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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积累：经济知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一、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

实质：二者都是由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平衡造成的。

社会总供给：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向社会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量。

社会总需求：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和。

【国内需求（投资、消费）；国外需求（出口，即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二、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纸币供应量大于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

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

通货紧缩：指由商品和劳务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引起的物价总水平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的

一种经济现象，它与通货膨胀现象正好相反。

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

实质 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

原因
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需

要的货币量

纸币的发行量少于流通中实际需要

的货币量

危害

直接引起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经

济秩序混乱，生活水平下降，影响

社会稳定

直接引起物价下跌，影响企业与投资

的积极性，市场销售困难，影响经济

的长远发展，失业率上升

对策

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

为出的财政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

与信贷规模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并

努力扩大出口

常识积累：经济知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财政从本质上说，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即政府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的调节来

影响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1.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作为财政分配的一个方面，它是指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集中起来的货币资

金。它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



www.chinaexam.org

2

2.财政支出

公共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

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它是一级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再分配。

3.财政政策的种类

（1）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

需求；其通过减少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2）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3）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4.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

（1）国家预算，指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

（2）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

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

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税率的提高会抑制投资需求，调节经济过热。

（3）财政投资又称为财政投资性支出，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将其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中筹

集起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种集中性、政策性投资，是财政支出中的重要部分。

──投资扩大可以刺激需求增长。

（4）财政补贴，是指国家财政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向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一

种补偿。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生产或经营某些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企业或因提高商品销售价格

而给予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补偿。

（5）财政信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筹集和运用财政资金的一种经济行为。又称国

家信用。──主要指政府债券。

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

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

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1.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部门。

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2.利率

利率又称利息率，表示一定时期内利息量与本金的比率，通常用百分比表示，按年计算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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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利率。其计算公式是：利息率=利息量÷本金÷时间×100%。

如果央行提高利率，有利于鼓励大家存款，缩减贷款，减少市场货币流动量，属于紧缩性货

币政策。

3.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又称准备率，是中央银行为保护存款人和商业银行本身的安全，控制或影

响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取的存款准备金的最低

比率。（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

款。）──在经济高涨和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为了控制信用的过度扩张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

率，它一方面减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用于贷款的资金、另一方面使得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

减少，从而收缩银根、减少货币供给、减少投资、抑制总需求；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和高失业

时期时，中央银行可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增加投资、刺激需求。

（2）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

应量的活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当中央银行认为需要收缩银根时，便卖出证券，相应地

收回一部分基础货币，减少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的数量；相反，当中央银行认为需要放松银根时，

便买入证券，扩大基础货币供应，直接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的数量。

（3）贴现政策，是指货币当局通过变动自己对商业银行所持票据再贴现的再贴现率（可简称

贴现率）来影响贷款的数量和基础货币量的政策。──当一国中央银行以提高或降低贴现率的办

法，借以紧缩或扩充货币投放于信贷规模，吸收或排斥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出入，以达到调节经济

与国际收支的目的，即为贴现政策。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制订 制定国家制定，须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 由中央银行制定

运行

总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企业倒闭→失业

∴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

→增加总需求

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

过增加货币供应来提高

总需求水平

总需求过度→经济繁荣→信贷规模扩张→通

货膨胀

∴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

→减少总需求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通

过削减货币供给来降低

总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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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回顾】答案与解析在最后

1.（2010贵州）下列关于通货膨胀效用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利率

B.通货膨胀提高实际收入

C.通货膨胀改变收入分配

D.通货膨胀形成强制储蓄

2.（2012深圳）一般来说，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

A.生活水平会下降

B.生活水平会提高

C.没有变化

D.幸福感会增强

3.（2013陕西）一下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政府加大采购力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B.当通货紧缩时，中央银行应降低存款利息

C.当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D.政府购回已发售的债券，有助于抑制通货紧缩

4.（2010联考）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之一，当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应

该采取的货币政策是：

A.紧缩性货币政策

B.扩张性货币政策

C.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D.积极货币政策

5.（2014深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功能在于：

A.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B.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C.增加财政收入

D.减少财政支出

6.（2012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A.降低再贴现率

B.降低央行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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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D.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7.（2014吉林）签订合同：一方违约：赔偿损失

A.受寒：感冒：吃药

B.看病难：医疗改革：城乡居民

C.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物价下跌

D.人口老龄化：单独二胎：计划生育

8.（2015广东）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求而准备的在中

央银行的存款。存款准备金率是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总额的比例。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后，

在市场上引起的可能反应是：

A.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增多，贷款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多，通货膨胀

B.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增多，贷款下降，货币供应量减少，通货紧缩

C.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减少，贷款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多，通货膨胀

D.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减少，贷款下降，货币供应量减少，通货紧缩

9.（2014山西）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属于：

A.紧缩性财政政策

B.紧缩性货币政策

C.扩张性财政政策

D.扩张性货币政策

10.（2015河北）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下列有关财政政策的论述，不正确的

是：

A.政府偏好对财政政策有重要影响

B.水手、国债、公共支出等主要是财政政策工具

C.紧缩性财政政策通常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

D.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是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

11.（2014浙江）下列有关经济学常识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市场经济通常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B.价格调节机制是价格机制的核心内容

C.WTO的非歧视原则要求各成员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D.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属于紧缩性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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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1浙江）下列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存款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后，商业银行可用于贷款的现金会减少

B.当民间需求过旺时，可以采取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来缩小总需求

C.当央行降低贴现率时，市场货币供给将增加

D.通过增加税收来抑制总需求属于紧缩性财政政策

13.（2011联考）下列不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措施是：

A.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B.发行央行票据

C.买进政府债券

D.提高再贴现率

答案与解析

1.【解析】B。通货膨胀时期，人们的名义货币收入与实际货币收入之间会产生差距，只有剔

除物价的影响，才能看出人们实际收入的变化。由于社会各阶层人们收入的来源是不同的，因此，

在物价总水平上涨时，有些人的收入水平会下降，有些人的收入水平反而会提高，这种由物价上

涨造成的社会再分配，就是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所以 B项错误，C项正确。A、D两项也

是通货膨胀的效应。故正确答案为 B。

2.【解析】A。通货膨胀指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

多余的部分继续在流通中流转，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

通货膨胀时，靠固定工资收入的人由于工资不变，生活水平随物价上涨而降低。故正确答案为 A。

3.【解析】A。A项错误，政府加大采购力度是增加财政支出的表现，增加财政支出属于扩张

性财政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用来治理通货紧缩，有助于提振经济，扩大社会需求。故正

确答案为 A。

4.【解析】A。通货膨胀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

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

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而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

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

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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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

时，应该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故正确答案为 A。

5.【解析】B。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财政政策的类型之一，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

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增收减支的结果集中表现为财政结余，因此，紧缩性

财政政策也称盈余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功能是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从而抑制通货

膨胀。故正确答案为 B。

6.【解析】D。A项错误，“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

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

币供应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B项错误，降低央行基准利率，即降低了存款需求，不利于抑

制通货膨胀；C项错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不在国家宏观调控部

门权力范围内；D项正确，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银行可提供放款及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

社会的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利息率提高，投资及社会支出都相应缩减，抑制了通货膨胀。

故正确答案为 D。

知识点：存款准备金，也称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或存储准备金（Deposit Reserve），是指金融

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

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

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RRR，即 RMB Deposit─reserve Ratio，全称为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是限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和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

准备的资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的总

额的比率。这一部分是一个风险准备金，是不能够用于发放贷款的。这个比例越高，执行的紧缩

政策力度越大。

7.【解析】A。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题干中的逻辑关系是先签订合同，然后如

果有一方违约，那么违约方就要赔偿损失，属于顺承关系。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受寒后，如果感冒，就要吃药，属于顺承关系；B项：看病难，会进行医疗改革，但

医疗改革和城乡居民无明显关系；C项：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然后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使物

价稳定，不符合题意；D项：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这可以通过单独生二胎来调整，不符合

题意。故正确答案为 A。

8.【解析】A。存款准备金率是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由此可知，下调存款准备金

率，意味着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减少，货币供应量得到释放，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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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扩张能力增强，贷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也上升。故正确答案为 A。

9.【解析】D。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

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的变动来影响和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

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抑制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

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减少国民收入，从而抑制总需求，反之，则增加国民收入刺

激总需求。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

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

标。本题中人民银行调整基准利率属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类型包括：（1）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降低基准利息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2）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息率、提

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3）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基准利息率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所以 D项正确。故正确答案为 D。

10.【解析】C。A项：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

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财政政策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国家干预经济的

主要政策之一，因此，政府偏好对财政政策有重要影响，正确；B项：财政政策工具也称财政政

策手段，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

（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正确；C项：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财政政策的

类型之一，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扩张性财政政

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选项所述应是扩张性财政政

策，错误；D项：财政政策的目标一般包括经济稳定、经济发展、公平分配和平衡预算四大目标。

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大目标又分解为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个子目标；经济发展

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目标、资源合理配置目标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三个子目标，正确。故正确答

案为 C。

11.【解析】B。价格形成机制是价格机制的核心内容。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基本机制，

它包括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节机制。价格调节机制是指通过价格的升降调节商品和生产要素的

供给量和需求量，引导生产、经营和消费的经济运行机制。价格调节机制是价格机制的“外在机

制”和补充完善环节。故正确答案为 B。

12.【解析】B。B项表述错误，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增加政府支出

就会增加政府购买进而增加总需求。A、D、C三项均正确。故正确答案为 B。

13.【解析】C。货币政策一般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是通

过削减货币供给来降低总需求水平，而扩张性货币政策恰好相反。A项，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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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减少，市场货币供给减少，从而投资需求下降，因此属于紧缩性货币政

策；B项，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降低它的信贷能力，从而降低投资需求，

因此也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C项，买进政府债券，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扩大它的信贷

能力，从而扩大投资需求，因此属于扩张性货币政策；D项，提高再贴现率，商业银行从中央银

行获得的资金减少，市场货币供给减少，从而投资需求下降，因此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故正确

答案为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