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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
“托底救市”
宣布
“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3日宣
布，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
不设额度上限，相当于开放式的量
化宽松政策。同时，美联储还出台
一系列新举措支持向企业和家庭放
贷，
政策托底和救市意图明显。
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说，将购
买“必要规模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
持证券，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
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并将把机构商
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纳入购买范
畴。同时，美联储还宣布将扩大货
币市场流动性便利规模。美联储
说，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美国和世界
造成巨大困难。美国经济“显然”将
面临严重混乱。公共和私营部门必
须采取积极措施，将损失限制在就
业和收入方面，并在疫情得到控制
后促进经济迅速复苏。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
来，
美联储已多次出台货币宽松政策
支撑美国经济。目前，
美联储已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到 0%至
0.
25%之间。此前，
美联储还宣布启
动 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并启
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
但依然难以遏
制美国股市不断下探趋势。

量化宽松政策的来龙去脉

哈佛大学校长夫妇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美联储大楼
币政策工具组合，是美联储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回到零利率时代。
从 2008年底至 2014年 10月，
美联储先后出台三轮量化宽松政
策，总共购买资产约 3.
9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联储在 2008
年 11月至 2010年 3月执行的第一
轮量化宽松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
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和帮助美国经济
走出衰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对后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效
果莫衷一是。支持者认为，量化宽
松通过改善金融状况和降低融资成
本促进了美国经济复苏；反对者则
批评量化宽松鼓励金融机构过度冒
险、加大杠杆，催生资产泡沫和通胀
飙升的风险。

量化宽松是一种非常规货币政
策，主要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 “救急易 救穷难”
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
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的货币
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
政策工具已经用到“极致”，能否有
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效应对疫情冲击和阻止美国经济陷
量化宽松常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
入衰退，仍将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
增印钞票”
。
出台强有力、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
本月 15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联合银行首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1个百分点
席金融经济学家克里斯 拉普基表
到 0%至 0.
25%之 间 ，同 时 启 动
示，美联储的政策正转向更高档位，
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为金融
试图支撑“目前看似处于自由落体
市场注入流动性。此举意味着重启
状态的经济”。他认为，美联储正在
“零利率+量化宽松”这一非常规货

新华社供图
转变角色，不再是最后贷款人，而是
最后的买家。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 无上限”
量化宽松政策虽有助于降低融资成
本、缓解企业还债压力、降低市场流
动性风险，但货币政策不能阻止疫
情蔓延，也难以修复工厂关闭或延
误生产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同时，
货币政策也无法扭转因疫情导致的
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减少，
对总需求
和实体经济扩张的刺激效果有限。
目前来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工具已经用到“极致”。在财政政策
方面，美国国会两党仍在就政策细
节讨价还价，导致参议院 22日未能
通过一项规模达 1.
6万亿美元的紧
急援助方案。美国国会何时通过财
政刺激政策以及刺激规模是否足以
避免经济衰退仍存在不确定性。雷
蒙德-詹姆斯公司首席分析师斯科
特 布朗说：
“这将有一定帮助，但我
们仍需要财政刺激，而且需要大量
财政刺激。
”
尽管美联储出台“无上限”量化
宽松政策救市，纽约股市 23日开盘
后仍大幅下跌。截至记者发稿时，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
500种股票指数下跌均超过 3%。
据新华社报道

疫情期间英国房东遭遇“斯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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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
如今疫情来袭，英国政府承诺
斯密还活着，不知他是否支持现在
支付企业雇员的部分工资，并允许
给英国的租客们减房租？将市场原
他们缓缴税款，但包括自由职业者、
则与道德对立起来的“斯密难题”迎 “爱彼迎”等网约短租房房东在内的
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更新版。
人群收入还是受到冲击。一些年轻
斯密一生只发表过两部著作
人没了工资收入，房租压力可想而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前
知。减免房租的讨论开始了。
者更强调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引
一些银行已经行动起来，为每
导推进人的利己心；后者则从人的
月还贷款的“房奴”们减压，有条件
利他心出发揭示人类社会赖以和谐
地推迟还款，这样的政策也可以惠
发展的基础。西方经济学家约瑟
及租客。英国的房东协会则呼吁尽
夫 熊彼特将这对冲突总结为“斯密
量不要向租客催租，应该允许那些
难题”
。
没有恶意欠款记录的房客在这段特
疫情时期的一个“斯密难题” 殊时间里推迟还款。政府最近也下
是：租客的收入因疫情减少，房东此
令，禁止房东在未来三个月内驱逐
时是否应该为他们减免房租？
无法交纳房租的租户。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产阶级
英国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也
收入增长陷入停滞，房价却不断攀
在发挥作用。一些因为疫情失去工
升，这让英国年轻人越来越难买房， 作的租客可以申请救济金，买了相
从而导致租房率居高不下。
应险种的房东也可以在房客无力支
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工
付房租的情况下获得赔偿。
作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租房。在伦
现实要比理论复杂。对有的房
敦，地理位置稍好、交通相对便利的
东而言，房租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
一居室周租金为三四百英镑（1英镑
源，如果为租客们免除几个月的房
约合 1.
1美元），大学、地铁口附近的
租，
房东或将被迫卖房求生存。还有
房子更贵。记者认识的几个英国年
房东认为，自己平时节衣缩食，不敢
轻人，工资收入的一半以上都用来
度假，
好不容易买了房可以出租贴补
交房租。
家用，
凭什么租客们平时
“月光”
享受

生活，
现在又可以享受租金减免？
也有租客说，疫情导致英国央
行降息，那些“以租养房”的房东们
每月房贷少还不少，已经从中受益，
他们应该通过减免房租把政府政策
带来的好处转让给租客。
不过记者采访的大部分房东与
租客都表示愿意彼此协商，
共渡难关。
伦敦“快乐小羊”火锅店大英博
物馆店店长王长松说，疫情影响下，
火锅店暂停营业，目前正与房东探
讨如何处理疫情期间的租金问题。
在伦敦二区拥有房产的关思容
说，英国抵押贷款机构为受疫情影
响的个人提供 3个月的“抵押贷款
假期”，让按揭买房的房东们缓缴贷
款。消息一出，就有房客发来信息，
询问可否缓缴房租。关思容说，自
己 每 月 收 租 金 2800英 镑 ，其 中
1500英镑要用来还银行贷款，考虑
到现在的疫情，
会让租客缓缴房租。
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一名呼吁为
租客免除三个月租金的教授所说，
毕竟房东们今后仍然需要这些租
客，
不能杀鸡取卵。
看来，
“ 斯密难题”还需房东与
房客友好协商，找出互利互惠的解
决办法。
新华社记者 桂涛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4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哈
佛大学校长劳伦斯 巴科 24日
说，他和妻子阿黛尔的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均呈阳性。
巴科在致哈佛教职员工的
一封信中说，他们夫妇 22日出
现咳嗽、发烧、发冷、肌肉疼痛
等症状，23日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24日下午获知结果。他说，
他们不确定如何被感染，但从 3
月 14日起已经居家工作，大幅
减少了对外接触。未来两周他
们将居家隔离疗养。
《哈佛大学校报》24日援引
哈佛大学卫生服务中心数据
说，截至 24日下午，哈佛有 18
名教职员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本月早些时候，哈佛
已将春假之后课程改为网络授
课，建议学生春假后不要返回
校园，并要求本科生腾空宿舍。
巴科现年 68岁，2018年起
担任哈佛大学第 29任校长。

卡车集装箱内
发现 64具遗体

新华社电 莫桑比克中部
的太特省官员 24日证实，当天
凌晨在该省一卡车集装箱内发
现 64具遗体，另有 14人幸存，
他们均为埃塞俄比亚籍。
当地媒体援引移民局官员
阿梅莉亚 迪雷托的话报道说，
这辆卡车从马拉维非法入境，
目的地为南非，在太特市莫阿
蒂泽区被警方截停。
太特省卫生局长卡拉 莫
斯表示，集装箱内的死者初步
判定是因窒息而死，但仍将进
行尸检以确定死因。此外，由
于埃塞俄比亚已有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他们也将对幸存者进
行医学检测和隔离观察。
当地卫生部门和移民执法
部门正在调查此事件。

志愿服务助抗疫
社区致谢送锦旗

3月 9日上午，内蒙古赤峰
市成龙社区将一面绣有“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筑牢基层防控线”
的锦旗送到赤峰路政支队防疫
一线的志愿者手中，真诚地向在
疫情防控期间参与社区志愿服
务工作的赤峰路政支队志愿者
们表示感谢。
王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