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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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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或许会带来新变化，但相关研

究尚不充分。本文构建包含贷款技术和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提出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

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关系假说。在此基础上，手工收集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建立与银行小

微企业信贷业务相关的各省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相应

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整个银行业体系，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倒Ｕ”型关系，即推动银行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时，存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将影响银行业最优市场结构，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越高，促进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进一

步丰富小微企业信贷理论，补充中国经验证据，为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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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融资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高

度关心的问题。从国内外的实践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是小微企业最主要的外部

融资渠道。针对如何提高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银行

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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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获得各界的高度关注，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金融领域。金
融科技一词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根据全球金融治理核心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ＦＳＢ）的定义：“金融科技是指由科技引发的金融创新，它能够创
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造

成实质性影响。”金融科技在银行小微企业信贷领域的综合技术运用主要包括互联网信

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从金融业实践情况看，在驱动商业银行小微

企业信贷供给方面，金融科技被寄予厚望。但从学术角度出发，以下问题仍有待深入研

究。金融科技究竟会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产生何种作用？特别是其对现有的小微企

业信贷理论影响如何？只有深刻理解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机制和实

际效果，才能更好地保障金融科技服务于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

要分析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可基于已有小微企业信贷理论的

范式展开。一是贷款技术，侧重于不同类型贷款技术带来的影响；二是银行业市场结构，

侧重于不同竞争环境带来的影响。金融科技的逐步运用，很可能会对两大研究视角的具

体内容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影响银行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

推动贷款技术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银行业竞争环

境的改变可为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带来新局面。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否会影响银

行业市场结构，进而对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产生联动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基于此，本文将贷款技术区分为传统方式贷款和金融科技方式贷款，构建考虑银行业

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分析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和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手工收集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建立各省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最终结果表明：从整个银行体
系来看，金融科技改变了贷款技术，能够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无论是否考虑金融

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都呈现“倒 Ｕ”型关系，即存在最优银行
业市场结构，可推动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最大化；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将调节银行业最

优市场结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促进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越

高。经过更换计量检验模型、对核心解释变量使用替代变量以及缓解内生性问题等稳健

性检验以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与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目前关于金融科技

推动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并且金融科技

的衡量问题也是难点之一。本文借助百度搜索指数，专门针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建

立与其关联性更强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

给的影响效果，为分析中国的现实情况补充经验证据。第二，现有研究鲜有将贷款技术和

银行业市场结构两大视角进行融合，也未考虑金融科技推动贷款技术变化造成的影响与

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动造成的影响之间的关联效应。本文将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市场结构相

结合，研究金融科技对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丰富了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相关

理论，为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配合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支持。第三，以往对银



金
融
研
究

１１６　　 总第４８０期

行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研究，主要使用小微企业个体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本文借助省级

面板数据，对整个银行业体系的小微企业信贷供给进行分析，与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现有

研究形成互补，有助于更细致地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提高决策支持的有效性。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文献综述；第三节为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第四节

为实证模型；第五节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节为稳健性检验；第七节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

不少学者关注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认为其产生了积

极作用。虽然部分研究并非仅针对商业银行，但也具备较好的借鉴意义。整体而言，相应

的基础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科技帮助识别小微企业信贷需求，控制信贷供给过程中的成本。小微企业

是资金需求的长尾客户群体，信息质量参差不齐。金融科技通过对各类数据的整合和处

理，有助于获得以前无法描述的细节信息，从而更容易甄别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王馨，

２０１５）。与此同时，Ｇｏｍｂ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强调，金融科技能够通过大数据创造新产品和服
务，降低银行获取客户的成本。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用于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市场，提升客户效用，并且降低资金供给者的平均成本，最终促进金融

资源的合理配置（王馨，２０１５）。
二是金融科技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从信息获取角度，金融科

技可通过社会网络、搜索引擎以及云计算等增加更多的信息渠道来源，获取传统方式无法

取得的客户信息，提高信息的准确性（谢平和邹传伟，２０１２）。从信息共享角度，金融科技使
信贷市场信息共享范围扩大，丰富的贷款信息集可降低筛选和监控成本，约束借款人的行

为，降低贷款风险（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８）。从信息处理角度，金融科技有利于贷款机构建立小微
企业信用评估模型，提高处理风险信息的能力，降低风险评估成本（Ｌｉｖｓｈｉｔ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其他观点，认为金融科技在影响银行小

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在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Ｌｉｂｅｒｔｉ
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８）指出，数据信息收集过程中还有相当多数据并不暴露，且在将“软”信
息转化为“硬”信息时，会导致部分信息丢失；Ｊａｋｓｉｃ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ｃ（２０１９）认为，虽然有大量可
用的“硬”信息，但是其可信度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核实，可能无法正确捕捉借款人的动机。

在风险管理能力提升效果方面，ＤｉＬｏｒｅｎｚｏ（２０１８）指出，金融科技采用了非传统的信用评

? 一些学者将金融科技与国内较热门的“互联网金融”概念进行了比较。李扬等（２０１７）指出，在监管、成本与
技术的共同推动下，金融科技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高级阶段；黄益平和黄卓（２０１８）认为，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和金融
科技基本相似，只是直观理解上的侧重点不同。本文认为，从未来发展看，金融科技的概念使用很可能会成为主流，逐

步取代互联网金融，因此本文用“金融科技”统一归纳已有的研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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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效果还缺乏足够的证据验证。

（二）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

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关系，学者们围绕着银行业竞争问题，形

成不同的观点。第一类是信息假说，认为信贷市场越垄断，小微企业越容易获得贷款。当

信贷市场处于垄断状态时，银行发现挖掘小微企业的潜力是有价值的，并且可以通过设计

灵活的贷款条约获取高额利润（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ａｎｄＭａｒｑｕｅｚ，２００４）。第二类是市场力量假
说，认为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则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竞争性压力会促使银行

更加重视贷款项目的选择，对申请者的分析也会更加深入，有助于小微企业获得贷款（边

文龙等，２０１７；Ｒ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第三类观点认为银行业竞争与小微企业信贷之间呈现
“Ｕ型”等非线性关系，其理论基础主要是上述两类观点之间的平衡问题（张晓玫和潘玲，
２０１３；刘晓光和苟琴，２０１６）。

另一些学者在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时，主要侧重于不同规模银行带来的影响。该类

研究一般认为大型银行难以有效甄别小微企业的软信息，而中小型银行在软信息的获取、

识别和处理方面具备优势，更能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林毅夫和李永军，２００１）。因
此，上述研究认为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关键在于发展中小型银行，其理论基础是不同规模

银行擅长的小微企业贷款技术不同。

（三）金融科技影响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重要环节

１金融科技对贷款技术的影响
金融科技在影响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时，往往以贷款技术作为推动载体。一般而

言，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技术分为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贷款（ＢｅｒｇｅｒａｎｄＵｄｅｌｌ，
２００６），交易型贷款主要基于企业可定量测量的“硬”信息，关系型贷款主要依据不可定量
测量的有关企业的“软”信息。一方面，金融科技帮助银行将“软”信息转化为“硬”信息，

提高信息传递的便利性，减少人工的数据收集和决策过程（Ｃｅｎ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另一方面，
金融科技帮助银行更好地获取“软”信息（Ｍｏｃｅ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一些银行加大金融科技投
资的同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当地分行经理，额外的授权又使当地分行经理增加获取

“软”信息的投入力度（Ｌｉｂｅｒｔｉ，２０１８）。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贷
款从技术上越来越难以划清界限。交易型贷款可以依赖“软”“硬”信息的组合，关系型贷

款也不会排除任何可量化信息的使用（Ｊａｋｓｉｃ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ｃ，２０１９）。因此，金融科技的发展
进一步促进了两类贷款技术的融合应用，与传统的两类贷款技术存在明显不同。

２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围绕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些观点。部分研究没有直

接针对小微企业信贷，主要认为金融科技可能会提高银行业集中度。例如，Ｆｅｎｇａｎｄ
Ｓｅｒｌｅｔｉｓ（２０１０）指出，金融科技的发展将驱动银行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Ｍａｒｉｎｃ
（２０１３）提出，技术发展可能更有利于交易型银行的发展，从而推动银行业的整合。部分
针对小微企业信贷的研究则指出，金融科技推动贷款技术发展，可能导致不同规模银行的贷

款技术差异缩小。贷款技术的发展很可能使得原先从贷款技术角度强调中小银行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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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点发生变化（李华民和吴非，２０１５；Ｆｉｌｉ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基于该类文献推测，随着金融科
技的发展，或许会有更多大型银行进入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市场，从而将改变市场竞争格局。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围绕金融科技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依然存

在一些问题值得研究。一是目前围绕金融科技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影响的研究，主

要以理论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为主，并且对于金融科技发挥作用的基础也存在争议，因此

金融科技的实际影响效果还有待更多数据验证。二是现有文献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小

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时，鲜有将市场竞争问题与贷款技术两大视角融合起来，而随着金

融科技的发展，贷款技术出现了明显变化，两者如何共同产生作用，需要更多理论机制分

析和实证检验。三是在实证数据运用方面，目前对金融科技的衡量相对宽泛，没有专门针

对小微企业信贷的研究，同时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数据的跨度相对不够。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基于上一节的文献梳理，结合银行信贷业务实践情况，中国的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提

供信贷资金时，主要面临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同时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贷款技术发

生改变，银行信贷供给行为可能会发生一定变化。部分学者曾从理论视角研究过金融业

竞争、贷款技术运用与银行信贷业务边界的关系，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为深

入研究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借

鉴ＢｏｏｔａｎｄＴｈａｋｏｒ（２０００）、黄宪等（２０１６）的模型设置思路，构建理论模型。
（一）主体和市场结构环境设定

１商业银行主体
假设每家银行可以采用两种贷款技术提供小微企业贷款，一种基于传统方式（包括

传统的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贷款，以下简称“传统方式贷款”）；另一种基于金融科技方式

（以下简称“金融科技方式贷款”），并假设γ为银行的金融科技运用能力，γ∈（０，１），银
行金融科技运用能力服从标准均匀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ｆ（γ）。
２小微企业借款者主体
假定借款企业需要一笔１元的贷款来为项目进行融资，如果企业通过传统方式贷款

获得资金，则项目报酬Ｒ为：

Ｒ＝ Ｙ，　　 θ
０，　１－{ θ

，　θ∈（０，１） （１）

其中，θ表示借款者的信用状况。假设在传统方式贷款的情况下，小微企业的信用状
况越高，其获取贷款的概率也越高，因此可以直接用θ表示获得贷款的概率。

如果借款者通过金融科技方式贷款，则项目报酬Ｒ为：

Ｒ＝ Ｙ，　 θ＋ν（１－θ）
０，　（１－θ）（１－ν{

）
，　ν∈（０，１） （２）

其中，ν反映银行采用金融科技方式贷款对借款者获得贷款概率的影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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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０，其概率调整为（１－θ）（１－ν）；对于Ｒ＝Ｙ，其概率调整为１－（１－θ）（１－ν）＝
θ＋ν（１－θ）。另外，ν的值与银行金融科技运用能力 γ相关，进一步假设 ν＝νＬ ＋γ
（νＨ －νＬ），νＨ ＞νＬ?，即金融科技运用能力越强，对借款者贷款获得概率的提升作用越大。
３银行业市场结构环境
除了金融科技的影响以外，本文还同时考虑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因此继续引入银

行间的竞争机制。假设总共有ｎ家商业银行，银行间竞争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第一，
银行的数量将影响单家银行和借款者发生贷款交易的概率；第二，已经获得一家银行贷款

的借款者，同时还可以从其他银行获得贷款，这将影响单家银行的贷款收益。

（二）商业银行信贷决策分析

１假设商业银行没有面临竞争环境
如果借款者获得的是传统方式贷款，必须支付给银行的费用为 ＴＲ（θ）（即银行传统

方式贷款的收益?），那么，获得传统方式贷款的借款者预期收益ＲＴ为：
ＲＴ＝θＹ－ＴＲ（θ） （３）

如果借款者获得的是金融科技方式贷款，必须支付给银行的费用为 ＦＲ（θ，γ）（即银
行金融科技方式贷款的收益），那么，获得金融科技方式贷款的借款者预期收益ＦＴ为：

ＦＴ＝θＹ＋ν（１－θ）Ｙ－ＦＲ（θ，γ） （４）
假设借款者知道银行的贷款方式，并且选择相应方式获得贷款，要使借款者在传统方

式贷款和金融科技方式贷款之间的选择无差异，则均衡条件为ＲＴ＝ＦＴ，即：
θＹ－ＴＲ（θ）＝θＹ＋ν（１－θ）Ｙ－ＦＲ（θ，γ） （５）

从而得到银行的传统方式贷款和金融科技方式贷款收益关系：

ＦＲ（θ，γ）＝ＴＲ（θ）＋ν（１－θ）Ｙ （６）
２考虑商业银行处于竞争环境的情况
银行业的竞争程度是描述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林毅夫和姜烨，

２００６），因此本文假设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为 ｑ，以其反映银行业市场结构环境。设定 ｑ＝
（ｎ－１）／（ｎ＋ｍ），其中ｎ为银行个数，ｍ为大于１的正常数，即随着银行个数ｎ的增加，
竞争程度越激烈，并且ｑ∈（０，１）。

在传统方式贷款的情况下，当银行业竞争程度为 ｑ时，多家银行可能会提供贷款支
持。考虑到竞争程度提高时，小微企业最终选择从某一家银行提取全部贷款的概率下降，

所以设定单家银行获得贷款收益的概率为１－ｑ，同时相应的收益下降为（１－ｑ）ＴＲ（θ）。
单家银行最终从传统方式贷款中获得的收益ＴＲ（θ，ｑ）为：

?

?

νＨ代表银行采用金融科技方式贷款时，对借款者获得贷款概率影响的最高值；νＬ代表银行采用金融科技方

式贷款时，对借款者获得贷款概率影响的最低值。

基于已有研究和银行实践，金融科技很可能驱动银行成本降低，从而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获得概率，考虑到模

型的简约性，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可以融入公式（２）的假设，不再单独体现。因此，传统方式贷款和金融科技方式贷
款的成本设为相同。为简化处理，假设发放１元贷款时，银行的成本为固定值。由于单位成本为固定值，可以直接将
借款者支付给银行的费用全部作为银行收益，银行成本不予以体现，不影响最终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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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θ，ｑ）＝
（１－ｑ）ＴＲ（θ），　１－ｑ
　　　　 　 ０，　　{ ｑ

（７）

即，

ＴＲ（θ，ｑ）＝（１－ｑ）２ＴＲ（θ） （８）
那么，整个银行体系从传统方式贷款中获得的收益ＴＴＲ（θ，ｑ）为：

ＴＴＲ（θ，ｑ）＝ｎ×ＴＲ（θ，ｑ）＝ｍｑ＋１１－ｑ×（１－ｑ）
２ＴＲ（θ） （９）

即，

ＴＴＲ（θ，ｑ）＝［－ｍｑ２＋（ｍ－１）ｑ＋１］ＴＲ（θ） （１０）
在金融科技方式贷款的情况下，结合中国的现实情景，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信贷环境

其实也在不断优化。《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２０１８）》?全面梳理了中国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相关情况，除政策直接支持以外，该报告专门强调社会信用体系、营商环境、银行业

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以及小微企业自身素质等信贷环境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市场化和商业

可持续原则，而这些都是金融科技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因此引入银行业竞争后，虽然商

业银行从金融科技方式贷款中获得的收益也会下降，但由于金融科技方式能够帮助商业

银行提高信贷需求甄别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王馨，２０１５；Ｇｏｍｂ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所以贷款
收益受到的影响会小于传统方式贷款。结合ν＝νＬ＋γ（νＨ －νＬ），重写公式（６），得到：

ＦＲ（θ，γ）＝ＴＲ（θ）＋νＬ（１－θ）Ｙ＋γ（νＨ －νＬ）（１－θ）Ｙ （１１）
在竞争环境下，如果借款者找到第二家银行能够提供贷款，而第一家银行金融科技运

用能力为γ０，则在竞争程度为ｑ时，第一家银行贷款收益 ＦＲ（θ，γ）中 ［ＴＲ（θ）＋νＬ（１－
θ）Ｙ］的部分由于竞争而损失，但第一家银行仍可保留的收益为：

∫
γ０

０
γ０（νＨ－νＬ）（１－θ）Ｙｆ（γ）ｄγ－∫

γ０

０
γ（νＨ－νＬ）（１－θ）Ｙｆ（γ）ｄγ＝γ

２
０（νＨ－νＬ）（１－θ）Ｙ／２（１２）

所以，在银行业竞争环境下，单家银行提供金融科技方式贷款获得的收益ＦＲ（θ，γ，ｑ）为：

ＦＲ（θ，γ，ｑ）＝
（１－ｑ）ＦＲ（θ，γ），　　　　　　　 １－ｑ

γ２（νＨ －νＬ）（１－θ）Ｙ／２，　　　　　　
{ ｑ

（１３）

其中，对于（１－ｑ）概率部分，整个银行体系收益为 ｎ×（１－ｑ）ＦＲ（θ，γ）＝（ｍｑ＋
１）ＦＲ（θ，γ）；而对于ｑ概率部分，将每家银行的保留收益加总，得到整个银行体系的保留

收益为?：∫
γ０

０
γ０（νＨ －νＬ）（１－θ）Ｙｆ（γ）ｄγ＝γ

２
０（νＨ －νＬ）（１－θ）Ｙ。

?

?

该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编写，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６月出版。
考虑如果有ｎ家银行，第１家银行的金融科技运用能力为γ０，第２家为γ１，…，第ｎ－１家为γｎ－２，假设γ０＞

γ１ ＞… ＞γｎ－２，则整个银行体系的保留收益为：∑ｎ－３

ｉ＝０
（∫γｉ０γｉ（νＨ －νＬ）（１－θ）Ｙｆ（γ）ｄγ－∫

γｉ＋１

０
γｉ＋１（νＨ －νＬ）（１－

θ）Ｙｆ（γ）ｄγ）＋（∫γｎ－２０
γｎ－２（νＨ －νＬ）（１－θ）Ｙｆ（γ）ｄγ－∫γｎ－２０

γ（νＨ －νＬ）（１－θ）Ｙｆ（γ）ｄγ）＋∫γｎ－２０
γ（νＨ －νＬ）（１－

θ）Ｙｆ（γ）ｄγ＝∫γ００γ０（νＨ －νＬ）（１－θ）Ｙｆ（γ）ｄ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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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终整个银行体系从金融科技方式贷款中获得的收益ＴＦＲ（θ，γ，ｑ）为：
ＴＦＲ（θ，γ，ｑ）＝（１－ｑ）（ｍｑ＋１）ＦＲ（θ，γ）＋ｑγ２（νＨ －νＬ）（１－θ）Ｙ （１４）

即，

ＴＦＲ（θ，γ，ｑ）＝－ｍＦＲ（θ，γ）ｑ２＋［（ｍ－１）ＦＲ（θ，γ）＋γ２（νＨ－νＬ）（１－θ）Ｙ］ｑ＋ＦＲ（θ，γ） （１５）
或者将公式（１１）代入公式（１４），结合公式（１０），整理为：
ＴＦＲ（θ，γ，ｑ）＝ＴＴＲ（θ，ｑ）＋［－ｍｑ２＋（ｍ－１）ｑ＋１］［νＬ（１－θ）Ｙ］

＋［－ｍｑ２＋（ｍ＋γ－１）ｑ＋１］γ（νＨ －νＬ）（１－θ）Ｙ （１６）
（三）模型推导结论与研究假说

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问题对理论研究和商业银行实践都是关键。为重点研究信贷

供给数量问题，本文进行简化处理，假设上述模型中的小微企业借款者贷款利率为固定

值。由于“贷款收益 ＝贷款利率 ×贷款数量”，则可将银行贷款收益 ＴＴＲ（θ，ｑ）和
ＴＦＲ（θ，γ，ｑ）的变动等同于银行信贷供给数量的变动，以便于进行后续分析。
１金融科技与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根据公式（１６），ＴＦＲ（θ，γ，ｑ）相较于ＴＴＲ（θ，ｑ）的增加值为：
［－ｍｑ２＋（ｍ－１）ｑ＋１］［νＬ（１－θ）Ｙ］＋［－ｍｑ

２＋（ｍ＋γ－１）ｑ＋１］γ（νＨ－νＬ）（１
－θ）Ｙ。可以发现，由于γ∈（０，１），银行的金融科技运用能力γ越高时，该增加值越高。
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１：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金融科技能够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２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本文借助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ｑ，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对整个银行体系小微企业信

贷供给的影响情况。根据公式（１０）和公式（１５），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传统方式贷款还是
金融科技方式贷款，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ＴＴＲ（θ，ｑ）、ＴＦＲ（θ，γ，ｑ）之
间都为“倒Ｕ”型关系。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２：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倒Ｕ”
型关系，即存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可推动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最大化。

３金融科技对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根据公式（１０），在使用传统方式贷款的情况下，银行业市场最优结构为 ｑ＝ｍ－１２ｍ ，

此时整个银行体系的ＴＴＲ（θ，ｑ）最高；根据公式（１５），在使用金融科技方式贷款的情况

下，银行业市场最优结构为 ｑ＝ｍ－１２ｍ ＋
γ２（νＨ －νＬ）（１－θ）Ｙ
２ｍＦＲ（θ，γ）

，此时整个银行体系的

ＴＦＲ（θ，γ，ｑ）最高。

由于ｄ［
γ２（νＨ－νＬ）（１－θ）Ｙ
２ｍＦＲ（θ，γ）

］／ｄγ＝
（νＨ－νＬ）（１－θ）Ｙ［２γＴＲ（θ）＋２γνＬ（１－θ）Ｙ＋γ

２（νＨ－νＬ）（１－θ）Ｙ］
２ｍ［ＦＲ（θ，γ）］２

＞０，可以发现，在使用金融科技方式贷款的情况下，银行的金融科技运用能力γ越高时，ｑ
的最优值越大。因此，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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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３：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银行业市场结构影响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过程中，金
融科技发展水平将调节银行业最优市场结构，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最优银行业竞争

程度越高。

图１　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关系
注：该图仅作为示意图，不与精确的函数值相对应。

为更加直观地展现理论模型结论，本文将假说１、２和３的含义统一以图１表示?，实
线表示传统方式贷款，虚线表示金融科技方式贷款。无论采用何种贷款技术，银行业市场

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都呈现“倒 Ｕ型”关系；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方
式贷款的小微企业供给曲线出现整体上移，同时，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也发生移动，最优

银行业竞争程度提高。

四、实证模型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理论分析是针对整个银行体系，因此可以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相应检验。基

于上一节的理论模型推导，为实证分析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和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

贷供给的关系，检验假说１、２和３，本文构建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ＳＭＥＰｉｔ＝β０＋β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ｔ－１＋β２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ｔ－１×ＣＲＬｉｔ－１＋β３ＣＲＬｉｔ－１

＋β４ＣＲＬｉｔ－１×ＣＲＬｉｔ－１＋βｃＣＯＮｉｔ－１＋εｉｔ （１７）
其中，ｉ代表省份，ｔ代表年份，β为模型待估计参数。ＳＭＥＰ表示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情况，ＦＩＮＴＥＣＨ表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ＣＲＬ表示银行业市场结构，ＣＯＮ为控制变量，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从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实践来看，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 感谢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项对本图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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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核心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均使用一阶滞后项。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各省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情况（ＳＭＥＰ），用每个省份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在其总贷款余额中的占比表示。

２核心解释变量
目前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衡量，主要采用了两类方法：一类是依据沈悦和郭品

（２０１５）的方式，采用“文本挖掘法”，通过统计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在新闻中的发布
次数，合成构建金融科技指数，但这类方法主要用于分析全国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情况，

无法将指数分解到每个省份。另一类是郭峰等（２０１９）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该指数运用了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微观数据，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进行测度，一些学者（邱晗等，２０１８）以该指数来衡量金融科技
发展水平，该指数能够跨省级、城市和县域。

本文在衡量各省金融科技发展水平（ＦＩＮＴＥＣＨ）时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使用郭
峰等（２０１９）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ＩＮＤＥＸ），用来表示金融科技情况，但由
于该指数并不是专门围绕小微企业信贷相关的金融科技而编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是借鉴沈悦和郭品（２０１５）的设计思路，直接构建每个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但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借助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而
非关键词在新闻中的发布次数。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搜索指数能

够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Ｅｙｓｅｎｂａｃｈ（２００９）、Ｒｉｐ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１）指出，人们
在网络上搜索的数据是基于需求的数据，可以用于进行现状追踪和趋势预测；刘涛雄和徐

晓飞（２０１５）认为互联网搜索行为是网络大数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信息，能够帮助进行宏
观经济预测。第二，与关键词在新闻中的发布次数不同，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能够统计

到各省份和年份层面，从而满足本研究对省级面板数据的要求。

本文手工整理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在各个省份的百度搜索指数，并
汇总成金融科技指数。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基于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实践，参考

一些学者（沈悦和郭品，２０１５；ＪａｇｔｉａｎｉａｎｄＬｅｍｉｅｕｘ，２０１７）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百度搜索
指数的数据可得性?，确定专门针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与金融科技相关的主要关键

词。基本技术角度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资金支付角度包

括“在线支付、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金融科技中介服务模式角度包括“网贷、网上融

资、网络融资、网络小额贷款、网络贷款、网银、网络银行、电子银行、在线银行、开放银行、

互联网银行、直销银行”；金融科技的直接称呼角度包括“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其次，

?

?

根据百度指数网站的介绍，“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百度搜索指数分为 ＰＣ搜索指数和移动搜索指数。”本文
采用的是“ＰＣ＋移动”搜索指数。

可能还存在其他一些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但百度搜索指数并未收录，因此无法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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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各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全部采集后，按照技术角度、资金支付角度、中介服务

模式角度和直接称呼角度进行汇总，并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将多个指数合成为综合指

数。最后，以熵值法合成的指数除以各省常住人口数，以此衡量各省小微企业信贷相关的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在银行业市场结构方面，根据产业组织理论，银行业集中度是衡量银行业市场结构的

常用指标，可用于反映整个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度（林毅夫和姜烨，２００６）。因此，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参考林毅夫和姜烨（２００６）的做法，对银行业市场结构（ＣＲＬ），以
四大国有银行在各省的贷款余额占该省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来表示，该值越小意味着银行

业竞争度越高。

３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对控制变量的设置，结合宏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尽量减少多重共线

性问题，本文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各省城镇化率（ＣＩＴＹ），主要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
性变化对小微企业发展及其贷款的影响；各省不良贷款率（ＮＰＬ），主要控制外部风险环境
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各省金融业发展（ＦＧＤＰ），主要控制金融机构的整体经营发展情
况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各省信贷环境（ＭＡＲＫＥＴ），主要控制小微企业面临的各类营商
环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所有变量的定义和说明汇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和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ＳＭＥＰ 该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总贷款余额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ＦＩＮＴＥＣＨ）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ＤＥＸ

本文构建的该省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

该省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银行业市场结构 ＣＲＬ 该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余额／总贷款余额

城镇化率 ＣＩＴＹ 该省城镇人口占比

不良贷款率 ＮＰＬ 该省银行不良贷款率

金融业发展 ＦＧＤＰ 该省金融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占比

信贷环境 ＭＡＲＫＥＴ 以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编制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衡量?

（三）样本来源

本文以中国大陆的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文中简称为“省”）为研究对象，总样本区间为

?

?

?

百度搜索指数对单个关键词的数据检索存在波动性，即每次搜索出的指数都有一定差异。为尽可能减少数

据波动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每个关键词都搜索三次，取最终的平均值。

将多个指标综合成一个指标时，可以通过主观法和客观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熵值法属于客观赋值法，主要通

过信息熵值的大小来确定权重，指标的信息量越大，信息熵值越小，则指标的权重越大。

中国市场化指数只统计至２０１６年，因此本文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作为２０１７年市场化
指数的增长率，从而推算２０１７年的市场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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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由于核心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均使用一阶滞后项，所以其相应数据
时间段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时间段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各省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统计数据，各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情况来源于某国有

银行内部统计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数据库以及百度指数网站。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所有变量的样本数量均为２１７。从表２
可以看出，不同省份和年份的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以及银行业市场

结构等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各变量基本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为基于面板数据的研

究提供良好的样本分布基础。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ＭＥＰ ０１８１２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７２３ ０３２９８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０１３０５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２０２ ０６９０３

ＩＮＤＥＸ １７１０２７３ ７７８３６３ １６２２ ３３６６５

ＣＲＬ ０３９７５ ００８７７ ０２４８８ ０９５８７

ＣＩＴＹ ０５５５８ ０１３３８ ０２２７１ ０８９６０

ＮＰＬ １３６４０ ０７１７８ ０２３ ３９７

ＦＧＤＰ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１９６ ０１７４０

ＭＡＲＫＥＴ ６３１８５ ２１５２９ －０３ １０２３

（二）对核心研究假说的检验

根据公式（１７）检验假说１、２和３。经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本文全部采用省份年份双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列（１）和列（３）未加入控制变量，列（２）和列
（４）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符号未发生变化，显著性基本保持不
变，回归系数变动值也不大，说明回归结果具备较好的稳定性。无论以本文构建的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指数（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还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ＩＮＤＥＸ）来衡量金融

?

?

银行业市场结构指标存在４个样本数值较高（ＣＲＬ＞０７５）的情况，但在后续实证检验中，无论是否剔除，对
回归结果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予以保留。

该指数的数值相对较大，其很多内部细项指标是绝对数值，而其他变量基本属于比值型，因此对该指数采用

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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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水平（ＦＩＮＴＥＣＨ），其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小微企
业信贷供给，假说１得到验证。这可能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帮助银行缓解信息不对
称、提高信贷需求甄别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从而推动银行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与理

论模型分析保持一致。

列（１）至（４）中，银行业市场结构（ＣＲＬｔ－１）一次项系数全部为正，二次项系数全部为
负，表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倒 Ｕ”型关系，即存在促进银行
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假说２得到验证。这可能意味着银行
业竞争程度会改变银行提供小微企业信贷时的收益，整个银行体系处于最优市场结构时

收益最高，也使得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能力最大化，与理论模型分析保持一致。

基于列（２）结果，将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ＣＲＬｔ－１的回归系数与ＣＲＬｔ－１、ＣＲＬｔ－１×ＣＲＬｔ－１的回
归系数相结合，发现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受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影响，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

高，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类似地，基于列（１）、（３）和（４）结果都可得出相同结论。
因此可以认为，银行业市场结构影响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同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将推动

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改变，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促进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最优

银行业竞争度将提高，假说３得到验证。这可能说明金融科技能够缓解银行业竞争压力，
减少传统贷款模式下的收益损失，从而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可以较传统贷款模式更激烈

一些，与理论模型分析保持一致。

表３　金融科技、银行业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１）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２）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３）
ＩＮＤＥＸ

（４）
ＩＮＤＥＸ

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
０２１７９

（００６６８）
０２７５８

（００７４７）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１６４）

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ＣＲＬｔ－１
－０５５３９

（０２１１７）
－０６７６２

（０２０３４）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１２０）

ＣＲＬｔ－１
０２７６２
（０２１５１）

０４４２６

（０１５４６）
１０６６９

（０２５３８）
０９６６９

（０１４４４）

ＣＲＬｔ－１×ＣＲＬｔ－１
－０４４３０

（０１３５０）
－０５４５８

（０１０１７）
－０７８９４

（０１２８５）
－０７７６１

（００８８４）

ＣＩＴＹｔ－１
０３６３４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４１５
（０１７６２）

ＮＰＬｔ－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３３）

ＦＧＤＰｔ－１
０７８３６

（０１８０７）
０５７２５

（０１７５７）

ＭＡＲＫＥＴｔ－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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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２）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３）
ＩＮＤＥＸ

（４）
ＩＮＤＥＸ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注：表中第一行的变量符号表示以何种变量指标来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括号中标注的为稳健标准差，表示
１０％水平显著，表示５％水平显著，表示１％水平显著。下同。

（三）对理论机制中重要设定的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金融科技影响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时，其重要设定是金融科技与信

贷环境的好转相结合，更能帮助商业银行缓解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识别小微企

业信贷需求和风险管理的能力。例如，社会信用体系和营商环境越好，金融科技方式贷款

获取的信息将越全面和准确，成本也会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能力越强，金融科技方

式贷款的战略布局和专业运用能力将越高；小微企业自身素质越高，金融科技方式贷款运

用的审批模式适用性将越强?。也就是说，信贷环境越好，金融科技的影响作用会更明

显，进一步减轻传统方式贷款面临的竞争压力，推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因此，

理论机制传导中的重要环节是，信贷环境在金融科技影响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过程中，可

以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本文将通过构建以下模型进行相应验证。

ＳＭＥＰｉｔ＝β０＋β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ｔ－１＋β２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ｔ－１×ＣＲＬｉｔ－１＋β３ＭＡＲＫＥＴｉｔ－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ｔ－１×ＣＲＬｉｔ－１
＋β４ＣＲＬｉｔ－１＋β５ＣＲＬｉｔ－１×ＣＲＬｉｔ－１＋β６ＭＡＲＫＥＴｉｔ－１＋βｃＣＯＮｉｔ－１＋εｉｔ （１８）

其中，ＣＯＮ为控制变量，包括各省城镇化率（ＣＩＴＹ），各省不良贷款率（ＮＰＬ），各省金
融业发展（ＦＧＤＰ），涉及到的变量含义均与表１中保持一致。当 β３与 β２、β４、β５结合考
虑时，如果β３显著为负，则表示金融科技推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时，信贷环境越好，最
优银行业竞争程度会更高，意味着信贷环境越好，金融科技方式贷款越能进一步帮助商业

银行缓解竞争压力。

经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采用年份省份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相应估计，最终回归结果见
表４，ＭＡＲＫＥＴｔ－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ＣＲＬｔ－１前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本文的设定?。因此，
金融科技推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信贷环境确实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

理论机制分析过程中的重要假设得到验证，能够为前期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提供相应的

支撑。

?

?

相关判断主要来源于对多家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相关人员、监管机构相关人员的调研和交流。

虽然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ＩＮＤＥＸ）来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时，ＭＡＲＫＥＴｔ－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

ＣＲＬｔ－１前的系数未能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但是将其与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ＣＲＬｔ－１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时，Ｆ值在１％水平上

显著，因此本文认为其系数依然具备较好的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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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信贷环境对金融科技影响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调节作用

（１）
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２）
ＩＮＤＥＸ

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
０４５５６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１６８）

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ＣＲＬｔ－１
－０７７７７

（０１６７２）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１７５）

ＭＡＲＫＥＴｔ－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ｔ－１×ＣＲＬｔ－１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４）

ＣＲＬｔ－１
０６２２９

（０１６７６）
０９１４７

（０３１４８）

ＣＲＬｔ－１×ＣＲＬｔ－１
－０６０６３

（０１０３２）
－０７４５９

（０１７９２）

ＭＡＲＫＥＴｔ－１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１７ ２１７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得本文核心假说的实证结果尽可能稳定，本文考虑从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

验?。

第一，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特征，采用分数响应模型（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进
行估计。被解释变量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ＳＭＥＰ）的值为比例值，数值分布范围在０－
１之间，针对该类情形，Ｐａｐｋｅａｎｄ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认为常规的线性面板模型可能不准
确，因此专门提出分数响应模型，采用准极大似然法（Ｑｕａｓｉ－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ＱＭＬ）进
行相应估计。本文分数响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再次支持假说１－３。

第二，对核心解释变量使用替代指标。一是采用简单算数平均的方式合成金融科技

发展水平指数。考虑到熵值法根据指标波动情况来确定权重，一些指标虽然波动小，但对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状况的反映程度可能较高。本文设定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主要从

四个角度检索关键词，结合与相关专家讨论情况，认为这四个角度的关键词权重可能比较

接近，因此采用简单算数平均的方式，汇总得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ＮＳｍｅＦＩＮＴＥＣＨ）。
相关结果继续支持假说１－３。二是使用数字化程度分类指数（ＴＩＮＤＥＸ）衡量金融科技发

? 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表格。读者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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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考虑到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ＩＮＤＥＸ）包括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其中数字化程度涵盖了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

化，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影响可能更有针对性。因此，本文使用数字化程度分类指

数（ＴＩＮＤＥＸ）作为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关结果继续支持假
说１－３。三是使用存款数据衡量银行业市场结构。林毅夫和姜烨（２００６）认为银行业存
贷款情况都可以用于测度银行业集中度，因此本文同时使用“该省四大行存款／总存款”
（ＣＲＤ）衡量银行业市场结构，假说１－３再次得到支持。

第三，考虑内生性问题，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为进一步缓解可能的内生性，

同时也考虑到银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具有一定的动态效应，即前一期信贷余额可能对下

一期余额产生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ＳＭＥＰｔ－１）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其他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变，构建相应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估
计方法进行分析。回归模型通过了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 Ａｒｅｌｌｅｎｏ－Ｂｏｎｄ序列相关检验，结果显
示假说１－３再次得到支持。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关系，并基

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整个银行体系，金融
科技有助于推动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

“倒Ｕ”型关系，即存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影响银行业最优市场
结构。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金融科技改变传统的贷款技术，是解决整个银行体系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问题的

重要工具。面对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转型步伐，既有自己独立

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也有与金融科技公司展开战略合作的模式。整体而言，目前商业银

行的金融科技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要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的运用水平，注重金融科

技发挥效用的微观基础，持续提升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效率。

第二，加快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银行业市场结构问题，两者须形成合力。中

国各省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要适度推动银行业竞争，不宜在全国范围内一

刀切。对于竞争程度已经较为激烈的省份，应避免银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对于市场垄

断性仍较强的省份，应进一步促进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竞争发展。讨论如何调整竞争

格局的同时，要考虑当地银行金融科技运用状况，对于金融科技发展较快的省份，可适当

鼓励设立更多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三，进一步优化信贷环境，更为市场化地推动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金融科技能

否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的信贷环境尤其重要。应避免简单的行政性

指令，坚持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政府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共同致力于完善外

部市场环境。小微企业不断提高自身发展规范，政府部门提供平等的市场待遇，征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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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备，银行金融科技运用能力持续提升，才能最大程度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风险管理能力是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中的重要因素，

但受限于理论分析能力和数据可得性，未能直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可作为未来研究方向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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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１），ｐｐｅ１１．

［２３］Ｆｅｎｇ，ＧａｎｄＡＳｅｒｌｅｔｉｓ，２０１０，“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ＳｃａｌｅｉｎＬａｒｇｅＵＳＢａｎｋｓ：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ｎＯｕｔｐｕ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３４（１），

ｐｐ１２７～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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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金融科技、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１３１　　

［２４］Ｆｉｌｉｐ，Ｄ，ＫＪａ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Ｌ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２０１７，“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ｎＳｍａｌｌ，Ｌｏｃａｌ

Ｂａｎｋｓ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Ｂａｌ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７（２），ｐｐ１９０～２１４．

［２５］Ｇｏｍｂｅｒ，Ｐ，ＲＪ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ＣＰａｒｋｅｒａｎｄＢＷ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８，“ＯｎｔｈｅＦｉｎｔｅ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３５（１），ｐｐ２２０～２６５．

［２６］Ｊａｇｔｉａｎｉ，ＪａｎｄＣＬｅｍｉｅｕｘ，２０１７，“ＦｉｎｔｅｃｈＬｅｎｄ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ｉｓｋＰｒ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７－１７．

［２７］Ｊａｋｓｉｃ，ＭａｎｄＭＭａｒｉｎｃ，２０１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ＦｉｎＴｅｃｈ”，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１（１），ｐｐ１～１８．

［２８］Ｌｉｂｅｒｔｉ，ＪＭ，２０１８，“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４（８），ｐｐ３７１４～３７３４．

［２９］Ｌｉｂｅｒｔｉ，ＪＭａｎｄＭＡ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ｄａｎｄＳｏｆｔ”，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５０７５．

［３０］Ｌｉｖｓｈｉｔｓ，Ｉ，ＪＣＭａｃＧｅｅａｎｄＭＴｅｒｔｉｌｔ，２０１６，“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ｉ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８３（４），ｐｐ１６７３～１７１０．

［３１］Ｍａｒｉｎｃ，Ｍ，２０１３，“Ｂａｎｋ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ｋ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３（１），ｐｐ７１～１０１．

［３２］Ｍｏｃｅｔｔｉ，ＳＭＰａｇｎｉｎｉａｎｄＥＳｅｔｔｅ，２０１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１（３），ｐｐ３１３～３３８．

［３３］Ｐａｐｋｅ，ＬＥａｎｄＪＭ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ＴｅｓｔＰａｓｓＲ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４５，ｐｐ１２１～１３３．

［３４］Ｒｉｐｂｅｒｇｅｒ，ＪＴ，２０１１，“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ｅｎｄｓ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９（２），ｐｐ２３９～２５９．

［３５］Ｒｙａｎ，ＲＭ，ＣＭＯ＇ＴｏｏｌｅａｎｄＦ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１４，“ＤｏｅｓＢａｎｋ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ＳＭ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９，ｐｐ４９５～５０５．

［３６］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Ａ，２０１８，“ＤｏｅｓＣｒｅｄｉ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ＬｅａｄｔｏＡ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Ｌｅｎｄ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６（１），ｐｐ１２３～１４１．

Ｆｉｎｔｅｃｈ，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ＳｕｐｐｌｙｆｏｒＳＭＥｓ

ＳＨＥ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ＦＡＮＣｏｎｇｌ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ＭＥｓ）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ｔｈｕ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ｂａｎｋｓｓｕｐｐｌｙ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ＳＭＥｓ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ｎｔｅｃｈ）ｈａｓｄｅｅｐ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ｃｔｏｒ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ｄｒｉｖｅ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ＳＭＥｓｉ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

Ｏｎｌｙｂ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ｎｔ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ｋｓ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ＳＭＥｓｃａｎｗ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ａｔｉｔｂｅｓｔｓｅｒｖｅｓｂｏｔｈＳ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ｎｋｓｃｒｅｄｉ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ｕｃｈ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ｎ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ｗｅｌ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ＭＥｓＴ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ｗｏ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ｎ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ｖｅａｍａｊｏ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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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总第４８０期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Ｆｉｎｔｅｃｈｌｅｎ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ｎｔｅｃｈ，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ａｎｋｓ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ＳＭＥｓＩｔｃｒｅａｔｅｓ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Ｆｉｎ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ｅｘｂｙ

ｍａｎｕａｌｌ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Ｂａｉｄ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ａｎｄｕｓｅ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８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ｏｆｉｔ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Ｆｉｎｔｅｃｈ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ｌｅｎ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ｂａｎｋｓｓｕｐｐｌｙ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Ｓ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ａｎｋｓ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ＳＭＥ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ｒｅｄｉｔｓｕｐｐｌｙｔｏＳＭＥｓ（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ｉｎｔｅｃ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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