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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稳定计划：政策、风险与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

机,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都造成重大的负面冲击。北京时间 2

月 11 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市场期待已久的《金融稳定计划》，

拉开了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序幕。该计划旨在取代上届

政府的救市方案，以稳定和恢复美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提供经

济复苏所需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价值

为 8380 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法案，为奥巴马政府救市开辟了一

条新的途径。  

但是，在两大利好的刺激下，美国金融市场毫不领情，道

琼斯指数狂跌 4.6％，标准普尔 500 指数更是下挫 4.9％，标

普金融指数狂跌 8％，而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 3％。面对美国

财政部“全面而有力”的金融稳定计划，金融市场却是一片暗淡

的景象。  

奥巴马对布什政府的救援计划的进度和效率颇有微词，其

政府上台之后，奥巴马就加速了新一轮救援计划的制定与实

施，以进行“一致行动式”的救援。但是，方案出台却遭遇市场

冷遇。为此，本文将介绍美国政府金融稳定计划的政策措施，

政策风险及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  

    一、美国金融稳定计划的政策措施  

由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公布的金融稳定计划，旨在延续并

修订上届政府的救市计划，以稳定和恢复金融体系，并促进经

济复苏。在该计划中，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向市场注入信心，以



 - 2 - 

让政府有充分的市场信心基础实行连贯而全面的政策，缓解银

行业危机。纽约时报认为，财政部此举是为了重新唤起美国失

去的信心。 

在这个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部门共同参

与制订的指导性计划中，政府表明将采取一致行动的态度，通

过全面的救市政策，保证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盖特纳表示了

对上届政府渐进主义的批评，他认为行动缓慢将带来更多风

险，从而导致更大的成本。同时，在这个计划中，政府强调了

信息透明、责任性和政府资金使用的条件性原则，以保护纳税

人的资金。  

在全面而有力的金融稳定计划中，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政

策措施。  

其一，成立金融稳定信托基金。这个方案包括三个层面的

内容。一是政府将要求资产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大型银行接受

一个全面的压力测试，以测试这些银行消化损失、维持借贷的

能力和资金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强化透明原则和信息披露原

则，尤其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信息披露。二是实行资本援助

计划，为了鼓励银行通过金融市场消化损失并获得额外资本，

政府将提供缓冲资本进行鼓励。三是成立金融稳定信托基金，

掌管在资本援助计划中的资金，管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投资。  

其二，成立公私合营的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和金融稳定信

托基金并行的投资基金，由财政部、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和私人投资者共同投资，旨在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撬动

私人资本，重新恢复私人部门参与金融市场，以最小化政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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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最大化私人资本的参与，进而解决问题资产问题。该计划

是“坏账银行计划”的衍生形式，只是该基金的出资人由政府转

变为政府与个人。该基金的初步贷款能力规模为 5000 亿美元，

根据运作情况可能最终扩大到 1 万亿美元。  

    其三，启动消费和商业信贷新计划。这一计划最高将筹集

1 万亿美元的资金，以启动二级信贷市场，降低信贷成本，恢

复信贷市场的基本功能。该方案一要扩大美联储资产支持证券

定期贷款工具（该工具具有 5 倍的杠杆效应，所以美联储的贷

款规模为 2000 亿美元）的适用范围，小企业融资、信用卡、

学生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抵押贷款将被纳入，以扩大二级市

场尤其是证券化产品的流动。  

第四，是房地产市场救市方案。这个方案提供 500 亿美

元的资金，降低抵押贷款的还款额度和利率水平，以规避“可

避免的止赎现象”的持续产生。  

最后两项计划，即美国政府强调透明性、责任性、救助条

件性和监管原则，同时将启动小企业和社区借贷计划，提高对

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水平至 90％，并减少相关费用。  

二、美国金融稳定计划存在的问题  

美国金融稳定计划的出台和财政刺激方案在参议院获得

通过，一定意义上表明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行动进入实质性阶

段，也显示奥巴马政府对上届政府“渐进主义”的摒弃。但是，

美国金融稳定计划一公布，却引来了金融市场的狂跌，这是对

这一“全面而有力”的计划的有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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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认为，金融稳定计划作为一项指导性原则虽然全面，

但过于宽泛、空洞。该计划缺少对最棘手问题的强有力的应对

措施，同时缺乏对各项措施的具体的实施细节，因此存在许多

模糊和不确定的因素。纽约时报认为，该计划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带来更多的问题，离市场预期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相

去甚远。  

其二，私人资本入市的有效性。该计划将政府资金和私人

资本联系起来，希望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推动私人

资本更大范围、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信贷市场中，充分调动和利

用私人资本是该计划的核心要素。虽然私人资本入市，有利于

为问题资产进行更加有效的定价，分摊政府资金压力，但是，

在目前市场条件下，私人资本的审慎原则将极大地影响政策的

有效性，在计划中也缺乏推进私人资本入市的有效激励机制。

另外，在问题资产确认和处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本规模可

能是私人资本所无法承担的。马丁沃尔夫和鲁比尼教授认为，

私人资本入市的积极性和金融资产定价是问题解决的关键要

素。  

其三，公私关系模糊。不管是投资基金还是消费和商业信

贷计划，政府资金和私人资本的关系都非常模糊。在公私合营

的投资基金中，该计划并没有明确政府资金的规模和出资比

例；在消费和商业信贷计划中，二级市场启动中私人资本的作

用也没有明确。政府希望通过缓冲资产作为杠杆的支点，撬动

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在没有明确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

时，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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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银行流动性。在目前情况下，银行流动性严重不足，

信贷严重萎缩，政策救援的重点是向银行提供流动性，使得信

贷市场功能得以恢复。但是，在该计划下，银行不仅没有获得

及时的流动性支持或者可以暂缓问题资产减计和损失确认，而

且还需要立即进行“压力测试”。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这将使银

行面对更加艰难的环境。  

其五，银行问题资产。在美国财政部“问题银行”计划受到

较大质疑之后，美国政府采取公司合营投资基金的方式，以寻

求政府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的平衡，并采取私人资本和市

场手段为问题资产定价，防止过多的政府资金（来自纳税）以

过高的价格购买垃圾资产。但是，由于私人资本参与的规模和

程度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问题资产的解决存在变数。  

最后，道德风险问题。在本轮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过

度金融创新、金融投机和非审慎的经营原则是危机爆发和蔓延

的重要因素，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而且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结

果是，很多银行已经没有偿还能力，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政

府的持续救助无疑是纵容道德风险，将付出高昂的成本。克鲁

格曼认为，现在对于遭遇偿付危机的银行，最好的办法是国有

化。  

三、美国金融稳定计划的影响  

总体而言，虽然金融稳定计划存在很多变数，但估计美国

政府可能出台更加详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以提高该计划的

可操作性和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在金融稳定和经济前景方面，

美国政府仍然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而且一些问题是“火烧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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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刻不容缓”。在该背景下，金融稳定计划的不确定性可能

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专注和

坚决，否则将丧失政府的公信力。 

首先，毒瘤资产问题无法及时解决，银行体系风险不断累

加。金融稳定计划采取资产救助计划，政府提供缓冲资本，鼓

励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市场和私人资本消化损失，恢复市

场功能，但是，由于缓冲资本规模有限，私人资本参与存在不

确定性，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处置问题资产、消化损失、恢复功

能的政策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可以说，美国金融稳定计划针对

银行业和信用市场稳定和职能发挥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尤其是

没有很好应对问题资产的政策措施，这可能导致毒瘤资产无法

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完全剥离。这样，问题资产将一直成为银

行的重大负担，银行就必须不断资产减计，或者低价出售资产。

这要么导致银行负担越来越重、资本金日益枯竭；要么导致银

行竞相抛售资产，导致市场进一步下挫。IMF 预计美国银行信

贷资产潜在损失从去年 10 月的 1.4 万亿美元飙升至 2.2 万亿

美元。纽约大学鲁比尼教授估计，美国银行业贷款的问题资产

约为 1.1 万亿美元、持有的衍生品和债券以以市定价准则计可

能有 6000—7000 亿美元的问题资产，除非政府即刻采取措

施，否则 2009 年上半年银行体系还将需要 2500—3000 亿美

元的额外资本以应对资产减计。 

其次，信贷市场功能的发挥难以正常化。由于问题资产处

置存在风险，银行可能无法轻松上阵，就可能导致信贷进一步

紧缩，这无疑会给信贷市场带来雪上加霜的后果，信贷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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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功能将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且，由于信贷紧缩，二级市场

的交易和发展将受到限制，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过程将受压制，

投资者缺乏投资工具，银行难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回流资金。这

样，整个信贷市场封闭的资金环将被打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

会主席萨默斯认为该计划最终将改善信用流动状况的目标可

能无法实现。结果反而可能是，信贷紧缩，信用市场萎缩，金

融体系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受损，经济复苏难有起色。  

再次，政府背负大量不良资产，可能导致严重风险。金融

时报认为，政府管理的资产大幅增加，这可能导致政府对金融

部门的控制将大大加强。但是，政府大规模扩大资产，面临巨

大的财务风险。美联储成为美国金融行业最大的“地主”，这可

能酝酿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比如财政部就将拨出 800 亿美元

以消化美联储资产损失，这可能暗示美联储的资产坏账问题同

样严重。  

还有，美国政府面临的保持市场经济和银行私有化与银行

国有化的矛盾将激化。由于很多银行面临的是偿付危机，在财

务上已经面临清算破产，但是，这些银行具有重要影响力，具

有“大而不倒”的禀赋，政府必须给予救助。为了保证这些银行

的私有化，政府只能通过债权（财政部的计划为可转换债券）

为银行融资，但是如果这些银行的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政府

的资金投入将是一个无底洞。虽然，盖特纳表示政府无意国有

化银行，而且政府不善于管理银行，但是政府通过可转换债券

为银行注资，实际上隐含地表示存在国有化的可能。而且如果

银行偿付状况确实无法改善，政府不想银行破产又无力继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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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规模资金，那么正如克鲁格曼教授和鲁比尼教授认为的，

问题银行的解决唯一的可行途径就是国有化。但是，在自由资

本主义的土地上实行国有化，对于美国政府更是难以下咽的苦

果。而马丁沃尔夫的建议更为疯狂，政府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宰

杀僵尸银行”，把资不抵债、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彻底清除。 

另外，美国政府救市资金不足，政府赤字将大幅度扩大。

在布什遗留下来的救援计划中，财政部可以利用的资金已经不

足 3500 亿美元，扣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基金 500 亿美元，财

政部目前可以动用的资金仅为 3000 亿美元。这笔资金用于公

私合营投资基金，应对市场估计近 2 万亿问题资产显得极其有

限，还需要应付贷款能力规模为 1 万亿美元的消费和商业信贷

计划，政府的救市资金捉襟见肘、更加力不从心。更何况银行

问题资产到底有多少仍是一个未知数，如果金融资产损失尚未

得到确认，就无法预见危机是否见底，那么银行的不良资产将

持续增加。马丁沃尔夫认为，如果没有其他救市资金，美国政

府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资产、恢复银行偿付能力。为了应对问题

资产，恢复金融市场功能，政府可能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来为

金融危机救援融资，为此美国政府赤字将被推高到新的历史记

录水平。2009 财年前两个月里（10-11 月），美国政府财政

赤字已经高达 4016 亿美元，已接近 2008 财年创纪录的 4550

亿美元水平。美国政府收入可能因危机影响而进一步下降，支

出则可能因为实施刺激经济措施而持续增加，2009 财年美国

政府财政赤字可能再创新高，达到 1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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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可能加大，政策空间可能被积

压。国会的政治家已经日益感受到金融救援是一个费钱、费力

和冒险的活动，失业率屡创新高、金融高管天价薪酬、救助计

划资金管理不善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义愤，并致使一些议员开始

反对政府的金融救援计划和财政刺激计划。可以预见的是，奥

巴马政府可能还需要国会的支持，以进一步获得授权和资金。

但是，金融稳定计划效果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得国会更加审慎，

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更大。  

四、金融稳定计划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由于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无

法正常发挥，美国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外部需求可能继续下

挫，中国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经济可能

进一步萎缩，对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又带来另一个冲击。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财政刺激计划，要求购买美

国货来刺激经济，虽然参议院对此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可以看

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气氛浓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面临

更多变数。  

在汇率方面，美国新任财长曾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如果美国政府在国内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失衡无法通过

内部途径得到很好解决，那么从外部寻求借口和替罪羊的可能

性就加大，那么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中国和人民币汇率问题。  

在美国国债问题上，中美的关系将更加微妙。在美国救市

过程中，发行国债、扩大赤字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情。作为最

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在处理存量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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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增量储备关系上将面对更加困难的选择。美国可能要求中

国增持更多的美国国债，这可能放缓中国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

构和资产结构的步伐。在长期上，这对中国调整经济的外部失

衡是不利的。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压力增大会传导至内部调整层

面，这意味着中国调整投资储蓄关系的压力更大，外部约束也

可能加大。这要求中国加速推进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同时也

要求中国应该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调整投资、储蓄和出口的关

系，以防止政策失效，甚至是加剧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  

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出台遭市场冷遇也给中国敲响警钟，即

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比如中国经济最大的

风险是外部需求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下滑，但是出口下

滑却带来了大部分经济部门的整体性放缓，这说明中国经济对

外需的依赖度太高，问题的核心是失衡的经济结构。因此，中

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调整内部经济结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进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当然这不是一个

一蹴而就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