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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电子化、宏观冲击与消费波动
———基于跨国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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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货币电子化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建立同质经济个体，形成信息完全对称的网络金融市
场微观理论模型发现，交易成本下降会使经济个体之间的资金借贷行为更加频繁，从而有利于减小宏观冲击

带来的消费波动。进一步，基于国际清算银行下属支付与结算体系委员会成员中２０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不同货币电子化程度下，货币供给冲击、实际贷款利率冲击、通货
膨胀冲击、外需变化冲击、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和全球流动性冲击导致居民消费变化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在

各种宏观冲击带来的消费变化中，货币电子化程度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缓解

这些宏观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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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货币电子化是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电子货币逐渐替代传统货币的

现象和趋势。与之相伴随的货币电子化支付是“互联网＋传统支付”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货币电子
化使得支付方式的信息流动更为通畅，从而大大提高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近年来，依托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货币电子化支付形式更加多样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第

三方移动支付等都属于此类支付创新。在这一过程中，电子货币对传统的现金货币产生了大量替代，

银行系统的电子支付清算逐渐替代传统的现金支付结算。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是从货币流动性（周光友，２０１０）［１］、货币流通速度（王亮等，２０１４）［２］、货币供
给创造机制（印文和裴平，２０１６）［３］等角度，阐述货币电子化快速发展对货币供求、中央银行金融监管
产生的深刻影响。学者们对货币电子化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货币电子化在降低交易成

本方面的优势。从宏观来看，货币电子化节约了纸质货币的纸张、印制、运输、保管、保险等费用，降低

了货币发挥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直接成本；从微观来看，货币电子化减少了交易者的直接交易费用

和等待时间（黄燕君和陈鑫云，２００６）［４］。货币形式的变化始终与交易成本的降低联系在一起，货币电
子化体系的交易成本大约只有纸币交易成本的１／１０（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４）［５］。随着货币电子化网络规模效应
的凸显，移动支付、银行卡支付等货币电子化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电子支付完

全有可能替代现金支付，被人们在日常消费、劳务交易和债权债务清偿中普遍接受，成为一种不可逆

转的世界性发展趋势（谢平和刘海二，２０１３）［６］。货币电子化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可能会通过
以下途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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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货币电子化背景下的心理账户效应使冲动消费更容易实现。心理账户效应理论认为，当所

需支付账单只是某个心理账户账单的一小部分时，电子支付使消费者的价格意识更为模糊，其产生的

心理账户损失感受远远弱于现金支付产生的实际账户损失感受，冲动消费更容易实现（Ｓｏｍａｎａｎｄ
Ｃｈｅｅｍａ，２００２）［７］。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８］发现使用电子支付的消费者在逛商场时购买更多，在餐馆用餐
时给小费更慷慨。饶卫和杨蓬勃（２０１１）［９］认为现金支付更易于控制消费欲望，货币电子化背景下的
心理账户效应是导致非理性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文祥（２０１２）［１０］认为货币电子化使得居民
在消费时不仅可以面对面支付，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电话等实现远程支付，不必因为现金携

带不足而抑制消费冲动，从而有利于增加随机性消费和计划外消费。

二是货币电子化背景下的电子消费信贷迅猛发展，降低了个体金融信贷门槛，提高了普通居民的

金融服务获得性。陈晓光和张宇麟（２０１０）［１１］引入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的 ＲＢＣ模型模拟，结
果表明，信贷约束是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万广华等（２００１）［１２］基于
经验数据实证分析认为，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造成了中国的内需不足，并且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

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Ａｇａｒｗａｌ和Ｑｉａｎ（２０１４）［１３］对新加坡２０１１年突然宣布增长分红计划之后的消
费行为分析发现，在面临外部收入冲击时流动性约束强的消费者的消费波动更为剧烈。对风靡肯尼

亚的移动银行服务系统Ｍ－ＰＥＳＡ的研究认为，Ｍ－ＰＥＳＡ使得包括偏远地区的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
都能够容易地获得金融服务（ＭｂｉｔｉａｎｄＷｅｉｌ，２０１３）［１４］，其使用者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具有更强的风险
分担能力（ＪａｃｋａｎｄＳｕｒｉ，２０１４）［１５］。

三是货币电子化有利于居民通过快速调整金融资产持有结构、民间非正式融资应对收入冲击。

货币电子化具有高流动性、低交易成本的特点，这使得不同形式的货币之间的替代性增强，不同类型

的金融资产之间可以低成本地迅速相互转化（周光友和施怡波，２０１５）［１６］。Ｓｋｏｕｆｉａｓ（２００３）［１７］对俄罗
斯家庭金融资产的研究发现，金融资产的这种快速转换能够作为一项应对收入变动的风险管理工具。

此外，不少研究发现，亲友之间的资金借贷等民间非正式融资是居民应对冲击的一种重要途径，这种

情况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普遍（ＧｅｒｔｌｅｒａｎｄＧｒｕｂｅｒ，２００２）［１８］。寇恩惠和侯和宏
（２０１５）［１９］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亲友之间的转移支付比财政转移支付更能够增
强农民平滑消费的能力。而交易成本的下降能够明显增加这种非正式融资交易发生的频率（Ｙａｎｇ
ａｎｄＣｈｏｉ，２００７）［２０］。货币电子化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消费者采取亲友之间的资金借贷等
非正式融资方式应对收入冲击。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货币电子化给传统的货币金融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相

关结论还存在较大争议，但是货币电子化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在货币电子化背景

下，心理账户效应导致的冲动消费、居民获得电子消费信贷、金融资产之间的快速转换和民间非正式

融资更容易实现，从而有利于平缓宏观不确定性造成的消费波动。基于此，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并以

国际清算银行下属支付与结算体系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以下简称
ＣＰＳＳ）成员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试图获得货币电子化背景下宏观冲击导
致消费行为变化的一般规律。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关注货币电子化对传统

货币供求体系的影响，忽视了微观个体消费行为的特征变化。在货币电子化背景下，居民的消费行为

和支付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供求体系的影响归根到底要通过对微观个体消费行

为和支付方式的改变来实现，因此，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这一特征变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其

二，货币电子化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已得到现有研究的广泛认同，但仍然缺乏对该特征与消费

行为关系的进一步挖掘。本文基于货币电子化交易成本较低这一显著特点，分析不同货币电子化程

度下宏观冲击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是对现有货币电子化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典型化事实：ＣＰＳＳ成员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电子化程度与发展趋势

关于货币电子化程度的度量，尚无确定的统一标准。现实中除了少数例外（如：肯尼亚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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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服务系统 Ｍ－ＰＥＳＡ），各国的货币电子化创新都是依附于银行卡电子业务的发展，因此大多数
研究都采用银行卡支付金额占 ＧＤＰ比重来反映一国的货币电子化程度（印文和裴平，２０１５）［２１］。
ＣＰＳＳ发布的历年《支付与结算系统统计数据》提供了该指标数据。目前 ＣＰＳＳ成员共包括２３个①，

这些成员基本上包含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货币电子化发展程度较高的

国家和地区。表１列示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部分年份 ＣＰＳＳ各成员的银行卡支付金额占 ＧＤＰ比重
数据。

从ＣＰＳＳ各成员的比较来看，货币电子化程度差异较大。２０１５年，德国、墨西哥、日本和意大利的
银行卡支付金额占ＧＤＰ比重仍低于１０％；瑞士、荷兰、巴西和比利时该比重在１０％ ～１９％之间；新加
坡、俄罗斯、法国、印度、瑞典、南非和土耳其该比重在２０％～２９％之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
该比重在３０％～３９％之间；沙特阿拉伯、韩国和中国银行卡支付金额占ＧＤＰ比重排名的前３位，分别
达到了４１９２％、４４０５％和８１２７％。

从时间跨度来看，２０１０年以后 ＣＰＳＳ各成员的货币电子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部分发展中国
家的货币电子化发展尤为迅猛。早期，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韩国这几个发达国家的银行

卡支付金额占 ＧＤＰ比重较高，但近几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电子化发展迅
猛。在 ＣＰＳＳ成员中，除土耳其、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银行卡支付金额占 ＧＤＰ比重增速明显较快
以外，其他国家以年均大约５％的速度稳定增长。其中，土耳其、印度的银行卡支付金额占 ＧＤＰ比
重分别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２３％、８０５％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６９２％、２１８３％。俄罗斯、中国的货币电
子化程度发展速度最为迅猛，俄罗斯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４８％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０２９％；中国从２００６
年的８９２％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８１２７％，成为目前 ＣＰＳＳ成员中银行卡支付金额占 ＧＤＰ比重最高的
国家。

表１ ＣＰＳＳ各成员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卡支付金额占ＧＤＰ比重 单位：％

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国家和地区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德国 ７０２ ６５４ ７２ ８０２ 瑞典 １８４７ ２３０２ ２３０３ ２１９

墨西哥 ３６４ ４９３ ６３４ ８３９ 南非 — １５２３ １７２８ ２１９７

日本 ７０１ ８３０ ８６８ ９４７ 土耳其 １３２３ １９７６ ２４４４ ２６９２

意大利 ８０６ ７７９ ７６４ ９５８ 美国 ２２１６ ２３９８ ２７３５ ３０６４

瑞士 １４３ １５２５ １０２７ １２２７ 加拿大 ２６３３ ３０１４ ２９７ ３１７７

荷兰 １３８２ １５３１ １５３１ １７３３ 澳大利亚 ２４２２ ２７０８ ２８１３ ３１９５

巴西 ９２５ １２２８ １５３５ １８０９ 英国 ２５８６ ３０１７ ３０６９ ３５６７

比利时 １４１４ １６１２ １７２８ １８９２ 沙特阿拉伯 ２３２３ ３３１６ ２８２６ ４１９２

新加坡 １５２６ １８３０ １８７５ ２０００ 韩国 ３２１２ ３９７ ４１４５ ４４０５

俄罗斯 １４８ ３２４ ８４２ ２０２９ 中国 ８９２ ２０４６ ４０１ ８１２７

法国 １５６６ １７８ ２０２１ ２１５３ 香港 — — — —

印度 ８０５ １５１５ １８７９ ２１８３ ＣＰＳＳ均值 １６２１ １６８４ ２２３２ ３４６２

　　数据来源：ＣＰＳＳ发布的历年《支付与结算系统统计数据》

虽然世界各国货币电子化程度和模式不尽相同，但归结起来都是以高效、便捷为最终目标，其

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卡型”电子货币的多功能整合。随着货币电子化支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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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２３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韩国、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南非、日本、瑞典、瑞士、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新加坡、意大利、印度、英国、香港和中国。



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除了银行发行银行卡（包括借记卡、信用卡等）以外，交通、水电、餐饮消费等

各种功能的储值卡发卡机构越来越多，消费者手上的电子卡也越来越多，能够整合多种功能的电子

卡受到使用者的欢迎。未来的“卡型”电子货币不仅具有丰富的支付功能，而且能够涵盖更多社会

功能。这种电子卡既可以兼做借记卡、信用卡，又可以作为消费者个人信息存储、各种消费支付功

能的重要工具，如：韩国的 Ｋ－Ｃａｓｈ和 Ｍｙｂｉ可以作为身份证使用，泰国的 ＳＣＢＳｍａｒｔＣａｒｄ可以作为
员工卡使用。二是“数型”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数型”电子货币在互联网上通过银行账号、信用

卡号或者购买预付卡进行充值，只需要有账号、密码及手机等终端就可以进行交易。“数型”电子

货币的业务领域越来越广，除了能够实现传统的消费支付功能、资金在终端用户之间进行转移之

外，一些互联网公司根据个人活动数据，为自有客户提供所辖业务的信贷支持（如：阿里的“花呗”、

京东的“白条”），以及专业互联网信贷公司向范围更广的客户群体发放低息贷款（如：美国的 Ａｖａ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从而通过信用创新大幅度降低消费信贷门槛。三是电子支付向远程支付领域发展。早期
的电子支付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易场合，如：ＰＯＳ机刷卡消费、乘坐公交车等。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
的广泛普及，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电子化的远程支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种

远程支付通过互联网终端发送支付指令进行支付，从而实现网络购物、移动购物、远程医疗、远程点

播服务等。

三、理论模型分析

建立一个微观模型，分析货币电子化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对居民信贷决策和消费行为的影响。

假设有３位同质的经济个体形成信息完全对称的网络金融市场，风险厌恶的经济个体在面临宏观冲
击导致的收入变化时，试图通过资金借贷来保持其原有的消费水平不变。如果每笔资金借贷的交易

成本都是固定的，显然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将会影响经济个体最优的决策行为。货币电子化大大降

低了经济个体之间资金借贷的交易成本。

假设３位经济体个体ｉ＝１，２，３在各种冲击ｓ∈ １，２，…，{ }Ｓ下的个人收入为ｘｓｉ，并且有Ｘ
ｓ＝∑

ｉ
ｘｓ。

每位经济个体从消费ｃ中获得的效用是一样的，因此对于个体ｉ的预期消费效用为：

ū（ｃｉ）＝∑
Ｓ

ｓ＝１
ｐｓｕ（ｃｓｉ） （１）

其中，ｃｉ＝（ｃ
１
ｉ，ｃ

２
ｉ，…，ｃ

Ｓ
ｉ）为个体ｉ的消费向量，ｐ

ｓ为发生冲击ｓ的概率。
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帕累托效率要求消费计划需满足以下条件：

ｍａｘ
ｃＳ１，ｃＳ２，ｃＳ３

∑
ｉ
μｉｕ（ｃ

ｓ
ｉ）　　ｓｔ∑ｉｃ

ｓ
ｉ＝Ｘ

ｓ （２）

其中，μｉ为非负的帕累托权重，如果对于每１位经济个体 μｉ＝１，那么在各种冲击 ｓ下，每１位经
济个体的总财富都应该是平均的。因此最优分配为１位经济个体将资金借给其他２位经济个体，或
者其他２位经济个体将资金借给第３位经济个体。令Ｗ（ｃ）＝∑

ｉ
ｕ（ｃｉ），则社会最有效的消费分配对

应的福利水平为：

Ｗｓ＝３ｕ（Ｘ
ｓ

３）

假设每笔资金借贷的交易成本为ｋ，个人财富为ｘｓ＝（ｘｓ１，ｘ
ｓ
２，ｘ

ｓ
３）∈Ｒ

２１３，其中Ｒ２１３的上标表示财富
分配差异，即ｘｓ２＞ｘ

ｓ
１＞ｘ

ｓ
３。如果消费资源的分配是均等的，此时将会产生２笔个体间的资金转移，对应

的社会福利水平为：

Ｗ（ｋ）＝３ｕ（１－２ｋ３ Ｘｓ） （３）

如果只有１笔个体之间的资金转移，即是资金从最富有的经济个体向最贫穷的经济个体之间的
转移，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

Ｗ^（ｘｓ１，ｋ）＝ｕ（ｘ
ｓ
１）＋２ｕ（

１－ｘｓ１－ｋ
２ Ｘ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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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个体之间的资金转移，每位个体将根据其财富水平进行消费，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

Ｗ（ｘｓ）＝∑
３

ｉ＝１
ｕ（ｘｓｉ） （５）

根据以上３种最终个体消费情形，可以定义财富分配Ｒ２１３下的子区间为：

Ｒ２１３０ （ｋ）＝｛ｘ
ｓ∈Ｒ２１３ｓｔＷ（ｘｓ）＞Ｗ（ｋ）且Ｗ（ｘｓ）＞Ｗ

＾
（ｘｓ１，ｋ）｝ （６）

Ｒ２１３１ （ｋ）＝｛ｘ
ｓ∈Ｒ２１３ｓｔＷ

＾
（ｘｓ１，ｋ）＞Ｗ（ｋ）且Ｗ

＾
（ｘｓ１，ｋ）＞Ｗ（ｘ

ｓ）｝ （７）

Ｒ２１３２ （ｋ）＝｛ｘ
ｓ∈Ｒ２１３ｓｔＷ（ｋ）＞Ｗ

＾
（ｘｓ１，ｋ）且Ｗ（ｋ）＞Ｗ（ｘ

ｓ）｝ （８）
对于ｘｓ∈Ｒ２１３中的各子区间，社会最优消费集为：

ｃ（ｘｓ，ｋ）＝

（ｘｓ１，ｘ
ｓ
２，ｘ

ｓ
３），如果ｘ

ｓ∈Ｒ２１３０ 　　　　　　

（ｘｓ１，
１－ｘｓ１－ｋ
２ ，

１－ｘｓ１－ｋ
２ ），如果ｘｓ∈Ｒ２１３１

（
１－２ｋ
３ ，

１－２ｋ
３ ，

１－２ｋ
３ ），如果ｘｓ∈Ｒ２１３２











 　

（９）

其中，ｘｓ∈Ｒ２１３０ 表示不存在个体之间的资金转移，这是由于社会中经济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非
常小，人们没有必要花费资金转移的交易成本来实现平滑消费。ｘｓ∈Ｒ２１３１ 表示存在１笔经济个体之
间的资金转移，即从最富有的经济个体向最贫穷的经济个体的资金转移。ｘｓ∈Ｒ２１３２ 表示存在２笔经
济个体之间的资金转移，可能是其中最富有的经济个体向其他２位经济个体的资金转移，也可能是
较富有的２位经济个体向最贫穷的经济个体的资金转移。随着资金转移交易成本 ｋ的下降，子区
间Ｒ２１３２ 的区域范围扩大，子区间Ｒ

２１３
０ 的区域范围缩小，这意味着３位经济个体之间的资金借贷行为

更为频繁。

理论模型分析表明，随着资金转移交易成本的下降，为了维持收入和消费平滑，经济个体之间的

资金借贷行为更为频繁。而货币电子化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明显优势，因此可以得到推论：货币电子

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小不确定性宏观冲击下的消费波动。

四、实证研究

（一）门槛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为了对以上推论进行检验，本部分实证分析不同货币电子化程度下宏观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

差异性。为了避免传统人为分组方法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发展的“面板门槛模型”
（Ｐａｎｅ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识别货币电子化程度的区间效应（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２２～２３］。模型设定如下：

ＣＳｉｔ＝ｃ＋ＰＧＤＰｉｔ＋φＲＲｉｔ＋β１ＭＳｉｔＩ（ＥＭｉｔ≤γ）＋β２ＭＳｉｔＩ（ＥＭｉｔ＞γ）＋ηｉ＋εｉｔ （１０）
其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ＣＳ，解释变量包括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的居民收入ＰＧＤＰ和

人口抚养比ＲＲ两个控制变量。此外，面板门槛模型解释变量ＭＳ为一系列前期相关文献认为比较重
要的国内外宏观冲击变量，包括货币供给冲击 Ｍ２、实际贷款利率冲击 ＬＲ、通货膨胀冲击 ＣＰＩ、外需变
化冲击ＥＸＰ、国际原油价格冲击ＰＯＰ和全球流动性冲击 ＧＬ。其中前３个为国内宏观冲击变量，后３
个为国外宏观冲击变量。由于这些宏观冲击变量的相关程度较高，若同时引入计量模型将会产生较

为严重的多重线性问题，因此将它们作为外生冲击的代理变量逐次引入。模型的门槛变量为货币电

子化程度ＥＭ，γ为特定的货币电子化程度门槛值。
货币电子化程度数据来源于ＣＰＳＳ发布的历年《支付与结算系统统计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完整

性，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间除香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以外 ＣＰＳＳ的２０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作为
样本，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Ｗｏ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各变
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２。回归中对各变量取对数，所得估计系数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
量的反应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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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统计描述与定义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定义

ＥＭ １９０６ １１９０ １４８ ６６５９ 银行卡支付金额占ＧＤＰ比重（％）

ＣＳ １７８４２２ ２５２４２７ ７３０２ １１０５５５０ 最终消费支出（２０１０年不变价１０亿美元）

ＰＧＤＰ ３１９８８５１ ２１４８００８ １０８９３３ ７５７６８８０ 人均ＧＤＰ（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

ＲＲ ４７１９ ７３７ ３４４９ ６２９８ ＜１５岁和＞６４岁与１５－６４岁人口之比（％）

Ｍ２ １１６４９ ５３２９ ３７３２ ２５１５４ 广义货币占ＧＤＰ比重（％）

ＬＲ ４５５ ８７２ －１５１８ ４４０３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贷款利率（％）

ＣＰＩ ３４１ ２９０ －１３５ １４１１ 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

ＥＸＰ ２５９ ７６９ －６７２ ３０８３ 净出口占ＧＤＰ比重（％）

ＰＯＰ ８４９９ １２１９ ６６４９ １０８２３ 国际原油价格（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

ＧＬ ３８０ ５１２ －３６４ ２６５２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ＧＤＰ比重（％）

（二）门槛效应检验

建立的面板门槛模型是否能够反映不同货币电子化程度下宏观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区间效

应，需要进行两个步骤的检验：第一，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第二，检验门槛的估计值是否等于真

实值。

模型设定式（１０）中，ηｉ用于反映 ＣＰＳＳ各成员的个体效应，εｉｔ为随机干扰项，Ｉ（·）为一指标函
数。为了获得参数的估计量，将每个观察值减去其组内平均值，以消除个体效应ηｉ，如：

ＣＳｉｔ＝ＣＳｉｔ－
１
Ｔ∑

Ｔ

ｔ＝１
ＣＳｉｔ （１１）

变换后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ＣＳｉｔ＝ｃ＋ＰＧＤＰｉｔ＋φＲＲｉｔ＋β１ＭＳｉｔＩ（ＥＭｉｔ≤γ）＋β２ＭＳｉｔＩ（ＥＭｉｔ＞γ）＋εｉｔ （１２）
采用矩阵形式可以将式（１２）表示为：
ＣＳ ＝Ｘ（γ）β＋ε （１３）
对于给定的门槛值，可以得到式（１３）中β的估计值：
β^（γ）＝（Ｘ（γ）′Ｘ（γ））－１Ｘ（γ）′ＣＳ （１４）
相应的残差平方和为：

Ｓ１（γ）＝ｅ^

（γ）′^ｅ


（γ） （１５）

其中，^ｅ

＝ＣＳ －Ｘ（γ）β^（γ）为残差向量。进一步，可以最小化式（１５）中的Ｓ１（γ）来获得γ的估

计值：

γ^（γ）＝ａｒｇｍｉｎ
γ
Ｓ１（γ） （１６）

从而可以得到：β^＝β^（^γ）、残差向量ｅ^

＝ｅ^

（^γ）和残差平方和 σ^２＝σ^２（γ）

在得到参数的估计值之后，可以进行第一个步骤，即门槛效应是否显著的检验。

第一个步骤检验的原假设为Ｈ０：β１＝β２，对应的备选假设为Ｈ１：β１≠β２，检验的统计量为：

Ｆ＝
Ｓ０－Ｓ１（^γ）
σ^２

（１７）

其中，Ｓ０是在原假设Ｈ０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Ｈ０下，门槛值γ无法识别，因此Ｆ统计
量是非标准正态分布的。Ｈａｎｓｅｎ建议采用“自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来获得 Ｆ统计量的渐进分布，从
而可以构造其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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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步骤检验的原假设为Ｈ０：γ１＝γ２

ＬＲ（γ）＝
Ｓ１（γ）－Ｓ１（^γ


）

σ^２
（１８）

其中，ＬＲ（γ）统计量也是非标准正态分布的，但Ｈａｎｓｅｎ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推断方法，即当ＬＲ（γ）

≤－２ｌｎ（１－ １－槡 α）时，不能拒绝γ＝γ^的原假设（其中，α为显著性水平）。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各种宏观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中，货币电子化程度ＥＭ的门槛效应

都显著存在。表３列示了不同类型宏观冲击下货币电子化程度 ＥＭ的门槛值及其９５％置信区间。
如：在货币供给冲击 Ｍ２对居民消费 ＣＳ的影响中，货币电子化程度的门槛值为１７５３，９５％置信区间
为［６３３，３９６１］，从而可以根据所估计出的门槛值，区分不同货币电子化程度下货币供给冲击 Ｍ２对
居民消费ＣＳ影响的差异性。同时，表３还列示了对模型（１０）进行估计得到的检验门槛值的Ｆ统计量
和采用“自抽样”方法推断的 Ｆ临界值。在货币供给冲击 Ｍ２、实际贷款利率冲击 ＬＲ、通货膨胀冲击
ＣＰＩ和国际原油价格冲击ＰＯＰ下，Ｆ检验值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货币电子化程度
ＥＭ门槛效应的原假设；在外需变化冲击ＥＸＰ和全球流动性冲击ＧＬ下，Ｆ检验值均在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了不存在货币电子化程度ＥＭ门槛效应的原假设。从检验结果来看，在这６种宏观冲击对居
民消费的影响中，货币电子化程度ＥＭ的门槛效应都显著存在。

表３ 货币电子化程度门槛值估计结果和门槛效应检验

统计量

国内冲击 国外冲击

货币供给

冲击

ＭＳ＝Ｍ２

实际贷款

利率冲击

ＭＳ＝ＬＲ

通货膨胀

冲击

ＭＳ＝ＣＰＩ

外需变化

冲击

ＭＳ＝ＥＸＰ

国际原油

价格冲击

ＭＳ＝ＰＯＰ

全球流动性

冲击

ＭＳ＝ＧＬ

ＥＭ门槛值 １７５３ ６６９ ６００ １２４３ ６００ ６００

９５％置信区间 ［６３３，３９６１］ ［６４５，９８０］ ［５９５，８５８］ ［１１６４，３９６１］ ［５９５，３９６１］ ［５９５，３９６１］

门槛Ｆ检验值 １１４８ ２１１９ ２２５４ １３１８ ８７２４ １２２０

Ｆ检验
临界值

１％ ９１２ ６８０ ２１９８ １３１８ ６５０ １２２３

５％ ５６４ ５１６ １２１０ ８３８ ５１７ ７８３

１０％ ４０４ ４３３ ９０２ ６５４ ４２８ ３８３

　　注：置信区间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反复抽样３００次得到的结果；、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三）估计结果分析

面板门槛模型（１０）的回归结果在表４第２－７列给出。在估计结果中，居民收入ＰＧＤＰ、人口抚养
比ＲＲ的估计系数符号在各模型都一致为正，这说明：第一，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第二，一国人均收入
水平与人口抚养比率的上升都会增加社会消费，这与理论上的预期一致。

１货币供给冲击Ｍ２
这里的货币供给冲击是指广义货币 Ｍ２占 ＧＤＰ的比重，根据该指标可以判断一国的货币政策。

广义货币Ｍ２包括交易货币以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反映金融市场货币供给的容量约束。回归结果
显示，当货币电子化程度低于１７５３％时，居民消费ＣＳ对货币供给冲击 Ｍ２的反应弹性系数为００７；
当货币电子化程度超过这一水平时，该弹性系数缩小为００６。根据货币收入理论，货币供给增加会使
利率降低，投资与利率水平反方向变动，利率下降会使投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和消费上升；反之，货

币供给减少会导致消费下降。随着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快速的金融资产转换和频繁的非正式融

资更容易实现，从而缓解了货币供给变化带来的消费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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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ＣＳ

国内冲击 国外冲击

货币供给

冲击

ＭＳ＝Ｍ２

实际贷款

利率冲击

ＭＳ＝ＬＲ

通货膨胀

冲击

ＭＳ＝ＣＰＩ

外需变化

冲击

ＭＳ＝ＥＸＰ

国际原油

价格冲击

ＭＳ＝ＰＯＰ

全球流动性

冲击

ＭＳ＝ＧＬ

ＰＧＤＰ
０５５

（１０７２）
０４０

（９２２）
０４９

（１２４９）
０４５

（１１９１）
０５０

（１２４８）
０５０

（１２０３）

ＲＲ
００７
（１１８）

００７
（１３９）

００５

（１７４）
００６

（２１０）
００４

（１８９）
００６

（１６５）

ＭＳ

ｌｎＥＭ≤γ
００７

（２４０）
－００２

（－５０９）
－００１

（－３２４）
００１

（１７７）
－００１

（－２２０）
－００２

（－３３６）

ｌｎＥＭ＞γ
００６

（２２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１２８）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１
（－１５１）

０００
（－１３３）

常数项
－２６３

（－５８８）
－１９１

（－５７０）
－２３４

（－７６８）
－２３１

（－７６４）
－２２５

（－７０８）
－２４６

（－７８７）

Ｆ检验 ７１８０５ ７９７ ８７７７２ ８８３１６ ８７２７０ ８５４２４

Ｒ２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Ｎ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２实际贷款利率冲击ＬＲ
实际贷款利率是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贷款利率，是反应经济体融资成本的主要指标。在

实践中，各国央行通常根据宏观经济环境主动或被动调整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与产出、ＣＰＩ等关键宏观
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因此许多文献将其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变量（陈浪南和田磊，

２０１４）［２４］。回归结果显示，当一国货币电子化程度低于６６９％时，居民消费 ＣＳ对实际贷款利率冲击
ＬＲ的反应弹性系数为－００２；当货币电子化程度超过这一水平时，该弹性系数不显著，此时实际贷款
利率变化导致的消费波动并不明显。实际贷款利率上升意味着经济体融资成本上升，投资需求和消

费需求受到抑制，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而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个体通过调整金融

资产持有结构、亲友之间的资金借贷等民间非正式融资来应对冲击。与此同时，与货币电子化相伴随

的电子消费信贷迅猛发展，显著降低了消费信贷门槛，大大提高了普通居民的金融服务获得性，使得

实际贷款利率上升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减弱，从而促进居民实现平滑消费。

３通货膨胀冲击ＣＰＩ
通货膨胀对消费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一方面，合理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高增长和高

收入，从而有利于驱动消费；另一方面，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物价水平上升，降低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导致储蓄率提高，消费减少。回归结果显示，当一国货币电子化程度低于６００％时，居民消费ＣＳ对通
货膨胀冲击ＣＰＩ的反应弹性系数为 －００１；当货币电子化程度超过这一水平时，该弹性系数不显著，
此时通货膨胀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并不明显。这表明通货膨胀给居民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占据了主

导地位，物价水平的上升使得居民的消费成本随之上升，消费需求降低，而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有

利于缓解这种冲击带来的消费波动。

４外需变化冲击ＥＸＰ
在外需变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境外流动性三个外部冲击渠道中，外需变化是引发其他两个方

面外部冲击的基础因素（纪敏，２００９）［２５］。这是由于国内进口的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外需，这在长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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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顺差国家体现得尤为充分。外需是引起贸易顺差和国内产出缺口的基

本因素，进一步会对资本项目变动产生间接影响。理论上，外需增长有利于提高国内产出和收入，进

而提升消费。回归结果显示，当一国货币电子化程度低于１２４３％时，居民消费 ＣＳ对外需变化冲击
ＥＸＰ的反应弹性系数为００１；当货币电子化程度超过这一水平时，该弹性系数不显著，此时外需变化
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并不明显。这表明外需增加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长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

而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这种冲击带来的消费波动并不明显。

５国际原油价格冲击ＰＯＰ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尤其是石油价格变化被认为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重要的外部冲击因素。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使得以其为投入原料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这除了导致产量降低的总供给冲击外，

还可能会减少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而减少或者推迟能源消耗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从而造成总需

求冲击（ＣｕｎａｄｏａｎｄＧｒａｃｉａ，２００３）［２６］。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油价对各国宏观经济的影
响也不断加强。回归结果显示，当一国货币电子化程度低于６００％时，居民消费 ＣＳ对国际原油价格
冲击ＰＯＰ的反应弹性系数为－００１；当货币电子化程度超过这一水平时，该弹性系数不显著，此时国
际原油价格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并不明显。这表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确实会带来消费下降的总需求

冲击，但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会弱化这种影响。

６全球流动性冲击ＧＬ
在开放经济中，货币供给冲击除了考虑国内货币供给变化之外，国际流动性也是货币供给冲击渠

道的重要方面。全球流动性过多意味着大量国外资本流入，形成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大量增加，

这种全球流动性很可能会转化为国内市场上的流动性，使得物价上涨，居民消费降低。此外，对于一

些流动性过剩，尤其是极度依赖国外资本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在 ＧＤＰ分配中往往处于支配地
位，而工资占比相应过低，从而不利于消费的提升。回归结果显示，当一国货币电子化程度低于

６００％时，居民消费ＣＳ对全球流动性冲击ＧＬ的反应弹性系数为－００２；当货币电子化程度超过这一
水平时，该弹性系数不显著，此时全球流动性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并不明显。这表明货币电子化程度

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全球流动性冲击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国内货币供给冲击、实际贷款利率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以及国外外需变化冲击、

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和全球流动性冲击，均会对国内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而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高有利

于缓解这些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货币电子化具有交易成本较低的重要特点，随着货币电子化程度

的提高，心理账户效应导致的冲动消费、低门槛的电子消费信贷、快速的金融资产转换和频繁的非正

式融资更容易实现，使得居民在面临各种国内外宏观冲击时能够更好地维持消费平滑。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货币电子化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心理账户效应下，

货币电子化支付使消费者的价格意识更为模糊，冲动消费更容易实现。与货币电子化相伴随的电子

消费信贷迅猛发展，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的金融信贷门槛，大大提高了普通居民的金融服务获得性。此

外，货币电子化支付交易成本较低，居民可以通过快速调整金融资产持有结构、亲友之间资金借贷等

民间非正式融资来应对收入冲击。通过这些影响途径，货币电子化增强了消费行为的活跃性。

第二，货币电子化有利于减小宏观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通过建立同质经济个体，形成信息完全

对称的网络金融市场微观理论模型发现，随着资金转移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个体之间的资金借贷行

为更为频繁，从而有利于平缓外部冲击带来的消费波动。在实证分析中，采用ＣＰＳＳ成员中２０个国家
和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控制了收入、人口抚养率等传统变量前提下，建立面板门
槛模型，对不同货币电子化程度下货币供给冲击、实际贷款利率冲击、通货膨胀冲击、外需变化冲击、

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和全球流动性冲击带来的居民消费变化的差异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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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宏观经济冲击带来的消费变化中，货币电子化程度的门槛效应都显著存在，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提

高，有利于平缓这些宏观冲击导致的消费波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形势下扩大内需政策创新提供了新思路。货币电子化给人们的生活消费带来

了极大方便，业务领域逐渐从线上拓展到线下实体部门，现实中消费者已经对电子货币具有较强的接受

意愿。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风险把控前提下，应积极为货币电子化的创新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通过货币电子化推动

金融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从而为促进消费的活跃性提供保障。

第二，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建立货币电子化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快推进货币电子化交易的终端普及

和技术创新，构建安全、高效的消费环境。

第三，要鼓励电子消费信贷的发展，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以此为契机，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金融优惠

政策支持，引导广大居民增加消费信贷需求，培养信用消费习惯。

第四，在宏观经济冲击预测中，应当充分考虑货币电子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建立规范的货币电子化统

计监测体系和数据披露标准，对货币电子化规模、资金流向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从而对货币电子化行业

方向及其影响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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