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办 2020 年 9 月 国际研究镜鉴 No.202017

本期提示

►Arnoud Boot 等（2020）认为，金融业的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进行，最近的发展

包括对过去趋势的新的创新和改进。本文区分了金融创新的信息和沟通渠道，并分析了

它们对金融中介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两个维度的创新可能会导致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

巨大变化，新的政策优先事项应侧重于准确评估操作风险和确保金融科技的稳健性。

►VLeonardo Gambacorta 等（2020）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使用大量数据来评估公

司的信誉，可以在解决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时减少对抵押品的需求。本文研究发现，

在控制需求因素的情况下，大型科技公司的信用与当地的商业环境和房价没有关联，但

会对公司特征的变化产生强烈的反应，比如用于计算公司信用评级的交易量和网络评

分。相比之下，有担保和无担保的银行信贷对当地房价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关于

客户经营环境和信誉的有用信息。这一证据表明，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加大对大型科

技信贷的使用，可能会降低信贷市场抵押品的重要性并削弱金融加速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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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科技的过去和现在

作者：Arnoud Boot, Peter Hoffmann, Luc Laeven, Lev Ratnovski，刘真铭编译

导读：金融业的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进行，最近的发展包括对过去趋势的新的创新和

改进。本专栏区分了金融创新的信息和沟通渠道，并分析了它们对金融中介的影响。结

果表明，这两个维度的创新可能会导致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巨大变化，新的政策优先事

项应侧重于准确评估操作风险和确保金融科技的稳健性。

金融业的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进行。现有的金融企业正面临创新型初创企业和大型科

技公司的竞争（Philippon 2020）。持续不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机增加了对数字服

务的需求，这将加速金融业技术变革的进程。这也引发了一些重要问题：在提供金融服

务方面，创新的关键方面是什么？是延续了过去的趋势，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Boot 等，2020），作者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以区

分金融创新的两个关键维度：信息（数据收集和处理）和沟通（关系和分配）。信息和

沟通是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们允许中介机构克服与逆向选择和“撮合”

相关的摩擦，这有助于确保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此外，它们使银行能够产生市场力

量，由此产生的“特许价值”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并具有前瞻性。在讨论信息和沟通创

新对金融中介的影响时，作者将既有趋势的延续和真正的新发展区分开来。表 1提供了

概述。

表 1 科技进步和金融中介

金融科技的既有趋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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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信息的扩散和对人与人之间交流

的转变，这些技术进步的出现早于当前的数字化浪潮。现有文献为我们理解这些趋势的

影响提供了有用的见解：

信息主要改善信贷状况（Jappelli and Pagano，1993；Berger and Frame，2007；

Loutskina and Strahan，2009）。然而，这些信息可能很难为中小企业或创新型公司

提供，导致一些借款人的信贷条件更差（Petersen and Rajan，1994；Dell'Aricia 等，

2017）。总的来说，对信息的日益依赖会增加信贷供给的周期性（Allen and Gale，1997；

Bolton et al，2016；Boot et al，2016）。

从面对面沟通交流到远程通信（如网上银行）的转变为客户创造了便利。随着更有

效的沟通，金融中介机构的影响范围扩大，这就产生了竞争压力，并增加了整合的动力，

以应对实体分行网络中日益增长的产能过剩。此外，银行不断扩大产品范围，成为金融

服务客户的“第一接触点”，这也促进了机构复杂性的增加（Houston 等，2001）。

金融科技的新趋势是什么？

过去的趋势与新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信息领域的关键创新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兴起，这两种技术都依托于海量数

据。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数据中既包括财务数据，也包括非财务数据，如“数字足迹”

或数字平台收集的客户信息，这些数据对财务决策很有价值（Berg 等，2019；Frost 等，

2019）。

在沟通和交流方面，通过在线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营销活动，凭借低成本建立高效

的分销渠道的能力降低了进入壁垒——这使得专业的独立金融中介机构得以崛起。此

外，互联网催生了数字平台，这些平台已经渗透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金融服务很适

合这种生态系统，因为它们补充了非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因此，数字平台自然有兴

趣将金融服务纳入其产品中。他们的沟通优势可能使他们能够接管与银行客户的“第一

接触点”的角色。

下图说明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进步对金融业的影响。在所有行业/部门中，金融中介

对于计算机应用的依赖最严重，自动化的趋势导致就业人数持续下降（图 1）。同时，

在过去 20 年里，使用网上银行的客户比例从 20%以下增加到 50%以上，而同期银行分行

的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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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计算机在金融中介中的使用与就业情况--跨部门使用计算机（欧盟 15 国）

图 1（b） 计算机在金融中介中的使用与就业情况--每百万居民的银行雇员数（欧盟 15 国）

另一个新奇之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推动金融服务业竞争优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发生了变化。既有文献通常关注金融中介中的信息摩擦，认为沟通的影响是机械性的，

类似于非金融行业的影响。然而，正是最近的通信技术创新赋予了数字平台无与伦比的

市场力量。同样，专业供应商的竞争挑战很大程度上是由通信技术创新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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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使用网上银行和欧洲银行分行的数量-使用网上银行服务（欧盟 15 国）

图 2（b） 使用网上银行和欧洲银行分行的数量-每百万居民的银行分行（欧盟 15 国）

银行商业模式的瓦解

展望未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可能导致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瓦解，包括横向瓦

解和纵向瓦解。目前，这种极端结果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端结果

可能会发生：

专业供应商在便利性、效率和速度上展开竞争。由于新的沟通渠道使他们能够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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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分销网络，他们可以尝试横向整合银行服务（如支付、资产管理等），这些服务

不需要获得深厚的资产负债表。

数字平台可以在银行和客户之间引入另一层中介来获取大部分中间收入和数据信

息。到目前为止，数字平台的影响力受限于其对部分消费者的关注，但这可能会随着“云

计算”的兴起而改变，“云计算”允许大型技术公司创建企业对企业（B2B）生态系统，

并能够产生信息和通信优势，这些优势可用于向这些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在极端情况下，技术进步产生的竞争力可能会使银行转变为非面向客户的服务提供

商以此规避来自数字平台和专业供应商的竞争压力。然而，除了相关的成本之外，这种

转变常常受到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声誉风险和监管因素的阻碍。

政策挑战

信息和通信方面的技术创新可能带来政策方面的挑战：

审慎监管需要解决一个由于依赖信息而更具周期性和危机倾向的金融体系。此外，

新借贷技术（如 P2P 或基于数字足迹数据的技术）的稳健性在经济低迷时期还没有得到

检验，新商业模式和网络安全问题带来的运营风险难以评估。金融供应链的复杂性增加

了监管套利的担忧，因为风险在复杂的网络结构、监管程度较低的实体或更宽松的司法

管辖区中变得“隐蔽”。数字平台和大型“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可能需要被指定为具有

系统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的是，监管机构需要确保其专业知识与行业相匹配

（Hakenes and Schnabel，2014）——这在历史上很难实现，随着创新的加速和更多人

才进入金融技术领域，这一点可能会变得更难。

货币政策的传导将发生变化。技术创新使得存款和贷款市场更具竞争性，这可能会

扩大政策利率的传递（Drechsler 等，2017）。更好的过渡可能是受欢迎的，因为一个

更具周期性的金融体系可能需要更多的反周期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

引入——也是对支付创新的回应——可以消除利率的有效下限（Griffoli 等，2018）。

在货币政策执行中，贷款中抵押品的使用增加将进一步削弱无担保贷款利率作为经营目

标的相关性（English，2002）。最后，银行数量以及重要性的下降将引发关于允许非

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央行业务的进一步辩论。

其他非金融实体机构能否有效地发挥银行的经济作用，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然

而，即便这些非金融机构能够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转型过程也将是复杂的，需要进行

根本性的政策调整，因为银行目前是金融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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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old-and-new-fintech

作者单位：Arnoud Boot 阿姆斯特丹大学, Peter Hoffmann 欧洲中央银行, Luc La

even 欧洲中央银行, Lev Ratnovski 欧洲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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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 VS 担保

作者：Leonardo Gambacorta，Yiping Huang，Zhenhua Li，Han Qiu，Shu Chen，邹佳佳编译

导读：大型科技公司使用大量数据来评估公司的信誉，可以在解决信贷市场信息不

对称问题时减少对抵押品的需求。本文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其中包括从一家重要

的大型科技公司（蚂蚁集团）和传统商业银行获得信贷的 200 多万家中国企业，研究了

不同形式的信贷与当地经济活动、房价和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需求

因素的情况下，大型科技公司的信用与当地的商业环境和房价没有关联，但会对公司特

征的变化产生强烈的反应，比如用于计算公司信用评级的交易量和网络评分。相比之下，

有担保和无担保的银行信贷对当地房价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关于客户经营环境和

信誉的有用信息。这一证据表明，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加大对大型科技信贷的使用，

可能会降低信贷市场抵押品的重要性并削弱金融加速器机制。

1.引言

担保品被用于债务合同，以减轻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问题。银行通常要求借

款人以不动产等有形资产做抵押，以减少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Bester 1985, Chan a

nd Kanatas, 1985； Besanko and Thakor, 1987）或者作为减少事后摩擦的一种方式，

比如道德风险（Aghion and Bolton, 1997； Holmström and Tirole, 1997），昂贵的

国家验证（Gale and Hellwig, 1985； Boyd and Smith 1994； Cooley et al., 200

4）与不完善的合同执行（Albuquerque and Hopenhayn, 2004） 。

对于信息不透明的企业，如中小企业，抵押品的使用更为广泛。中小企业所有者用

自己的房子来为企业融资是很常见的（Bahaj 等人，2020 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2019）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瑞士和加拿大向中小企业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比例

分别为 90%、82%和 65%。在中国这一比例下降到 53%（经合组织，2019 年），许多中小

企业缺乏基本的文件，而且地理位置远离银行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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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s）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非

传统数据在中小企业信用评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BIS, 2019）。大型技术公司

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大量用户之间的直接交互。他们的业务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大量的用

户数据，输入这些数据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利用自然的网络效应，产生进一步的用户

活动。随着用户活动的增加，循环完成后产生更多的数据。相互强化的数据网络活动（D

NA）反馈回路帮助大型科技公司识别客户的特征，并为他们提供最适合自身需求的金融

服务。因此，大型科技公司可以比银行拥有竞争优势，并为那些没有银行的公司提供服

务。最近的研究表明，大技术公司应用于小供应商的信用评分优于基于信用机构评级和

传统借款人特征的模型（Frost 等，2019 年）。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显著推进金融包容性，

并改善企业绩效（见 Luohan Academy, 2019； Hau 等, 2018）。

利用人工智能，大型科技公司可以以不同于银行的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

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实时精确地推断借款人的信用质量（Bazarbash, 2019）。例

如，中国的蚂蚁集团（Ant Group）和阿根廷的 Mercado Libre 声称，它们的信贷质量

评估和贷款发放通常涉及每个贷款申请人 1000 多个数据系列。金融科技信贷平台（包

括 p2p 和市场借贷，并与大型科技信贷共享特征）可能会使用其他数据来源，包括来自

社交媒体活动中的评论（美国财政部，2016；Jagtiani and Lemieux, 2018a）和用户

的数字足迹（Berg 等, 2018）。此外，监控几乎可以实时进行，信用评分可以快速调整

（Gambacorta et al, 2019）。行为金融中介的新方式下，数据的使用可以替代抵押品

的使用。这反映了当抵押品相对较贵时，金融中介机构以信息替代抵押品的一般原则（H

olmstrom and Tirole，1997）。

然而，大型科技公司相对于银行的唯一潜在优势并不是它们能够获得大数据。大型

科技公司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一旦进入了大型科技公司的生态系统，它们就能够对借

款人进行监控。例如，当借款人与电子商务平台紧密结合时，大型科技公司能够从借款

人的支付账户收入中进行每月信贷额度的扣除，有效解决强制偿还和道德风险问题。相

比之下，银行可能无法这样做，因为借款人可能在其他银行有账户。考虑到网络效应和

高昂的转换成本，大型科技公司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威胁来强制偿还贷款，比如下调信用

评级，或者如果出现违约，可能被排除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之外。来自阿根廷和中国的证

据表明，大量数据和网络效应的结合，可能使大型科技公司能够缓解传统上通过提交抵

押品来解决的信息和激励问题。这可能会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这种机制，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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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资产价格的发展放大了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抵押品经常被指责放大了商业周期

（Bernanke and Gertler,1989；Kiyotaki and Moore 1997）。

本文的目的是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i.大型科技公司和银行信贷对抵押品价值、当地经济状况和企业特有特征的影响是

否不同？

ⅱ.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而不是抵押

品，这将如何影响金融加速器？

ⅲ.大型科技平台重要吗？电子商务平台（线上）和传统商业渠道（线下）的企业

获得的信贷有什么区别？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将蚂蚁集团（中国最重要的大

型科技公司之一）旗下的网商银行（MYbank）提供的贷款特征与中国传统银行提供的贷

款进行比较。特别是，本文分析了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4 日期间提供给 2

00 多万家中国企业的随机样本的信贷。与之前的文献（Hau 等, 2018）不同，本文研究

中使用的企业样本不仅包括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企业（在线企业），还包括使用

更传统商业渠道的企业（线下企业）。后者使用支付宝 app 进行移动支付，通过所谓的

快速响应（QR）码，但没有完全融入电子商务平台。

从蚂蚁集团，本文可以获得 MYbank 提供的每月详细信贷信息和公司特征。特别是，

本文可以访问信用数据（数量和价格），以及用于建立公司信用可靠性模型的特定信息，

例如供应商交易量和他们的网络评分。后者基于用户在支付宝生态系统中的支付历史和

社交互动衡量用户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然后将这些信息与客户的银行信用记录结合起

来，在这些记录中本文将区分有担保的和无担保的银行贷款。

将大型科技企业与无担保银行信贷进行比较尤其有意义。虽然网商银行信贷和银行

无担保信贷都没有担保，但这两种信贷的风险评估是不同的。银行信用评分是基于在支

付宝生态系统中收集到的具体公司信息，而传统银行更多地依赖有关客户或公司总部所

在地区业务状况的软信息。据本文所知，这是第一次对同一组公司的大型科技信贷和银

行信贷的特征进行比较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i.在控制需求因素时，大型科技信贷与当地的商业状况和房价无关，而是对企业特

征（如交易量和用于计算企业信用评级的网络评分）产生强烈反应。相比之下，有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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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担保的银行信贷都对当地房价有显著的反应，房价包含了有关客户经营业务条件和

资信的有用信息；

ⅱ.更多地使用基于大数据分析而非抵押品的大型科技信贷，可能会削弱金融加速

器机制，这种机制通过抵押品价值变化导致的贷款供应转移，放大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ⅲ.与线下企业相比，完全融入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在线企业的科技信用与交易量和

网络得分的相关性更强。向线下公司发放的大型科技信贷显示出了当地需求状况。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 2 节文献综述及本文的创新贡献。第 3节介绍了数据

来源与描述性统计结果。第 4节阐述了实证方法以及如何处理识别问题。第 5节介绍了

主要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 6节总结主要结论。附件 A报告了蚂蚁集团的一些事实。

2.相关文献

本文主要对三个作出贡献。首先，本文就大型科技信贷的特点、增强金融包容性

的方式以及它如何改善风险评估提供了新的支持性证据。证据表明，在当前金融体系无

法满足金融服务需求的地方，金融科技正在发展。对于中国，Hau 等人（2018）的研究

表明，金融科技信贷缓解了供应摩擦（比如借款人与最近的银行分行之间存在较大的地

理距离），并允许信用评分较低的企业获得信贷。在美国，Tang（2019）发现金融科技

信贷是对银行小额贷款的补充。Jagtiani 和 Lemieux （2018b）发现 Lending Club 已

经渗透到传统银行服务不足的领域。在德国，De Roure 等人（2016）发现金融科技信

贷服务了被德国银行忽视的消费信贷市场。Frost 等人（2019）使用了为阿根廷电子商

务平台Mercado Libre上的小企业提供信用额度的Mercado Credito的数据。他们发现，

迄今为止，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信用评分技术在预测损失率方面的表现优于信用评

级机构的评级。Cornelli 等人（2020）发现，在银行业加价较高、银行分支机构较少、

银行监管不那么严格的地方，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企业的信贷较高。这些论文没有分析

数据在信贷提供中替代抵押品的具体作用，也没有分析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其次，本文对研究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实证文献有所贡献。在这一系列的文

献中，抵押品在减轻经济活动发展的金融约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Bernanke and Gert

ler,； Kiyotaki and Moore, 1997； Bernanke 等 1999）。Gan（2007）表明，抵押物

的价值和再配置能力影响房地产价格和企业投资。Schmalz 等人（2016）发现抵押价值

的增加（以房价为代表）导致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更高。最近,相关论文发现，基于交

易量的借贷也具有相关性。Lian 和 Ma（2019）用各种数据补充了商业贷款的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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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详细的证据，证明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借款与其以收益衡量的交易量相关。不同

形式的约束对信贷分配和效率、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经济复苏和无形资本的上升也有不

同的影响（参见 Lorenzoni, 2008；Dávila 等, 2017；and Diamond 等,2018）。本文

研究了一种可以减轻中小财务约束的新机制:利用大数据和网络效应而非抵押品，可以

提供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以解决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第三，本文也对研究抵押品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实证文献做出贡献（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Cloyne 等，2018 年）。使用数据而不是抵押品来分析信用可靠性，

可能对信贷渠道和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资产价格与商业周期之间的联系。在

商业周期的扩张阶段，抵押物价值的上升推动了信贷繁荣，而随后在危机中抵押物价值

的下降削弱了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导致了更严重的衰退。抵押品渠道被认为是大萧条的

主要驱动因素之一（Bernanke, 1983），也是最近的大金融危机（GFC）背后的重要因素

（Mian and Sufi, 2011；Ottonello 和 Winberry, 2018；Bahaj 等，2019）。Adelino

等人（2015）和 Doerr（2019）进一步表明了房地产抵押对小企业就业的重要性。此外，

GFC 表明，抵押品价值的下降对融资条件不充分的中小企业影响最大（Lian and Ma, 2

019；OECD，2019）。Ioannidou 等人（2019）的结构性模型显示，抵押品价值下降 40%

将导致近四分之一的贷款无法盈利，平均需求下降 16%，银行预期利润下降 25%。本文

通过分析大型科技公司如何使用大数据进行信用评分来减弱抵押品价值（房价）和信贷

供应之间的联系，从而为这一类文献流做出贡献。

3.数据

本文的实证分析考虑了从蚂蚁集团旗下的网商银行（MYbank）获得信贷的中国中小

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本文还观察了传统银行提供的所有贷款，并区分了抵押信贷（有

担保的银行信贷）和无抵押信贷（无担保的银行信贷）。

该数据库是在 2017:01 至 2019:04 期间在公司月级别上构建的。该样本包括 200 多

万家公司，是从 2017 年 1 月以来每月有交易记录并获得银行信贷的所有公司中随机挑

选出来的。

表 1给出了汇总的统计数据，分为三部分:A）大型科技信贷；B）有担保银行信贷；

C）无担保银行信贷。对于大的科技信贷，本文有超过七百万的公司月观测数据。在 MY

bank 的 200 万借款人中，大多数人只能获得大型科技贷款，没有银行关系。不过，约

有 47,000 名借贷者可获得有担保的银行信贷，120,000 名借贷者可获得无担保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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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分别获得约 95,000 份和 399,000 份观察报告。表 1的每个面板都包括以下方面

的信息:i）公司特征ⅱ）企业家特征ⅲ）公司总部所在地的经济和财务状况。本文在 1

%和 99%的水平上对所有企业和企业家变量进行了筛选，以消除异常值。

i.公司特征

企业数据包括交易量和信用数据。后者是企业在一个月内实际使用的信贷。为了稳

健性，本文还使用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信贷总量进行了一些回归。不幸的是，银行信贷

无法获得这些信息。

大型科技企业借款人的信贷中位数为 6900 元人民币（975 美元），反映了网商银行

信贷的微观性质和合同的短期期限。大型科技企业的信贷通常是短期的（从 1个月到 1

年），然后在信贷审批仍然有效的情况多次续期。通常大型技术信用采取信用额度的形

式。无担保银行信贷中位数为人民币 6万元（8500 美元）。更大的贷款规模可以反映更

长的合同（从 1年到 3年）。相比之下，大型科技公司和银行信贷用户之间的企业规模

差别并不大。使用大型科技信用的企业月交易量中位数为 3000 元人民币（425 美元），

同时使用无担保银行信用的企业月交易量中位数为 4300 元人民币（610 美元）。有趣的

是，使用大型科技信贷的中值公司与大型科技生态系统的关联度较低（网络得分为 58，

而使用无担保银行信贷的公司平均得分为 63）。

使用有担保银行信贷的公司规模略大；中位数交易额为 5400 元人民币（770 美元），

网络得分更高（66 分）。银行担保贷款中位数为人民币 30 万元（合 4.24 万美元）。考

虑到抵押品的存在，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贷款通常与公司更重要的投资决

策相关联。

ⅱ.企业家特征

对于中小型企业，关于企业家（通常是公司或商店的所有者）的信息对于风险评估

非常重要。一方面，中小企业生命周期较短，企业信息积累不足；另一方面，中小企业

的财务状况往往与企业所有者的财务状况密切相关。网商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风险控

制措施方面的优势之一是蚂蚁集团可以获得企业信息以及所有者信息。在本文中，本文

能够合并这两组不同的信息。获得大型科技信贷的借款人（平均年龄 31 岁）比使用无

担保银行信贷（36 岁）或有担保银行信贷（38 岁）的公司所有者稍年轻一些。

另一个相关信息是借款人的收入水平。这一信息并不是蚂蚁集团直接观察到的，而

是通过支付宝钱包的存款总额可以推断出来的。特别地，本文使用这个代理将借款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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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组:一是低收入；二是中等收入；三是高收入。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企业家的特征

都是在发放贷款之日表现出来的。

表 1 摘要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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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是公司交易量和网络评分，这在网商银行信用评分分析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变量是时变的，可以用于本文偏好的借款人固定效应的计量经济

学模型中。

图 1报告了从网商银行和传统商业银行服务的 10 万家公司中随机抽取的信用和交

易量之间的无条件弹性。这个图被分为三个面板:左边的面板显示了大型科技信贷，中

间的面板显示了有担保的信贷，而右边的面板显示了无担保的银行信贷。每个图中都报

告了线性趋势线，以及 95%的置信区间。有趣的是，大型科技信贷的弹性为 0.15，有担

保的银行信贷为 0.09，无担保的银行信贷为 0.12，这与大型科技信贷对借款人商业环

境变化更敏感的直觉是一致的。银行观察交易量的准确性较低，而且存在滞后。

图 1 信贷与交易量之间的弹性

图 2评估了大型科技信贷和交易量之间的弹性，区分了在线和离线借款公司。黄色

的点和黄色的线表示线下借款人（拥有二维码，但不在电商平台上交易的人），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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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表示线上借款人（集成在电商平台上的人）。线下借款人的弹性为 0.090，线上借款

人为 0.407。这种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型科技公司能够有效地收集和处理整

合在大型科技生态系统中的在线贷款人的信息。因此，他们可以访问一组丰富的附加数

据，与从支付中获得的传统交易量相结合。

图 2 大型科技信贷与交易量之间的弹性：线下公司 vs 线上公司

图 3评估了使用的大型技术信用（即被提取的信用值）和网络评分之间的无条件弹

性。网络评分是根据支付数据、用户的金融投资和社交互动来衡量用户在大型科技生态

系统中的中心地位。值得强调的是，线下和线上的商家都有一个网络分数，因为支付数

据和社交互动信息都是通过支付宝获得的。在大型科技生态系统中拥有更多联系的用户

拥有更高的网络分数。这里，左边的面板显示了大型科技信贷，中间的面板显示了有担

保的信贷，右边的面板显示了无担保的银行信贷。大型科技信贷的弹性为 0.83，有担

保信贷为 0.28，无担保信贷为 0.30。这并不奇怪，因为银行并没有直接观察网络评分，

也没有代理银行信贷官员获得的关于该公司的（其他）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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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分与网络分的相关性

图 4绘制了信用和网络评分之间的相关性，但区分了离线和在线公司。黄色的点和

黄色的线表示线下的借款人（拥有二维码，但未融入电商平台的借款人），蓝色的点表

示线上的借款人（完美融入电商平台的借款人）。信贷在网络效应下具有显著的正向弹

性，线上借款人和线下借款人的弹性基本相同（分别为 1.120***和 1.187***）。这一初

步证据表明，网络测度对于信用评分极其重要，对于那些不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主要活动

的企业也是如此。

图 4 大型技术信贷与网络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线下公司 vs 线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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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房价、GDP 和货币政策

房价数据来源于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100 个城市的房价数据，该数据被收录在 W

IND 数据库中。数据涵盖了 100 个中国待售新房样本，包括商品房、别墅和经济适用房，

所有有销售许可证的待售房屋都包含在计算中。根据现有数据，百城房价数据是中国月

度房价覆盖范围最大的数据库。中国指数研究院连续 16 年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中

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图 5显示了不同信贷形式与房价之间的无条件弹性。图中的点表示城市年水平下信

贷使用的平均对数 （y轴）和房价的平均对数（x轴）。左边的面板显示了大型科技信

贷，中间的面板显示了银行担保信贷，右边的面板显示了银行无担保信贷。每个图中都

报告了线性趋势线，以及 95%的置信区间。大型科技信贷对房价的（无条件）弹性为 0.

09，无担保银行信贷的（无条件）弹性是前者的两倍（0.184），有担保银行信贷的（无

条件）弹性是后者的五倍（0.488）。

即使在控制了不同的本地 GDP 条件并考虑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三种信贷类型对

于房价的不同弹性仍然相当稳定。图 6报告了这个简单模型的不同弹性和相关的标准误

差。有趣的是，无担保银行信贷相对于城市一级 GDP 的弹性（0.147）是大型科技信贷

（0.041）的三倍多。银行担保信贷相对于本地 GDP 的弹性在统计学上并不等于零。

图 5 关于房价的信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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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对房价和 GDP 的信贷弹性

4.实证方法

本文的分析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该模型分析了信贷的主要决定因素。本文考虑

以下基线模型:

Ln（crediti,j,t）表示网上银行或传统银行对于总部设在城市 j的公司 i在 t时给

予的信贷对数（担保和无担保），Xi,j,t表示公司特征（交易量、网络分数）和企业家特

征（年龄、收入）的时变向量，Yj,t表示地区特征（房价、地方 GDP）的城市层面指标。

模型（1）包含时间固定效应 T和城市固定效应 j，i,t 是随机误差项。参照 Chane

y 等人（2012），本文在城市月水平上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

本文还考虑了一个包含公司固定效应 i的模型：

该模型能够对所有企业（未观察到的）不变特征进行控制，但代价是将分析限于在

调查期间至少收到两笔贷款的企业。由于公司固定效应的包容,将不能包括公司特征的

变量（年龄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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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信贷运行模型（2），并比较房价和当地 GDP 的系数，以评估

大型科技企业和银行信贷（有担保和无担保）对企业和资产价格状况的反应是否不同。

此外，本文可以区分线下企业和线上企业的影响，以便验证那些完全融入大型科技生态

系统的企业是否会受到额外影响。由于大型技术信用可能采取不同的合同形式，本文还

在同质信用产品类别中运行模型（2），以检查是否可能存在聚合偏差。

另一个挑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大型科技公司的客户可能与传统银行的客户非常不

同，原则上可能很难对它们进行比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选择了同时拥有大型技

术信贷和传统银行信贷的公司，并采用了 Khwaja 和 Mian（2008）的差异分析方法。这

种方法使本文能够比较来自同一客户使用的不同来源的信贷的特征。特别是，使用嵌套

模型

对大型科技信贷和银行信贷（有担保或无担保）进行联合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模

型纳入时间*信贷类型（μTC）固定效应和借款人*信用类型（μic）固定效果。纳入固定

效应控制后，借款人与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同一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截

然不同。考虑到这些固定效应，每个公司必须在样本范围内拥有至少两个大型科技信用

和两个银行信用。于是，本文运行一下模型：

银行信贷对大型科技信贷的影响是通过 credit_type 虚拟变量来评估的，该虚拟变

量对银行有担保（或无担保）信贷取 1，对大型技术信贷取 0。交互项的符号和变量含

义表示了系数间的差异（B’为借款人的特定特征，K’为当地经济情况）。

另一个挑战是对需求变化进行适当控制。模型（3）可以进一步丰富，以控制可能

影响信贷市场的城市一级经济状况的具体变化。一种可能性考虑城市*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μLT）控制当地条件随时间的变化。但是，如果纳入固定效应μLT，地方经济指标 Y

j,t将被弱化。该模型是：

在该模型中，交互项 B’（或 K’）的系数意义评估了不同信用种类对借款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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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情况）的影响。

参照 Jimenez 等人 （2014）的研究方法，另一种控制需求变动的方法是使用 Tim

e*Borrowers（μTB）、City*credit_type（μLC）和 Time*credit_type（μTC）固定效应

变量进一步丰富模型（3）。在这种方法下，使用 borrower*time 吸收所有时变的、观察

到的和未观察到的企业异质性。City*credit_type 和 Time*credit_type 控制不同信贷

类型下的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所导致的异质性。这个模型能够更精确地控制借款人的特

定需求变化，但有必要对样本进行进一步限制，只考虑那些在一个月内拥有大型技术信

贷和银行信贷的公司。本文估计如下回归:

最后一个问题是逆向因果。原则上，大公司的信贷扩张也会影响房价；然而，本文

认为，因为本文的样本中的公司相对较小。参照 Chaney 等人（2012），本文还通过使用

手工收集的政府的土地供应月度指标及其与抵押贷款利率的相互作用来衡量房价，以隔

离由供应变化（外部）驱动的价格变动。

5.实证结果

5.1 基础模型

本文认为银行信用的解释变量还有交易量和网络评分，这两个变量都是从 MYbank

数据库中获得的。不过，银行也可以看到交易量。每个供应商确实有可能打印并向银行

信贷主管报告使用支付宝支付系统或电子商务平台开发的活动的详细文件，但报告活动

可能会有延迟，不能直接由银行更新。银行没有观察到网络评分，但它可能与银行可获

得的银行软信息相关。

结果表明，大型科技信贷与房价和当地经济状况不相关。相比之下，银行信贷与房

价显著相关（尤其是有担保的信贷），与当地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较弱（只有无担保的银

行信贷）。无担保银行信贷与当地商业环境的相关性可以反映供应因素（当地 GDP 表明

企业的信贷价值较高）或需求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当地活动较高）。在下面的分析

中，本文将试图解开这两种影响。

大型科技公司的贷款与公司特有的变量（交易量和网络得分）密切相关，这些变量

反映了大型科技公司根据客户特点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的性质。银行信贷（有担保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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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与企业特有特征的相关性要弱于大型科技信贷所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尤其是在考

虑网络评分时。

其他控制变量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提供所有三种形式的信贷与收入和

年龄正相关。考虑到非单调（凹）关系，结果不随年龄变化。

表 2使用模型（2）关注了大型科技信贷的驱动因素，其中包括借款人特定的固定

效应。这使本文能够控制不可观察（时不变）客户的特征。该表还将借款人分为两组:

线下借款人（拥有二维码，但不在电商平台上交易的人）和线上借款人（集成在电商平

台上的人）。

表左边的面板 MYbank 信贷作为因变量时的结果。调整后的 R2 从 0.242 增加到 0.6

35。这意味着大约 40%的网商银行信贷变异性被借款人固定效应所捕获。

同样使用这个不同的模型，大型科技信贷与房价无关，但与当地经济状况显著相关。

有趣的是，大型科技信贷与城市 GDP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对那些在线下工作的公司有显

著意义，而对那些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工作的公司来说，这种正相关关系无异于零。这可

以解释为，线下企业（如餐馆或商店）依赖于当地的商业条件，而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

售其产品的企业的活动不一定依赖于企业总部所在的经济活动。对于线下企业而言，大

型科技信贷与当地商业环境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应该主要反映出需求因素。

大型科技信贷仍然与借款人特有的特征（交易量和网络评分）高度相关。离线工作

的公司与在线工作的公司相比，这种相关性较低。后者确实更融入大型科技生态系统，

MYbank 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的分析都把公司使用的信贷作为因变量。为了掌握更多关于 MYbank 提

供的信用额度的信息，本文在表 2的右面板中考虑了 MYbank 授予的信用额度的值作为

因变量。信贷额度约占信贷合同总额的 20%，观察的数量确实从 710 万下降到 130 万。

结果在定性上仍然相似，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即现在地方 GDP 和房价与向线下和

线上借款人发放的大型科技信贷额度没有显著相关性。由于因变量现在代表了大型技术

信贷供应，结果加强了这样一种解释，即大型技术信贷评估更侧重于企业特定的信息，

而不是当地的经济状况（后者更能反映信贷需求的变化）。

5.2 同质的大型科技信贷合同和利率

表 2的前三列显示的结果指的是使用的大型技术信贷的总体价值，合并的信贷合同

形式可能非常不同。因此，考虑到具体的、更为同质的信贷合同形式，复制分析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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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这将使本文能够测试与不同合同条件下的信用集合相关的可能存在的偏差。

表 2 大型科技信贷的驱动因素

因此，在表 3中，本文报告了模型（2）对 MYbank 向企业提供的两种特定产品的回

归。表格的左边考虑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信贷产品（产品 1），该公司只需非常简单

的步骤就可以直接获得该产品，例如使用智能手机。在屏幕上轻敲几下就完成了信用申

请，不需要抵押。此合同形式特别适用于线下企业（二维码商家）。网商银行根据每个

商家的具体风险状况为其提供信用额度。商家只要使用支付宝二维码进行支付，就有机

会获得和续签积分。

第二份信用合同（产品 2）是网商银行根据企业在淘宝平台上的订单总额和应收账

款总额向企业提供的。由于信息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获得的，因此该合同形式被网络公

司使用。本产品为贸易信用产品。每个供应商都可以从 MYbank 获得信贷额度，但给予

每个客户的信贷额度由应收账款决定。

表 3分为两部分。前两列考虑作为因变量的信用数量，而最后两列报告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是利率。任何形式的大型科技信贷都与房价和当地经济状况无关。相比之下，它

们与借款人特有的特征（交易量和网络得分）高度相关。在线工作的公司使用的产品 2

的相关性较高，而离线工作的公司使用的产品 1的相关性较低。

当考虑利率作为因变量时（见表 3的第三和第四列），结果与在数量上得到的结果

相同。利率不会对房价和当地经济状况的演变做出反应。相比之下，价格状况会对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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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定特征做出反应，对于在大型科技电子商务平台上运营的公司可获得的产品 2来

说，反应更为强烈。

表 3 推动大型科技信贷的是两种特殊产品

5.3 银行贷款的主要驱动因素:抵押合同与非抵押合同

表 4报告了模型（2）对银行信贷的结果。表格的左边报告了有担保的银行信贷的

结果。正如预期的那样，后者与房价高度相关，而与当地经济状况不相关。此外，有担

保的银行信贷与借款人特有的特征（交易量和网络评分）不相关。担保银行信贷显示出

一些只与在线交易公司交易量相关的迹象。然而，稍后本文将看到，使用更完整的规范

来控制需求变化，这个结果将消失。

表 4右侧显示无担保银行信贷也与房价相关，但弹性显著低于有担保银行信贷（弹

性分别为 0.21 和 0.59）。无担保银行信贷与房价的正相关关系可以反映资产价格较高

的城市需求较高，资产价格较高的城市则反映经济状况总体较好。本文将在 5.6 节中尝

试过滤掉这种效果。另一种解释可能是，银行没有足够的关于公司的详细信息，所以当

地的房价动态被证明是识别公司信誉的一个相关指标。有趣的是，这种相关性在统计上

对在线运营和当地条件不太相关的公司来说并不显著。无担保的银行信贷反而与当地 G

DP 状况正相关，其原因与上面讨论的房价类似。无担保的银行信贷与借款人的特定特

征是弱相关的，特别是对网上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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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于银行来说，在线卖家的活动比线下卖家（例如，餐

馆或商店）更不显眼。对可以更直接观察到公司特点的银行信贷人员来说，在该领土的

实际存在确实是相关的。

表 4 银行信贷的驱动因素

5.4 内生性问题

原则上，模型（2）存在潜在的内生性，房价可能通过抵押物价值上升以外的渠道

影响信贷。发生这种情况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简单的反向因果关系论证:大公司

可能通过对当地劳动力和当地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对当地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

此，对这样大公司的信贷需求增加也可能引发房价上涨。这将导致本文高估房价系数。

其次，本文对房价的衡量可能代表了当地需求的冲击，而当地 GDP 状况并没有完全反映

出这种冲击。第三，信贷扩张也可能对房价产生影响（Favara 和 Imbs,2015）。

第一个问题不太可能影响本文的结果，因为本研究中分析的企业规模较小，它们的

信贷决策不太可能通过增加当地劳动力和/或增加生产产品来影响当地产出。此外，本

文在 1%和 99%的水平上对所有公司和企业家变量进行缩尾整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在第二个问题上，本文使用城市*时间固定效应和借款人*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需求侧的

转移。在嵌套模型中纳入 borrower*redit_type 将控制大型科技股和银行信贷对相同客

户的异质性需求（见下文 5.5 节）。

为了解决第三个问题，本文对房价进行调控。表 5展示了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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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文使用滞后一年的土地供应及与抵押贷款利率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在中国，地

方政府通过土地供应对房价有很大的影响（Glaeser et al, 2017）。关于中国房价决定

因素的文献确实使用了关于土地的信息作为工具变量来模拟房价。例如，Hau 和 Ouyan

g（2018）利用新使用住宅用地的地表滞后值，按面积的大小进行尺度变换

现有住房存量和当地人口密度。Andrew 等人（2020）使用了每个城市累计土地出

让的滞后量（以平方公里为单位）。

根据这些文件，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每月土地供应的措施。其中，本文每月计算了

按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计算的各地方政府土地供应年度累计量。本文的措施较上述其他措

施，如土地出售或地方政府土地供应代理等有所改善。在本文的实证模型中，跟随 Cha

ney et al（2012），本文也将土地供应测度和抵押贷款利率之间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用来控制不同城市对货币政策条件的不同敏感性所造成的差别价格效应。表 5的结果表

明，正如预期的那样，土地供应对房价有负向影响。当抵押贷款利率下降时，土地供应

较高的城市房价涨幅较小。可能有一个关于抵押贷款利率的内生性的担忧。特别是，抵

押贷款利率可能与当地情况相关。然而，本文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使用的抵押贷款利率是

全国范围内的，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控制的基准利率高度相关，因此，从实际意义上说，

是外生的。

表 5 第一阶段回归:当地住房供给和利率条件对房价的影响

表 6展示了模型（2）对大型技术信贷、有担保银行信贷和无担保银行信贷的结果。

只有银行信贷与房价显著相关；有担保银行信贷在 95%水平上显著，无担保银行信贷在

90%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突显出，在政府扩张土地供应引发抵押品价值（外源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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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情况下，对大型科技企业信贷没有积极影响。结果表明，在大型科技信贷的情况下，

金融加速器的有效性有所下降。与无担保的银行信贷相比，大型科技信贷与当地经济状

况的关联度仍然较低。关于企业特有特征的其他结果是成立的。

表 6 使用房价工具值的结果

5.5 嵌套模型

正如第 4节所讨论的，比较不同信贷类型的模型（1）和（2）的系数是困难的，因

为估计是从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组中得出的。

表 8给出了嵌套模型（3）的结果，在这个模型中，大型技术信贷和有担保的银行

信贷被联合分析。通过将解释变量与虚拟变量（“银行担保”）进行交互，评估每种信

贷形式对解释变量的不同反应。该虚拟变量对银行担保信贷取 1，对大型科技信贷取 0。

两种不同形式的信用之间的系数差异的检验直接由相互作用项的符号和显著性给出。例

如，大型科技信贷与房价无关（系数为-0.061，标准误差为 0.149），而担保银行信贷

与房价相关（-0.061+0.633=0.572），金融科技信贷与担保银行信贷之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0.633***）。

其他结果也得到了证实。大型科技信贷和银行担保信贷与当地经济状况无关。大型

技术信用与借款人的特定特征（交易量和网络分数）高度相关，更多的是针对在线工作

的电子商务公司。相比之下，银行担保信用与借款人的特定特征（交易量和网络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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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

表 7 大型科技信贷 vs 银行担保信贷

表 8给出了嵌套模型（3）的结果，在该模型中，大型技术信贷和无担保银行信贷

被联合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每种信贷形式对解释变量的不同反应是通过将后者与虚拟

变量（“银行无担保”）相互作用来评估的，该虚拟变量对银行无担保信贷的价值为 1，

对大型科技信贷的价值为 0。两种不同形式的信用之间的系数差异的检验直接由相互作

用项的符号和显著性给出。例如，金融科技信贷与房价不相关（系数为-0.038，标准误

差为 0.071），而无担保银行信贷与房价相关（-0.038+0.188=0.150），金融科技信贷与

无担保银行信贷之间的差异在 10%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0.188*）。其他结果在定性

上与已报道的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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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大型科技信贷 vs 银行无担保信贷

5.6 针对当地情况变化和需求变化的额外控制

表 9展示了大型技术信贷和银行信贷的比较，包括对当地情况或借款人需求变化的

额外控制。事实上，本文的研究结果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城市层面季度 GDP 的演变不足

以完全反映对企业需求的影响。这对于受当地经济状况影响更大的线下企业来说尤为重

要。因此，本文在表（7）的前两列报告使用公式（4）的结果，其中包括 Time*city 固

定效应（以及 Borrower*credit_type 和 Time*credit_type），以控制未观察到的（对

计量经济学家来说）当地条件的变化。

表 9的右边部分考虑的是（5）式中具有一组完整的 Time*Borrower 固定效应（以

及 City*credit_type 和 Time*credit_type 固定效应）。固定效应控制变量的加入无法

在规范中保持时变的宏观经济和借款人特征。在本例中，本文只关注每个变量和信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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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变量的交互项。此外，需要进一步限制观察的数量，因为分析只能对那些在一个月内

同时拥有大型科技信贷和银行信贷的借款人进行。

即使在对需求变化进行了更恰当的控制之后，（有担保和无担保）银行信贷与房价

的相关性也比大型科技信贷更强，而且对于包含时间*借款人固定效应的限制性更强的

模型（5）而言，这种差异尤其大。在控制需求转移的情况下，无担保银行信贷与当地

经济状况的相关性更类似于大型科技公司。相比之下，后者与借款人特定特征（交易量

和网络评分）的相关性显著高于两种形式的银行信贷。

表 9 大型科技信贷 vs 银行信贷控制需求变化

6. 结论

大型科技公司使用大量数据来分析借款者的信誉度，可能会取代抵押品在解决信息

不对称问题中的作用，对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其中包括从一家重要的大型科技公司（蚂蚁集团）

和传统银行获得信贷的 200 多万家中国企业，研究了这些不同形式的信贷与房价、当地

商业环境和企业特征之间的关联。本文发现，大型科技公司的信用与房价没有关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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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特有的特征有强烈的反应，比如交易量和用于计算公司信用评级的网络评分。相

比之下，有担保和无担保的银行信贷对当地房价的反应都很大，房价可能反映有关公司

经营的商业条件和其信誉的有用信息。

这些结果可能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他们指出，提供大型科技信贷往往会降低

金融加速机制的有效性，因为信贷的提供与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分离的。与传统的银行信

贷相比，大型科技信贷对金融周期的依赖程度确实较低。这可能会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稳

定性产生相关影响。例如，银行信贷可以收紧或提高成本，以应对资产价格受到的负面

冲击，但面向中小企业的大型科技信贷应受到较小影响。此外，大型科技信贷似乎只对

线下供应商与当地 GDP 状况相关，而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运营的企业不受当地经济活动的

影响，也较少受到当地需求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型科技信贷公司（尤其是那些在

线公司）对中小企业借款人的近期表现更为敏感。

建立在数据分析而非抵押品使用基础上的信贷供应，可能对货币传导机制产生重大

影响。尽管金融加速器机制意味着，货币政策冲动会通过抵押品价值的变化传导至银行

信贷供应，但这一渠道已不再适用于大型科技信贷。

原文链接：https://www.bis.org/publ/work8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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