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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 Zhuo Chen，Zhiguo He，Chun Liu（2020）分析了 2009年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

意外后果，即中国影子银行业的兴起。该研究揭示了旨在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财政冲击

如何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干预相互作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 

► Erik Feyen，Jon Frost，Leonardo Gambacort（2021）研究了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中科技巨头公司的崛起带来效率、金融包容性及新的政策问题，强调了要在金

融稳定和市场诚信，效率和竞争，数据隐私和消费者保护三个公共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新

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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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刺激性贷款的放缓与影子银行的兴起 

作者： Zhuo Chen
1
 ，Zhiguo He

2
 ，Chun Liu

1,3
，查星宇编译 

导读：影子银行的兴起通常是由某些实体部门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推动的。在中国，

2009年的 4万亿元刺激计划是 2012年后影子银行快速增长的背后原因，在刺激后期加

快了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从横截面上看，2009年银行贷款增长较大的省份在 2012-

2015年间发行了更多的市政公司债券，进行了更多的影子银行活动，包括信托贷款和财

富管理产品。 

 

一般来说，影子银行业务的热潮与某些房地产部门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有关，其中

一个重要的历史例子是 19 世纪末美国国家特许信托公司的流行与当时大规模的铁路建

设有关。同样的普遍观点在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盛行。本文认为，2012 年后中国影

子银行规模的加速增长与其 2009 年针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重创而启动的刺激计划密

切相关，因而本文侧重于地方政府的责任方面，分析了 2009 年刺激方案的一个意外后

果，即中国影子银行业的延迟兴起。研究揭示了旨在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财政冲击如何

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干预相互作用的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意外地影响金融市场的

发展。 

2008年秋季，中国出口驱动型经济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大幅下滑。11月，

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了 4 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事实上，刺激方案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刺激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是通过当地

政府实施的。在融资方面，中央政府预算只有约 1 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 3 万亿元人

民币的融资缺口。由于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国地方政府不允许自行借贷，他们通

过资产负债表外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LGFV）借贷。2010年，北京将其积极的信贷政

策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这些 2009年的刺激贷款被留在 LGFV的资产负债表上，成为中

国地方政府隐性承担的主要债务。 

2010 年 12 月和 2013 年 6 月，国家审计署（NAO）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两次全

面调查，包括 LGFV 借入的债务。本文关注地方政府负债方面的四个子类：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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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债券、市政公司债券和信托贷款，后三类为非银行债务。本文主要研究第三类债务，

即市政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MCB）。这些债券由 LGFV 发行，因此是法律意义上的公

司债券。但另一方面，它们拥有相应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相比典型市政债券具有

额外安全性。此外，LGFV 发行的 MCB 与影子银行部门密切相关，影子银行部门是中

国企业债券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 

回归结果发现，2009年之前不存在任何预处理趋势（即在刺激前几年，受刺激贷款

影响较大的省份的小额信贷发行没有更快的增长）。而 2009 年刺激贷款和小额信贷发

行之间的跨省正相关性在刺激后立即在统计上变得显著，但仅在 2012 年后经济量才变

得较大，LGFV开始从到期的刺激贷款中产生翻滚和持续的投资压力（宿醉效应）。 

进一步探讨MCB的发行目的，本文根据募集资金的用途将其分为三类：偿还现有

银行贷款、项目投资和其他（如补充流动资金）。将银行贷款偿还MCB作为独立变量

时，估计系数与上述的情形类似。本文对估计的经济量提供有用的解释，即偿还小额信

贷额度的系数与刺激贷款的到期日有关。计算表明刺激银行贷款的期限为 3.8年，这一

数字非常接近 Gao 等人（2018）所提出的 LGFV 贷款的平均期限 4.1 年。另外 2009 年

政策性银行贷款较多的省份，这种宿醉效应得到缓解，这与政策性银行平均发放更长期

贷款的事实相一致。 

最后，本文将中国刺激计划后的时期与国家银行时代（1864-1912）前后的美国金融

体系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当时美国影子银行实体与今天中国的信托公司几乎完全相似，

中国的影子银行业务促进了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 2012 年之后，影子银

行业务的发展已经满足了 LGFV 的融资需求。而美国大规模的铁路融资刺激了当时华

尔街的公司债券市场（Chandler，1965）。除了与美国历史进行比较外，本文还将奥巴

马的 ARRA经济刺激计划与 2009年中国刺激计划进行了同期比较，发现二者存在一定

的区别，当地政府融资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导致这两个大型经济体长期结果不同的原因。

在美国，由特定项目产生的收入支持的收益债券与由市政当局信用支持的一般义务债券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法律差异。而由于中国市政萌芽的法律制度不发达，MCB 可以被视

为法律上由 LGFV支持的收入债券，因为这些拥有 LGFV的市政当局提供了隐性担保，

但事实上是一般义务债券。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方面于 2015 年启动了债务互换计

划。根据该计划，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最终由中央政府支持的一般义务市政债券为其到期

的 LGFV收入债务的部分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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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勾勒出一幅广阔的图景，将 2007/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 2009 年的刺激

计划和 2012 年后中国兴起的影子银行活动联系起来。虽然 2008 年之前中国就存在 W

MP 和信托贷款，并且在 2009 年刺激计划期间略有增加，但本文强调刺激贷款后遗症

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活动在 2012 年后出现了大规模增长，这种后遗症是中国

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催化剂。 

 

 

原文链接：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7468t 

作者单位：1.清华大学 2.芝加哥大学 3.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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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领域大型科技公司的政策三角关系 

作者：Jon Frost
1
，Leonardo Gambacorta

1
，Erik Feyen

2
，谢梦岚编译 

导读：科技巨头向金融服务领域的扩张可以增强竞争、效率和包容性。但这也带来

了与银行公平竞争的问题、运营风险、“大到不能倒”问题，以及反垄断规则和消费者

保护方面的挑战。本文展示了一个策略三角，强调了金融稳定、竞争和数据隐私这三个

目标之间的权衡。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国内政策和跨国规则方面进行更多的协调。 

 

大型科技公司是主要从事数字服务的大型公司。服务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社交媒

体、互联网搜索、手机硬件和软件、叫车和电信。 

大型科技公司最近进入了金融服务领域，并迅速崛起。图 1中的面板 A显示，金

融服务平均占大型科技公司收入的 10%以上，它们在多个经济体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两大科技巨头共同占据移动支付市场 94%的份额，并在数字信贷等其他金融

服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大型科技公司在 2019年提供或促成了超过 5

000亿美元的信贷，并且有早期迹象表明此类信贷在 2020年 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一

步增长。美国的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

技公司的市值远远超过其本国最大的银行（图 1，面板 B）。 

为什么它们变得这么大？大型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在大量用户之间实现直

接交互，包括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电信、搜索等。它们业务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在

平台上生成和收集的海量用户数据，利用自然网络效应，产生更多的用户活动和数

据，用以改进自身的产品供应。例如，支付服务产生交易数据，网络外部性促进用户

之间的互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为大型科技公司的其他活动（如信贷或财富管理）提

供服务，并与现有用户产生更多互动并吸引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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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按活动部门划分的大型科技公司的收入（%） 

 

  

图 1 B.大型科技公司和银行的市值 

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产生更多的数据，并推动数据－网络－活动反馈循环，这被

称为大型科技公司的 DNA循环。这种 DNA循环为用户和金融系统带来了重大利益。

例如，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在提高效率和金融包容性方面非常强大，尤其是在具

有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竞争较弱的市场中。此外，使用来自其他业务线的详细用户数

据可能会减少对昂贵的贷款抵押品的需求。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 DNA循环

可能会给隐私和消费者保护、市场竞争以及最终的金融稳定带来新的风险。 

本文分析了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以及这将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目标之

间的现有权衡：（1）金融稳定和市场完整性；（2）效率和竞争；（3）数据隐私和消

费者保护。可以通过一个政策三角来阐述这种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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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稳定性－竞争权衡（图 2中的红色箭头）开始。监管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

竞争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学派，有人强调，更大的竞争并不总是有

利于金融稳定，因为更多的竞争会降低银行的利润和整体特许经营价值（Keeley，199

0）。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需要更多的市场准入。更大的竞争性会促进有益的竞

争，并减弱现有企业的市场力量（Claessens，2009）。 

 

图 2 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权衡 

由于 DNA反馈循环，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金融业可能会改变这些模式。在核心业

务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可以将这种主导地位转化为互补的金融服务，进而可以提

高集中度和市场影响力。当大型科技平台成为其竞争对手（例如银行）的主要分销渠

道时，这种控制也可能产生利益冲突和潜在的市场滥用问题。 

图 3显示了近年来大型科技公司纵向和横向并购的发展趋势。一些最大的交易是

横向收购，比如收购直接竞争对手（蓝点）。在其他情况下，发生了垂直收购（红

点）。这些交易使支付公司能够提高效率并进行它们以前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的内部活

动。图表上较大点的趋势表明，在达到临界用户数量之前，可能会收购较小的公司。 

 

图 3 全球支付平台的并购活动有所增加
 

虽然竞争和更有效的解决方案通常有利于消费者，但效率、竞争和隐私、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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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之间的权衡出现了。这由图 2中的蓝色箭头表示。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大型科技

供应商可能不受保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监管监督。大型科技公司的移动支付在价格和

可用性方面与银行支付服务竞争，但与银行相比，更多的个人数据可能会暴露给移动

货币提供商。 

随着数据成为更重要的市场力量来源，围绕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存在紧张关系。

原则上，数据可以被任意数量的企业同时使用多次，而不会被耗尽——这就是所谓的

数据的非竞争性特征。征信机构是根据这一原则运作的。但是，不受限制的数据共享

也会伤害个人。例如，对个人数据的开放访问意味着隐私的丧失，并可能导致身份盗

用、声誉损害和操纵行为偏见以向消费者出售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产品。另一方

面，允许数据生产者保持对数据的垄断也带来了挑战，它可能会阻碍消费者更换供应

商或启用价格歧视或算法排斥。 

鉴于大数据的优势特点，大型科技公司在定价方面也非常高效。他们可以将客户

群划分为非常精细的子类别——每个子类别收取不同的价格，代表每个人愿意支付的

最高价格。通过从愿意支付更多的人那里提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对不愿承担高价格

的人则价格相应降低，从而有可能创造出更具包容性的产品。然而，这种精细的价格

歧视可能与受保护的类别（如性别或种族）重叠。监管机构需要在创新和效率与可能

抑制某些创新的消费者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数据共享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充足的数据对于监控金融稳定性和完整

性至关重要。这可能会在隐私、金融稳定性和市场完整性之间引入新的权衡。这种权

衡由图 2中的绿色箭头表示。 

例如，在信贷市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更多的数据可以提高稳定性。信用报告系

统允许向之前被市场定价的借款人提供安全贷款，从而提高贷款总额并促进金融包容

性。在信用报告的情况下，有关数据只能由持牌实体访问，且只有在客户同意的情况

下才可用于授权。就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它们获取的数据要细得多，涉及个人生活的

多个方面，因此保护隐私很重要。 

科技巨头的崛起凸显了数字创新能够以多么快的速度扰乱市场并对现有企业施加

竞争压力。这带来了效率和金融包容性，但也带来了新的政策问题。当前监管金融服

务的框架遵循基于活动的方法，其中提供商必须持有特定业务线的许可证。正如几个

主要经济体所提议的那样，通过制定基于实体的特定规则来应对新的政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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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角政策目标之间的新权衡也需要更多的协调。在国内层面，监管竞争、金融

监管、数据和消费者保护的国家当局之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最后，随着数字经济

的跨境扩张，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规则和标准进行国际协调。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policy-triangle-big-techs-finance 

作者单位：1.国际清算银行 2.世界银行 

https://voxeu.org/article/policy-triangle-big-techs-finance


 

 
 11 / 11 

No.202211 

 

 

国际研究镜鉴 

主编：胡滨 

本期责编：刘亮 

本期编译：查星宇 谢梦岚 

《国际研究镜鉴（Financial Regul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为内部交流刊物，报告

中所引用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

究基地”）对所引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文中的观点、内容、结论仅供参考，研

究基地不承担因使用本信息材料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刊物的文字内容归研究基地所有，任何单位

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设立的院级非实体性

研究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作为主管单位，专门从事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

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7号 

邮编：100710 

网址：http://www.flr-cass.org 

电话： +（8610）65265190 

E-mail: flr-cass@cass.org.cn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