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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
理论与实证

李　政　李　鑫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世界银
行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中国普惠金融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
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但考虑个体多重借贷行为后发现，适

度借贷有益于改善居民风险分担，过度借贷则会损害其风险防御能力，进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

风险平滑效应，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进一

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一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

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此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扩大风险分担网络、增进信任机制、

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为我国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

合创新，营造健康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提供了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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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平滑风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增强居民抵抗风险韧性，提高消费者金融健康水平

是普惠金融体系高质量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居民一直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如自然灾害、突发疾病、失业风险以及价格波动等难以预期的负面冲击，这类突

发风险轻则导致居民收入消费下滑（樊潇彦等，２００７），重则长期深陷贫困（Ａｍｂｒｕｓ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而造成这些高昂代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个体缺乏风险应对机制，韧性不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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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弱势群体利用非正规风险分担网络作为应急渠道变得十分普遍（Ｚｈｏｕ，２０１４）。就我
国而言，２０１７年世界银行调查显示，２２０３％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亲属网络”或非正规借贷
应对突发风险，这一比例是高收入群体的２倍左右；农村居民、低教育水平和失业人口依
赖非正规借贷缓冲风险的比例是相对强势群体的２到３倍之多（图１）。然而，非正规金
融不仅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担渠道，还时常伴随着社会惩罚、信誉受损和影子成本等弊

端（Ｌｅ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１６），这进一步加剧了无法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居民的福利损失。为
此，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对扩大弱势群体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预防性储蓄，增强其应对不

确定性冲击的能力至关重要。当下，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重要共识，

人民银行于２０１９年８月印发《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指出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推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分担的影响，并基于金融健康视角对该命题展

开探究对我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业健康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随着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已成为推进

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引擎，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开辟了筹措应急资金的新渠道。

理论上，汇聚和分散风险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功能，获得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机会有助于改

善居民风险分担、增进民生福祉（ＧａｎｏｎｇａｎｄＮｏｅｌ，２０１９）。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
取得一定成效，基础金融服务处于发展中国家领先水平?，但是农村地区、偏远山区以及

贫困地区的金融供给和需求结构不平衡问题仍然严峻。若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实现有

效风险分担，不仅会削弱家庭的收入能力（高梦滔和姚洋，２００５），还会引致贫困陷阱、再
次返贫等贫困脆弱性问题（Ｄｕｐａｓａｎ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在这个意义上，发挥数字金融在
降低金融准入门槛、提升服务质量和惠及边缘群体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对于增强个体生存

韧性尤为关键。既有研究表明，在提高金融可得性方面，数字金融能减少金融服务成本，

提高个体信贷可得性，降低违约率。Ｔａｎｇ（２０１９）发现金融科技能专注于提供比银行规模
更小的贷款，从而拓宽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Ｈ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指出传统银行与数字金
融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有助于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其次，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在创业、消

费和增长等方面产生数字红利。谢绚丽等（２０１８）认为推广数字金融有利于促进创业。
易行健和周利（２０１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从效率和公平的
视角来看，李建军和韩繤（２０１９）认为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并助力
贫困减缓。张勋等（２０１９）指出数字革命所推动的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
综上，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快捷、高效和智能化等优势，能在提高居民风险抵御

能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 《２０１９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人均银行账户数和持卡量均处于发展中国家领先水平，人均
７６个银行账户、５７张银行卡，较２０１４年末分别提高６０％和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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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群体的非正规借贷比例
数据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然而，尽管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但学者们对
于消费者金融健康问题却未给予足够重视。当前金融市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居民

存在过度借贷行为。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２０１９）》指出互联网金融行业中存在
过度借贷风险；《中国居民杠杆率和消费信贷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家庭债务增长迅

速，需警惕债务结构性风险。部分学者考察了传统信贷市场中扩大信贷供给的负面影响。

Ｌｅｔｈ－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０）发现居民对信用额度扩张的反应是增加消费和负债，尤其是年轻家
庭。同样，Ｋａｒｌ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ｍａｎ（２０１０）也指出消费信贷扩张会诱使个人过度消费，最终损害
居民福利。既有研究认为造成过度借贷的主要原因是个体过度自信、自我控制有限

（ＨｅｉｄｈｕｅｓａｎｄＫ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０；廖理和张金宝，２０１１）和金融素养过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６；吴卫
星等，２０１８）。事实上，与传统信贷市场相比，数字信贷容易从两个层面导致个体过度借
贷。从供给端看，数字金融平台可能存在过度授信、交叉授信问题。一是为了争夺客户抢

占市场份额，平台间会产生过度竞争现象，而数字技术的运用又加剧了这一过程；二是各

平台拥有关于客户特征的大数据资源并非共享，这类数据的使用存在排他性特征，数据资

源难以整合会导致借款人信用评分精度下降（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进而降低借款群体平均
质量。从需求端看，数字普惠金融包容了之前被排斥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新进入者，初次接

触信贷的个体往往会高估自我还款能力，这种过度自信的行为偏差易导致多重借贷行为

（ＨｅｉｄｈｕｅｓａｎｄＫ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０；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进而造成逾期无法偿还，推高违约率。
为此，本文进一步基于金融健康的视角，就过度借贷行为对居民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给出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

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发现包容性金融体系为居民缓冲突发风险提供了

有力保障。迄今为止，文献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信贷需求（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
Ｈ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消费（ＳｕｒｉａｎｄＪａｃｋ，２０１４；易行健和周利，２０１８）、创业创新（谢绚丽等，
２０１８；聂秀华等，２０２１）、不平等（王修华和赵亚雄，２０２０）以及包容性增长（李建军和韩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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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张勋等，２０１９）的关系，尚缺乏研究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风险应对的影响给予充
分关注，本文对该领域做了较好的拓展和补充。第二，本文基于金融健康视角探讨了

多重借贷行为后果，发现居民过度借贷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平滑效应。鉴于消

费者金融健康对构建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举足轻重，这一结果有助于为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有益的政策参考。第三，本文还给出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遭

受负面冲击的居民平稳消费的微观证据，这为扩大金融可得性对实现消费平稳增长提

供新的经验见解。

文章结构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第三部为实证模型和数据说明；第四部

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第七

部分做进一步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理论模型

（一）风险应对

本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来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个体风险应对的影响。考虑一

个生存两个时期的经济个体，为了能够在第二期顺利获得信用额度，该个体需要在第一期

形成有效的数字化行为数据作为“抵押品”。为此，在第一期进行“数字足迹”创造，第二

期收获数字红利，效用函数为：

Ｕ＝ｕ（Ｃ０）＋βｕ（Ｃ１） （１）
其中，Ｃｔ表示ｔ期消费且ｔ∈（０，１），β代表折现因子，瞬时效用函数ｕ（·）为常相对

风险规避（ＣＲＲＡ）形式ｕ（Ｃｔ）＝Ｃ
１－τ
ｔ ／１－τ，τ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ｕ′（·）＞０，ｕ″（·）

＜０。如上所述，经济个体为了能够在第一期产生数字交易信息，需要付出一定前期投
入，诸如获取正规金融账户、开通网银、购买手机以及生成数字支付、网络购物和线上缴费

等数字足迹所需的成本（Ｄ）。数字金融平台则依据此类信息进行信用评分和授信额度
调整，并结合个体身份特质、消费数据、人脉关系等预测违约概率（郭峰等，２０２０；Ｈａ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Ｄ）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Ｄ）发展呈边际递减规律。假设个体在第二期
遭遇风险冲击，并寄期望于通过获取数字信贷 Ｂ（（Ｄ））缓冲风险。借鉴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ａｎｄ
Ｌｏｒｅｎｚｏｎｉ（２０１７）的研究，我们将各类风险冲击（如自然灾害、突发疾病、失业等）造成的
危害集中反映到收入风险上，用（１－θ）表示损失程度且０＜θ＜１。得到个体各期消
费为：

Ｃ０ ＝Ｙ０－（Ｄ）； Ｃ１ ＝（１－θ）Ｙ１＋Ｂ（（Ｄ）） （２）
其中，Ｙｔ＞０为个体收入。最优消费水平由欧拉方程给出：

ｕ′（Ｙ０－（Ｄ））＝βＲｕ′［（１－θ）Ｙ１＋Ｂ（（Ｄ））］ （３）
对于数字金融平台，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类借款者：守信或违约。其中，履行还款义务

产生收益Ｇ；违约则造成平台损失 Ｌ。为简化分析，假设两类群体比例相同，即任意个体
还款概率为１／２，但是数字金融平台能够依靠机器学习、大数据模型等算法进行信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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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ｊｒｋｅｇｒｅｎａｎｄＧｒｉｓｓｅｎ，２０１８），预测出个体的还款概率 ρ（Ｄ）＞１／２，可将其称为甄别技
术。对于任意借款者，平台预期收益为：Ｅ（π）＝１／２［ρ（Ｄ）Ｇ－（１－ρ（Ｄ））Ｌ－Ｆ（Ｄ）］，
其中，Ｆ（Ｄ）表示平台运营成本，甄别技术和运营成本都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平台授信
条件为Ｅ（π）≥０，当且仅当：

ρ（Ｄ）－Ｆ（Ｄ）Ｇ＋Ｌ≥
Ｌ
Ｇ＋Ｌ （４）

式（４）意味市场的信贷供给将随着营运成本下降和甄别技术提升而扩大。换言之，
授信额度 Ｂ将取决于甄别技术 ρ（Ｄ）和运营成本 Ｆ（Ｄ），且满足 Ｂ／ρ（Ｄ）＞０和
Ｂ／Ｆ（Ｄ）＜０。其中，履约净收益为Ｇ＝Ｂｒ，违约损失为：Ｌ＝－Ｂ（１＋ｒ）。一般而言，
数字金融平台边际管理费用往往趋近于零（Ｈ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Ｔａｎｇ，２０１９），其甄别技术也
随着消费者行为数据的丰富而提升（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ＢｊｒｋｅｇｒｅｎａｎｄＧｒｉｓｓｅｎ，２０２０），可知
ρ′（Ｄ）＞０且Ｆ′（Ｄ）＜０。综上，当数字金融借贷市场均衡时，金融科技信贷供给水平与
经济个体所获信用额度相等，即得个体借贷约束条件为：

Ｂ（（Ｄ））≤ Ｆ（Ｄ）
Ｒ－ρ（Ｄ）

（５）

其中Ｒ为资金成本。上式表明个体借贷额度取决于数字足迹、甄别技术、营运成本
和资金成本。该方程有两层含义，一是借贷额度会随着数字金融平台甄别技术提升和营运

成本的降低而增加；二是借贷额度还会随着数字行为数据的丰富而扩大，即Ｂ′（（Ｄ））＞
０。进一步，由式（３）可定义函数Ｆ为：Ｆ≡ｕ′（Ｙ０－（Ｄ））－βＲｕ′［（１－θ）Ｙ１＋Ｂ（（Ｄ））］
＝０。依据隐函数定理得θ／Ｄ＝－（Ｆ／Ｄ）／（Ｆ／θ），即有：

θ
Ｄ
＝′（Ｄ）＋βＲＢ′（（Ｄ））′（Ｄ）２βＲＹ１

＜０ （６）

由上式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风险冲击。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拓宽

金融服务边界，将那些被排斥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弱势群体包罗进来，为其提供正规风险

分担的新渠道；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还为居民灵活增加预防性储蓄提供机会，这有助

于他们及时地抵抗预期之外的不利冲击。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命题：

命题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居民非预期风险应对能力。

（二）过度借贷

上文分析立足于经济个体理性借贷基础之上。但现实中，个体往往存在自我控制意

识薄弱、高估自身偿债能力以及过于乐观的情形（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６）。对于供给端，数字金
融平台间的大数据资源并非共享，由于平台间存在竞争关系，争夺市场份额容易造成对消

费者交叉授信；对于需求端，数字普惠金融所惠及的借贷个体，尤其是那些得益于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刚开始接触信贷的新进者容易产生非理性借贷行为。为此，我们进一步探讨

个体存在多重借贷时的情形。根据ＨｅｉｄｈｕｅｓａｎｄＫ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０）的研究，我们将经济个体
第二时期（获得信贷的周期）细分为三个阶段，第１阶段获得数字信贷，并在第２和３阶段
进行分期还款。为简化分析，假定个体借贷金额全部用于消费，第２和３阶段需偿还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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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ｑ＞０和ｒ＞０。可知个体在１阶段的效用函数为：
ｕ１ ＝ＣＢ（Ｄ）－γ（ｑ）－γ（ｒ） （７）

其中，γ′（·）表示还款成本函数，满足 γ′（·）＞０，γ″（·）＞０。进而得出最优借
款条件为：每阶段的边际还款成本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即 γ′（ｑ）＝γ′（ｒ）＝１?。令
参数 β表示额外折现因子，反映个体的自我控制问题，０＜β＜１意味着相对于“未
来”，个体更偏好“现在”。理论而言，经济个体进行借贷时会对自我偿贷能力进行预

估，根据自我需求和所能承受最高偿还额度预计自身欠款最多不超过的数额。换言

之，借款者通过最大化还款能力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即有：ｍａｘ
ｑ，ｒ
（－γ（ｑ）－βγ（ｒ）），其

中，ＣＢ ＝ｑ＋ｒ。进一步推出最优借贷条件为 γ′（ｑ）＝βγ′（ｒ）＝１。参考 ＤｅｌｌａＶｉｇｎａ
ａｎｄ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２００４），我们将借款者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成熟稳妥富有经验的借款
者，另一类是相对冲动缺乏经验的借款者。经验丰富的借款者对自我未来偏好 β^ｅｘｐ有
精准的把握，使其等于真实参数，即 β^ｅｘｐ ＝β。而缺乏经验的借款者由于自我控制有
限，难以理性预期他们未来的表现，往往会高估对未来的偏好程度，从而高估自己未来

偿还债务的能力，即：

ｍａｘ
ｑ，ｒ
（－γ（ｑ）－β^ｎｅｗγ（ｒ）） ， β^ｎｅｗ ＞β （８）

式（８）意味着缺乏经验的借款者低估了还款成本，并对未来偿债能力做出错误的预
测。因为 β^ｎｅｗ ＞β＝β^ｅｘｐ，所以缺乏经验的借款者通常会比经验丰富的借款者借贷更多，
导致借款超过了最佳水平，造成个体过度借贷。

与经验丰富的适度借贷群体相比，过度借贷群体需要在第３阶段偿还更多债务。然
而上文分析指出，个体在第１阶段是按照最优偿债能力做出借贷决策的，由于所需偿债超
出了预期，这导致他们难以避免地产生违约行为，而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又进一步致使

数字金融平台降低他们的信用额度甚至取消授信，这显然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原有的福

利效应。经济个体由于自我控制、错误预期以及过度自信等引致过度借贷或多重借贷行

为，将会造成借款人质量下滑或信用评分降低。当风险冲击来临时，数字普惠金融平滑风

险的积极作用对过度借贷群体的影响将显著不及适度借贷群体。这不仅降低他们处理突

发风险的应急能力，还会降低其生存韧性，甚至危害到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为此，本

文给出如下命题：

命题二：过度借贷行为会降低居民风险应对能力，从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风险平滑效

应。

? 第１阶段中，借款者对消费 ＣＢ与偿款额度 ｑ和 ｒ时间偏好是一致的（ＤｅｌｌａＶｉｇｎａａｎｄ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２００４；

ＨｅｉｄｈｕｅｓａｎｄＫ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０），本文主要考虑借款者对还款ｑ与ｒ的时间偏好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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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为：

Ｐｒ（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ｔ＝１）＝Ｐｒ（βＤＦＩｉｔ＋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γｔ＋εｉｔ＞０） （９）
其中，ｉ表示受访个体，ｔ表示调查年份。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ｔ表示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能力，当

个体能够应对突发风险时取１，否则为０。关于未预期风险应对变量的问卷形式为：“如果
你现在突然遇到紧急情况或风险事件，急需一笔资金来应对这种情况，你是否有能力在下

月提供人均国民收入５％的金额呢？”，受访者回答能或不能。ＤＦＩｉｔ表示个体数字普惠金
融使用水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随时间或个体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依据已有研究，我们控制了
个体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宗教信仰、养老储蓄、家庭规模以及非正规

金融使用情况等。γ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误差项。全部回归采用聚类到个体层面的
稳健标准误。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对中国年龄在１５岁及以上成年人进
行的全国代表性微观调查数据库《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度量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

革命》。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不仅包含有关正式和非正式金融
服务获取和使用的最新指标，还加入了关于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使用的数据，包括基于手
机和互联网使用下的一系列金融交易数据，揭示了数字金融服务对发展经济体扩大普惠

金融的潜力。这份详尽的数据库从多个维度展示了被调查经济体的成年人如何访问账

户、支付、储蓄、借贷及管理风险。该数据库被用于跟踪世界银行２０２０年普及金融服务目
标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本文在测度个体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水平时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拥有正规网

银账户是迈向数字普惠金融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也是体现金融体系包容性的重要标准；

二是我国有许多边缘弱势群体缺乏正规财务、金融交易记录，这使银行难以发放贷款，潜

在借款人也难以获得贷款。然而，这些群体中有许多人拥有手机，能产生丰富的行为数

据，包括在线支付、汇款、工资支付、水电费、个体经营、网络购物等数字金融交易记录，而

这类数字交易记录是数字金融平台利用信用算法评分、机器学习和大数据风控模型预测

违约概率、授信额度的重要依据（Ｈ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此外，这类交易指标
十分贴近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和个人社交网络等行为，尤其是对于缺少抵押

品、证明文件和社会关系的边缘群体来说，这一维度是数字信用评分的重要支撑

（ＢｊｒｋｅｇｒｅｎａｎｄＧｒｉｓｓｅｎ，２０２０）。基于此，为有效衡量居民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水平，我们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进行测度。供给层面囊括数字金融服务可得性基石（Ｄｉｇｉｔａｌ＿

?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ｃａｔａｌｏｇ／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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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ｓｓ）：（１）网银账户；（２）手机钱包；（３）网银账单查询?。需求层面侧重数字金融服务
利用率（Ｄｉｇｉｔａｌ＿Ｕｓａｇｅ）：（１）数字支付；（２）网络购物；（３）网购并在线支付?，以及更具体
的手机交易行为：（４）手机收到工资支付；（５）手机支付水电费；（６）手机收取政府转移支
付；（７）手机收取农业付款；（８）手机收取自营款?。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水平测度方式如
（１０）式，单个维度评分由每个分指标决定，当个体拥有或使用了该分指标时，对其赋值１
分，最终加总形成该维度评分，并采用普惠金融数据库中的个体权重对测度结果进行修

正。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ＤＦＩｉ＝ Ｗｉ∑
３

ｉ＝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ｉ＋Ｗｉ∑

８

ｉ＝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Ｕｓａｇｅ( )ｉ （１０）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未预期风险应对 ７３１５ ０６３８７ ０４８０４ ０ １

数字普惠金融 ７３１５ １２６６８ ２８５０９ ０ １９３９０８

年龄 ７３１５ ４７２７７６ １６２２２５ １５ ９８

女性 ７３１５ ０５４０９ ０４９８４ ０ １

农村 ７３１５ ０７６３４ ０４２５０ ０ １

基础教育 ７３１５ ０６８０４ ０４６６４ ０ １

中学教育 ７３１５ ０２６２３ ０４３９９ ０ １

高等教育 ７３１５ ００５７３ ０２３２４ ０ １

收入最低２０％ ７３１５ ０２１６７ ０４１２０ ０ １

收入２０％～４０％ ７３１５ ０１９６３ ０３９７２ ０ １

收入４０％～６０％ ７３１５ ０１８１０ ０３８５０ ０ １

收入６０％～８０％ ７３１５ ０１８３２ ０３８６８ ０ １

收入最富２０％ ７３１５ ０２２２８ ０４１６２ ０ １

教育借贷 ３９３５ ００４８３ ０２１４４ ０ １

医疗借贷 ７２８０ ００７２１ ０２５８７ ０ １

经营借贷 ７２６８ ００４５４ ０２０８２ ０ １

土地房屋借贷 ７２６０ ００８７９ ０２８３１ ０ １

转移支付 ７３１５ ０１５７２ ０３６４０ ０ １

?

?

?

（１）网银账户：通过手机或互联网接入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账户；（２）手机钱包：拥有提供支付、汇款的手机
网银账户；（３）网银账单查询：通过手机或互联网查询账户余额。

（１）数字支付：通过手机、电脑或其他设备支付账单。诸如 Ｍ－ＰＥＳＡ、支付宝之类服务来发送或接收货币；
（２）网络购物：使用互联网（手机、电脑或其他设备）进行网购并在网上付款。

各变量含义分别为：雇主通过手机支付发放工资；利用手机支付电费和水费等；手机收取教育或医疗费用、失

业、补贴或任何社会福利；手机收取售卖农产品、农作物或禽畜款项；手机收取个人业务、售卖货品或其他服务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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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内生性讨论
模型可能存在因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居民数字金融服务使

用水平越高，其金融素养、风险管理以及交易能力越好，突发风险应对能力也较强，反之亦

然；二是居民消费习惯、社会习俗和政策环境等难以观测变量可能被遗漏。为此，我们借

鉴尹志超等（２０１９）的思路，选取个体“是否拥有手机”作为工具变量。合格工具变量需满
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基本条件。理论上讲，拥有手机是个体使用数字金融的首要前

提。一方面，以移动设备为依托的数字创新提高了个体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程度（张

勋等，２０１９），能有效降低金融交易成本（ＪａｃｋａｎｄＳｕｒｉ，２０１４）；另一方面，手机使用过程
中产生丰富的数字足迹有助于建立个人信用评分，提高金融机构甄别能力，并缓解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郭峰等，２０２０），进而扩大金融包容性。因
此，个体是否拥有手机与其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水平满足相关性条件。其次，在控制了

决定个体是否拥有手机的诸多因素之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对外生，个体是否拥有

手机不会对未预期风险应对产生直接影响，即认为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能够提供

合理估计。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表２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金融运用能力越

强的个体，面对风险冲击时的抵抗韧性越强。具体来看，第（１）列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
系数为００２４，并通过了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表明当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水平增加一
个标准差（２８５），居民能够有效应对未预期风险的概率提高６８４个百分点，占样本中能
够应对风险居民的１０７１％（＝６８４％／６３８７％）左右，意味着该居民成为有能力处理突
发风险个体的概率平均增加１１％。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之间的正
向关系，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

鉴于“过度借贷”尚未有明确地衡量指标或清晰的界定，同时考虑到本文重在厘清不

同借贷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与风险冲击的关系，我们结合已有研究（Ｋａｒｌａｎａｎｄ
Ｚｉｎｍａｎ，２０１０；ＨｅｉｄｈｕｅｓａｎｄＫ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０；吴卫星等，２０１８），从“多重借贷”和“过度负
债”两个视角围绕研究目标展开分析。为考察多重借贷对居民风险应对的影响，我们

按照个体同时从一个或几个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多项贷款的数目划分借贷次数，多重借

贷意味着居民同时背负多种贷款，如教育借贷、农业工商业经营借贷、土地、房屋借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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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借贷?。表２第（２）列纳入了根据居民借贷次数构造的一组虚拟变量，并控制数字
普惠金融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居民拥有少量借款时，获取信贷有助于提高风险应对

能力，但随着款项的增加，多项借贷反而不利于居民应对突发风险。具体来看，居民拥

有一项借贷对未预期风险应对有显著为正的影响；随着借贷次数的增加，二项借贷、三

项借贷、四项借贷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并呈现递增情形。综合来看，适度借贷有益于

提高居民风险承担，而过度借贷会导致居民承担较高风险，从而降低其抵抗风险冲击

的应急能力。

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多重借贷个体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表２第（３）列报
告了加入数字普惠金融与多重借贷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单项借贷个体，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于背负四项贷款的居民而言，交互项系数为 －００５，且在１％统
计意义上显著，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

上的，当个体背负多项借贷时，数字普惠金融反而会损害其风险抵抗韧性，使居民在面临

突发风险时陷入困境。可能原因是虽然数字金融能够提升金融体系包容性，但当金融市

场因过度竞争而催生过度授信问题，或因消费者自我控制不足出现非理性过度借贷行为

时（ＨｅｉｄｈｕｅｓａｎｄＫｓｚｅｇｉ，２０１０；廖理和张金宝，２０１１），金融普惠反而削弱了居民应对突发
风险的能力，加剧个体的风险不确定性?。

表２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

变量

未预期风险应对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７）

一项借贷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７０２ －０１６５２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２８１） （０１１３８）

二项借贷 －００７５０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６２９）

三项借贷 －０１２６２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７４７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３６５） （０２０８８）

?

?

调查为：（１）是否依靠正规贷款进行农业生产、商业投资、创办企业或农场？（２）是否从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
机构获得贷款来购买房子、公寓或土地？（３）是否依靠正规贷款上学或付学费？（４）是否将正规贷款用于医疗看病？
回答是取１；否则为０。

研究我国居民风险应对问题有必要考虑出生年份的时期效应对个体风险应对能力及态度的影响。为此，本

文在基准回归表２的（１）至（３）列中进一步纳入个体出生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时期出生个体的成长过程或特有
经历等可能导致风险应对能力的差异。结果表明估计系数值与基准回归相似，模型解释力度也有所提高，说明上述分

析具备稳健性。限于篇幅未能报告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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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未预期风险应对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四项借贷 －０２０１５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９６４ ０２２７８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６１２） （０１５９５）

数字普惠金融×一项借贷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３２）

数字普惠金融×二项借贷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７０）

数字普惠金融×三项借贷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６２６）

数字普惠金融×四项借贷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３３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一阶段Ｆ值 ３２５６７ ２７０４８ ２３５１６

工具变量ｔ值 ２０１３ １９４４ ２１１２

内生性检验 ４３７ ６４６ ２３３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

样本量 ７３１５ ７３１５ ７３１５ ５５５３ ５５５３ ５５５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７０９ ０２７５４ ０２７７１ ０３５１３ ０３５４２ ０３７０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系数为估计结
果的边际效应，下表同。

（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表２的（４）至（６）列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数字
普惠金融系数值仍然显著为正，多重借贷使得个体风险应对能力显著下降。同时内生性

检验结果均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另外，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 Ｆ统计量分别为
３２５６７、２７０４８和２３５１６，均大于１０％偏误下的临界值１６３８，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第一阶段工具变量ｔ值显示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解释
力度，故认为个体是否拥有手机作为工具变量具备合理性。综上所述，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确实能够增强居民风险抵抗韧性，但过度借贷则会降低其风险

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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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首先采用两个不同数据库考察上文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然后依次对遗漏变量问题、工

具变量估计、指标测度方式和选择性偏差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ＣＨＦＳ数据的检验
为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风险平滑的影响程度，我们基于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两

个视角进一步丰富风险指标的衡量，因为突发风险冲击往往直接表现为收入的下滑或是

遭受健康冲击（Ｄｕｐａｓａｎ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ＧａｎｏｎｇａｎｄＮｏｅｌ，２０１９）。同时，围绕居民可能
产生非理性借贷行为的重要论点，本文进一步将多重借贷拓展至过度负债这一层面，以此

探讨过度负债对居民家庭风险分担的影响。

首先，参考樊潇彦等（２００７）的研究，依据户主文化程度、从事工作所属行业和职业类
型等三项指标对家庭进行分组，计算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家庭收入对数值的组内方差并取

其乘积得到家庭“收入风险”指标，计算公式为：Ｒｉｓｋｉｊｋ ＝（Ｖａｒｌｏｇ（ｉｎｃ[ ]）ｉｊｋ）。其中 ｉ

表示文化程度（９类），ｊ表示从事行业（２０类），ｋ为职业类型（７类），在估计时取对数值。
其次，借鉴Ｃｈａｍ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ｓａｄ（２０１０）的做法，健康风险指标表示为年度医疗支出占总消
费支出２０％以上的概率大于１０％，将超过该阈值的家庭定义为存在“健康风险”；作为补
充，还参考Ｚｈｏｕ（２０１４）的做法，将调查中问及“与同龄人相比，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将回答“不好”或“非常不好”户主定义为高危人群并记为１，即家庭面临更大的健康风
险，反之为０。最后，借鉴吴卫星等（２０１８）的分析，将过度负债指标定义为“您家偿还生产
经营项目欠款／教育欠款／医疗欠款／住房欠款的经济能力如何？”，回答“很难偿还”或“完
全没有能力偿还”赋值为１，否则为０。ＣＨＦＳ数据还调查了家庭数字金融服务使用水平，
我们将拥有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以及使用了电脑／手机等数字支付的家庭定义为享有数字
普惠金融服务。

表３报告了基于ＣＨＦＳ数据稳健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第（１）至（３）列中数字普惠金
融对家庭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通过了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风险冲击对家庭的消极影响。第（４）至（６）列显示纳入数字
普惠金融与过度负债交互项的结果，发现过度负债对风险冲击有正向影响，交互项系

数也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包容性金融环境中，与适度负债群体相比，过度负债群体风

险应对能力较差。这再次佐证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居民风险分担是基于理性借贷前提之

上的。此外，我们选取是否拥有智能手机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的估计结果同

样支持上述结论。

? 限于篇幅未能报告部分估计结果和图形内容，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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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ＣＨＦＳ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收入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Ｚｈｏｕ）
收入风险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Ｚｈｏ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１０２０ －０１１９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９９８ －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５０）

过度负债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３６４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７４）

数字普惠金融×过度负债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２０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５６０７ ４２０１６ ４５５７７ ４５６０７ ４２０１６ ３７２４０

Ｒ２ ０５４０７ ０３２９４ ０１５９３ ０５４１０ ０３２９７ ０１８１８

　　注：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工作状况以及家庭层面的人口规模、资产水
平、工商业参与、金融市场参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等。

（二）基于ＣＦＰＳ数据的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吻合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郭峰等，２０２０），匹配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来
探讨结论的稳健性。同上述步骤一致，我们首先测算了家庭收入风险指标和健康风险指

标。另外，在界定过度负债指标时，上一节着重基于主观评价，为克服该方法的局限性，

我们还从客观事实角度衡量过度负债。参考欧洲中央银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２０１３）的做法，过度负债指标定义为家庭年度必须偿还债务数量占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超过５０％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仍然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交互项结果同样显著为正。同时，借鉴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做法选取“城市到杭州
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综合来看，估计结果与预期一致，再次说明本文分析

是稳健的。

（三）遗漏变量与估计偏误检验

为评估遗漏因素对模型估计偏误的影响程度，我们借鉴已有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检

验。首先，比较完整回归模型和剔除控制变量后受约束模型的数字普惠金融系数的差异

比，估计出ＡＥＴ值约为２６２且大于１，说明本文结果不太可能是由遗漏变量偏差导致的。
其次，参考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９）拓展的估计策略，为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定义正式边界集：
Δｓ＝［β（Ｒｍａｘ，δ），珘β］。其中，珘Ｒ和珘β分别为完整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核心解释变量估计
值，Ｒｍａｘ表示将全部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时的拟合优度且最值为１，δ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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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比率。识别策略为：（１）当δ＝１，Ｒｍａｘ＝１３珘Ｒ或Ｒｍａｘ＝１时，检验边界集范围是否
排除０，若是，则估计结果稳健；（２）当珘β＝０，Ｒｍａｘ＝１３珘Ｒ或Ｒｍａｘ＝１时，若 δ＞１，则

估计结果稳健。据此展开估计，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的结果是

稳健的。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了额外的两种工具变量估计策略。一是近似外生工具变量估计检验。

考虑到工具变量完全满足外生性是较为理想的条件，现实中所采用的工具变量往往是近

似外生的。本文利用“置信区间集合方法”（Ｕｎ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ＵＣＩ）和“近似零
方法”（ＬｏｃａｌｔｏＺｅｒｏ，ＬＴＺ）检验工具变量在近似外生条件下的稳健性。估计图形结果表
明个体“是否拥有手机”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直接影响至少大于整体效应６倍，才能
抵消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即使模型中工具变量是近似外生的，其估计结果

也是稳健的。二是进一步利用基于异方差信息构造的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进行检验，结

果仍然支持本文结论。其次，为克服单一测度方法可能带来的局限性，本文进一步利用

“加权欧氏距离法”重新衡量居民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水平。最后，考虑到居民使用数字金

融服务可能存在自我选择的特征，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分析。总体而言，

分析表明主要结果具备一定稳健性。

六、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数字创新的重要红利之一是降低了交易成本（郭峰等，２０２０）。移动网银发展为居
民提供了一种快捷、安全的储蓄方式，也为拓宽信贷资金来源开辟了新渠道，使其能够

及时获取信贷或建立预防性储蓄来缓冲风险。既有研究认为距离障碍降低了偏远地区

个体的金融需求，并且限制了家庭间的资金流动，但 Ｈ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指出金融科技对
居住较远群体具有较高的吸引力，金融科技与传统银行信贷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此

外，贫困群体经常将对银行缺乏信任作为不储蓄的主要原因，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信任度

与正规储蓄呈正相关（Ｄｕｐａｓａｎ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为此，我们分别从
汇款、存取款频率、信任水平和交易成本四个角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促进风险分担的作用

机制?。

表４为机制检验估计结果，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手机汇款和正规金融机构汇款
有正向影响，且均在１％统计意义上显著，说明汇款机制是居民应对风险冲击的一个重要

? 指标衡量方式：（１）汇款：是否通过手机、银行或正规金融机构向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亲戚朋友汇款？（２）月度
存取款频率：您每月从个人账户里取钱或存钱多少次？回答每月２次或３次以上赋值为１，否则为０。（３）缺乏信任：
没有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机构账户的原因是否为不信任金融机构。（４）交易成本：利用因距离较远、服务费用昂贵而
无法获取金融服务作为衡量交易成本的指标。



金
融
研
究

１０８　　 总第５０４期

渠道。这意味着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远距离汇款成本，扩大个体风险分担网络规模（Ｊａｃｋ
ａｎｄＳｕｒｉ，２０１４），进而有利于居民之间相互汇款以应对突发风险。进一步，我们认为数字
普惠金融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存取款方式，通过构建衡量月度存款和储蓄的指标发现，数

字普惠金融对每月存取款频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数字金融确实提高了个体

资金获得效率，并有助于培养定期储蓄习惯。第（４）列显示了信任机制的估计结果，可以
看出，数字普惠金融边际系数为－０００４，并通过５％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
融能够有效缓解消费者对正规金融机构不信任程度，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金融

机构与个体间有效地交流互动，从而建立信任机制。这一结果强调了信任在金融决策中

的重要作用。最后，我们从距离成本和服务费用两个层面来衡量交易成本，第（５）列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至此，我们证实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

汇款、提升每月存取款频率、增进信任水平和降低交易成本四个传导机制来提升居民风险

应对能力。

表４　机制检验

变量
手机汇款 正规金融机构汇款 每月存取款频率 缺乏信任 交易成本

（１） （２） （３） （４） （５）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７３１５ ７３１５ ４１１５ ７３１５ ７３１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３３４６ ０１５１２ ０１５７２ ００５３０ ０２３８０

（二）异质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风险应对的影响可能会随着个体特征不同而变化，如居住环境、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等。为此，我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首先，本文按上述类

别分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各类群体的未预期风险应对能力均起到正

向作用?。这表明各个群体均能享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回报。然后进一步

刻画不同群体间的获益程度，数字普惠金融与个体类别变量的交互项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与农村群体相比，城市居民遭受风险冲击时，更能有效地利用数字金融服务。通常来说，

城市具有比农村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成长于金融资源供给良好环境下的个体对信贷市

场信息的理解能力更强，他们也比农村居民更频繁地参与金融市场（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这有助于增进他们对数字金融服务信任感，使其在风险来临时更熟练地利用金融市场分

担风险。其次，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较好地惠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提高其风

? 限于篇幅未能报告估计内容，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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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应对能力。从就业状况来看，失业人口相比拥有工作的群体更难获得数字普惠金融

服务，这意味着拥有稳定收入来源可能是获取更多数字金融服务的基础之一。从收入

视角来看，与高收入群体（收入顶端２０％）相比，位于收入低端２０％的贫困群体能够从
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更多。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对贫困人口的抵押

品要求和借贷成本来扩大他们获得银行信贷的渠道（Ｔａｎｇ，２０１９），从而有效惠及贫困
群体。

七、进一步分析

在缺乏包容性的金融体系中，风险冲击会导致借贷受限群体大幅削减消费支出，因

为家庭面临风险冲击时的保护措施是有限的，特别是贫困家庭，其风险意识和应急管

理能力相对较差，这使得他们更容易遭受冲击（ＧａｎｏｎｇａｎｄＮｏｅｌ，２０１９）。上文分析表
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提供便利机会，或是向信贷受限的家庭

提供紧急信贷，帮助其缓冲负面冲击。为此，我们利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居民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实
现消费平滑。

表５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风险和健
康风险冲击则会显著降低居民消费支出，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且通过了１％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第（１）和（２）列中数字普惠金融与风险冲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普惠金融确实能够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进一步将消费支出分为耐用

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面临冲击家庭的非耐用品支出具有显著

正向作用，对耐用品支出则不显著。可能解释是非耐用品包括日用品、食物、衣着鞋帽、文

教娱乐支出等，这些都是与家庭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属于频繁购买的一类物品，并且非耐

用品在低收入家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帮助遭受风险冲击

的家庭实现消费平滑，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意味着数字普惠

金融尤其惠及非耐用品消费占比较高的低收入家庭。

表５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冲击与消费平滑

变量
居民消费支出 耐用品支出 非耐用品支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数字普惠金融 １０００２ ０８７２２ ００７９３ －０９１７２ ０６８１８ ０５４５０

（０２１０５） （０１９１９） （１０１３０） （１０２８１） （０２９３０） （０２８２４）

收入风险 －０１２５８ －０３１７９ －０１７７６

（００４４０） （０２０９３） （００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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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居民消费支出 耐用品支出 非耐用品支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风险 ０１８１３ ０４４６６ ０３２５７

（００９０５） （０３７７１） （０１１７６）

健康风险 －０８８２４ －１５４９６ －０８７２２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１６８）

数字普惠金融×健康风险 ０１１５６ ０１５８６ ０１２８２

（００５５２） （０２８７３） （００５６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庭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８３５１ １９０２３ １８２９４ １９００７ １８３３７ １９００７

Ｒ２ ０６９２２ ０７５６５ ０４４０１ ０４５９１ ０６８４２ ０７４５５

　　注：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工作状况以及家庭层面的人口规模、银行贷
款、社区性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等。

八、结　论

数字创新具备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升金融体系包容性的重要变革潜力。本文利用

世界银行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考察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未
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过度借贷视角进一步阐明这种影响的双面性。结果表明，第

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增强居民应对风险冲击的抵抗韧性，各类群体均能享有数字金

融发展的红利回报，尤其是贫困人口能够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更多。第二，进一步从过

度借贷视角展开分析，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借贷水平群体风险应对的影响，发现数字

普惠金融惠及广大居民的重要前提是理性借贷，适度借贷有益于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

而过度借贷会导致居民承担较高风险，从而降低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这一结果表明数

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

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及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第三，从作用

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转账汇款、增进信任水平、提升存取款频率和降低

交易成本四个渠道来提升居民的风险应对能力。这一发现意味着数字技术变革在扩大

风险分担网络、增强信任机制、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能够产生积极

影响。第四，尽管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冲击会显著降低居民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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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展能够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

的促进作用。

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包容性金融体系能够拓宽消费者筹借应急资金的渠道，进而有利

于吸收突发风险冲击，利用数字创新扩大普惠金融将成为我国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

着力点。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帮助居民融入主流金融市场，为其提供安全、便

捷的储蓄渠道，并在其需要时及时供给信贷，从而更好地管理突发风险，保证家庭平稳度

过危机时期。为此，我国应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全面落地。包括在金融

服务中加大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机器学习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建设投入，打造普惠

金融的技术平台，建立坚实的数字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

的过度借贷行为，建立高质量包容性金融体系应着重寻求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消费者

金融素养提升，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非理性借贷行为主要源于自我控制意识薄弱、高估偿债

能力等问题，尤其是新进入者，应对这一问题急需从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金融意识的强化展

开，包括开展数字技术新形势下的在线金融教育，加大网络借贷知识普及力度，提高居民

金融防范能力，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完善数字金融平台监管机制，推进管控技

术创新。包括规范数字金融平台以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消费者披露相关风险，尤其是

借款利率、违约惩罚和争议处理等重要信息；三是加强数字金融平台间的大数据共享，杜

绝平台出现交叉授信、过度授信等现象，同时提高信用评分更新频率，防范消费者出现多

重借贷、过度负债等问题。以此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打造健康良好的数字

普惠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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