或是不再流通的纸币。之后，旧纸币会被销毁。
久而久之，人们对于纸币的需求也在普遍增加。为了满足额外的需求，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量会超出替换旧纸币
所需的量 [34]。商业银行会向英格兰银行购买额外发行的新纸币。商业银行购买新货币（即由英格兰银行开具的纸
质借据）的付款方式是以之交换一些由英格兰银行开具的电子借据——中央银行准备金。图2 中资产负债表的整体
大小不会改变，不过绿色和蓝色部分的划分会有所改变 [35]。

（ii）银行存款

表1. 货币流通量 (a)
图例：
红色：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向消费者开具的借据
绿色：中央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开具的借据 （b）
蓝色：通货：中央银行向消费者开具的借据 （c）（d）
左边的柱表示的是“基础”货币，是央行开具的借据。
右边的柱是“广义”货币，是开具给消费者的借据。

（a）以上数据皆采集于 2013 年 12 月之前。
（b）由商业银行和购房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alites）在英格兰银行持有的准备金余额不受季节的影响。
这些数据是按照每周数据的月平均值计算得出的。
（c）基础货币中的通货指的是在英格兰银行外流通的纸币和硬币，包括商业银行和购房互助协会的纸币和
硬币。这些数据是按照每周数据的月平均值计算得出的。
（d）广义货币中的通货仅仅包括由非银行私营部门持有的按月末头寸计算的纸币和硬币。
（e）不计入其它中介性金融公司的 M4 。

何为银行存款？
在一个经济体中，由个人和公司持有的货币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通货。剩下的部分由银行存款组成，如 表1 所
示。为了安全起见，消费者通常不想将所有资产以纸质币的形式贮藏起来。此外，通货不用支付利息，因此人们更
愿意持有其它资产，如银行存款。由于上述原因，消费者更喜欢持有另一种交换媒介——银行存款，即 图2 中的红
色部分。银行存款可以是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消费者开通的活期存款账户或储蓄账户，或是投资者买入的几类银
行债券。在现代经济中，这些银行存款倾向于通过电子形式记录。为了简便起见，本文聚焦于家庭和公司的银行存
款，因为它们明显是在履行货币的职能。
人们为何会使用银行存款？
如果一位消费者将自己的纸币存入银行，就是在用英格兰银行开具的借据交换商业银行开具的借据。商业银行虽然
得到了额外的纸币，但是会将存款金额记在这位消费者的账户上。消费者只会在相信银行存款始终能取出的情况下
才会将通货换成银行存款。因此，商业银行需要确保他们始终能获得足够多的货币来满足预期中储户对兑换借据的
需求。对于大多数家庭储户来说，要确保这些存款能达到一定的值以保持消费者的信心 [36]。这样就能确保人们相
信银行存款可以轻易兑换成通货，并且在经济体中起到交换媒介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中，银行存款通常被默认为是一种货币。如今，多数人接受通过银行存款而非通货来支付薪水。许多消
费者不会将这些银行存款换回通货，而是将它们作为一种价值贮藏手段，也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例如，
如果一名消费者使用借记卡在商店付款，银行部门就会相应地扣去它欠这位消费者的金额——消费者的存款减少，
同时增加了它欠商店的金额——商店的存款增加。消费者不一定要将这些存款兑换成通货就可以直接将它们用作交
换媒介。
银行存款是如何创生的？
银行存款不同于通货，前者是由英格兰银行创造的，而后者主要是商业银行自己创造出来的。虽然每当有人将纸币
存入账户之时银行存款量就会增加，但是每当有人取钱之时银行存款量也会减少。此外，如 表1 所示，通货的数量
相比银行存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对银行存款的创生而言，重要得多的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如果一家银
行向某位客户发放贷款，就是增加他的账户中的存款余额。这时，新的货币就创造出来了。
银行可以创造新的货币，因为银行存款只是银行开具的借据；银行开具借据的能力与经济体中的其他人没有区别。
银行发放贷款时，债务人也是在向银行开具自己的借据。唯一不同的是，鉴于之前已讨论过的原因，这家银行的借
据（存款）成了公认的交换媒介——就是货币。不过，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可以创造的货币
数量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货币和金融的稳定性，以及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政策。本文的姐妹篇详细讨论了
这些限制以及货币创生过程。

（iii）中央银行准备金
商业银行需要持有一些通货来满足频繁的取款需求和其它货币外流需求。然而，商业银行之间使用纸质票据进行大
量交易是极其繁琐的。因此，商业银行被允许持有由英格兰银行开具的另一种借据，即 图2 中由绿色表示的中央银
行准备金。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就是中央银行亏欠各个商业银行的债务数额的电子记录。
准备金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种很有用的交换媒介，就像存款对家庭和公司来说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中
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作用与活期存款账户对于家庭或公司的作用是类似的。如果一家银行想向另一
家银行付款——客户要交易时，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而且规模庞大——商业银行会通知英格兰银行，于是后者会
相应地调整准备金的余额。英格兰银行也保证了在商业银行有需要的情况下，任何数量的准备金都可以兑换成通
货。例如，如果有很多家庭想要将他们的存款兑换成纸币，商业银行会将它们的准备金兑换成通货付还给那些家
庭。正如之前讨论的，英格兰银行作为通货的发行者，可以确保准备金的数量始终都能满足这类需求。

结语

本文已经介绍了货币的含义以及现代经济中存在的各类货币。在当代，货币是一种债务形式，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债
务，是经济体中公认的交换媒介。多数货币采用的都是银行存款的形式，是由商业银行自己创造的。本文的姐妹篇
《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生》详细描述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

表A 货币类型及名称术语表(a)
名
称

释义

别称

银
行

商业银行开具给个人或公

存

司的一类借据

内部货币（如果不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部货币相匹配）。

款
基
础
货

中央银行储备金 + 通货

货币基础。中央银行货币。（在英国）外部货币。高能货币。M0。

币
广
义
货
币

由私营部分（除银行之
外）持有的通货 + 银行存
款（以及其它商业银行亏
欠剩余私营部分的类似短
期负债）

M4ex（英格兰银行首推的广义货币计量方法——不计入某些金融机
构，即其它中介性金融公司（IOFCs），的存款，以便提供与经济体
中的支出相关的货币计量方法）。 M4（不计入其它中介性金融公司
的存款）。 M3（不计入购房互助协会存款的早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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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借据

备
金
商
品
货
币
通
货
法
定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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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且可以
用来履行主要货币职能的
商品——如金币。
主要是中央银行开具给货
币持有者（以纸质币或硬

纸币和硬币

币形式呈现）的一类借据
不可兑现的货币——仅仅
是对未来法定货币的所有
权的宣示。

（a）《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生》中有一栏解释了不同的货币计量方法可以如何用来理解经济体。

（全文完）

* 感谢 Lewis Kirkham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注1：截至 2013 年 12 月，文中的”银行“和”商业银行“指代的是银行和购房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alises）。
注2：视频地址：www.youtube.com/watch?v=ziTE32hiWdk/。
注3：参见 Radford (1945) 。
注4：参见 Sargent (1982) 。
注5：参见 Ostroy and Starr (1990)。
注6：Brunner and Meltzer (1971) 详细阐释了将资产作为记账单位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
注7：很多国家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依然有些地方在进行某些交易之时使用不同的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 Brunner
and Meltzer (1971) 给出了几则例子。
注8：关于货币的历史起源存在很大争议。参见 Manning, Nier and Schanz (2009) 第一章节中的探讨。
注9：鲁滨逊·克鲁索是丹尼尔·笛福于 18 世纪所著的小说的虚拟人物，在一场海难中流落到一座小岛上。
注10： Smith (1766) 将此形容为 “在一个都是猎人的国家，如果某个人比其他人更擅长制造弓箭，他首先会生产弓
箭，以此交换对方的猎物。
注11：Smith (1776) 指出：“当分工首次出现之时，在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其力量肯定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注12：参见 Smith (1776)。
注13：下一节讨论了将商品作为货币或将货币与商品联系起来的其它弊端。
注14：封闭经济体指的是不与外界经济体进行任何交换的经济体，如鲁滨逊·克鲁索生活的荒岛。
注15：要注意的是按揭人在一段时间内要偿还的金额总量通常高于之前借用的。这是因为借用人通常要为自己的负
债支付利息，来补偿出借人持有今后才会兑现的借据所带来的不便。
注16：Braudel (1982) 详细讨论了中世纪的交易会及其经济意义。
注17：Kiyotaki and Moore (2001, 2002) 在论文中强调了缺乏信任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他们提出了“所有货币
本质上都是邪恶的”这一著名论断。Kocherlakota (1998) 指出缺乏所有的交易记录是另一个必要条件。Brunner
and Meltzer (1971) 和 King and Plosser (1986) 在早期的研究中也认为除了货币之外肯定有一些障碍会阻止信贷
系统的纳入。
注18： King (2006) 详细解释了货币为何是一种社会制度。
注19：英格兰银行使用的广义货币定义 M4ex 包括定期存款在内的各种银行负债；详情参见 Burgess and Janssen
(2007） 。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将所有这些负债都表述成了存款。
注20：一些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商业银行也被许可发行本行的纸币，不过必须在持有等量英镑或是在英格兰银行存
有等量准备金的情况下才可以。这表示由这类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不会改变基础货币的数量。英格兰银行持有的纸
币包括面额为 100 万英镑的纸币（Giant）和面额为 1 亿英镑的纸币（Titan）。
注21：总资产和总负债必须达到平衡。如果资产大于负债，其差额部分就是资本所有者权益。例如，没有负债的消
费者应持有与其资产价值相等的股本。关于银行资本的介绍请参见 Farag, Harland and Nixon (2013) 。
注22：同一群体中个体间的负债相互抵消，只留下与其他群体间的借据。

注23：Ryan-Collins et al (2011) 详细介绍了货币的由来。
注24：剩下 6% 左右的通货面值是硬币的面值，这些硬币由英国皇家造币厂制造。在英国流通的纸币中，部分是由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一些商业银行发行的。
注25：有几段时期，特别是在战时阶段，英格兰银行临时停止用黄金兑换银行券。英国财政部在一战爆发之时也发
行了债券——这些“国库券”可以兑换成硬币并一直保持流通到 1928 年。
注26：然而，地方货币，亦或称作补充货币，并不是一项创新之举，它们最近才被英国的一些地区采用。详情请参
见 Naqvi and Southgate (2013) 。
注27：在黄金数量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有可能造成货币数量过多。在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进口了大量金银之后
经历了长时期的较高通货膨胀。
注28：Temin (1989) 以及 Eichengreen (1992) 对大萧条时期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注29：Young (1998) 解释说在人们依然驾驶四轮马车而非汽车的时代，欧洲就基本上形成了这些惯例。之后，这
些惯例被写入了法律，从而确保人们会遵守。
注30：Goodhart (1998) 认为历史表明国家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观点与
Menger (1892) 的观点对立，后者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注31：例如，英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唯一的法定货币。然而，法定货币地位从狭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偿还债务的支
付手段。在一般交易中，法定货币的实用性不强，因为一种货币是否能充当交换媒介取决于交易双方之间是否达成
了共识。
注32：要获得当前的安全特征信息和学习资料，请参见英格兰银行的学习资料。
注33：关于英国货币政策及体制的历史详情，请参见 Cairncross (1995) 或 Wood (2005)。
注34：关于纸币流通方案的详细描述，请参见 Allen and Dent (2010)。
注35：如 图2 所示，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通货是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非货币资产相匹配的。这些非货币资产在
通常情况下是典型的英国货币市场工具或政府债券。这些资产要支付利息，而通货不用。（在扣除英格兰银行发行
纸币的成本之后）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属于英国财政部， 这就是所谓的铸币税。
注36：若储户在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授权的机构中小额存款总和达到85000英镑，金
融服务补偿计划（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可为其提供保障。详情请参见这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