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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时代,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领域最活跃的要素之一。作为现代经济

的核心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也因此受到高职高专教学领域的重视。金融学基础是金融类专业的核心课

程,也是财经类非金融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各高等院校都非常重

视它的教学。

在现有的《金融学基础》的教材中,很多是针对本科院校金融专业的学生编

写的,其理论性较强,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而高职院校金

融专业和非金融专业的学生更需要适合他们的、贴近经济金融生活的、可读性

强的金融学教材。因此,为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我们结合

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了这本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金融专业学生的教材。

本教材遵循从基础理论→基础实务→基础运用的规律,分四部分来编写。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篇,包括第一至第三章,主要阐述货币、信用、利息以及利

率等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为金融市场篇,包括第四至第八章,主要阐述各类金

融市场的基本概念,货币市场和债券、股票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主要内

容。第三部分为金融业务篇,包括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主要阐述银行和非银行

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构成、中央银行的调控和通货膨胀。第二、第三部分是本

教材的核心。第四部分是国际金融篇,包括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主要阐述外

汇、国际收支等国际金融知识。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重简化理论方面的阐述,通过引入更多的案例,使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教材内容更贴近高职高专以及非金融类专业学生的知

识结构。在编排方面,本教材尽量做到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在内容上,着重介

绍了金融市场的主要构成和金融业务的主要内容,能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金融

的格局,使金融实务和运用方面的内容更加完善;在资料选取上,选择了较新的

金融案例和资料,较直接地反映了金融市场中的客观情况。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教材、专著和资料,在此,谨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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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编著者致谢!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系主任陆爱

勤教授,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刁德林、邱建国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也向他

们致谢! 由于金融学基础涉及的领域较多,作者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有限,本书

如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内容提要

本教材遵循金融学知识由基础理论→基础实务→基础运用的规律,主要阐

述了货币、信用、利息以及利率等基本概念;介绍了金融市场的基本实务,包括

货币市场和债券、股票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等其他金融市场的内容;同时阐述

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

类型及治理等基础运用手段;并结合国际金融市场阐述了外汇、国际收支等理

论知识。

本教材注重简化理论方面的阐述,通过引入更多的案例将理论与金融市场

实践相结合,使得教材内容更贴近高职高专以及非金融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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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

理解货币的定义;
了解货币的产生;
掌握货币的本质;
掌握货币的职能;
了解货币的类型;
掌握货币制度的概念及其演变。

引言

萨缪尔森在其名著《经济学》有关货币的章节中,引用了金·哈伯特的一句

名言:“在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货问题,而我们每天都碰到它。”由此看来,
货币貌似简单,实际上却极其复杂。

货币的本质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一位议员格莱顿曾

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研究货币本质中受到欺骗的人,比谈恋爱受欺骗的人还

要多”。直到今天,学者们关于货币的本质问题仍然存在争论。

第一节 货币的概念

一、货币的概念

  关于货币定义的争论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就有两种关

于货币定义的相互独立的观点:一种是“通货派”,另一种是“银行派”。通货派

认为,只有金属货币及其代表———银行券才构成一国的货币,而银行券以外的

其他各种信用形态都不能算作货币;银行派则认为,不仅金属货币和银行券是

货币,而且由于活期存款等信用形态同样发挥着交换媒介的作用,因而也应该

属于货币。这是关于货币定义的第一次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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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

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被社会公众普遍

接受的、作为支付商品和劳务的手段。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

为了便利交换的目的,他曾说过“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是商业的大工具”。米尔

顿·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个共同的、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并认为它建立

在普遍接受的传统习惯上,他还说“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时栖息所”。弗雷德里

克·米什金则将货币定义为:在商品和劳务支付或债务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

何东西。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如果一种物品事实上在支付中被广泛

接受并普遍用于支付中介,则不论它的法律地位如何,它就是货币。
总之,关于货币的定义多种多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对经济的

影响也越来越深化,人们对货币的认识也将会不断发展。

二、货币的产生

货币的产生是和商品交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货币从最初产生,距今已经

有几千年的历史。货币起源于商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

段的必然产物。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必须衡量商品的价值,而一种商品的价值

又必须用另一种商品的价值来表现。货币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就是价值形式的

演变过程,从交换产生到货币出现,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偶尔会有剩余产品开始出现。各部

落除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外,还把多余的产品拿去交换。但由于当时生产力

水平低下,很少有产品剩余,交换的发生非常偶然。在交换的过程中,一种商品

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如:

1只绵羊=2把石斧

1头牛=5米布

……
绵羊的价值用石斧表现出来了,石斧成为绵羊的等价物。在这一关系中,

等式左边的绵羊起着主动作用,等式右边的石斧处于等价状态,成为表现绵羊

的价值材料,起着被动作用。由于价值的表现纯属偶然,所以这个阶段叫简单

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二)总和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剩余产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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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交换越来越频繁。这时,一种商品不再是偶然地和另外一种商品相交换,
而是经常地和许多种商品相交换。如:

1只绵羊

=2把石斧

=30千克大米

=5米布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在扩大的价值形态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不是偶然地表现在某一种商品

上,而是经常地表现在一系列商品上。以上两种价值形式都是物物直接交换,
即绵羊和石斧交换,绵羊和大米交换,绵羊和布交换。这种交易实现的条件是

交易双方在时空、供求上的双重巧合。当用于交换的商品在质量、数量、品种等

方面不符合要求时,交换则不能进行。比如,有羊的人希望换石斧,但有石斧的

人不需要羊,需要米,而有米的人既不需要石斧也不需要羊,却需要布,这样,交
换就无法进行。这一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可由许多种商品表现出来,而许多

商品都可以成为表现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所以叫作扩大的价值形式。

(三)一般的价值形式

物与物的直接交换有个缺陷,就是要满足“双重巧合”的条件,即时空和供

求上的巧合,否则交易就很难达成。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人们开始自发地用自

己的商品先换成一种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商品,然后再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

品。这种商品就从众多的商品中分离出来,表示其他商品的价值,成为一般等

价物。如:

2把石斧

30千克大米

5米布

……

ü

þ

ý

ï
ïï

ï
ïï

=1只绵羊

一般价值形式是以某种商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形式。一般等价物的出现

使物物直接交换转化为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间接交换。一般等价物是不固

定的,如羊、贝壳、布匹等都充当过一般等价物。

(四)货币价值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人们需要选择一种商品固定地充当

一般等价物,这种商品需要满足人们的要求,诸如,价值含量高、价值统一、便于

分割、便于携带、便于保存。最后,人们发现贵金属最适合做这种一般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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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般等价物相对稳定时,货币也就产生了。货币成为表现其他一切商品价值

的固定的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将其称为货币价值形式。所以,“金银天然不是货

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  货币的起源

关于货币的起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先秦时期十

分盛行“先王制币说”,认为货币是先圣们为解决民间交换的困难而创造出来

的。如《管子》的“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在古代埃及,货币是很神圣

的,只有那些经过法老发出并被圣化过的神秘物品才能作为货币。在西方,流

行过“创造发明说”,认为货币是人们为了解决直接的物物交换困难而共同选择

的;也流行过“保存财富说”,认为货币是为了保存、计量和交换财富而产生的。
现代经济学则从交易成本、信息不确定性出发,认为货币是因降低交易成本、完

善交易信息、提高交易效率的需要而出现的。
资料来源:张炳达,芮晔平著,《金融理论与实务》,立信会计出版社,第7-8页。

第二节 货币的职能

一、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这是货币的本质特征。通过对商

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到货币是从千万种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的,货
币起源于商品,同时也是一种商品。货币商品与普通商品既有共性,也有特殊

性,只有把两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全面、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

(一)货币是商品

货币的前身是商品,它是在交换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为货币商品的;商品

成为货币以后,仍然具有商品的属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如金银。货币具有

价值,说明它与普通商品一样,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物。正因为货币本身具

有价值,它才能用来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才能和其他一切商品相

交换。货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是指作为货币商品也具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

的属性。比如,金银可以用来做首饰,满足人们装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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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是特殊商品

货币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货币是表现一切

商品价值的材料,而普通商品则没有这种作用。自从货币产生以后,商品的价

值不是直接地由另一种商品来表现,而是通过商品同货币的交换表现出来。商

品能交换到货币,就说明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得到了社会承认,是社会劳动的

一部分,从而使商品的价值有了实际表现。另一方面,货币具有一般的使用价

值,即具有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的能力。有了货币就有一般的使用价值———任

何商品的使用价值,货币具有直接交换的能力,是交换的手段。货币作为一般

等价物的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商品交换过程,
也就是商品价值被表现和实现的过程。

���� 战俘营里的货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的战俘集中营里流通着一种特殊的商品货

币:香烟。当时的红十字会设法向战俘营提供了各种人道主义物品,如食物、衣

服、香烟等。由于数量有限,这些物品只能根据某种平均主义的原则在战俘之

间进行分配,而无法顾及每个战俘的特定偏好。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偏好显然是

有所不同的,有人喜欢巧克力,有人喜欢奶酪,还有人则可能更想得到一包香

烟。因此,这种分配显然是缺乏效率的,战俘们有了进行交换的需要。
但是,即便在战俘营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物物交换也显得非常不方便,因

为它要求交易双方恰巧都想要对方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需求的双重巧合。为

了使交换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需要有一种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即货币。
思考:在战俘营中,究竟哪一种物品适合做交易媒介呢? 为何香烟也可成

为货币?
资料来源:周建松主编,《金融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8页。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稳定地充当一般

等价物的一种特殊的商品。我们主要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

段和世界货币等五个方面来阐述货币的基本职能。

(一)价值尺度

货币在表现商品的价值并衡量商品价值的大小时,发挥着价值尺度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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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是货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把一切商品的价值

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在衡量表现商品的价值时,要求货币本身具有货币单

位。货币单位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单位,是人们对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所做的技

术规定。如美元、英镑等。
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具有观念性和相对性的特点。首先,货币执

行价值尺度职能,只需要有想象中或观念上的货币就可以了,而不需要现实的

货币。如估量一块手表的价值,只要在头脑中有手表值若干货币的观念就可以

了,也可以将观念的价格用标签表示出来,并不需要在手表旁边摆上等量价值

的货币。其次,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只是把商品的价值间接、相对地表现出

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尺度,但是它不能自己表现出来,必
须借助货币外化出来。

 ��  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

在物物交换时代,比较商品的价值时经常会出现困难。比如,某一天在市

场上,甲用一只羊向乙换了两袋大米,丙用三斤茶叶换了一把斧头。那么,一袋

大米可以换几斤茶叶呢? 显然,由于缺乏其他交换者把这四种商品联系起来,
我们无法对大米和茶叶的价值进行比较。商品的种类越多,价值比较就越复

杂。有了货币以后,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货币表示,比较起来就方便多了。
货币把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统一的计量单位表示出来,不但方便了价值的

比较,也方便了价值的衡量和加总。例如,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的资产

不仅有现金、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还有机器设备、厂房等,因为所有资产的价值

都可以以货币表示出来,因此,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各种资产可以加总到一

起。这在物物交换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

(二)流通手段

货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发挥媒介作用时便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在这种情

况下,商品交换就不再是物物直接交换,而是商品所有者先把商品换成货币,即
“卖出”,然后再用货币换取所需要的商品,即“买进”。这样,商品的交换过程就

变成买卖两个过程的统一。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具有以下特点:①必须是

现实的货币。因为只有商品生产者出卖商品所得到的货币,才是现实的货币,
才能证明他的私人劳动获得社会承认,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货币充当商品

交换的媒介不能是观点上的,必须是现实的货币。②不需要有足值的货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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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以用货币符号来代替。因为商品的流通是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

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的运动,商品生产者手里的货币只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货
币持有者所关心的只是它能够最终换回的与其代表的价值量是否等值的商品

量,所以,只要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

 ��  纸币的流通规律

纸币流通规律,是指流通中纸币总量所代表的价值量决定于货币必要量的

规律。它是货币流通规律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纸币发行量超

过商品流通所需金属货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叫作通货膨

胀。通货紧缩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和

通货膨胀都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币”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100元伪法币

的购买力变化情况:1937年可买黄牛2头;1938年可买黄牛1头;1939年可买

猪1口;1941年可买面粉1袋;1943年可买鸡1只;1945年可买鸡蛋2个;1946
年可买固体肥皂1/6块;1947年可买煤球1个;1948年可买大米0.002416两

(按每 斤16两 算);1949年 可 买 大 米 0.000000000185 两 (即 一 粒 大 米 的

24.5‰)。

(三)支付手段

当货币作为价值的独立形态进行单方面转移时,执行支付手段职能。如货

币用于清偿债务,以及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所执行的职能。
货币执行支付职能有以下特点: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

物,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只是补足交换的一个环节。②流通手段只服务于商

品流通,而支付手段除了服务于商品流通外,还服务于其他经济行为。③就媒

介商品流通而言,二者虽都是一般的购买手段,但流通手段职能是即期购买,支
付手段职能是跨期购买。④流通手段是在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条件下发挥

作用,而支付手段是在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条件下发挥作用。⑤商品赊销的发

展,使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了一条很长的支付链,一旦某个商品生产者不能按

期还债,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时会引起大批企业破产。

(四)储藏手段

储藏手段职能是指货币退出流通而被用来积累和保存财富。货币可以作

为储藏手段,帮助其拥有者实现跨期分配资源。以个人为例,在取得收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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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不会立即花光,而是会保留一部分以后再花,在这段时间里,持有的货

币就是一种储藏手段。又比如,年老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劳动能力,即使

工作挣钱,也不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人们

会有意识地储藏价值,以供年老时使用。储藏货币就是一种常见的方式。
货币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储藏形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价值储藏

的目的和形式是不同的。最初的价值储藏形式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实物。随着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铸币、贵金属条块等便成为人们储藏的对象。现代经济条

件下,随着信用工具的出现,银行存款、各种有价证券等便成为人们储藏的主要

手段。

(五)世界货币

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时,执行世界货币职能。作为世

界货币,必须具有内在的价值(如黄金),或币值相对稳定的国际间广泛使用的

货币(如美元)。在贵金属流通的条件下,以原始条块形式出现的金银充当世界

货币的职能。在现代,许多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发挥着支付手段、购买手段和

财富转移手段的作用,如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
世界货币职能的主要内容有:①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来支付国际收支差

额。②作为国际购买手段,用来购买外国商品。③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在各

国之间进行转移,如资本转移、对外援助等。

第三节 货币的类型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根源于商品,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而自发产生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货币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

识深化,货币的形态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从自发演化到人为掌握的发展过程。货

币形态的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几个阶段。

一、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货币。在人类经济史上,许多商品曾在不

同时期、不同国家扮演过货币的角色,如牲畜、贝壳、布匹、粮食、金属等都充当

过货币。我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在日本、东印度群岛及美洲、非洲的一些地方,
也有用贝作为货币的历史。在古代欧洲的雅利安民族,在古波斯、印度、意大利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11   

等地,都有用牛、羊作为货币的记载。拉丁文的“Pecunia”(意为“金钱”)来源于

“Pecus”(意为“牲畜”);印度现代的货币名称“Rupee”来源于“牲畜”的古文

“Rupye”。此外,古代埃塞俄比亚曾用盐作为货币;非洲和印度等地曾用象牙作

为货币;而在美洲,曾经充当古老货币的有烟草、可可豆等。
充当实物货币的商品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它们都是劳动产品,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2)它们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能够和其他商品交换,是社会共同的需求

对象;
(3)它们一般是容易让渡,普遍被人接受的商品或本地稀有的外来商品。

二、金属货币

金属货币是指以金属作为货币材料,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由于金属具

有价值相对稳定,易于分割和便于携带的特点,因而成为人们在长期交换活动

中稳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最初的金属货币主要是条块形状,并以重量为

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和称重,然后根据交易的需要对金属进行分割。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家利用权威把货币铸成一定形状、规定重量和成色的

金属货币,于是就产生了金属铸币。在我国,最古老的金属货币是铜铸币。但

是,因为金属尤其是贵金属的数量有限,对于大宗交易而言,携带大量金属货币

交易还不是很方便,因此,人们继续寻找更加合适的货币。

 ��  我国早期的金属货币

我国古代很早就会冶炼金属。商周时期,青铜器已达到极精美的水平。金

属比贝实用、坚固,既便于携带保管,又能够分割熔铸,尤其是小件的金属制品,
如铜贝、钢铲、铜刀等,都便于计数。它们具有金属的一切性质,又几乎兼具贝

的种种优点,慢慢地,也就跨进了货币的行列。特别是仿海贝形状铸成的铜贝

的出现,是货币发展史上一个很大的进步。
早期的金属货币大致上分为两种:一种是铜铸币,它形式多样,使用广泛,

工艺水平也较高;另一种是黄金铸成的金饼。
铜铸币是从实物转化而来的,大体上又分为四类:布币、刀币、环币和蚁鼻

钱。它们各有各的流行区域,各有各的发展历史。早先的布币与铲非常相似,
只要在上首装一根木柄,简直可以当作农具使用。从钱而来的布币,肩平足钝,
称为平足布。从镈来的,则肩略高,足略尖,这与镈面带点圆凹有关系,称作尖

足布。刀币形状像刀,是由古代一种叫铜削的渔猎工具变化而来的,它端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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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刃凹,下面有穿绳的圆孔。晚期的刀币身轻体小,背直刃钝,头方或圆,上面

铸的字也逐渐讲究。刀币有大刀、小刀两种:小刀主要是北方燕国的货币,大刀

是东方齐国的货币。它的铸造和发行领域后来向西北扩大,在许多地方同布币

一起使用。随着布币和刀币的演进,又出现了环币。它的形状与布币、刀币完

全不同,既不像刀,又不像铲,圆滚滚的,中间还有个圆孔,所以也称圆钱。蚁鼻

钱外形像贝,但比贝更小,很明显是从仿贝转化而来的。有的面上铸着一个至

今还释不出的字,形状似蚂蚁;有的是笔画凹下去,底下两竖的中间部位显得凸

出,像人的鼻子。早期金属货币的另一类———金饼,出现在楚国,这也不是偶然

的,因为楚国有许多产金区。在中国古代,黄金主要是作装饰、宝藏和支付之

用。楚国的金饼是一块块的小方块,上面铸有两个字:一个像“爰”[yuán元],
有人说就是货币单位,但也有人认为是重量;另一个为地名,如楚国的国都“郢”
[yǐng影,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或曾经是国名后来被楚灭掉作地名的“陈”,
等等。

三、纸币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属货币同样显现出使用上的不便。在大额交易

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金属货币,其重量和体积都令人烦恼。于是作为金属货币象

征符号的纸币便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宋朝年间于中国四川地区出现

的交子。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是

充当转瞬即逝的媒介。因此,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就不必是十足价值的货币。
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以法律手段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

用纸币的国家。
欧洲近代纸币的产生来源于银行券,因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的金店

券就是近代欧洲纸币的前驱。

 ��  传说中最早的纸币:汉代白鹿皮金现身

有报道称,某钱币收藏者收藏了最早的纸币——— 一张白鹿皮,他称之为汉

代的“白鹿皮金”。这张罕见的纸币呈暗淡黄色,鹿皮底上似有黄金粉捶拓其

上。白鹿皮右边未捶拓黄金粉的空白处写有一行小楷,其 中 隐 隐 有“皮 金”
二字。

都知道最早的纸币是北宋的“交子”,这“白鹿皮金”竟然比“最早的”还要

早? 汉武帝曾根据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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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货币虽然使用的时间很短暂,然而在我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白鹿皮

币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前驱。”(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第

111页)
鹿币,汉代的一种皮币。《史记·孝武本纪》:“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

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司马贞索隐:“《食货志》皮币以白鹿皮方尺,得以黄金一

斤代之。”
看来,白鹿皮作币是有来历的。

四、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信用证券,它包括本

票、汇票、银行券和支票等。在流通金铸币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在来源上

受金银采掘量的限制,难以适应流通对货币需要量的增加。同时,随着信用制

度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这样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信用

货币。信用货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辅币。多用贱金属制造,一般由政府独占发行,由专门的铸币厂铸造。

其主要功能是充当小额或零星交易中的媒介手段。
(2)现钞。多数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其主要功能是承担人们日常生活用

品的购买手段。
(3)银行存款。是存款人对银行的债权,对银行来说,这种货币又是债务货

币。存款除在银行账户的转移支付外,还要借助支票等支付。目前在全社会的

经济交易中,用银行存款作支付手段的比重占绝大部分。随着信用的发展,一
些小额交易,如顾客对零售商的支付、职工的工资等,也广泛使用这种类型的

货币。
(4)电子货币。由于科技飞速发展和电子计算技术的运用,货币的交易和

支付方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电子货币通常是利用电脑或贮值卡来进行

金融交易和支付活动,例如,各种各样的信用卡、贮值卡、电子钱包等。与此同

时,还可借助上网的电脑、自动柜员机或用电话操作来对货币存储额进行补充。
这种货币运用非常方便,还在不断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  什么是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 (ElectronicMoney),是指用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从发行者处

兑换并获得代表相同金额的数据,通过使用某些电子化方法将该数据直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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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支付对象,从而能够清偿债务。它可以在互联网上或通过其他电子通信方式

进行支付。这种货币没有物理形态,为持有者的金融信用。随着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这种支付办法越来越流行。
电子货币的交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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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货币制度及其演变

一、货币制度的概念

  货币制度简称“币制”,是一个国家为了保障本国货币流通的正常与稳定,
对货币发行和流通的各个要素所做出的系统的法律规定的总和。它是一国经

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信用货币制度。现行信

用货币制度有以下特点:
(1)贵金属非货币化;
(2)流通中的信用货币主要由现金和存款货币构成;
(3)现实经济中的货币均通过金融活动投入流通;
(4)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对信用货币进行统一管理与调控已成为金融和经济

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货币制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和建立的,同时,也
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资本主

义国家开始建立的统一的货币制度,一般由三个要素构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