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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在全球保险业中的应用：
以B3i联盟为例

从自由竞争到政府监管：
“联邦银行时代”的金融危机与启示
1862—1914年期间，美国爆发了五次主要的金融危机。本文分
析了“联邦银行时代”金融危机频发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
三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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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2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4年美联储

以后也包括芝加哥和圣路易斯）银行，储备城

建立的这段时间在美国金融史上被称为“联

市（其他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银行，和内

邦银行时代”。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金

陆乡村（剩余其他城市）银行。由于乡村银行

融危机频发、监管制度激烈变革的时代。这

和储备城市银行可以将其储备金存储于中心储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美国银行业经历了

备城市银行获得利息，这样的一套储备金体系

“自由竞争”“民间监管”“政府监管”的

导致了全国的银行储备金都集中在纽约的银行

历 程 。 经 过 这 段 历 史 ， 美 国 从 一 个 新 兴的殖

市场。充沛的资金为一些纽约的银行家的冒险

民地超越欧洲列强，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投机创造了条件。另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

然而伴随这段历史的不仅仅是梦想和荣耀，

性，乡村银行在每年的秋收时节大量召回资

也有惨痛的失败和教训。那么，这段金融史

金，这极易造成纽约银行市场资金链的断裂。

到底是怎样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从其中

由于没有保护储户的储蓄存款保险政策（联邦

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存款保险公司在大萧条之后才设立），银行破
产可能意味着储户的积蓄血本无归。所以银行

自由竞争与金融危机的频发
在“联邦银行时代”美国爆发了五次主要

市场的流动性困难极易催生储户挤兑，从而造
成金融危机。

的金融危机，平均每十年就发生一次。“联邦

联邦银行时代金融危机频发的另外一个

银行时代”得名于美国内战结束以后颁布的

原因是货币供给缺少弹性。《联邦银行法

《联邦银行法案》。这个法案有两个主要目

案》旨在结束“野猫银行”时代混乱的货币

的，一个是为因内战花费而非常窘迫的联邦财

市场，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并且规定货币只

政募集资金，另一个是解决战前的“野猫银

能由联邦银行代以发行，州立银行发行货币

行”问题 。自从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

须缴纳10%的税，这一措施有效地把州立银

否决了延续美国第二中央银行的提案之后，联

行排除在货币发行的体系之外。此外，要发

邦政府从银行监管中退出，美国银行业进入了

行这种货币，联邦银行须购买政府债券作为

“自由银行时代”。开设银行只需要在州政府

抵押，发行相当于债券价值90%的货币量。

注册，而各州之间为了吸引资本，争相降低开

联邦政府财政在1870年以后逐渐好转，不再

设银行的要求。一时间，各种小银行如雨后春

大量增发债券，使得联邦银行发行货币的成

笋般涌现。而且，美国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

本增高，因而货币供给不仅不具有弹性而且经

各个银行都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金融体系一

常处于短缺状态。高度集中的储备体系和缺少

片混乱，因而这段时间也被称为“野猫银行”

弹性的货币供给是联邦银行时代美国 金 融 体

时代。

系的硬伤。它们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纽

另外，由于内战的巨额耗费造成联邦政府

约的银行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极易导致内陆

财政窘迫，《联邦银行法案》的一个重要提议

银行挤兑；断裂的金融链条立即导致全国性

就是通过设立联邦银行让联邦政府重新掌控金

的金融危机。

融体系。联邦银行是一类在联邦政府下辖的货
币监理署注册的银行，它们与州立银行并行成
为两大商业银行体系。《联邦银行法案》也设

“民间央行”的成败：
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立了银行储备金机制，并将联邦银行划分为三

面对金融危机的频发，美国银行业也发明

类：中心储备城市（开始只有纽约，1887年

了一套应对的自救措施。组织银行自救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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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行业清算联合会。美国最早的银行清算联

了联邦银行时代的诸次金融危机，但是这种情

合会于1853年在纽约成立，在此后的60年间，

况到1907年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纽约清算联合会在平抑金融危机、保持全国银

1907年金融危机异于联邦银行时代的其他

行业市场秩序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金融危机在于它不是始于银行。从1880年开

而也被称为“民间央行”。纽约清算联合会，

始，金融市场上兴起了一种创新型的组织——

以及此后美国各大城市纷纷效仿建立的当地清

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本质上也是一种银行，它

算联合会，平抑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当

与银行经营几乎相同的业务，但是由于它是作

地银行的集体互救。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清算

为公司注册，因而免受某些银行监管政策的约

联合会组织银行之间的相互贷款。银行之间是

束。起初信托公司并不成气候，但是19世纪末

竞争对手，但是当金融危机来袭时，它们是有

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扩张，信托公司的规模越

动机互救的。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储户难以

来越大，成为银行业的竞争对手。银行业认为

知道银行的经营状况以及银行之间的交易，所

信托公司具有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因而排斥信

以在缺少储蓄保险的情况下，储户看到别人挤

托公司加入清算联合会。

兑也会立即跑到自己的银行提款。如果针对个

1907年的金融危机始于几家信托公司在股

别银行的挤兑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平抑，可能很

票市场的投机失败，消息传到市场，它们立即

快演变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遭到储户挤兑。信托公司向纽约银行联合会求

但是清算联合会的成员会有免费搭车的动

助，希望能够发放紧急贷款，但是遭到拒绝。

机 —— 它 们 可 以 平 时 经 营 高 风 险 高 回 报 的 业

金融危机于是愈演愈烈，几日后纽约第三大信

务，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时缺少资金就向同行借

托公司尼克伯克遭挤兑破产，其总裁自杀。由

款。为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清算联合会采取

于挤兑风潮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很多联邦银行

了几项措施：第一，借款银行要向放款银行支

和州立银行也遭到挤兑，一时间满城风雨。外

付6%的利息；第二，成员必须保持一定比例的

地银行听说纽约发生了金融危机，也纷纷要求

储备金，并且联合会有一个监视组巡查成员的

撤款。但是纽约的银行由于城内的挤兑，根本

经营状况；第三，精算联合并不是一个开放的

无钱外派，于是断然拒绝内地银行的提款要

组织，参加联合会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很多

求。内地的储户听说本地银行无法从纽约提回

小银行被排斥在外，只能通过联合会成员代理

存款，也纷纷跑到自己的银行要求兑现提款。

清算业务，因而能够参加清算联合会也是对银

资金流动性困难很快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金融

行信誉的背书。

危机。

清算联合会作为一个自愿的组织并没有

1907年金融危机的转机出现于当年11月2

强制性的执行手段，它最多只能将不遵守纪

日，摩根召集纽约银行和信托公司的120位总

律的成员驱逐，但是这种情形极少发生。那

裁在自己府邸开会，直到次日凌晨3点，他们

么，清算联合会如何维持对成员的有效管理

终于达成共识，由每家公司出资组成一个2500

呢？对于纽约清算联合会的研究显示，银行家

万美元的共同基金抛向市场，用于平抑挤兑风

之间有非常密切的私人网络，比如摩根自己就

潮。同时，纽约银行联合会也组织了银行互

创立了大都会俱乐部来交际他在商场和金融界

救，纽约的银行市场危机终于在信托公司和银

的朋友。在密切的网络关系中信息能够迅速传

行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平息。

播，因而对于银行的行为产生有效的控制。在
成立的50年里，纽约清算联合会成功地平抑

内地银行的自救措施：印发私币

107

108

TSINGHUA FINANCIAL REVIEW October 2017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

内地银行面临挤兑和各地银行对于现金的

资失败导致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挤兑代表

保守也造成了流动性危机。有些城市的银行清

着储户丧失对银行的信任，所以在1893年曾经

算联合会也像纽约一样组织了本地银行互救，

发生过挤兑的城市，银行在1907年倾向于组织

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当地银行采取了另外一种

相互贷款的自救而不是发行本地货币。相反，

自救措施— 发行本地货币。虽然我们今天往

在1893年曾面临巨大的发生挤兑的风险却没有

往理所当然地认为发行货币是政府行为或者金

发生挤兑的城市，银行更加倾向于印发私币。

银天然是货币，但在历史上贝壳、烟草等物都

1908年春天，在纽约和内地银行的分别努力

曾经作为货币流通。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

下，金融危机逐渐平息，银行印发的私币渐渐

约，只要社区参与的各方同意其为货币，接受

退出市场流通。

并且使用其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存贮的工具，
那么货币就可以存在。《联邦银行法案》颁布

危机后的反思与改革：政府监管

以后，银行自行印发货币是违法行为，但是在

危机过后，人们开始反思造成这场危机的

1907年金融危机期间，有50个城市印发了当地

原因和应付危机的各种“非常手段”。显然实

银行自行发行的货币。

体经济的状况并非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相反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银行都有动机印发私

金融危机可能恰恰是一场“意外”。如果纽约

币，因为此举就像是自己掌握了印钞机从而可

银行联合会及时出手援救信托公司，那么这场

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被避免。对于危机

银行业自行印发的私币能否为社会的其他群体

原因的探讨凸显了“民间央行”的局限性，当

所接受。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地方政府扮

市场的监管者也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的时候，

演了一个相对消极的角色，因为它们对于市场

会存在“利益冲突”， 即规则的制定倾向于

的干预措施有限，但是又不能坐视金融危机愈

使市场的监管者受益，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能

演愈烈，所以对于银行业的自救措施采取了默

不仅有悖于公平的原则，也有损于社会整体的

许的态度。但是银行业怎么才能够说服储户它

利益。

们自己印刷的一张纸就是货币呢？

应付危机的各种“非常手段”也使得人

为了发行货币，银行业采取了广泛的社会

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比如各地非法货币

动员措施，它们联合当地的工商业主劝说他们

的发行，不仅仅造成了市场之间交易的障

接受私币流通，并将接受私币描述成一种支持

碍，而且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

当地经济渡过难关的公民行为。当然此类宣传

外，摩根个人在扭转危机中的关键作用固然

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奏效，在一些地方甚至爆

使其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但是也凸显了制

发了工人罢工以抵制用银行私币发放的工资。

度的缺失。对于摩根及其代表的财阀体系的

银行业发行私币的做法只有在社区内部各群体

调查由著名的皮若委员会进行，而推动对于

之间信任度比较高的地方才能够成功，此外区

以摩根为代表的东部财阀集团的调查的是日

域之间的竞争和人们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也能够

益高涨的民粹主义。

增加当地人对于私币的接受程度。

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的阶

由于联邦银行时代金融危机频发，银行也

层矛盾。近代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运

从以往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1893

动本质上是农民寻求政府救助来改变经济上受

年，美国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其

损的现状的努力，其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

原因和1907年的危机非常相似，也是由于投

改变为了回归金本位而执行的货币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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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就是美元和黄金的直接对应，但是在内

为，由于挤兑的传染性，维持市场对于金融机

战期间联邦政府因黄金储备不足就让美元和黄

构的信任更是一个群体行为。因而在处理危机

金脱钩，发行没有金元基础的绿背纸币来支付

时，银行不能仅仅顾及个体安危，更要从银行

战争的花费。战后，货币发行是否恢复金本位

业整体利益出发。这种利益的整体性对于银行

成为社会不同阶层争论的焦点。东部财阀在内

监管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涉及银行业之间的竞

战中给联邦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它们不希望

争与合作关系的处理尤为重要。

政府用贬值的纸币来偿还债务，因而坚持回归

第二，谁来管理市场秩序、维持公众信任

金本位。而负债阶层，尤其是以农民为代表的

是一个难题。正如纽约银行清算联合会所展示

生产阶层，则希望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

的，民间监管有成本低、灵活性高的优势，但

通胀不仅仅可以降低他们还债的成本，而且能

是当管理市场秩序成为一个集体问题时，民间

够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涨。最终东部财阀

监管和政府监管一样也面临着道德风险（例如

占了上风，1879年金本位恢复。为了恢复金本

免费搭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银行清

位，政府执行通货紧缩政策，人为抬高美元价

算联合会采取了一种小规模、私密性高的大银

值。但是通紧政策导致了利率上升和产品价格

行精英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治理结构也存在严

下降，从而重创生产阶层的利益。

重的缺陷，当维持市场秩序和维护精英或者区

1907年金融危机以后，民粹主义者以

域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民间监管可能难

东部银行家的不负责任的经营和操控造成金

以突破自身利益的局限，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

融危机为切入口，在国会发起对东部财阀的

损失。另外，19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说明了

调查。皮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认为东部财阀

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信托公司的存在与现代金

以连锁董事网络为手段掌控了大量的银行以

融行业的“影子银行”不无相似之处，信托公

及工业企业，从而操纵全国经济的命脉。他

司从事类似银行的业务，却游离于银行监管之

们坚持认为，重要的金融监管问题，比如利

外。这些“影子”机构的运作可能成为金融安

率的确定，牵涉到社会财富在不同的阶层和

全的严重隐患。

地区之间的分配，因而政府应该控制货币政

第三，政府监管克服了民间监管在区域

策以防止特殊的利益集团操纵金融。因此，

性和阶层性上的局限性，但是如何提高政府

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舆论导向倾向于由政

监管的有效性也是一个问题。政府监管在很

府控制金融监管。从1907年到1913年底这段

大程度上解决了联邦银行时代金融危机频发

时间各种关于设立中央银行的辩论、各种力

的状况，尤其是大萧条以后成立的美国联邦

量的角逐，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分

存款保险公司极大地减少了挤兑行为。政府

权形式的美联储体系。

监管能够稳定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
政府以自身的信用为银行经营背书（比如存

金融危机的启示

款保险政策），但是这种方式也会使得储户

联邦银行时代的金融危机与监管给予我们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懈怠于对银行的监督，使

三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信任是金融的基础。

得他们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经营。因而，

挤兑反映了储户对于银行信任的丧失，一家

如何约束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同时又不抑制

银行无论实力多么雄厚、经营得多么得法，挤

银行业的创新，是探索如何提高政府监管有

兑对其往往都是致命性的打击。联邦银行时代

效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的金融危机表明信任管理不仅仅是银行个体行

(岳庆媛为南加州大学Marshall商学院副教授。本文编辑/陈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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