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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论前沿课题

试题(开卷)
2017 年 1 月

题号

•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分数

得分|评卷人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1.资本收益率 2
2. 经济数据偏差 z
3. 美元危t机 z

得分|评卷人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4. 货币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5. 红利掠夺方式与非红利掠夺方式有什么区别?
6. 伯南克对信贷渠道作了哪些解释?
7. 简述财政部银行绩效外部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得分|评卷人
三、论述题{共 20 分)

8. 简述金融危机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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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互合应变主

四、材料分析题(共 25 分}

9. 材料一:中新网 4 月 4 日电英国首相布朗表示，二十国集团 G20 今年九月将于纽约召

开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议题。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布朗二日在金融峰会闭幕礼后，向记者解释设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的提议，因未能取得与会国的具体共识.安排至秋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三轮峰会上再讨论。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当日亦表示，俄罗斯赞成设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设想。

G20 峰会落幕后，梅德韦杰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演讲。谈到国际储备货币问题时，
梅德韦杰夫表示赞成设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是
一个现成、可利用的选择"。
一摘自中国新闻网 2009 年 4 月 4 日

材料二:系列标题新闻

阿根延支持中国关于国际储备货币提议
印尼央行称将极力支持国际储备货币建议

巴西称中国提的国际储备。货币建议有效且恰当
欧盟回应周小) 11 :目前只能维持货币体系现状
奥巴马回应周小 )11 :没有必要设立新全球货币
一一摘自网络标题新闻
根据所给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有什么必要性?
(2) 你认为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应走什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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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05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金融理论前沿课题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开卷)
(供参考)
2017 年 1 月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1.资本收益率:反映银行业绩的指标，是指税前利润与平均总资本的比率，反映了银行对
股东投资的回报率，也是常用的反映银行盈利性的指标，其比率越大，股东投入资本的回报率
也就越高。

(5 分)

2. 经济数据偏差:又称经济数据失真，是指因经济数据遭到扭曲而元法准确描述经济现
实的情况。 (2 分)造成经济数据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本身的缺陷、地方政府

GDP 政绩冲动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规避税收和管制的动机等。 (2 分)经济数据偏差会对一国
宏观经济政策产生误导，影响政策的有效性。(1分〉

3. 美元危机=货币危机的类型之一，专指以美元贬值为特征的货币危机。 (3 分)从遭受损
失的角度论，美元危机以美国债权国的法定货币升值为特征，受害者是美国债权国而非美国。
(2 分)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4. (1) 在美元本位制下，货币危机的根源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节制地供应美元。 (5 分)
(2) 对资本跨境流动缺乏必要的监管。一方面，美国可以从元节制投放美元中近乎免费的
购买外国商品;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欧美开放国内市场，盲目实行资本项目可
兑换，对资本跨境流动缺乏监管。 (5 分)

5.

(1)红利掠夺是指在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情况下，却以所有盈利实实在在分红而不抵

补损失的掠夺方式。

(3 分)

(2) 非红利掠夺是指除了红利掠夺以外的掠夺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贷款方式进行的

掠夺。包括股东利用地利优势获得贷款;以关联企业名义获得贷款;以小企业名义借款等，对
银行的技资成为获取银行贷款的途径。 (3 分)

232

(3) 二者的区别一是掠夺方式不同 E 二是影响不同，非红利掠夺方式更加隐蔽和难以监管。
(4 分)

6. (1)伯南克认为仅仅采取货币渠道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是不够的 U 他发现在银行大面积
破产过程中，不仅货币数量大幅下降，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究其原因，是银行破产和主动收缩
信贷导致的。 (4 分)
(2) 他采用 Baa 级公司债券与政府债券的利差比较显示出，在银行危机过程中，企业获得

融资的成本大幅上升，表明企业在得不到银行贷款后不得已转而寻求其他融资渠道的结果。
(3 分)

(3)他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强调了银行贷款与证券资产的不同。 (3 分)

7. (1 )2009 年 1 月，财政部发布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建立
了一套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银行绩效评价主要包括四大类 10 个财务指
标。 (2 分)
(2) 第一类指标是盈利能力指标，包括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和成本收入比 3 个指标。
(2 分)

(3) 第二类指标是经济增长指标，包括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利润增长率和经济利润率 3
个指标。 (2 分)

(4) 第三类指标是资产质量指标，包括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 2 个指标。 (2 分)
(5) 第四类指标是偿付能力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 2 个指标。 (2 分)
三、论述题(共 20 分)
8. 要点:

(1)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金融资产的膨胀。金融资产的膨胀，会改变货币政策的

传导机制，使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下降，最后传导到实体经济，表现为物价和经济增长等指标的
异常。

(2 分)

(2)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也源自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索也是金融资产
膨胀。

(2 分)

(3) 发生于 1990 年代的日本金融资产危机，由于股市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市场打击，
是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此后的 10 年成为"失去的十年"，迄今并未彻底走出低谷。 (2 分)
(4)2008 年"黑天鹅"再次降临美国，并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也是源自美国过度的金融
资产膨胀。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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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虽然历次金融危机有诸多不同，但发生机理却如出一辙，具有极为相似的背景和演变

过程 2 银行信贷的介入推动金融资产膨胀，然后由资金约束和政策变动使资产市场发生危机，

金融资产危机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和流动性枯竭引发商业银行危机内生性信用紧缩，进而导
致实体经济陷入长期衰退。(1 -2 分)

(6) 历次金融危机的启示 -2 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与银行信贷扩张的交互作用是推动金融资
产膨胀的主要原因。 (2 一5 分)
(7)历次金融危机的启示二 2 金融资产与银行信用的交互作用也是导致金融资产危机发生
的主要原因。 (2-5 分)
(答出要点给基本分，视发挥情况酌情加分)
四、材料分析题(共 25 分)

9. 答案要点: (1)美元本位制已经沦为一个腐朽的、为美国政府操纵的国际货币体系，无
法满足国际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 (6 分)充当国际本书t 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价值具有稳
定性;数量具有非稀缺性。这两点美元已经越来越不具有。 (6 分)

(2) 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可有多种途径，需要国际经济界共同创新。基本思路一是要取消美
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独-无二的否决权，削减美国的投票权。二是根据各国在国际经济发展

和金融稳定等方面的贡献，重新分配投票权。三是要求美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减少政府预算
赤字，拉制美元过多供应。四是选取并培育美元替代物，借鉴欧元创建经验，最好形成美元、欧

元、东亚统一货币三足鼎立局面。五是要有长远打算，这就是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世界统
一货币。(1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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