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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居民资产与消费结构差异等特征，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两产品的 

Bewley模型来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而已有文献基本上只从居民资产 

结构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5％，那么总体财 

产不平等程度将会被加剧，城镇穷人家庭的净财产减持比例将达到富人家庭的30倍以 

上，农村家庭将遭受到较城镇家庭更高的福利损失。究其原因，除了穷人家庭因为在资产 

结构中持有更高比例的货币资产，所以在通胀过程中遭受到财产减持与福利损失之外；更 

重要的是，带有结构性特征的中国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恶化以穷人(尤其是农村的穷人)为 

代表的高恩格尔系数居 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导致财产减持与更高的福利损失。 

关键词：通货膨胀 财产不平等 通胀福利成本 恩格尔系数 二元经济 

一

、 引 言 

目前国内外均有文献从统计或计量的角度讨论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的影响。 

Doepke&Schneider(2006a)和 Meh&Terajima(2011)分别讨论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再分 

配效应。李实等(2005)和肖争艳等(2011)也为通货膨胀对中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的影响提供 

了经验证据。不过 ，建立在常规统计或计量方法上的研究往往要遭受“卢卡斯批判 ”。因此，国际 

学者更希望通过建立一般均衡动态模型，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纳入模型的考察范围，从 

而讨论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例如，Doepke＆Schneider(2006b)和 

Meh et a1．(2010)通过异质性个体模型考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对各类群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Erosa＆Ventura(2002)和Algan et a1．(2011)则分别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交易方式和劳动力供给的 

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的异质性影响；Berriel(2010)和 Gott|ieb(201i)更进一步地在一般均衡模型中 

将资产选择内生化，并考察了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 

虽然学界已经建立了研究通货膨胀与财产不平等关系的一般均衡框架，但是直接套用该框架 

并不能准确评估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由于受到工业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经济呈 

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而通货膨胀也伴随着以农产品物价上涨显著高于工业产品为表现的“结 

构性通胀”。并且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高，食品消费成为该类家庭的主要支出项 目。 

因此，随着通胀水平的提高，结构性通胀会进一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从而降低他们 

的财产水平，继而恶化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状况。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两产品的 Bewley模型来重新评估通胀对财产不平等的 

影响。在该模型中，当通胀水平提高时，居民通过减少持有货币，并增加生产性资本的持有量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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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损失，从而引发均衡中资本存量的提高，继而提高工业部门产出，并最终导致“结构性通胀”的产 

生。然而，囿于不完善金融系统与工业发展战略，大部分“铸币税”在通胀过程中转移到城镇工业 

部门，致使农村家庭依然成为通胀受害者。本文用校准后的模型模拟出不同通胀水平下各类家庭 

的财产水平和通胀福利成本，量化了上述机制。本文模型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居民消费结构差 

异引入到已有文献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在突出资产结构差异的传统框架中，通货膨胀“劫贫济富” 

的性质并不稳健。其原因是：尽管货币占资产的比重会随财富水平的增加而递减，但货币持有对消 

费的比例却相反。最终的再分配效应取决于模型的具体设定和参数的选择。与之不同的是，消费 

结构差异的作用十分明确，即低收人者由于具有更高的恩格尔系数而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害。消费 

结构差异和“结构性通胀”可以解释低收入家庭大部分的财产减持与通胀福利成本。 

二、典型事实 

(一)通货膨胀：频频发生，并具有二元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通货膨胀现象频频发生。在 l978— 

2011年期间，中国有 18年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了3％的警戒线水平，其中有5年更是超过了10％。 

经历 1997--2005年物价稳定的阶段后，通货膨胀率又呈现出攀升的趋势，除了2009年出现了微弱 

的通货紧缩外，其余年份都保持着较高的价格增速。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通胀压力与其发展模式 

密切相关(陈彦斌等，2011)。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指导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 

势。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高投资很容易导致经济过热、资源紧张，从而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 

胀。而且以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性，造成高增长始终伴随着高 

通胀。中国农产 品价格波动幅度大 ，工业品价格波动幅度则较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2年 

以来，中国农产品的物价增长率基本高于工业品。在 2002--2011年期间，工业品的平均物价增长 

率仅为3％，而农产品竟高达7．7％。这些数据皆反映出中国通货膨胀的二元性特征，即农产品的 

物价增长率要显著高于工业产品的物价增长率。 

(二)居民财产分布状况：贫富差距过大，居民财产分布高度不平等 

近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尤其表现为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逐渐恶化。根据李实等 

(2005)对早年中国财产分布的研究，我国1995年和2002年城镇居民的财产基尼系数分别为0．52 

和0．48，对于农村居民则分别是0．33和0．40。奥尔多中心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 

城镇居民的财产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8，农村居民的财产基尼系数更高达 0．62；高度不平等的财 

产分布也造成了较高的扭曲系数和变异系数。 

在财产分布不断恶化的同时，不同财产水平家庭的财产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表 1中列示了 

2007年我国不同群体的财产持有结构。该表显示：其一，现金(及其等价物)与银行存款在各个群 

体的资产结构中均占有较为显著的比重，表明居民依然很依赖于现金交易与偏好于储蓄。其二，不 

同财产水平的家庭的货币持有比例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穷人家庭的货币持有比例较高，而富人家 

庭的持有比例则较低。① 

(三)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较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大 

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财产持有水平和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经济仍然 

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依然比较低，因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依然比较高。统计 

数据显示，在 1990年，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 54％和 58％；直到2011年，城 

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才降至 36．4％，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依然高达 40．4％，与发达国家 

① 在表 1中，富人阶层的货币持有比例要略高于穷人阶层，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本文在计算活期存款在总财产中的占 

比时，采用了统一的活期存款在总储蓄存款中的占比；但现实中，由于定期存款的利率较高，因此富人阶层更加偏好定期存款。如 

表 1所示，由于富人阶层的银行存款比例较高 ，活期存款在总储蓄存款中占比的微小下降会造成活期存款在总财产中占比的大幅 

下降，从而造成货币持有比例的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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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15％)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仅保持较高的水平，而且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性特征。由于中国 

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性特征，城镇居民的收入和财产水平一直高于农村居民，这造成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比重要远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相应地也要高于城镇居民。 

在 1990--2011年期间，农村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最大差距达到了 10．5％。 

表 1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持有结构① 

农村 城镇 

财产最低5％ 财产中间5％ 财产最高5％ 财产最低 5％ 财产中间5％ 财产最高5％ 

现金 7．9O 6．82 O．89 6．69 4．27 6．66 

活期存 款② 3．42 4．80 12．80 10．33 8．22 5．26 

定期存款 8．79 12．33 32．92 26．56 21．15 13．52 

其他③ 79．89 76．O5 53．40 56．42 66．35 74．56 

三、模型描述 

基于中国国情并结合imrohoro~lu(1992)、Ortega&Rebei(2005)以及Algan＆Ragot(2010)的研 

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资产内生决定和异质性个体的两部门两产品的不完全市场模型，来研 

究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模型具有以下新特征：第一，个体由城镇和农村两类人 

群组成，其效用函数采用了Stone．Geary形式，因此，模型能够刻画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与 

不同的恩格尔系数；第二，通过内生联系资产结构差异与消费结构差异，本文模型能够刻画农产品 

和工业品之间物价变化的结构性特征，并且可以讨论通货膨胀通过结构性通胀与消费结构差异如 

何对财产不平等程度产生影响。 

(一 )家庭偏好 

本模型经济由标准化为 1的连续家庭组成，各家庭均为无限期存活；并且单期效用函数形式均 

相同，但每个家庭会遭受异质性生产效率冲击。家庭由农村和城镇两类居民组成，其中，A 部分为 

城镇居民，其余部分(A。=1一A )为农村居民。因此，家庭的目标函数为： 

max：E。∑, ~o／3 U(ci， m ) (1) 

其 中，0<卢<1为主观贴现因子 ；E。为期望算子；Cj
， 

和 m ；m～j
， 
／P 分别为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 

效用函数采用常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形式： (c ，m )=(c m，1
， 

)卜 ／(1一or)，其中，or为相对风 

险规避系数，卵为个体消费在效用函数中的权重参数。 

本文采用 Stone．Geary方法，在消费品的复合中添加农产品消费的最低生存水平： 

c ( 
． 

一  ) ( 
， 
) ， ∈ {o，m} (2) 

其中， (0，1)是农产品消费在复合产品中的权重参数； ∈{n，m}表示居民类型，当其为n时， 

表示农村居民，为m时表示城镇居民； 
．  

和 
．  

分别表示 类型家庭在第 t期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 

的消费， >0表示农产品消费的最低生存水平。 

根据 Ravan et a1．(2008)，基于支出最小化的价格加总表达式为： 

P =(P )～ P ／(1一 ))卜 (3) 

① 对中国财产分布结构更加详细的论述，可见于陈彦斌(2008)和梁运文等(2010)。 

② 奥尔多(2007)统计数据中没有区分居民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为此，本文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年鉴(2011)》中居民储 

蓄存款的数据，计算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活期储蓄存款占总储蓄存款中比重为35％，并依此计算出各个群体的活期储蓄存款及 

其占比。 

③ 其中，农村居民中“其他”财产的主要成分是 自有房产。不同于城镇房产，农村自有房产不能进行交易，而且很大部分农 

村家庭的自有房产是用于家庭居住消费，不能看成生产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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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和P 分别表示第 t期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名义价格水平。模型中价格体系由农产品价 

格、工业品价格和总体价格组成。工农产品与总体价格的相对价格分别为P P ／P 和P ； 

P ／P ，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之比则为 P ／p 。 

(二)生产技术 

模型的生产部门由农业和工业部门组成。工业总产出为：Yz。 =A (K ) (L ) 其中， 

A 、K 和 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和总劳动力投入量，Ol为工业部门中资本收入的比 

重。假设工业部门的生产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工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分别等于其边际产 

出：W 
， 

= (1一a)A 
， 
(K 

， 

／L 
。 
) ，r ， =aA 

． 
(K ，c／ ， ) 一。 

与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不同，中国农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少，技术和基础设施薄弱。为了 

反映该特性，本文直接假设农业部门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力。假设第 t期农业部门的总劳动力 

供给为 。
． 

， 则农业部门总产出可表达为：Yo， =A L ，其中，A 为全要素生产率。假设农业部 

门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完全竞争的，则农业部门的工资率为：W =A。 。 

由两部门的生产设定可知，本模型假设劳动力市场由两个相互隔离的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因此 

模型能够简单而有效地刻画城乡收入差距。① 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的是，本文设定资本市场是 

完全竞争的统一市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所持有的生产资本，都必须投入到工业部门 

的生产当中，并获得工业部门中的资本收益率。 

(三)政府问题 

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以本文模型简化了 

政府的职能。② 参考 Henriksen&Kydland(2010)中对政府职能的处理方法，本文假设政府以某个 

稳定的增长率控制货币的发行。模型中货币存量 廊 的运行法则为： =(1+ ) 。 

政府在发行货币的过程中获得铸币税收益。大部分文献设定政府将铸币税收益平均分配给每 

个家庭，但是这种转移支付政策将对家庭福利产生再分配效应。另外，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由于不 

完善的货币金融系统和工业化发展战略，大部分铸币税收益将通过银行系统转移到城镇工业部门。 

为了排除由转移支付政策带来的家庭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及更好地刻画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根据 

Meh et a1．(2010)和Algan&Ragot(2010)，本文设定工业部门的净增值税率为 r ，则对于工业生产 

部门而言，实际要素收益为： 

， 
= (1一r )W 

， 

= (1一．r )(1一 )A ， (K 
， 

／L 
， 

) (4a) 

r = (1一r )rm
， 

= (1一 )aA (K ／L ) ‘ (4b) 

本文假设政府购买支出占工业产品总产出的比率为g ，则政府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g 一 )K 
． 

A aL I- “= M 一M 
1／(1+Ⅱ ) (5) 

其中玎 为通胀率。从(5)式可以看出，在外生给定政府支出比率 g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增发货币 

所引起的铸币税收入的增加将会导致工业部门净增值税 的下降。这种铸币税的转移方式不但 

没有对家庭本身的收入和财产水平造成转移政策上的再分配效应，而且也能够较好地刻画铸币税 

从农村部门转移到城镇部门这一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③ 

① 由于通过劳动力流动摩擦来刻画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建模方法尚未成熟，而且分割市场设定能够简单而有效地刻画城 

乡收入差距 ，因此该假设在现行理论建模上被广泛应用 。 

② 对于政府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影响的讨论，可参见 Meh et a1．(2010)；而对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影 

响的讨论可参见 Gomme(2008)。 

③ 将铸币税以“增值税”的方式返还是为了让铸币税返还不直接产生再分配效应，从而更清晰地看出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 

等的影响。模型中的“增值税”返还可以解读为：(1)政府采用更高货币增速的政策降低财政支出对“增值税”的依赖；(2)政府通 

过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 ，其直接形式是为生产部门提供低息贷款，该效果与“资本所得税减免”或“投资补贴”类似。由于实 

际传导过程比较复杂，本文回避了对该过程的讨论，通过使用具有可操作性的“增值税返还”设定来刻画与现实相符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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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生冲击 

假设模型中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在各期受到个体异质性劳动效率冲击，其劳动效率的对数均服 

从一阶自回归过程：Ins =Pmln 一。+" ，lne =p。lne。
， 
+ ，其中 和s 分别为城镇 

和农村居民劳动效率，u ～N(0， 2 )和 ～N(0， ：)为随机性冲击，P 和P。为劳动效率冲击 

的持续度 。 

(五 )市场安排 

该模型刻画一个包含不完全市场的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家庭无法从市场获得完全 

保险；但是个体能够通过持有货币或者资本来抵御风险冲击。本文假设借贷活动以资本形式进行， 

资本持有量存在下限，并且家庭所持有的名义货币量是非负的。 

(六)个体最优化问题 

在上述假设下，家庭收入来源主要分为工资性收入、资本性收人和上～期的货币持有量；家庭 

的支出则主要为消费和储蓄，其中储蓄形式包括生产资本和货币；而消费则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 

假设家庭在第 t期期初所持有的生产性资本存量为k ，所持有的实际货币存量为 m ，生产资本的 

折旧率为艿；第t期农产品、工业品和总体价格水平分别为P 、P 和P 。则第 t期家庭 ∈{a，m} 

的名义预算约束方程能够表达为： 

P 
， 

+ P 
， ， 

+P 
， ，

⋯ +P m ≤ P W q
， 

+ P 
， 
(1+rj， 一6)k +PHmj

，
c-J 

上述式子两边同时除以P ，然后重新整理，于是有实际预算约束方程为： 

，
f

+ m  十 KXaI川m，I ，⋯ ≤ ，c：。1
m

I1

，

=  

一

W  
，
f + (6) 

其中，n +，c 
， 

(1+ 一 ) ， 一R'-~a卜m 
,
t c 表示_『类家庭的可支配财产水平，口 为第 ￡ 

 ̂ I J J 

期的总体价格的通货膨胀率；而 c 表示为 类家庭复合消费量，根据 Stone-Geary性质有，c̈ = 

P ( 
， 

一  

。)+Pro,, ， 。 

由于本模型经济中不含总体波动，所以在稳定状态下，个体状态的联合分布是稳定的。家庭的 

状态空间由家庭类型(城镇或农村)、可支配财产水平和个体劳动效率冲击组成；因此可直接记稳 

定状态的联合分布为 (a，8)。而构成家庭决策函数的状态变量包括家庭可支配财产水平和个体 

劳动效率；家庭在各期所处的状态上决定最优消费、生产性资本持有和实际货币余额持有。家庭的 

最优化问题可用贝尔曼方程表示为： 

(ajr， ̂ )= m {U(c ，m )+卢E +l(aj⋯，8 +1)) (7) 
，f’” +l l 

s．t． cJ
， 

+ m
J，c

+ ，c 
，
t
k
J，H l

≤ ，c一 1
m

1J
，

=

t

。  一  

W J
，
‘s』

，
t
+ 口 

，
‘ ，
k』

， 
+1 ≥ 』 (8) 

其中，鸯，表示 类家庭资本持有量下限。求解此动态规划问题，可得到相应的政策函数，表示为： 

{Cf(a，s)，m，(a， )，k，(a，s)}。 

(七)递归竞争均衡 

该经济体中的递归竞争性均衡由最优值函数、家庭最优政策函数、个体状态构成的稳定的联合 

分布 (。， )、要素价格 {r ，w ，w。}、名义价格体系 {P，P。，P }和农工产品相对价格 ，以及 

相关宏观经济变量 fK，M， ， ，H，H ，Ⅱ )组成，并且满足：第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 

市场分别出清；第二，家庭最优政策函数满足个体最优化问题；第三，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市场分别出 

清；第四，政府预算约束平衡得以满足；第五，个体状态组成的联合分布 (a， )在稳定状态中不 

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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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校准 

依照标准方法，本文模型的参数通过模型外校准和模型内校准两步来确定。① 模型外校准的 

结果总结为表2。首先，我们遵循经典金融文献的惯例，将风险规避系数设为 2。其次，依据研究 目 

的，模型淡化了城乡技术进步的作用，直接将城乡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化为 1。同时，依据陈彦斌等 

(2009)的方法，本文直接将资本产出弹性和资本折旧率分别定为 0．45和0．05。然后，借用 Bai et 

a1．(2009)关于农村收入流动性的估计，将农村居 民收入的相关系数定为 0．93，并根据奥尔多 

2008--2009年面板数据估算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4。基于此，由国家统计局2010 

年公布数据中城乡家庭的收入方差计算出相应的收入冲击的标准差分别为 0．29和 0．22。再次， 

国家统计局 2010年数据显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50％。最后，为了简化模型的机制，我 

们把城乡家庭的资本持有下限都标准化为0。 

表2 模型外校准的参数 

参数 参数 参数 确定依据 参数 确定依据 

校准值 校准值 

技术参数 工作效率运行过程 

城 镇全要素 生产率 A 1 标准 化 相 关系数(农村) p 0．93 Bai et a1．(2009)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 A。 1 标准化 标准差(农村) 口 0．29 国家统计局 2010 

资本产出弹性 0．45 陈彦斌等(2009) 相关系数(城镇) p 0．94 奥尔多2008--2009 

资本折旧率 占 O．O5 陈彦斌等(2009) 标准差(城镇) m O．22 国家统计局 2010 

偏好参数 经济结构参数 

城镇居 民 占比 A 0．50 国家统计局 2010 相 对风 险规避系数 
2 金融经济文献 城乡居民资本下限 0

． OO 简化处理 一 

表 3 模型内校准的参数 

参数 参数校准值 目标矩 模型结果 现实数据 现实数据来源 

偏好参数 

主观贴现因子 口 O．93 财产收入比② 4．6 4．4 奥尔多2007③ 

货币的权重参数 1～叼 0．O18 货币产出比④ O．13 O．13 国家统计局 2010⑤ 

农产品权重参数 0．23 城镇恩格尔系数 O．36 O．36 国家统计局2010 

农产品生存水平 C 0．25 农村恩格尔系数 0．39 0．40 国家统计局2010 —a 

经济结构参数 

政府支出 g O．175 中国增值税率 O．17 0．17 国家统计局201O 

在给定表 2的前提下，本文在模型内校准其他参数，具体结果见表3。主观贴现因子主要决定 

家庭的储蓄动机强度，因而与财产收入比相匹配。货币的权重参数决定了“内含效用”货币模型中 

货币在效用中的重要性 ，因而可以用货币产出比来识别。农产品权重参数和农产 品生存水平共同 

① 模型外校准主要通过借用其他文献或者根据实际数据直接计算的方法来获得参数值，而模型内校准则需要为每一个相 

关参数选择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目标矩”，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使得模型生成的“目标矩”与现实数据中对应的“目标矩”相一致。 

② 主观贴现因子的数值可以使用资本产出比来校准。本文首先采用 Wang＆Yao(2003)的方法估算出中国资本产出比约 

为2．45。事实上，奥尔多 2007年中的平均净财产收入比为4．4。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只占GDP的一半，而2007年房价也可 

能已经偏离基本面，那么这两个数据其实也并不矛盾。但我们的模型并没有刻画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以及刻画房价，因此净财 

产收入比4．4与2．45的资本产出比将无法同时获得。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再分配效应”，当总量数据和家庭层面数据冲突的 

时候，后者更能反映现实，故我们决定采用净财产收入比来校准口。 

③ 净资产包括房产。净财产收人比城镇4．4，农村4．6，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直接选用平均水平。 

④ 货币产出比依据宏观货币数据 M0计算。我们并没有使用奥尔多的微观数据来计算目标矩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奥尔 

多数据中的活期存款等比例是依据宏观数据估算的，调查数据中没有区分活期和定期存款；第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有明确的 

货币和产出，模型中的总体目标应该与现实总体经济中的数据一致。 

⑤ 由于货币产出比波动幅度比较大，我们采用的是2001～201O年的均值。 

9 



陈彦斌等：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 

决定了城乡的恩格尔系数，前者决定了恩格尔系数的绝对水平，而后者则影响城乡之间恩格尔系数 

的差异。① 政府支出外生给定，用于匹配增值税率。② 

五、数值结果分析 

本节报告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效果，并通过数值模拟来讨论不同通胀水平(外生的货币增 

发速度最终决定稳态下的通胀水平)对总体财产分布和通胀福利成本的长期影响。 

(一)模型的模拟结果与拟合表现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各类家庭在给定的市场价格(包括工资水平、资本回报率、工农产品相对 

价格)和个体异质性冲击下，选择最优工农产品消费量、货币持有量和资本存量。通过数值迭代方 

法③，我们模拟出不同财产水平的城乡居民家庭关于工农产品消费结构、财产持有结构以及货币消 

费比的关系。而且我们也得到稳态下的财产分布状态，以及按照此财产分布加总各类家庭的相关 

经济行为，得到稳态下的总体经济变量水平。 

表4 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实经济的比较④⑤ 

A．居民收入状况(接收入五等分，城乡平均收入标准化为 1) 

农村 城镇 

低收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收 低收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收 

入户 收入户 收入户 收入 户 入 户 入户 收入 户 收入户 收入户 入 户 

数据 0．29 O．56 0．81 1．16 2．18 0．37 0．62 0．84 1．14 2．O2 

模型 0．29 O．52 0．79 1．20 2．2O O．36 O．60 0．85 1．20 1．99 

B．恩格尔系数(按收入五等分) 

农村 城 镇 

低收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收 低收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收 

入户 收入户 收入户 收入户 入 户 入户 收入户 收入户 收入 户 入 户 

数据 0．49 0．45 0．43 0．41 0．35 0．45 0．41 0．38 O．35 0．29 

模 型 O．5l 0．45 0．40 0．36 0．33 0．46 0．41 0．37 0．36 0．32 

c．净财产份额(按净财产五等分) 

农村 城镇 

低财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财 低财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财 

产卢 赋产卢 赋产产 赋产产 产芦 产卢 赋产芦 赋产卢 赋产卢 产户 

数据 一0．O1 O．07 0．14 0．25 O．55 一O．01 0．O6 O．15 0．28 0．52 

模型 O．O3 0．1O O．18 0．27 O．42 O．02 0．07 0．16 O．28 0．47 

表 4为模拟结果和现实经济数据的对比。其中，A栏为模型对居民收入状况的模拟结果与 

① 为了简化模型机制，并使参数能够恰好识别，我们假设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具有相同的生存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对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生存消费需求的差异进行过深入研究。 

② 政府支出本身并不是模型的关键，而只是为了排除铸币税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使文章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出通胀的 “再 

分配效应”。我们对不同政府支出取值进行了实验，结果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③ 具体数值模拟方法请参看经济研究网站工作论文附录。 

④ 原则上模型结果应该尽可能与最新的数据进行匹配。然而，最新的奥尔多(2009)数据并不包含农村家庭的调查，所以我 

们只能使用奥尔多(2007)数据。由于本文校准的时候并没有将财产分布的相关变量作为“目标矩”，净财产份额的数据只用于检 

验模型的拟合程度，而不是相关参数设定的依据。 

⑤ 本文希望简化对模型机制的探讨，所以校准的时候并没有刻意使用调整“收入相关系数”和“资本持有下限”以及引入 

“特殊群体”等技巧，而是尽量用更少的参数产生大体符合现实的财产不平等。事实上，在本文的经济研究网站工作论文版本中， 

我们通过调整“收入相关系数”和“资本持有下限”实现了所有结果的完全匹配，但是这么做有两个弊端：其一 ，这两组参数将失去 

经济学含义，使得模型虽然得到了很好的拟合，但是却未必能产生正确的机制。其二，即使现在模型产生的财产不平等程度略低 

于现实，也只会使模型产生的“再分配效应”被低估。由于这是一种保守的处理方法，模型产生的机制也将更有可信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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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的各等分组的平均收入对比。我们将城乡居民分别按照居民的 

收入水平五等分，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所组成的组群到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所构成的组 

群，并且将城乡平均收入分别标准化为 1。如表4所示，模型的模拟结果能够很好地刻画城乡不同 

收入水平家庭组群的平均收入 。B栏为模型对居 民恩格尔系数的模拟与 2010年实际数据的比较。 

模拟结果也较好地反映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特征：其一，恩格尔系数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 

而显著下降；其二，城乡各对应的家庭收入组别中，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大于城镇居民。C栏 

为模型对净财产份额的模拟结果与 2007年现实数据的比较。按照陈彦斌(2008)的做法，我们剔 

除最高 5％财产家庭，并将城乡居民分别按照其净财产水平从低到高五等分。模拟结果反映出模 

型对家庭净财产分布具有 良好刻画。 

(二)各类家庭在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决策行为 

给定稳定状态下的市场价格和个体异质性冲击，我们得到不同财产水平的城乡居民家庭关于工 

农产品消费结构、财产持有结构以及货币消费比的关系的决策行为，结果见图1。图1(a)表示不同财 

产水平下城乡居民家庭的货币资产比重。在本文模型中，财产水平较低的家庭会相对持有较多货币， 

而财产水平较高的家庭则会持有较多资本。当家庭财产水平上升时，家庭的货币需求下降，家庭资产 

结构将从持有货币资产转变为更多地持有资本资产。图1(b)呈现出不同财产水平下的城乡居民家 

庭的货币持有量与消费量的关系。无论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随着家庭财产的增加，货币持有量 

与消费量之间的比值也将越来越大。综上所述，随着家庭财产的增加，家庭首先将更多的财产分配到 

资本资产上，其次是货币，再次是消费。由于面临着不能被完全保险的异质性收入冲击，家庭居民在 

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驱使下倾向于减少当前消费并增加储蓄(包括资本资产和货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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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 城 乡居 民货 币消费 比 

图1(c) 农村居民工农产品消费结构 图1(d) 城镇居民工农产品消费结构 



陈彦斌等：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 

图 1(C)和(d)显示了不同财产水平 的城乡居 民在稳定状态下 的最优消费结构。无论城镇居 

民，还是农村居民，随着家庭财产水平的上升，工业品的消费比例将逐步提高。换言之，财产水平较 

低的家庭更多地消费农产品，而财产水平较高的家庭则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农村家庭较多地消费农 

产品，而城镇居 民则更多地消费工业品。究其原因 ，一是 由于 Stone—Geary效用函数 中包含对农产 

品消费的最低生存水平，故所有家庭对农产品都存在消费刚性，并且该消费刚性随着家庭财产水平 

的下降而变得更为显著，因此高财产水平的家庭能够消费更多的工业品；二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使 

城镇家庭享有更高的持久性劳动收入，因此城镇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多的工业品消费支出。 

(三)数值模拟实验 1：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① 

根据稳定状态下个体家庭的最优经济行为，我们设置数值模拟实验，试图说明通货膨胀对模型 

经济中财产分布的再分配效应。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重点是研究不同的长期货币政策究竟 

对经济体(尤其是财产不平等程度)产生何种长期影响。因此，我们使用比较稳态的方法②来分析 

在不同通货膨胀水平下城乡财产基尼系数以及城乡各类家庭财产损失状况。在设定不同的货币增 

长速度下(货币增长率从0到 10％)，模型经济在稳定状态的城乡居民财产基尼系数随着货币增长 

速度的提高而不断攀升(如图2(a)和(b)所示)。尤其是从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如 1％左右)上 

升到较高的通胀水平(如5％左右)，城镇居民的财产基尼系数则从 0．45上升至0．465。③ 

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不同群体受到的影响，我们将不同群体家庭在不同通胀率下净财产持有 

量下降的比例总结为表5。数值结果稳健地展现了通货膨胀的以下四个作用：其一，通胀使所有家 

庭净资产量减少；其二，随着通胀率的上升，家庭净财产减持比例逐步上升；其三，城镇家庭净财产 

减持程度比农村家庭更严重；其四，净财产持有量越少，财产减持比例越大，低财产户与高财产户之 

间相差 30倍以上。 

表 5 通货膨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④ 

农村 城镇 

通胀率 低财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财 低财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财 

产户 贼产产 赋产卢 赋产卢 产卢 由 哒产卢 贼产卢 碱产卢 产芦 

l％ 一1．2O％ 一0．61％ 一O．6O％ 一0．72％ 一O．50％ 一4．41％ 一3．48％ 一1．22％ 一0．64％ 一O．12％ 

3％ 一2．48％ 一1．40％ 一1．14％ 一0．99％ 一O．50％ 一8．66％ 一5．94％ 一1．60％ 一0．71％ 一O．14％ 

5％ 一2．81％ 一1．91％ 一1．55％ 一1．27％ 一O．67％ 一l1．5％ 一7．70％ 一2．33％ 一1．19％ 一0．24％ 

10％ 一3．37％ 一2．18％ 一1．84％ 一1．78％ 一1．OO％ 一16．2％ 一9．42％ 一2．98％ 一1．72％ 一0．53％ 

以上模拟结果表明更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在模型经济里将迅速加剧财产不平等的程度。而本文 

模型表明这种通胀再分配效应主要通过两大途径对财产分布状况产生影 响。第一 ，根据上述个体 

家庭的最优经济决策，财产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持有更高比率的货币，而财产水平较高的家庭则持 

有更高比例的资本。随着通胀水平的提高，货币购买力持续下降，低收入家庭的财产积累将被显著 

抑制，因此，财产不平等程度也会被加剧。第二，通货膨胀会引发结构性通胀，从而增加低收入家庭 

和农村家庭对于农产品的消费支出，继而更进一步地抑制这两类家庭的财产积累，并最终恶化总体 

① 在本文的参数校准过程中，农产品消费的权重参数、资本产出弹性以及相对风险规避系数都是依据相关文献选取的。我 

们在经济研究网站工作论文中已对上述参数进行过稳健性分析，所有数值结果相一致。 

② 大部分分析宏观经济短期变化的文献基本上都会使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刻画某些特定的经济冲击会对经济体产生何种影 

响。也有不少文献通过使用转移动态路径的模拟来刻画经济体从一种稳定状态演变到另外一种稳定状态的过程。但是这两种常 

用的分析方法均不能为我们提供长期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本文效仿 Algan＆Ragot(2010)利用比较稳态的方法来分 

析不同的长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③ 如果在模型中剔除最富5％家庭，那么城镇财产基尼系数则上升o．02。 

④ 确切的数值大小并不重要，但结果的一致性和显著性表明模型的机制稳健而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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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分布状况 。 

结构性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二元经济特征和对个体异质性风险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在二元经济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存在明显的分割，工业部门更密集地使用资本，而农业部门则 

更密集地使用劳动。由于个体家庭面临劳动收入的异质性冲击，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下，个体 

家庭会更愿意多储蓄。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也逐渐变弱，个体家庭更 

多地以持有资本的形式进行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将获得更多的生产性资本(如图2(c) 

所示)，从而使工业部门生产扩张，致使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低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进 

而产生结构性通货膨胀。 

1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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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城镇居 民财产分布 的基尼系数 

籁 

醐 

图 2(b) 农村居 民财产分布 的基 尼系数 

图 2(c) 资本存量 与相对价格 图 2(d) 城 乡居 民消费的恩格尔 系数 

这种结构性通胀进一步加剧了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根据图 2(d)关于通胀水平和居民恩 

格尔系数的关系，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会随着结构性通胀的加剧而 

攀升。一方面，由于低收入家庭对农产品具有较大的消费刚性 ，由通胀水平提高引发的结构性通胀 

会进一步增加低收入家庭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更多地消费农产品，随着 

结构性通胀的恶化，农村家庭的农产品消费支出也不断增大，其总效应将带来更高的恩格尔系数。 

(四)数值模拟实验 2：通货膨胀对各类家庭福利成本的影响 

上述数值模拟实验说明通货膨胀对总体财产分布的再分配效应。但是，我们还需要回答通货 

膨胀水平的提高对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影响相同吗?如果不同，那么差别有多大?为此，本文接着 

讨论在不同通胀水平下，城乡各类财富水平家庭通胀福利成本的差异。通过设定不同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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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1％，3％，5％，10％)，我们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进行数值模拟，并计算出城乡各类家庭对 

不同水平的通货膨胀所遭受到的通胀福利成本(按消费等价量计算，简称 CEV)的数值。 

城乡居民在模型经济中的通胀福利成本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随着通胀水平的提高，居民家 

庭的平均通胀福利成本越来越大。第二，在相同通货膨胀水平下，穷人家庭通胀福利成本高于富人 

家庭。第三，随着通胀水平的提高，穷人家庭福利成本的上升幅度远大于富人家庭，农村家庭福利 

成本的上升幅度也远大于城镇居民。 

上述在不同通胀水平下对不同收入状况家庭的通胀福利成本的基本特点与通胀加剧财产不平 

等程度的两大途径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乡居民家庭的平均通胀福利成本随着通胀水平的提 

高而上升主要是因为通胀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货币持有的价值，家庭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不得不 

更多地 以资本形式进行储蓄。于是随着生产性资本供给的增加 ，工业部门生产扩张 ，进而扭曲工农 

产品的相对价格，因此各类家庭也面临更大的农产品消费支出。总的来说，通胀水平的提高通过财 

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给居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使平均通胀福利成本随着通胀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然而，上述两大途径对财产水平不同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是不相同的。在理论模型里， 

不完全市场与异质性收入冲击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的财产持有结构决策；而对农产品的最低消费 

水平则决定 r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尽管这些设定之间会相互影响财产不平等的扩大和福利成本 

的增加，我们仍可以通过将农产品最低消费水平设置为零来估量上述两大途径分别对财产损失和 

福利成本的相对影响。 

表 6 城 乡家庭财产损失比例(通货膨胀率为 10％) 

农村 城镇 

模型 低财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财 低财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财 

产 芦 赋 产卢 砥产 卢 赋产 产 产 产卢 赋产 产 贴 产P 赙 产卢 产 户 

w／o 一2．94％ 一1．93％ 一1．52％ ～1．51％ 一0．94％ 一7．56％ 一4．71％ 一3．40％ 一1．94％ 一0．48％ 

W 一3．37％ 一2．18％ 一1．84％ 一1．78％ 一1．0O％ 一16．24％ 一9．42％ 一2．98％ 一1．72％ 一O．53％ 

注 ：w／o表不不含有农 产品最低消费水平的模 型结果 ，W表不含有农产 品最低消费水平的模 型结果 。 

表 6表明上述两大途径对城乡家庭财产损失 比例的影响程度的差别。在不含有农产品最低消 

费水平的模型中，家庭的财产损失主要来源于财产持有结构的差别；而在含有农产品最低消费水平 

的模型中，家庭的财产损失不但包括财产持有结构的影响，还包括消费结构差异的影响。而两个模 

型模拟结果的差异可以看作是消费结构差异对财产损失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财产结构差异对 

农村家庭的财产减持影响比较大，而消费结构差异则对城镇的穷人家庭产生更显著的影响。究其 

原因：其一，农产品相对价格会随着通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部分缓解了 

农村家庭的财产减持，但我们可以看出，收入效应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其净效应始终让农村家庭 

蒙受财产减持；其二，工业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城镇家庭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穷人家 

庭则会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财产损失。 

通过上述两个数值模拟实验，我们发现，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通胀的再分配效应通过家 

庭财产持有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差别显著地影响经济体中的财产分布不平等程度，诱发带有二元经 

济特征的结构性通胀，加剧了城乡家庭对农产品消费的支出，更大程度地降低了居民家庭尤其是穷 

人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福利水平。 

六、结 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两产品的Bewley模型，并据此量化了 

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我们发现，除了通过财产结构差异产生再分配的作用以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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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还会推高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来影响财产不平等。低收人家 

庭由于恩格尔系数更高因而遭受更加严重的通胀福利成本。在中国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家庭财产减 

持比例上，低收入群体远远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更为显著；而对于通胀福利成 

本 ，农村家庭则较城镇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福利损失 。消费结构差异和“结构性通胀”可以解释低收 

入家庭大部分的财产减持与福利损失。不过，对于本文的研究还有两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其 

一

，尽管再分配效应 明显 ，本文生成的结构性通胀程度并没有直觉上那么大 ，一个重要 的原 因可能 

是我们仅仅考虑了通胀对产出水平的影响，而没有考虑通胀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如果通胀对产 

出的影响能够通过对两部门技术增长率差异的影响而被放大，则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更持久和更 

为显著。由于该方面研究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仍然不够成熟，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引入到本 

文的框架之中。我们只能期待增长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其二，本文模型的机制不仅仅通过资 

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起作用。比如，在一般均衡中，通胀率的上升首先增加工业部门的工资 

收人和降低利率，然后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这本身可能会部分减弱通 

胀的“再分配效应”。又如，生存消费本身究竟会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还是降低可能依赖于收入 

过程的设定，却也能对财产分布产生影响。因此，目前本文仅能揭示通胀通过居民资产结构和消费 

结构的差异而产生的“再分配效应”的存在性和重要性。至于通胀“劫贫济富”的特征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由本文描述 的机制所决定 ，则 尚需再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彦斌，2008：《中国城乡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金融研究》第 12期。 

陈彦斌、霍震、陈军，2009：《灾难风险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经济研究》第 1I期。 

陈彦斌、邱哲圣，2011：《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和财产不平等》，《经济研究》第 1O期。 

陈彦斌、唐诗磊、阎衍、朱戎 ，2011：《经济增长与民生目标冲突下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1年 

第一季度)》。 

李实、魏众、丁赛 ，2005：《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平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梁运文、霍震 、刘凯，2010：《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 1O期。 

肖争艳、程冬、戴轶群，2011：《通货膨胀冲击的财产再分配效应——基于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6 

期。 

Algan，Y．，E．Challe，and X．Ragot，2011，“Incomplete Markets and the Inflation—Output Tradeoff”，Economic Theory，Vo1．46， 

No．1．55— 84． 

Algan，Y．，and X．Ragot，2010，“Monetary Policy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with Borrowing Constraints”，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Vo1． 13，No．2，295— 3l6． 

Bai，C．，W ．Sun，and X．Wang，2009，“Migration and Income Mo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Working Paper． 

Berriel，T．C．，2010，“Nominal Po~ lio Choice and Wealth Redistribution Effects of Inflation Surprises”，Princeton Working Paper． 

Doepke，M．，and M．Schneider，2006a，“Infl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Nominal Wealth”，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Vo1． 

114，No．6，1069-- 1097． 

Doepke，M．，and M ．Schneider，2006b，“Inflation as a Redistribution Shock：Effects on Aggregate and W elfare”，NBER W orking 

Paper，No．12319． 

Erosa，A．，and G．Ventura，2002，“On Inflation as a Regressive Consumption Tax”，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Vo1．49，No． 

4．761— 795． 

Gomme，P．，2008，“Measuring the Welfare Costs of Inflation in a Life-cycle Model”．Concordia University and CIREQ Working 

Paper．No．08一 OO1． 

Gottlieb，C．，201 1，‘‘On the Distributive Effects of Inflation”，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Henriksen，E．，and F．E．Kydland，2010，“Endogenous Money，Inflation and Welfare”，Rev／ew ofEconomic Dynamics，Vo1．13， 

No．2，470-- 486． 

(下转第 130页) 

15 



马捷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自由进入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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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free entry by firms of which ownership and control are separated，and discusses its welfare 

implications． W e use Cournot model to characterize competition in homogeneous goods market． while use spatial 

competition in circular city to characterize competition in differentiated goods market． We show that if managerial 

compensations will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entry costs，then both excessive entry and insufficient entry may emerge in an 

equilibrium outcome． 

Key W ords：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Free Entry； Chamberlin Effect； Cournot Competition； Spatial 

Competition in Circula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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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hina’s Inflation on W ealth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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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sset portfolio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while previous literatures merely focus on 

households’portfolio~tructure，this paper builds up a Bewley model with two sectors and two product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hina’s inflation on wealth inequality．The results show us that as inflation rate rises from 0 to 5％ ．wealth inequality 

will be intensified，and the percentage of net wealth loss of poor households could be over 30 times as many as that of rich 

households，and rural households suffer higher welfare loss than the urban do．The poor due to holding higher proportion of 

money generally suffer more weahh reduction and welfare loss； more importantly， China’s inflation with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would further deteriorat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high—Engel—Index households，especially the rural and the 

poor，causing wealth reduction and higher welfar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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