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利率的决定
利率的变化影响证券的价值，并进而影响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理解利率为什么变化，
其变化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以及如何根据预期利率变动进行投资管理，这些对金融
机构的管理者（包括证券投资组合经理）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学习目标
■ 解释如何运用可贷资金理论理解利率变动的原因；
■ 确定影响利率变动的最主要的因素；
■ 解释如何预测利率。

2.1 可贷资金理论
可贷资金理论（loanable funds theory）通常用来解释利率变动，该理论认为市场利率是由
控制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因素来决定的。它在解释特定国家总体利率水平的变动时特别有
用。而且，该理论可以和其他概念一起用来解释为一个特定国家的一些债务型证券的利率不同，
这将是下一章的重点。术语“可贷资金的需求”被广泛用于金融市场中，主要指家庭、企业和
政府的借款活动。本章将识别和描述有可贷资金需求的一般性部门，继而描述向市场提供可贷
资金的部门。最后，将需求和供给相结合来解释利率变动。

2.1.1 家庭部门对可贷资金的需求
家庭通常需要可贷资金为购房支出融资。此外，它们
还要为购买汽车和家具融资，这导致分期偿还的债务的出
现。如果一个时期内家庭收入的总水平上升，分期偿还的
债务也会上升。在美国，分期偿还的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
百分比自1983年以来一直上升，分期偿还的债务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例在衰退期间通常较低。
如果可以在任何一个时点上观察到家庭部门在不同利
率水平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量，那么可以发现利率和可贷
资金的需求量之间成反比的关系。这说明在任何一个时间
点上，家庭在更低的利率下会需要更多的可贷资金。

利率

可贷资金数量

图2-1 在给定时点上家庭部门对可
贷资金的需求(Dh)和利率的关系

例2-1
一个假想的家庭部门对可贷资金的需求表反映在图2-1中。这张图反映了在某个特定时点，在各种
可能的利率下家庭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多因素可以引起家庭借款意愿改变,从而移动需求曲线。举个例
子，如果预期对家庭收入征税的税率在未来将显著降低，家庭部门将认为它们将来更容易偿还贷款，
因此愿意借更多的钱。由于税率下调，在任何一个利率水平上，家庭部门的可贷资金需求量都会增加。
这表明需求曲线在向外（向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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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企业部门对可贷资金的需求
企业部门需要可贷资金进行长期（固定）资产和短期资产投资。企业部门对资金需求的数
量取决于企业要实施的项目的个数。企业通过将现金流的现值与初始投资额比较来评价项目，
公式如下：
n
CFt
NPV = − INV +
(
1
+ k )t
t =1

∑

式中，NPV，项目的净现值；INV，初始投资额；CFt，t时期的现金流；k，项目必要收益率。
有正的净现值（NPV）的项目将被企业接受，因为
利率
它们的收益的现值大于成本。如果利率降低，那么完成
一个项目的必要收益率也会降低，因为项目的借款成本
降低了。因此，更多的项目有正的净现值，企业就需要
更多的融资。这表明当利率降低的时候企业将需要更多
的可贷资金，如图2-2所示。
为了持续经营，除了长期资产，企业还要投资于短
可贷资金数量
期资产（如应收账款和存货）。任何这类投资引起对资
图2-2 在给定时点上企业部门对可贷
金的需求与项目的数量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当利率
资金的需求（Db）和利率的关系
提高时，投资短期资产的机会成本也会提高。因此，在
高利率时期公司通常试图用更少的资金支持持续经营。这是企业对可贷资金总需求量在任何时
点上和利率负相关的另一个原因。虽然一些企业的可贷资金需求比其他企业对利率更敏感，但
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所有企业在低利率的情况下都会需要更多的资金。
对可贷资金需求的改变
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随着影响企业借款意愿的事件而移动。举例来说，如果经济形
势景气，各种项目带来的预期现金流会增加。更多项目的预期收益率超过必要收益率。在这种
情况下，乐观的经济预期的结果是更多的项目被采纳，导致对可贷资金需求的上升。

2.1.3 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
当政府从税收和其他来源取得的收入低于预算支出时，政府就需要可贷资金。地方政府
（州和州以下）发行市政债券获得资金，联邦政府和其代理机构发行国库券和联邦机构证券。
这些证券代表政府的债务。
联邦政府的支出和税收政策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利率的。因此，联邦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
求是缺乏利率弹性（interest-inelastic）的，或者说对利率不敏感。然而，如果融资的成本太高，
地方政府有时候会推迟原先的支出计划，这表明它们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对利率较敏感。
像家庭和企业需求一样，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移动。
例2-2
假定联邦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是图2-3中的D g1。假设新的议案被通过，导致赤字增加200亿
美元。联邦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将增加同样的数字，新的需求曲线是图2-3中Dg2。

2.1.4 外国对可贷资金的需求
金融市场上可贷资金的需求者还包括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举个例子，英国政府想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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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发行英国国债，这代表英国对美国资金的需求。因为国际金融交易正变得越发普遍，这
种行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可贷资金的需求都有显著的影响。
利率
外国对美国资金的需求受到外国本国利率和美国利率差异
（和其他一些因素一起）的影响。当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时候，
如果外国本国利率相对美国利率而言很高，外国政府和公
司就会需要更多数量的美国资金。因此，外国利率一定时，
外国政府和公司对美国可贷资金的需求量和美国的利率呈
负相关关系。
可贷资金数量
外国需求曲线会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移动。举例来说，
图2-3 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对
假设外国需求曲线是图2-4中的Df1，如果外国利率上升，外
可贷资金需求的影响
国政府和公司就可能增加它们对美国资金的需求，需求曲
利率
线从Df1移到Df2。

2.1.5 对可贷资金的总需求
对可贷资金的总需求是不同部门在给定利率水平上需
求量的加总，如图2-5所示。因为绝大多数部门在低利率时
都会需求更多的资金（其他条件相同时），所以对可贷资金
的总需求曲线在任一时点上和利率负相关。如果任何一个
部门的需求曲线改变，总需求曲线将同样受到影响。
家庭部门的
需求曲线

企业部门的
需求曲线

联邦政府的
需求曲线

可贷资金数量

图2-4 外国利率上升对外国对

地方政府的
需求曲线

美国可贷资金需求的影响
外国的
需求曲线

总需求曲线
利率

可贷资金数量

图2-5 可贷资金总需求曲线的决定

2.1.6 可贷资金的供给
可贷资金的供给（supply of loanable funds）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储蓄者向金融市场提供的
资金。家庭部门是最大的提供者，但是当政府部门税收收入暂时大于支出及一些企业现金流入
大于现金流出时，政府和企业也会充当资金供给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家庭部门是可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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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提供者，而政府和企业部门是可贷资金的净需求者。
其他条件相同时，可贷资金的提供者在高利率（提供资金的收益）时愿意提供更多的可贷
资金（见图2-6）。在利率极低的时候，仍存在可贷资金的
利率
供给，是因为一些家庭选择推迟消费，即使储蓄的收益率
（利率）很低。
外国的家庭、政府和企业通常通过购买本国的证券向
本国金融市场提供资金。此外，由于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
它们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债权人。美国金融市场上大量的国
外资金供给部分归因于国外家庭部门的高储蓄率。
可贷资金数量
1. 美联储的影响
图2-6 可贷资金的总供给曲线
美国可贷资金的供给还受到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实施的
货币政策的影响。美联储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美联储通过影响可贷资金的供给影
响利率，就如后面将要讨论的。通过影响利率，美联储能够影响家庭和企业借入及贷出资金的
数量。
2. 资金总供给
可贷资金的总供给曲线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下所有供给部门的资金供给曲线的加总。图2-6中
陡峭的供给曲线表明它是缺乏利率弹性的，或者说是对利率不敏感。对可贷资金的需求通常更
富有弹性，意味着需求对利率比供给对利率更敏感。
供给曲线的内移和外移表示不同的情况。例如，如果利息税降低，因为家庭在任何一个可
能的利率水平上都会增加储蓄，则供给曲线将会向外移动。相反，如果利息税提高，因为家庭
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利率水平上都会减少储蓄，则供给曲线将会向内移动。
请注意，这部分中极少关注金融机构。尽管金融机构在资金流通方面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但它们并不是资金的最终提供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任何变化都是供给资金的家庭、企业和
政府部门的习惯改变的结果。

2.1.7 均衡利率
理解均衡利率概念对评价各种事件如何影响利率很必要。在现实中，有好几种不同的利率，
有些借款人愿意比别人支付更高的利率。然而，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引起利率总水平改变的力量，
因为借款人面对的利率朝同一方向变化。我们将均衡利率的决定先以代数的形式表示出来，再
以图表的形式表示出来。之后再提供几个例子以加强对概念的理解。
1. 代数形式
均衡利率是资金的总需求和资金的总供给相等时的利率。对资金的总需求(DA)可以写成
DA=Dh+Db+Dg+Dm+Df
式中，D h，家庭部门对可贷资金的需求；Db，企业部门对可贷资金的需求；Dg，联邦政府对可
贷资金的需求；Dm，地方政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Df，外国对可贷资金的需求。
对资金的总供给(SA)可以写成
SA=Sh+Sb+Sg+Sm+Sf
式中，S h，家庭部门提供的可贷资金；S b，企业部门提供的可贷资金；S g，联邦政府提供的可
贷资金；Sm，地方政府提供的可贷资金；Sf，外国提供的可贷资金。
在均衡时，D A=S A。如果对可贷资金的总需求增加，而可贷资金的总供给没有相应的增加，
那么就会出现可贷资金短缺。利率就会上升，直到有额外的资金供给满足增加的资金需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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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贷资金的总供给增加，而没有相应的总需求增加，那么就会出现可贷资金的剩余。利率就
会下降，直到资金供给的数量不再超过资金需求的数量。
在很多例子里，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在改变。给定初始均衡位置，当D A大于S A时均
衡利率会上升，当DA小于SA时均衡利率会下降。
2. 图表形式
将可贷资金的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结合起来（指图2-5和图2-6）。你会发现，在任何一
个利率水平上，将需求资金的总量和供给资金的总量做比较
利率
是可能的，图2-7显示出了结合在一起的需求和供给曲线。
在均衡利率i上，可贷资金的总需求等于可贷资金的总供给。
在高于i的任何利率水平上，都存在超额可贷资金，一
i
些潜在的资金供给者就不能以当前的利率成功地将资金贷
出。一旦市场利率开始降低并趋近于i，资金供给的数量就
会减少，资金需求的数量就会增加，直到不再有多余的可贷
可贷资金数量
资金。当不均衡情形存在时，市场力量就会促使利率的调整
图2-7 均衡利率
直到获得新的均衡。
如果当前利率比i低，就会存在可贷资金的短缺。借款者就不能在该利率水平上获得他们所
需要的全部资金。由于资金短缺，利率会上升，引起两个反应。首先，更多的储蓄者会进入金
融市场提供资金，因为现在收益（利率）比较高。其次，一些潜在的借款者决定不在利率上升
时借款。一旦利率上升并趋近于i，可贷资金供给的数量上升，可贷资金需求的数量下降，直到
不存在资金短缺，又重新回到均衡状态。

2.2 影响利率的经济因素
虽然确定谁是可贷资金的需求者或供给者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了解引起可贷资金供给和需求
改变的基本经济因素也很有必要。下面的经济因素影响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从而影响利率。

2.2.1 经济增长对利率的影响
经济状况的变化会导致可贷资金需求曲线的移动，从而影响均衡利率。
例2-3
假定人们对经济前景有更乐观的估计，那么这会导致大多数企业增加计划支出进行扩张，从而引
起更多的借款，导致总需求曲线向外（向右）移动。可贷资金的总供给曲线也可能移动，但是要知道
它怎样移动很困难。企业业务扩张可能使得诸如建筑人员或为其扩张服务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收入增加。
因此，储蓄的数量，也就是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利率水平上的可贷资金的供给也可能增加，这将导致供
给曲线向外移动。然而这不能保证储蓄真的会增加。即使供给曲线的移动发生了，移动幅度也很可能
比需求曲线的小。
总之，企业扩张的预期影响是需求曲线向外移动，供给曲线没有明显变化（见图2-8）。图中总需
求曲线移到DA2，引起均衡利率上升到i2。

正如经济增长会导致利率上升的压力，经济衰退则会造成利率下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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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4
考虑经济发展衰退如何影响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以及均衡利率。需求曲线向里（向左）
移动，反映出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利率水平上对可贷资金需求的减少。供给曲线可能会移动一点，但是
它如何移动却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经济衰退会导致任何一个可能利率水平上储蓄的增加，因为家庭
要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期逐渐减少的工资会削弱家庭储蓄的能力。历
史数据支持后一种观点。总之，即使供给曲线移动了，其移动幅度要小于需求曲线。因此，均衡利率
会下降，如图2-9所示。

2.2.2 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
通货膨胀可以影响利率, 因为它影响家庭和公司的支出，支出决策影响储蓄（资金供给）
和借款（资金需求）。
利率

利率

可贷资金数量

可贷资金数量

图2-8 企业扩张的影响

图2-9 经济衰退的影响

例2-5
考虑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将要上升的情形。在任何一个利率水平上，家庭部门将减少它们的储
蓄以便在价格上升以前购买更多的东西。这种行为变化将由可贷资金的供给曲线向里（向左）移动反
映出来。此外，家庭和企业在任何利率水平上可能愿意借更多的钱，以便在价格上升以前购买产品。
这种行为将反映在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向外（向右）移动上。这些移动反映在图2-10中。因为储蓄和
借款行为的改变，新的均衡利率比原来要高。

费雪效应
50多年前，欧文·费雪提出一种利率决定理论，
这一理论直到今天还被广泛运用。该理论与可贷资
金理论并不矛盾，只是为利率运动提供了另一种解
释。费雪提出名义利率用两种方法可以补偿储蓄者。
第一，它们补偿储蓄者下降的购买力；第二，它们
为储蓄者放弃当前消费提供额外的溢价。只有当储
蓄者收到的溢价超过预期通货膨胀率时，他们才愿
意放弃当前消费，如下面等式所示：
i=E(INF)+iR

利率

可贷资金数量

图2-10 预期通货膨胀上升对利率的影响

式中，i，名义或票面利率；E(INF)，预期通货膨胀率；iR，实际利率。
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关系通常被称做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名义利率和预期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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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率的差异，是对一段时间内降低的购买力进行调整后的储蓄者的实际收益率，这就是实际
利率（real interest rate），与名义利率不同，它是经过预期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利率。前面的等
式可以改写为实际利率的表达式：
iR=i-E(INF)
当实际通货膨胀率比原来预期的要高，那么实际利率就相对较低。因为通货膨胀率没有被
正确预测到，借款者就会得到好处，他们以更低的名义利率借到了钱；当通货膨胀率比原来预
期的要低时，实际利率相对较高，借款者受到不利影响。
在全书中，利率这个术语被用来指名义或票面利率。然而请记住，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
在利率上升的时期购买力并不必然上升。

2.2.3 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
美联储通过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持有的总存款可以影响可贷资金的供给。
美联储调整货币供给的过程将在第4章中讲述。当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的时候，可贷资金的供
给也将增加，这产生促使利率下降的压力。然而如果美联储的行为影响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将
增加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从而抵消资金供给增加带来的效应。
如果美联储减少货币供给，也就减少了可贷资金的供给，假定需求没有变化，这种行为将
产生促使利率上升的压力。

2.2.4 预算赤字对利率的影响
美元
美元
当联邦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导致更多的支出超过了税
联邦政府
收收入时，预算赤字就会增加。假定消费者和公司的习惯
美元
没有任何改变，考虑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如何影响利
率。更高的联邦政府赤字将增加在任何一个利率水平上的
政府
购入证券
政府
税收
支出
所需资金
证券
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导致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假定供给曲
线没有向外移动，那么利率会升高。假设向市场供给的可
美元
美元
美元
贷资金（通过储蓄）是固定的一个数量，政府部门对资金
私人部门
过多的需求将挤出私人部门（消费者和企业）的资金需求，
图2-11 资金在联邦政府和私人
因为联邦政府可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资金，而私人
部门之间的流动
部门却不会这样。这种影响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
（crowding-out effect）。图2-11显示了资金在联邦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流动。
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政府通过花更多的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首先会导致赤字)，那
么供给曲线会向外移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赤字就不一定产生使利率上升的压力。关
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很多研究，总体来说，研究结果表明更高的赤字将促使利率上升。
近年来，由于高居不下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成为可贷资金主要的需求方。大规模的财政
赤字导致借入资金剧增，美国利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政府巨大的资金需求弥补了企业
和个人疲软的资金需求，个人储蓄增加，美联储的货币供给上升。

2.2.5 外国资金流动对利率的影响
一种特定货币的利率是由这种货币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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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6
美元和巴西货币雷亚尔的供给和需求曲线显示在图2-12中。尽管每种货币的资金需求曲线都向上
倾斜，供给曲线都是向下倾斜，但不同货币的曲线的实际位置是不同的。首先注意到美元的需求和供
给曲线比巴西雷亚尔的都要更偏右边。因为美国经济比巴西经济大得多，美元的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
求的数量比巴西雷亚尔的都要大得多。

巴西雷亚尔利率

美元利率

同时还要注意到可贷资金的需求和供给曲线的垂直位置，可以看出巴西雷亚尔比美元要高
得多。巴西雷亚尔的资金供给曲线表明在低利率下几乎没有储蓄供给，因为这个国家很高的通
货膨胀促使居民在价格涨得更高以前花掉他们所有的可支配收入，除非利率足够高才能促使居
民存钱。此外，巴西雷亚尔的资金需求表明借款者愿意在很高的利率上借款，因为他们想在价
格上涨以前进行购买。如果第二
美元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巴西雷亚尔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年机器价格将上涨30%的话，公
司愿意以现行20%的利率贷款。
图2-12显示了两种货币需求和
供给曲线的不同位置，巴西雷亚
尔的均衡利率要比美元的均衡利
率高得多。在一段时间内，如果
一种货币的需求和供给曲线移动
巴西雷亚尔数量
的话，其均衡利率也会发生改变。
美元数量
举例来说，如果巴西政府能够有
图2-12 美元和巴西雷亚尔的可贷资金需求和供给曲线
效地降低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可
贷资金的供给曲线就会向外（向右）移动，而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就会向里（向左）移动，那
么这将导致较低的均衡利率。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通常将钱投资于类似巴西这样利率很高的国家
的储蓄账户里。然而这些国家（如巴西）的货币通常是弱势货币，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高利
率所带来的好处。
最近几年，巨额资金在国家间流动，导致每个国家可得到的资金供给的急剧调整，从而影
响利率。总之，这些流动被大机构投资者为其投资追求高收益的力量所驱动的。这些投资者试
图将资金投资于利率很高的国家的债务证券上，而且预期该国货币不会走软。

2.2.6 对影响利率的因素的总结
总之，经济状况是影响家庭提供的储蓄，影响家庭、企业与政府部门对资金的需求的基本
力量。在美国，供给资金的家庭储蓄行为部分地受到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决定了美
国家庭缴纳的税款数量，因此决定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水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影响美国的资
金的供给，因为货币政策决定货币供给。外国投资者向美国提供的资金供给受到外国经济状况
的影响，包括国外利率。
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间接地影响资金的需求，因为这些政策影响美国的经济状况，诸如
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这影响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财政政策决定预算赤字，因此决定联邦政府
对资金的需求。
例2-7
我们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内的利率并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为高通胀、
高经济增长的结果，利率很高。经济衰退导致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萧条，从而引起利率下降。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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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好转利率开始轻微上升，但9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导致利率下降。1994年，美国
经济扩张，利率上升。但随后几年，利率不断下降。90年代后期，虽然经济增长强劲，但财政盈余导
致联邦政府对可贷资金较低的需求。从2000年到2003年年初，美国经济非常萧条，可贷资金需求减少
导致利率达到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05～2007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利率上升。

1年期国库券利率

图2-13显示了1980年以来的名义利率。

年

图2-13 历年的利率水平（以1年期国库券利率为代表）

这个总结并不能覆盖所有可能影响利率运动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足够用来理解在
一段时间内利率为什么变化。事实上，这可以作为解释其他章节中各种证券价格为什么变化的
基础，因为许多证券价格都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2.3 预测利率
图2-14总结了预测利率时要考虑的关键因素。通过理解每个因素如何影响利率，就有可能
预测未来利率会如何改变。当预测居民对可贷资金的需求时，有必要评价决定家庭借款能力的
消费信贷数据。季节因素（诸如圣诞节和暑假）也是重要的，预期失业率和其他影响居民收入
能力的因素同样重要。家庭对可贷资金潜在的供给也由同样的方式决定。
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可以通过评价企业的未来发展计划和未来经济形势来预测。联邦政
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受到未来经济形势的影响。因为它影响政府征得的税收和支付的失业赔偿
金，这些因素影响政府赤字的规模。美联储货币供给目标可以通过查看关于美联储未来目标的
公告来预测，尽管这些公告措辞有点含糊。
为了预测未来的利率，对资金的净需求（ND）可以预测为：
ND=DA-SA=(Dh+Db+Dg+Dm+Df)-(Sh+Sb+Sg+Sm+Sf)
如果预测的结果ND为正或负，不均衡就将暂时存在。如果为正，利率将上升；如果为负，
利率将下降。ND越大，利率的调整幅度就越大。
一些分析家更关注D A和S A的变化，而不是D A和S A的总水平。举例来说，假设现在的均衡利
率是7%。只有D A和S A改变才会产生暂时的不均衡，利率才会改变。如果政府对资金的需求(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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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将有实质性的增加，而其他因素没有变化，估计D A将超过S A，这将促使利率上升。因此对
利率的预测可以不用估计DA和SA的每个组成部分就可以推出。
未来外国经
济状况及汇
率走势预期

未来外国对美
国的资金需求

未来家庭
收入水平
家庭计划
借款
未来企业计
划扩张水平
未来企业
数量

未来家庭
资金需求
未来可
贷资金
需求
未来企业
资金需求

未来经济状况
（经济增长、失
业率以及通胀）

未来政府
收入水平
未来政府
支出水平
未来家庭
收入水平
美联储未来
货币供给
增长

未来外国经
济状况及汇
率走势预期

未来政府
资金需求

未来利
率预测

未来家庭及
其他部门的
储蓄
未来可
贷资金
的供给
未来外国对
美国可贷资
金的供给

图2-14 预测利率的框架

小结
• 可贷资金理论的框架显示出均衡利率是如何取决
于资金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当条件变化引起总供
给和总需求曲线移动时，利率就会达到新的均衡。
• 与利率变化密切相关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通货膨
胀、预算赤字、外国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变化。这

因此影响均衡利率。
• 由于均衡利率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所以可以
通过预测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来预测利
率的变化。因而为了预测利率，必须预测影响资
金供给和需求的因素。

些因素对资金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有强烈的影响，

针锋相对
大量的财政预算赤字会导致更高的利率吗？
正方：不会。在有些年份（如2003年），政府

预算赤字很大且利率非常低。
反方：会。如果联邦政府借入大量资金，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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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其他潜在借款者，利率因此被赤字方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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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谈谈你的看法。

哪一方是正确的？利用互联网查阅更多的相

思考与应用题
1. 预测利率

为什么专家对利率的预测有所不同？

2. 衰退的影响

解释为什么衰退期间利率倾向于

下降。观察历史上的利率水平，它们是如何对
衰退做出反应的？解释利率的这种反应。
3. 实际利率

评估去年的实际利率。如果金融市

反应。为什么伊拉克战争会产生促使美国利率
上升的压力？为什么一些投资者预期战争会对
美国的利率产生下降的压力？
14. 根据当前的经济状况预测利率

考虑到当前的

通货膨胀（包括油价）、经济增长、预算赤字

场的参加者过高估计了特定时期的通货膨胀率，

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会影响利率。根据当

那么真实利率会相对较高还是较低？请解释。

前的状况，你认为在本学期利率将会上升还是

4. 经济的影响

怎样根据你所预测的经济增长和

通货膨胀情况预测从现在起一年内的利率？
5. 汇率对利率的影响

假定美元走强将会对美国

下降？并说明你答案的逻辑思路。你认为哪个
因素对利率的影响最大？
15. 预期通货膨胀增长的影响

如何预期高油价对

通货膨胀产生下降的压力。基于这一点，对强

美国可贷资金的供求以及利率的影响？这种情

势美元的预期将如何影响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和

况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率产生影响吗？为什么？

利率？是否有理由认为强势美元的预期也会影
响可贷资金的供给。请解释。
6. 政府支出的影响

如果联邦政府计划扩展航天

计划，这将如何影响利率？

16. 分解利率变动

一年期贷款利率可以分解为一

年期无风险利率（没有违约风险）和风险溢价，
其中风险溢价表示贷款在一年内违约的可能。
经济状况的变化会影响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

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有

价，经济状况的变化对无风险利率的影响大于

什么区别？费雪效应暗示出预期通货膨胀率和

对风险溢价的影响。请解释经济衰退将如何影

名义利率之间有正的相关关系，费雪效应的逻

响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以及（a）财政部（b）

辑是什么？

企业获得一年期贷款的全部成本。财政部和企

7. 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

8. 利率弹性

何谓利率弹性？你认为联邦政府对

可贷资金的需求比家庭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富有
弹性还是缺乏弹性？为什么？
9. 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会产

生促使利率上升或下降的压力？
10. 利率变动

解释过去几年利率为什么变化？

11. 全球利率的相关性

你为什么认为近几年工业

化国家的利率变化比以前更高度相关。
12. “9·11”事件的影响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

业借款成本的变化哪个更显著？为什么？
17. 股市危机的影响

当投资者突然遭遇股票贬值

时，会抛售其持有的股票，股票市场出现大幅
下挫。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会下降。运用本章
中探讨的可贷资金理论解释：巨量抛售股票怎
样导致利率下降。
18. 政府支出的影响

杰伊霍克预测服务公司分析

了影响未来利率的几个因素，认为绝大多数因
素将产生促使利率下降的压力。杰伊霍克公司

生了恐怖袭击，请针对“为什么恐怖袭击会产

还认为尽管年预算赤字将比上一年削减40%，

生促使美国利率下降的压力”这一问题提供论

但依然很大。杰伊霍克公司因此相信赤字的影

据；请针对“为什么恐怖袭击会对美国的利率

响将抵消其他效应,从而预测利率会上升2%。

产生上升的压力”这一问题提供论据。
13. 战争的影响

请评价杰伊霍克公司的逻辑。

战争会导致金融市场一些显著的

解释金融新闻
解释下面华尔街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的言论：
a. “资金从银行存款流向股市会导致利率上升。
”
b. “因为日本利率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所

以预期美国利率也会下降。”
c. “美国公司借款的成本受到联邦政府支出
超过税收收入的幅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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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管理
预测利率

a. 根据上面给定的条件，确定可贷资金的供

作为一家制造企业的财务总监，你的任务是

给和需求将如何受到影响，而且确定利率

预测利率的走向。你计划借钱并可能要运用对利率
的预测来决定是申请固定利率贷款还是浮动利率贷

的未来走势。
b. 你可以获得固定利率为8%的一年期贷款,或

款。评价未来利率的走势时要考虑以下的信息：

当前利率为8%，但每个月将根据联邦资金

• 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较快，但你预期明年经

利率调整的浮动利率贷款，根据前面提供

济将停滞不前；
• 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率是3%，而且你预期

的信息，哪一种类型的贷款更适合？
c. 假定当你完成对美国利率的预测时，加拿

明年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

大利率突然升高。因此，现在加拿大利率比

• 联邦政府宣布要大幅度削减支出，这对预算

美国高两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对美国利率产

赤字有很大的影响；

生什么影响？考虑提供的其他信息，你会改

• 你预测美联储明年不会改变对可贷资金的供给；

变你对美国利率未来走势的预期吗？

• 居民的整体储蓄水平不会改变。

计算题
1. 名义利率 假定实际利率为6%，预期通货
膨胀率为2%，则名义利率将是多少？

2. 实际利率 假定国库券当前的收益率为9%，
预期通货膨胀率为3%，则实际利率将是多少？

资金流动练习
资金流动怎样影响利率？
回顾Carson公司的情况，Carson公司获得了金
融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充足的贷款，贷款利率为市场

来利率的走势。
2. 根据Carson公司的预期，你认为Carson公司
预测未来利率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

利率且每6个月调整一次，因此，Carson公司的资

3. 如果Carson公司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是正确

金成本是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变化的。由于预期

的，这将对其现有的贷款和未来的贷款产生怎样的

美国经济强劲增长，Carson公司计划通过业务扩张

影响？

和收购在未来有更大的增长。预计将需要大量的长

4. 请解释为什么Carson公司关于未来利率的

期资金，Carson公司计划通过贷款或发行债券的方

预期会影响其融资决策，即何时借入资金以及固定

式筹资，并决定将于明年发行股票增加资本金。

利率与浮动利率的选择。

1. 请解释为什么Carson公司应该高度关注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