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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封闭条件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攀比效应
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假定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如果
居民过度攀比，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取决于消费的外部性与垄断扭曲的相对力量。为检验这
一结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是否适用，本文利用
模型和
进行检验，并证实我国
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差异性影响，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累积效应呈放
大趋势，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累积效应在长期中则趋于稳定。最后本文提出我国实施积极
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进行干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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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的目标是分析攀比效应条件下货币政策
的实施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攀比效应是一种正
的外部效应，它是指消费者之所以做出购买决策主
要是基于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当其他消费者购买该
产品数量越多，该消费者购买欲望就越强 。在从
内涵上来看这意味着：当居民并不内部化他们消费
的成本时，那么过度消费将会发生，因为居民在增
加自身消费的同时并不会考虑其他人是否会对他
这一行为产生追逐心理或行为。与此同时，在不完
全竞争经济中，由于生产倾向于下降到社会最优水
平，那么攀比效应与垄断竞争就会在居民消费上产
生扭曲，事实上，这一扭曲可通过货币政策干预来
纠正。
将攀比效应引入模型充分考虑了识别影响货
币政策福利效应的其它特征。攀比效应对资产定价
及最优税收的意义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
但是对货币政策的意义却很少引起人们重视。
通过构建两国模型 ，分析了攀比

效应对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并得出结论：如果家
庭是攀比的，货币供给的增加相对于居民消费会显
得较为被动，然而，当货币政策是福利递减的时
候，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结果。事实上，几乎
所有的货币政策模型都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会提
高居民福利
，因为这些货币模型大多认为，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水平是无效率低的，当货
币供给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和产出的增加，因而产
出的增加会改善居民福利。
在本文中，我们表明，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货
币政策的福利效应取决于消费的外部性与垄断扭
曲之间力量的对比。如果前者占优，家庭过度攀
比，经济就会遭受过度生产，因而产出的增加就不
会令人合意。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会使居民福利
减少，因为它使本来就已经无效率高的消费水平进
一步上升了。为检验这一结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
内部是否适用，本文利用
模型和
进行检
验，并证实我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差
异性影响，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累积效
应呈放大趋势，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累积效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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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中则趋于稳定，这一实证结论为我国通过实施
积极的货币政策实现对城乡居民消费进行干预提
供了政策启示。

二、理论模型
（一）模型的构造
考虑一个无穷界封闭经济，该经济由一系列居

上式意味着居民 的消费水平与平均消费水平
的增加，将导致效用的增加。
假设居民在闲暇与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为：

因而在本模型中：

民构成。假设经济处于垄断竞争状态，并且每一居
民生产一种可微产品，假定该经济的规模单位化为
，其中每一产品
。考虑到持有货币可以

暇的消费边际效用。我们将这特征称之为居民保持

带来交易的便利，因此假定持有货币可以给居民消
费带来直接效用。另外，如果居民放弃消费闲暇而

与其他居民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性质。如果这
样，当其他居民也消费较多时，该代表性居民从相

用于商品生产，这将导致居民效用的减少，因而本

对于闲暇的额外消费当中获得了更大的效用，这导
致了消费的外部性。因为居民并未考虑个人消费对

模型还考虑了商品的产出水平也同样会影响到消
费者的效用水平。此外，为引入消费的外部性，假
定所有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消费者效用
的变化。这样，居民的效用水平就同时受到自身的
消费水平、平均消费水平、对实际货币余额的持有
以及商品的产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为分析上的方
便，在本模型没有考虑资本形式，因而假定劳动是
惟一的生产要素。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变量 代表居民 所消费的一揽子消费计
划，对不同商品消费的替代弹性不变，可以表示为：

在这里，
代表居民 对商品 的消费， 表示
在不同商品间进行消费的替代弹性，且
。在效
用函数中， 是所有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参数
衡量了平均消费水平对居民 效用的影响，
。
是一个正参数， 是代表对货币的持有， 代表消
费者价格指数：

上式中，商品 的价格由 来表示。此外，效
用函数中的 代表对商品 的产出水平，参数 刻画
了居民放弃消费闲暇进行生产的负效用。
通过对效用函数模型的描述，可以发现参数体
现了消费者的攀比效应。效用函数意味着：

因此，平均消费水平的增加会降低代表性居民
的效用水平。如果在对称性均衡中，居民的消费
水平与平均消费水平相等，即
，那么

这说明平均消费的增加提高了居民相对于闲

其他人的负效用。因此，我们将这一效用称之为攀
比效应。
居民 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 表示最初的货币持有， 是从政府取
得的平均转移支付，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从货币发
行中取得的收益转移给居民，政府预算约束为：

（二）求解最优条件
代表性居民 在预算约束
下最大化效用函
，考虑到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数

上式中， 表示对商品的总需求。代表性居
民通过选择消费水平、货币持有和产出水平最大化
效用，得到最优条件为：

方程
表明对货币的需求，居民令从货币
中取得的边际效用等于取得它的边际成本，方程
是劳动——闲暇的替代条件，居民令生产一单
位额外产出的边际负效用等于由消费一单位额外
产出带来的额外收益的边际效用相等。
（三）对称性稳定状态下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经济对货币供给变动的动态反
应，将模型围绕稳定状态附近进行对数线性化。结
果表明，稳定状态的产出水平对本文的主要结论非
常关键。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第

期

许先普

货币政策与城乡居民消费：攀比效应渠道

考虑在对称性均衡中：

，这里

的含义。

下标 表示最初的对称性稳定状态，接下来的方程
将表明我们正在考虑代表性居民消费平均消费水
为影响最优产出选择
平的对称性均衡。方程

忽略实际余额的福利效应，对效用函数求全微
分，可得：

的一阶条件，体现在均衡中：

由于方程
给出了最初的稳定状态产出，将
它代入，上式可化成：

假定经济是统制最优的，那么社会计划者通过
令
，将消费的外部性内部化，并将消费净值
的效用最大化：

可得到统制最优条件下的产出水平：

通过对方程

与方程

比较，我们看到，

有两种因素导致在分散化均衡中产出水平不同于
社会最优值：第一，在分散化均衡中，某一额外单
位消费的边际值超过了放弃闲暇的成本，因而垄断
竞争导致了扭曲，其大小可用
衡量；第二，
在攀比效应下，当其他居民消费更多时，居民从相
对于闲暇的额外消费中获得了更大的效用，因此，
攀比倾向于增加产出。这些扭曲的相对值决定了产
出水平是否超过社会最优值。比较方程
和 ，
表明：
如果

，那么

如果

，那么

根据如上方程，由攀比引起的消费外部性能一
定程度地抵消由垄断竞争引起的负效应，特别是在
均衡产出及均衡消费都是无效率地高的情形下；另
一方面，如果居民的攀比效应较小，社会最优产出
水平超过了在分散均衡中的产出水平，那么，攀比
就不是一个缺陷，相反，可能是个优点，居民适度
的攀比能部分地抵消在不引起过度消费的条件下
使产出水平向社会最优值增加所导致的不完美竞
争扭曲。
（四）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
接下来分析攀比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含义。在对
数线性模型条件下，考虑一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增
加。假定价格是固定的，产出由需求决定，方程
的对数线性形式意味着
，上标表示对最初
稳定状态的百分比偏离，其中参数并不影响本模型
的对数线性形式，因而攀比并不影响经济对货币供
给增加的反应，另一方面，攀比对经济福利有显著

因此，如果

，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福

利递减的；如果

，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福

利递增的。
根据方程

，进一步表明：如果产出水平超

过了社会最优产出水平，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减少
了福利水平。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
货币供给增加提高了居民需求，假定最初的产出水
平是无效率高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会进一步恶
化过度消费问题，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就是不合意
的，它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最
初稳定状态的产出水平是无效率低的，那么货币供
给的增加就是合意的，因为货币供给的增加提高了
原来低效率的产出水平，并增加了居民的福利水平。
事实上，几乎所有货币政策模型表明：货币供
给的增加一直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些结论主要
基于：在垄断竞争下，生产水平是无效率低的，那
么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提高了产出水平，并进一步
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以看
到：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居民福
利水平下降的条件是非常清楚的，即如果封闭经济
受到了由攀比引起的过度消费情形，那么货币供给
的增加就是福利递减的。

三、对我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前面的分析已经得出：假定最初的产出水平是
无效率高的，货币供给的增加会恶化居民的过度消
费问题，导致居民福利水平的下降；反之，如果最
初稳定状态的产出水平是无效率低的，那么货币供
给的增加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为检验这一结论
对我国当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是否也存在影响，我
们将选取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构建
模型和
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
消费差异效应的存在。
（一）模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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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
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
模型 一方面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
模型还可用
另一方面，在某些给定条件下，
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
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
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动态关
应的大小，所以
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
如果用 代表内生变量， 代表外生变量，一个
阶无约束
形式 ：

模型 记为

具有如下

表
变量

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形式

值②

值

①

△
△
△
△
△

其中， 、 是一个 维向量， 是 维扰动向量，
假定模型中 与
期及其以前的变量不相关。
模型的系数通常是很难解释的，而脉冲响应函数可
以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
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因此，通常需要
通过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
，
来推断
的内涵。基于
和
的以上优势，我们将采用
和
来检验我国
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效应。
（二）数据的选取和说明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选择什么变量代表货币政
策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具体来说主
要包括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和
短期国库券利率 。货币政策实施的主线是通过
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动。有鉴
于此，并考虑到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定义越来
越广了，我们选取实际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
币政策的代表变量 ，取自然对数后记为
；
采用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收入水平度量受货币
政策影响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取自然对数后分别
记为
、
；采用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度量攀比效应对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
取对数后记为
。此外，选择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度量城乡居民消费受国民收入的影响，取对数后
记为
。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以上变量
都是二阶差分平稳的 见表 ，因此我们将使用这
些变量的二阶差分形式进行分析，其记法为在原变
量前加“ ” 一阶差分用记号“△”表示 。
本文使用的是
年的年度数据。数据
来源是相应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注：①检验形式（ ， ， ）中 、 、 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
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
②
检验采用麦金农（
③ 、 分别表示在
、

）临界值。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在

相应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变量是稳定的。

（三）模型的分类及滞后阶数的确定
考虑到我国农村与城镇依存度的现实，我们将
对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建立
模
型来进行研究。由于在
模型中各变量的排序
会影响到它们度量的效应，因此各变量的排列次序
是相当重要的。一般地，预期不会或很少对其他变
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应该放到最后。考虑到央行在制
定当期货币政策时一般以整体经济运行情况作为
依据，再具体考虑农村与城镇响应差别，所以城乡
居民消费受货币政策影响大小的顺序一般是全国
平均消费＞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我们确
定各变量 在
模型 中的先后顺 序依次为
、
、
、
。
使用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按照
准
则、
准则都应该选择滞后 期。进一步，
运算结果表明
的特征多项式的特
征根都在单位圆内，所以
是稳定的。
（四）实证结果
使用
对所建立的
用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 所示。
结果表明，不论是
模型中的单个方程，
还是整个
，拟合效果都比较好。
通过构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变量对全国平均
消费水平单位
正向冲击标准差新息
的响应和累积响应图，分析攀比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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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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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冲击影响呈负向变动。

的估计结果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图

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
一个

的

标准差信息的累积响应

从图 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全国
平均消费水平单位
正向冲击的累积响应
最初为零，随后迅速上升，从第 年开始，增长的
速度趋于稳定，维持在
的水平左右。城镇居民

整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整个模型的
值
整个模型的

值

表

消费水平对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单位

城镇居民消费

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 ）

整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整个模型的
整个模型的

值
值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冲击的累积响应最初为零并呈负向变动趋势，在第
年间呈现出短暂性的回升现象，
但随后迅速下降，
与零值的差距越来越大。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受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冲击影响较大，呈正向
变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受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冲击
影响呈负向变动。
综合图 、图 所揭示出来的统计意义，初步
可以判断攀比效应在城乡居民消费行为中存在差
异。
假定攀比效应在城乡居民消费中存在差异，接
下来进一步分析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是如何对货币
供给量变动做出反应。图 和图 分别是模型中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等变量对货
币供给量单位
正向冲击标准差新息
的响应和累积响应图：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图

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
一个

正向

货币供给量

的

标准差信息的响应

从图 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全国
平均消费水平单位
正向冲击的响应最初
为零，随后逐步上升，在第 年达到峰值
，
随后迅速下降，长期趋于零。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
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单位
正向冲击的响应
最初为零并呈负向变动趋势，在第 年达到最低
值
，随后缓慢回升，其值仍为负。可见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受全国平均消费水平冲击较大，呈
正向变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受全国平均消费水平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图

对

货币供给量

的一个

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从图 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货币
供给量单位
正向冲击的响应的最大值发
生在第 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货币供给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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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冲击的响应的最大值发生在第 年。
在响应峰值上也略有差异：农村居民消费响应峰值
为
，城镇居民消费响应峰值略高，为
。随后，城乡居民消费的响应逐渐下降并
有小幅的波动，长期中趋于稳定。在农村居民消费
模型中，货币供给对其自身单位正向冲

年

我国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及城镇居民消费确
实产生了显著的差别效应：从图 、图 中可以得
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攀比效应
相比城镇居民消费的攀比效应较活跃，影响程度较

击最初为正响应并逐步上升，在第 年达到响应峰
值
，随后下降，从第 年开始逐步走向稳

持久，而城镇居民消费的攀比效应较为理性，短期
内存在较大幅度的变动，但在长期中则趋于稳定；
从图 、图 中得知，在攀比效应条件下，农村居
民消费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持久，波动幅度也比较

定。在城镇居民消费

大，城镇居民消费则显得较为理性，对来自货币层

模型中，货币供给

对其自身单位正向冲击最初为
升，并在第 年达到响应峰值
降趋于 。

并逐步上
，随后逐步下

面的冲击能在较短时期内做出迅速调整，因而货币
政策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趋于稳定。
表

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对货币供给量单位

货币供给量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正向冲击的 累积 响应
响应

最大 累积响 最大 累积响应 累积响应

最大
响应 应最大 累积 基本稳定 稳定于
的时期
的时期 响应 的时期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货币供给量

城镇居民消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图

对

的一个

标准差新息的累积响应

从图 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
居民消费水平对货币供给量单位
正向冲
击的累积响应在响应路径、响应峰值上存在差异。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货币供给量单位
正
向冲击的累积响应最初为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快
速上升的趋势，到第 年并逐步稳定下来，维持在
的水平左右。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货币供给
量单位
正向冲击的累积响应最初为零，
随后迅速增加，到第 年实现峰值
，随
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农村居民消费
模型中，货币供给对其自身单位正向冲击的累积响
应随时间的推移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城镇居民消
费
模型中，货币供给对其自身单位正向
冲击最初为
并逐步上升，并在第 年达到
响应峰值
，随后逐步下降趋于 。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及城镇
居民消费对货币政策单位正向冲击的响应及累积
响应，我们把图 和图 中的有关信息归纳在表
中。
综合图 、图 、图 、图 以及表 表明，

本文研究表明，在攀比效应条件下，对居民消
费而言会产生一个干扰：如果居民并不将他们消费
的成本进行内部化，那么过度消费将会发生，消费
的外部效应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干预开辟了道路：假
定最初的产出水平是无效率高的，货币供给的增加
会恶化居民的过度消费问题，导致居民福利水平的
下降；反之，如果最初稳定状态的产出水平是无效
率低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
平。不同于其他货币政策模型，我们表明货币供给
增加将是福利递减的，因为经济如果存在过度攀
比，那么将遭受过度消费情形，货币供给增加恶化
了过度消费问题。
在实证检验中我们发现，在攀比效应条件下，
货币政策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差异
性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攀比效应相比城镇居民消
费的攀比效应较活跃，城镇居民消费表现理性，因
而在攀比效应条件下，农村居民消费受货币政策的
影响较持久，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城镇居民消费受
货币政策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则显得较为稳定和理
性。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认为，本文的模型与传
统的货币模型认为货币供给增加可以提高居民消
费的福利殊途同归，原因在于当前城乡居民消费在
消费品种、消费数量及消费金额上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产量上还处于效率低的水平，未达到社会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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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因而，基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攀比效应的显著
性，我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来拉动国内需求应该将
重点放在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上。但从长远来看，随
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的
逐渐减少，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消
费的差异会逐步缩小，因而货币政策的变动对城乡
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带来负效应。从长期来看，这
就要求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要有清醒的认识，当
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就
不能一味试图增加货币供给来提高居民消费福利，
进而拉动经济增长，需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和
导向机制，促使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更为理性，做到
与经济增长水平要相一致，符合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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