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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银行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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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业也因此迎来变革。
本文基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９年我国县级行政区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减缓了我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实体网点的扩张势头，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上，并主

要影响这两类银行的基层机构。同时，我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转型

和网点退出，但对国有“六大行”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影响效果会随着经

济发展程度提高和地区金融可得性增加而增强，但随着在位银行的市场势力提升而下降。本文为

理解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的变迁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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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



金
融
研
究

７６　　　 总第５０７期

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数字化革命已经渗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被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并促进了第三方支付公司、

互联网银行等数字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这些机构不仅拓展了新的金融业务，也会利用

新技术开展储蓄、贷款、汇款等传统金融业务，学者们统称为数字金融（黄益平和黄卓，

２０１８）。这是一种既区别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又区别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一种全新
的金融业态（吴晓求，２０１４；谢平和邹传伟，２０１２）。

在历史上，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创新过程通常包括新金融业态的产生、发展以及替代旧

金融业态的完整周期（周建波和曾江，２０２０）。１９世纪，山西等地的票号一度繁荣，满足了
商人们异地汇兑的需求。但到了２０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银行进入我国并带动本土银行
业崛起，票号等传统金融业务模式逐渐式微，并最终走向衰亡。信息技术在这次金融业态

剧变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发现清末民初我国现代银行业是随着当
时较为先进的电报网络逐步完成网点布局。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信息技术的进步又推

动银行业务和模式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ＡＴＭ”“ＰＯＳ机”等先进的金融服务设备（蔡宁
伟，２０１９）。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也将再次迎来转型。

作为“金融科技２０”时代的代表，“ＰＯＳ机”和“ＡＴＭ”数量在２０１５年之后开始增速
放缓，到２０１８年达到最大值，此后数量开始降低。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的普及是重要原
因：第一，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业务发展异常迅速，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１年间支付笔数增加
了６６倍，支付金额增加了３７倍；第二，银行自身网上支付和移动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尤其
是移动端支付呈现近乎“指数级”增长的态势。支付业务只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

个例子，在贷款和存款两项基本业务上，数字金融的投资理财、货币基金等业务与商业银

行的存款业务形成竞争，各类网络贷款也在不断蚕食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商业银行也推

出各种“ＡＰＰ”，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在线服务以应对外部竞争。综上所述，商业银
行涉及的所有金融业务均已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积极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把

“线下”业务转移到“线上”。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的一种创新模式，和传统金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从竞争的角度

看，数字金融对银行布局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新兴的数字金融机构会利用新技术争

夺银行的客户与利润，迫使网点业务萎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本身也在积极进行数字化

转型，可能利用新技术改进自身的业务模式，并基于实体网点优势拓展新客户、增加业务

覆盖范围。网点是商业银行的“门面”，虽然需承担较高的维护和运营成本，但也可以借

此获取客户，这也正是竞争对手（数字金融机构）所缺失的。此外，银行业务本身具有较

强的“网络效应”，实体网点可能成为传统银行机构借此与外部数字金融机构竞争的重要

战略资源。

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互补特征十分明显。一方面，数字金融的主要服务依然

建立在银行账户基础之上，因此传统银行的服务，尤其是开设银行账户和账户接入服务也

是数字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利用流量、数据、技术优势帮助传统

金融降低获客、风险控制、催收等方面的成本，并可能需要依靠传统金融的品牌和网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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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现合作共赢。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银行业的影响需要开展准确的定量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历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金融业务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电报、

电话到计算机、互联网，无不带来金融业态的改变。如今，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金

融机构的信息化水平和数据分析能力持续提高，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会对银行业产生怎样

的影响？现有的文献没有给出答案，本文以银行业网点布局和行业结构为切入点开展研

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占主体地位，维护银行体系的健康运营，既是金融稳

定的需要，也是实体经济“六保”“六稳”的需要。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今天，准确衡量

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可能受到的影响并厘清其作用机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综述

现代金融理论中，一般认为金融最为关键的是支付结算和资源配置两大功能。在我

国以银行业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中，这两大功能传统上主要由商业银行承担。随着“大

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以低成本、高效率在支付领域、融资领域及资源配置领

域均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吴晓求，２０１５），必然对传统金融的功能、模式、布局和发展战略
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

数字金融的核心特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替代传统金融中介必需的实

体网点和人力投入（谢平等，２０１５），将人力成本等可变成本转化为对机器设备投资的固
定成本，从而降低成本支出；另一方面，利用网络效应和边际成本优势，数字金融拓展了交

易的可能性集合，扩大了服务对象，通过在收集大数据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价格歧视并提

高收入（Ｃａｒｌ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８）。尤其在提高收入方面，数字金融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
让客户更为自由地享受中介服务（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选择金融产品（Ｌｅｅ，２００９）。作
为传统金融中的主要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为发挥正常的金融职能必须要降低交易成本，提

升效率，盈利性目标使其有动机去增加收入、削减成本，需要从数字金融机构之处取长补

短（刘澜飚等，２０１３）。
经营业务方面，数字金融在支付结算、存款理财、贷款融资、渠道代理领域也有大量优

势。数字金融相比于传统金融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能进行转账、还款、网购、红包、缴费

等多种支付业务，结合电脑支付、手机支付、ＮＦＣ支付、人脸识别支付等多种先进安全的
支付方式，吸引了大批的用户（彭迪云和李阳，２０１５）。

存款理财方面，数字金融打通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际上发挥了吸收存款、发行

基金的功能（曹凤岐，２０１５）。商业银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资金门槛较高、期限较长、流动性
偏差，难以满足普通居民的投资需求。互联网金融机构针对这些客户提供的理财产品，通

常是Ｔ＋０型货币基金，收益率高于活期存款利率且流动性更好，没有购买门槛限制。这
导致大量有投资需求的普通客户和闲散资金被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吸引，分流了大量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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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商业银行的个人存款和理财资金。商业银行负债资金主要来自零售型存款和批发型

融资，银行负债结构的变动往往会影响其资产风险：零售型存款期限较长波动性较小，而

批发型融资期限较短波动性较大，当以个人存款为主的零售型存款减少时，银行的风险将

大大增加（Ｍａｒｃｕｓ，１９８４；沈悦和郭品，２０１５）。相比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非国有、小规模
的商业银行客户存款流失和资金成本上升更多（郭品和沈悦，２０１９）。

贷款融资方面，数字金融比商业银行代表的传统金融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普惠金融

的特性（戴东红，２０１４）。基于“长尾理论”，数字金融有利于甄别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通
过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三重效应，改善传统金融市场中的信贷配给程度，弥补

信贷供给缺口，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王馨，２０１５）。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机构拥有技术优势，使其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收益、更低的风

险开展金融业务，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构成竞争。但是它们带来的也不仅是竞争，商业

银行可以利用数字金融的技术改进现有业务（沈悦和郭品，２０１５），获得贷款者信息，缓解
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好地控制风险，使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贷

款（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ｎｄＨａｕｓｗａｌｄ，２０１０；Ｈａｎ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０７；Ｌａｐａｖｉｔｓａｓａｎｄ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０８），从
而促进商业银行发展。同时，上述影响具有异质性：技术进步会使银行业出现规模经济的

特点，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技术升级更能占据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削弱小型商业银行在获

取中小型客户以及客户“软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ＢｅｒｇｅｒａｎｄＵｄｅｌｌ，２００２；中国工商银行
江苏省分行课题组等，２０１５），使大型商业银行在竞争中胜出。

（二）银行布局的特征和影响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银行运营也需要实体经济支撑，银行业布局不可避免地随经济

发展格局的变动而改变，且不同类型的银行会因市场地位、战略定位不同，表现出不同的

布局结构特征。贺灿飞和刘浩（２０１３）发现，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
银行在全国的网点布局采取集中化策略：大幅度减少基础网点数目，增加支行数目；网点

布局向主要经济增长极集中，从边疆地区与落后地区撤离。李智山等（２０１４）研究了我国
１２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在省域、市域层次的分布格局，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主要
聚集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呈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虽然两类银行网点布局趋势相同，但

布局效率有较大差异，张强等（２０１２）运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布
局明显优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设立实体网点也是实施竞争战略的

手段，熊德平等（２０１７）以村镇银行网点数量为研究对象，发现村镇银行网点数量与主发
起行跨区经营决策及经营能力呈正向关系。

在经济地理领域，银行网点布局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只是学者们

通常以某一城市的银行网点布局为研究对象。王洋等（２０１６）以广州都市区银行网点数
据研究了其空间布局特征及其类别差异，发现广州市银行业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不均衡，呈

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圈层＋扇形”空间模式，且不同类型银行的空间密度模式差
异显著。程林等（２０１５）考察了长春市中心城区银行网点空间特征及其与人口和主要经
济活动的空间关系，发现银行网点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且网点核密度与各商业主体



金
融
研
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数字时代的银行业变迁 ７９　　　

的核密度高度相关。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为扩张，银行业竞争对深化普惠金

融服务也产生一定影响，王雪和何广文（２０１９）发现贫困县的银行网点数量仍明显少于非
贫困县，且县域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实际上，张海洋和李静婷

（２０１２）以及张海洋和袁雁静（２０１１）已发现村庄所处的金融环境（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
会显著影响区域居民的信贷约束状况及其创业行为。

总结现有文献不难发现还存在些许可改进的地方：（１）多以全国范围或者以单个城
市来讨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布局，鲜有全国范围内地区级、县级的研究，过宽或过窄的

研究范围难以展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演化路径。（２）在数字金融对银行业金融
机构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相关讨论多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鲜有实证分析讨论数字金融

发展对营业网点布局的影响。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着重研究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

平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布局和行业结构的影响，旨在揭示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变

迁特征，并对未来的演进方向进行探讨。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

本文旨在考察数字时代银行业的变迁态势，银行业布局特征和行业结构是考察重点。

我们以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刻画数字时代的特征，研究这一变量是否会影响各地、各类、各

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和退出。考虑到现实中银行在区域内退出一个网点同

时可能在邻近街区设立一个新的网点，这种情况实际是金融机构的网点迁移，而非单纯的

设立或退出，因此本文主要以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研究采用

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Ｙｉ，ｔ＝β０＋β１·ｉｎｄｅｘｉ，ｔ－１＋
ｋ

ｊ＝１
γ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
ｉ，ｔ－１＋αｉ＋εｉ，ｔ，ｉ＝１，，Ｎ；ｔ＝１，，Ｔ （１）

（１）式中下脚标ｉ表示第ｉ个县级行政区，ｔ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Ｙ为各类银行业金
融机构数量的增长率。通过收集和整理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数据，得到了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９年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从中整理出全国２７８９个县级行政区各类金融机构数
量的年增长率信息。主要解释变量 ｉｎｄｅｘ为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县级行政
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测量指标。模型还包括了县级行政区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为控制

变量。

（二）识别策略

１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金融机构增长率和数字金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
因果关系，即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可能正向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

（互补），或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的传统金融服务会和新兴的数字金融之间形成竞争，从

而可能抑制数字金融发展（替代）。为避免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干扰实证分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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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解释变量均采用一阶滞后项。

２工具变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我们采用年份与各县级行政区到杭州市的球面
地理距离的比值作为数字金融的工具变量。从电子商务发展角度看，中国大规模的网络

购物平台主要起源于杭州的阿里巴巴，由此产生了网络支付、移动支付、互联网银行等数

字金融模式。快递邮费（如“江浙沪”包邮）、电商理念的梯次外延等因素，均使得离杭州

的距离会影响电商发展程度，进而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但由于球面地理距离作为一个

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参考 ＮｕｎｎａｎｄＱｉａｎ（２０１４）的
做法，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构造工具变量。鉴于数字金融的普及是一个动态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金融技术不断进步，覆盖人群越来越广，数字金融技术水平与时间

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用年份除以球面地理距离作为当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

工具变量，且这一变量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就外生性而言，年份以及地理距

离均是客观存在的，外生于金融机构增长率。这使得年份与各县级行政区到杭州市的球

面地理距离的比值能够成为数字金融水平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并且后文研究也发现该

变量满足工具变量所要求的统计条件。

３控制县级固定效应。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银行网点布局不可避免受到政治、
经济、文化、行业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变量无法一一放入回归方程，从而可能产生遗漏变量

偏误。为此，本文所有研究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加入每个县级行政区的固定效应，以控

制所有与地域有关又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比如地域文化、地区主导产业、地方对监管政

策的执行力度等。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三个：（１）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数据来自中国银保监会。基于公
开的机构退出、存续数据，计算出每个县级行政区的各年度、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

增长率。（２）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覆盖的年度和区域较为广泛，是国内相关研究中能得到的

较为权威准确的数据，被广泛使用。（３）我们还控制了每个县级行政区的“存款占 ＧＤＰ
的比率”“人均ＧＤＰ（对数）”“每万人银行数量”这三个宏观经济变量，这些数据分别来自
各年度《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得到。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１所示。

表１　数据描述统计

变量名 解释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ｔ＿ｆｉ 银行业金融机构增长率（％） １１６９６ ０７９３ ２５２９ －４２２５ １０

ｄｔ＿ｂａｎｋ 商业银行增长率（％） １１６９６ ０７７５ ３０１６ －４３４８ １３６４

ｄｔ＿ｂｉｇ６ “六大行”增长率（％） １１６９１ －００８６０ １９４７ －５４３５ ６６６７

ｄｔ＿ｂｉｇ５ “五大行”增长率（％） １１６７６ ００４２０ ２８３９ －７１４３ １１１１

ｄｔ＿ｊｓｂ＿ＸＩＩ １２家股份制银行增长率（％） ３４５２ ６０９１ ２１０４ －１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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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解释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ｔ＿ｃｉｔｙ 城商行增长率（％） ８６３４ １００４ ２５１４ －５８８２ １００

ｄｔ＿ｒｃｃ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长率（％） ４２８８ －４６１３ ２０３１ －１００ ５８８２

ｄｔ＿ｂｋｃｏｒｅ 商业银行中层机构增长率（％） ２３３０ ２２４３ １３６９ －２５ ５００

ｄｔ＿ｂｋｂａｓｅ 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增长率（％） １１６９６ ２２００ １８１７ －３３３３ ８００

ｄｔ＿ｂ６ｃｏｒｅ “六大行”中层机构增长率（％） ２０７８ ０２９６ ５７９６ －２５ ２００

ｄｔ＿ｂ６ｂａｓｅ “六大行”基层机构增长率（％） １１６９１ ００１７０ ３５８２ －３７５０ ６０

ｄｔ＿ｊｓｂｃｏｒｅ 股份制银行中层机构增长率（％） １０８６ ５５０４ １９６１ ０ ２００

ｄｔ＿ｊｓｂｂａｓｅ 股份制银行基层机构增长率（％） ３３５１ ５４８４ ２７４５ －１００ ５００

ｄｔ＿ｃｉｔｙｃｏｒｅ 城商行中层机构增长率（％） １３５８ ３８０８ １６９０ －５０ ２００

ｄｔ＿ｃｉｔｙｂａｓｅ 城商行基层机构增长率（％） ８５４０ １０８４ ３２７４ －１００ ５００

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８７２９ ２３９５ １０２４ １４６９

ｉｎｄｅｘ＿ｗ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８２３８ ２２３９ －３４３０ １７４８

ｉｎｄｅｘ＿ｄ 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９９４９ ３２５５ ０ ２００２

ｉｎｄｅｘ＿ｄｉｇｉｔ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１１６９５ ８１３５ ２９１６ －１６５４ ３０７６

ｉｎｄｅｘ＿ｐａｙ 数字普惠金融－支付使用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６４３６ ２５７５ －７０１７ ２８９４

ｉｎｄｅｘ＿ｉｎｓ 数字普惠金融－保险使用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７６５０ ３０６４ －３９７０ ２０１７

ｉｎｄｅｘ＿ｍｆ 数字普惠金融－货币基金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７３１６ ２４３７ －１８９６ １９０７

ｉｎｄｅｘ＿ｉｖｓｔ 数字普惠金融－投资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４１ ３６９５ －３９６０ ２０３９

ｉｎｄｅｘ＿ｌｏａｎ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１０９７ ３８１１ －３９８９ ２３８１

ｉｎｄｅｘ＿ｃｒｅｄｉｔ 数字普惠金融－信用使用指数 ９９５１ ９９５６ ３３８５ ０ ２３６４

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ＧＤＰ 存款占ＧＤＰ的比率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４８ １０２１ ０ ９５１１

ＧＤＰ＿ａｖ 人均ＧＤＰ（对数） １１６９６ １０５１ ０７１７ ８５０３ １５６８

ａｖ＿ｂａｎｋ 每万人银行数量 １１６９６ １８１７ １９２２ ００３１０ ２５６０

ＨＨＩ 银行竞争ＨＨＩ指数 １１６９６ ０３１８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１０ １

ＤＳ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虚拟变量 １１６９６ ０２８５ ０４５２ ０ １

　　注：表中各类金融机构增长率均指其经营网点年增长率。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以及定义，参见郭峰等
（２０２０）。

表１中，商业银行包含所有归类为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首字
母为“Ｂ”），以及合作金融机构。根据银保监会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我们对金融机构的类
型进行更详细的分类，包括：“六大行”（工、农、中、建、交以及邮政储蓄银行共６家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共１２家），“城市商业银行”
（北京银行等１３５家）。“合作金融机构”主要为各地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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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互助社，不含农村商业银行。

四、实证结果

（一）数字金融与银行网点布局

表 ２中显示的是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增长率的影响。可以看出，无
论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还是一级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数字化程度指

数），均会降低机构网点的增长率。考虑到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９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
持续增长，因此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实际是抑制了银行业网点的扩张。以表 ２第１列为
例，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系数为－００１９，且在１％的水平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增加１个标准差，银行业网点增长率下降０４６％，约为０１８个标准差，经济意义和统计
意义均较为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网点，数字金融的影响趋势也是如此，见表２第５列所
示。如果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增加１个标准差，商业银行的增长率会下降０３６％，约为
０１２个标准差。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９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平均增长率为０７９％，商
业银行网点平均增长率为０７７％，相对平均增长率，上述系数的经济显著性也较为突出。

考虑到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各项一级指数之间会有较强的相关性，我们把各项一级

指数逐一放入回归方程。从表２可以看出，如果以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
程度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依然可以发现数字金融抑制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点扩张。

表２　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影响：基准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ｔ＿ｆｉ ｄｔ＿ｆｉ ｄｔ＿ｆｉ ｄｔ＿ｆｉ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Ｌｉｎｄｅｘ＿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Ｌｉｎｄｅｘ＿ｄ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ｉｎｄｅｘ＿ｄｉｇｉ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ＧＤＰ ０２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２６６ ０２５３ ０３９７ ０２０１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ＬＧＤＰ＿ａｖ －００２８ －０７４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５６０ ０２１８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７） （０２１４） （０２０９）

Ｌａｖ＿ｂａｎｋ －０２６０ －０２０７ －０２５７ －０２３２ －０３７２ －０３２５ －０３７１ －０３５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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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９５１ ９９７５ ０６５４ ０９８２ １８７２ ７７４７ －００２９ －０７７１

（１５８６） （１８５３） （１６２７） （１６４７） （２０８９） （２１１１） （２１７３） （２１４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５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表中显示的是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网点增长率的影响。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且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表示１％显著，表示５％显著，表示１０％显著（后文表格均如
此）。

为避免金融机构增长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之后的研究中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使用年份与各地到杭州市球面距离的比值

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从表３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一
级指数均会显著地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增长率，与基准模型相同。数字普惠金融

总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数字化程度指数分别增加１个标准差，银行业金融
机构增长率相应下降０７７％、１９９％、０６２％、０５２％（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机构增长率
的影响类似，限于篇幅表中没有列出）。

表３　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ｗ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ｄ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ｄｉｇｉｔ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

Ｌｉｎｄｅｘ＿ｗ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０）

Ｌｉｎｄｅｘ＿ｄ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Ｌｉｎｄｅｘ＿ｄｉｇｉ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Ｌｙｅａｒ＿ｇｅｏ ２３４９ ８４９ ３９９９ ４３０３

（７５０７） （３４３６） （１１８１） （１３２８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３ １１６６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１４ ０１９６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８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表中显示的是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增长率的影响。第（１）（３）（５）（７）列是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第（２）（４）（６）（８）列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限于篇幅没有列出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金
融
研
究

８４　　　 总第５０７期

（二）数字金融与银行业结构：影响异质性分析

为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的差异性，我们将商业银行分为“六大行”

“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并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单独分析。以上述各类金

融机构的网点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表 ４展示了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采用工具变量
法以确保结果稳健性。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对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作为大型银行代表的“六大行”，其网点增长率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从

第１列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六大行”网点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我们也单
独分析了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发现它们对“六大行”的网点

增长率均没有显著影响（限于篇幅，表中没有列出）。当剔除邮储银行，以“五大行”作为

研究对象，也呈现出同样结果（第２列）。数字金融降低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网
点增长率，抑制了其快速扩张的势头，如第３和第４列所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加速了农村
合作金融机构的转型和退出，第５列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系数为 －０１５３，且统计上
显著。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数字金融的影响对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截然不同。以“六

大行”为例，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特征对其网点增长率均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其增长率，

或是减缓增长，或是加快退出速度。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数

字金融需要银行账户作为基础，无论是支付、贷款、投资或是保险等行为都需要绑定银行

账户。从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２００９年至今，我国银行个人账户总数量稳步增长（甚
至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这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吻合。消费者在选择开户银行

时，会根据自身的数字金融应用场景，更可能选择与日常使用的网络经济平台有合作关系

的银行，这类银行通常是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同时，考虑到银行服务的网络效应，消费

者无疑会偏好网点分布广泛的银行，更可能首选遍布全国城乡的“六大行”。这些银行的

实体网点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呈现互补的发展态势。因此，大型银

行在面对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整体扩张带来的抑制作用之上，叠加了大型银行由于自身

优势带来的互补作用，一定程度缓解了数字金融对大型银行线下实体网点的冲击，使得数

字金融对大型银行的影响不显著。

表４　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别商业银行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ｔ＿ｂｉｇ６ ｄｔ＿ｂｉｇ５ ｄｔ＿ｊｓｂ ｄｔ＿ｃｉｔｙ ｄｔ＿ｒｃｃ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４ －０３３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６５９ １１６４５ ３４１９ ８５６９ ４２４４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限于篇幅没有列出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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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金融与银行业结构：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将进一步探究数字金融对于各类型商业银行的不同层级机构网点的影响有何

差异。将商业银行、“六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中层机构和基层机构网点

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如表 ５所示，从商业银行整体来
看，数字金融对其中层机构没有显著影响（第１列），对其基层机构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
响（第２列）。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增长率下降
１０８％。

表５列出了“六大行”中层机构和基层机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３、第
４列印证了先前的分析，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系数不显著，即数字金融对大型
国有银行的中层机构和基层机构的网点分布均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将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中层机构和基层机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呈

现出与大型国有银行不同的回归结果。如第５、第６列所示，股份制银行无论是中层机构
还是基层机构都受到数字金融的显著负向影响，机构网点的扩张势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抑制。第７、第８列系数显示，城市商业银行仅基层机构的扩张受到数字金融的明显抑
制，中层机构并未受到显著影响。

商业银行机构网点业务开展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点的设立与裁撤，从业务角度

来讲，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将沿着业务的开展从下至上进行传导。基层机构作为

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的主要场所，首当其冲地面临着数字金融带来的业务冲击，因此能更加

敏锐地感知数字金融的影响。

表５　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不同层级机构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ｔ＿ｂｋｃｏｒｅ ｄｔ＿ｂｋｂａｓｅ ｄｔ＿ｂ６ｃｏｒｅ ｄｔ＿ｂ６ｂａｓｅ ｄｔ＿ｊｓｂｃｏｒｅ ｄｔ＿ｊｓｂｂａｓｅ ｄｔ＿ｃｉｔｙｃｏｒｅ ｄｔ＿ｃｉｔｙｂａｓｅ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３９１ －０００９ －０４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１２ １１６６４ ２０６４ １１６５９ １０７８ ３３１４ １３４７ ８４７４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限于篇幅没有列出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五、影响机制与进一步讨论

（一）影响机制：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差异

为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商业银行网点增长率的具体路径，我们分别考察了使用深度指

数的不同维度，即二级指数（支付使用指数、保险使用指数、货币基金使用指数、投资使用

指数、信贷使用指数、信用使用指数）对商业银行网点扩张的影响，结果如表 ６所示。可



金
融
研
究

８６　　　 总第５０７期

以发现，使用深度指数的二级指数均对银行网点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其中支付使用指数、

保险使用指数、投资使用指数、信贷使用指数和信用使用指数都对银行网点增长率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货币基金使用指数对银行网点增长率的影响则不显著。根据回归系数，可

以计算出：影响最大的是支付使用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会让银行网点增长率下降

２９６％；投资使用指数和保险使用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分别会让银行网点增长率下降
０６３％和０６１％，比较接近；影响最小的是信用使用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会让银行网点
增长率下降０４４％。

上述结论符合经济直觉，数字金融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业务有第三方支付、网络借

贷、网络投资以及数字保险（黄益平，２０１７）。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是消费
者最频繁使用的数字金融手段，其“脱媒”和高技术特性带来的高效、快捷明显优于传统

金融支付体系和支付工具，并且数字金融极大地丰富了支付结算的应用场景，是现有商业

银行支付体系和支付工具的有力竞争者（吴晓求，２０１５）。此外，支付业务为第三方支付
平台带来了大量资金沉淀，促成了余额宝等“宝宝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产生。这些互联

网金融产品吸引了大量普通居民投资者，造成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理财资金和个人存款的

大量流失。同时，数字金融很好地包容了长尾理论中的尾端客户（王馨，２０１５），冲击了传
统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业务。如果贷款业务或存款业务受到影响，就会殃及银行网点的

生存。

表６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细分：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ｄｔ＿ｂａｎｋ

Ｌｉｎｄｅｘ＿ｐａｙ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２）

Ｌｉｎｄｅｘ＿ｉｎ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Ｌｉｎｄｅｘ＿ｍｆ －０９８６

（１２１０）

Ｌｉｎｄｅｘ＿ｉｖｓ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Ｌｉｎｄｅｘ＿ｌｏａｎ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Ｌｉｎｄｅｘ＿ｃｒｅｄｉ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９９１７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表中显示的是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的各项分指数对商业银行网点增长率的影响，限于篇幅没有列出控制
变量和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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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金融与金融可得性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机制，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相互竞争，凭借其

特有的优势实现对传统金融机构的替代，减缓其扩张速度。在本部分我们采用Ｍｏｏｋ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Ｋａｌｉｐｉｏｎｉ（２０１０）的度量方法，使用每万人拥有的银行机构数量衡量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当地每万人银行数量越多，其金融可得性越强。

表７中被解释变量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增长率。在第１列中，我们加入了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与每万人银行数量的交互项，可以看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金融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该影响受当地金融可得性的调节。金融可得

性会加强数字金融的负向影响：金融可得性越强，数字金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增长率

的负向影响越强。

上述效应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地区每万

人银行数量越少意味着当地金融可得性越弱，在缺乏金融服务、存在巨大金融供给缺口的

情况下，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的数字金融提供的金融服务，都是客户所迫切需要

的，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替代作用会大大减弱，负向影响也会相应减弱。地区每万

人银行数量越多意味着当地金融可得性越强，在不缺乏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客户会更加注

重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高效便捷的数字金融更容易受到客户青睐，对传统金融机构的

替代作用会大大增强。

表７　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可得性、市场竞争度与长期趋势

（１） （２） （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ｔ＿ｆｉ ｄｔ＿ｆｉ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Ｌ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ＢＡＮＫ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Ｌ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ＨＨＩ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１）

Ｌ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ＧＤ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ＬＨＨＩ １１５９８

（２５４８）

ＬＧＤＰ＿ａｖ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１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７４）

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ＧＤＰ ０２３３ ０２７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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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Ｌａｖ＿ｂａｎｋ －０１５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２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４１９ －１６６５ ３４１６

（１６２４） （１８５３） （１７６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６ １１６９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７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ＢＡＮＫ、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ＨＨＩ、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ＧＤＰ分别为中心化后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Ｃ＿ｉｎｄｅｘ＿ａｌｌ）和
中心化后的每万人银行数、ＨＨＩ、人均ＧＤＰ的交互项。

（三）数字金融与银行市场竞争度

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影响银行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如果“在位金融机构”垄断

势力较强，其市场势力会成为其机构扩张的优势和抵御数字金融冲击的屏障。因此，地区

“在位银行”的市场势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数字金融的影响。我们以地区银行业

的ＨＨＩ指数测量市场势力，表７第２列的结果显示，如果地区银行业的ＨＨＩ指数较高，即
市场上“在位”的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较强，那么数字金融的影响会减弱。

（四）数字金融的影响：长期趋势

为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业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表现出何种长期趋势，我们在

回归分析中增加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县级行政区人均 ＧＤＰ的交互项。从表 ７第３列
可以看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经济增长，数字金融抑制银行业扩张的作用

会越来越明显。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地域经济发达，意味着辖区内的家庭、企业等经济

主体的消费、投资、生产能力比较强，会带来比较旺盛的金融需求。作为“后起之秀”的数

字金融企业进行商业推广的积极性也会较高。第二，随着经济增长，通信基础设施（特别

是移动通信设施）会更完善，移动终端普及率不断提高，进而推动提升数字金融的市场占

有率。上述因素导致数字金融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更强。

（五）更换工具变量：“宽带中国”战略

由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均可能较高，为解决内

生性问题，我们利用“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识别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影响。为推动我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２０１３年８月我国发布了《“宽带中
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将宽带网络作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并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分三批确定了１１７个城市（群）作为“宽带中国”建设示范城市，优先在某些方面进
行支持。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宽带网络这一基础设施的支持，数字金融的性能

和质量提升依赖于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相关建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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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选址并不由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状况决定，保证了冲击的外生性，为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场景（赵涛等，２０２０），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我们以“宽带中国”战略当年是否在该区域实施构造虚拟变量（变量ＤＳ）作为工具变

量。结果在表８列示，可以看出，更换工具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

表８　数字金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影响：以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作为工具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Ｖａｒｉｌｂｌｅｓ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ｗ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ｄ ｄｔ＿ｆｉ Ｌｉｎｄｅｘ＿ｄｉｇｉｔ ｄｔ＿ｆｉ

ＬＤＳ ２９６９４ ２６４１８ ３４３７１ ３２０２０

（１０１７） （０９１４） （１４０２） （１５４７）

Ｌｉｎｄｅｘ＿ａｌｌ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

Ｌｉｎｄｅｘ＿ｗ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５）

Ｌｉｎｄｅｘ＿ｄ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Ｌｉｎｄｅｘ＿ｄｉｇｉ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６６３ １１６６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７０ ０２６２ ０３６１ ０３４８

Ｃｏｕｎｔ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六、总结和展望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全面加快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优化管理

体系和服务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银行网点布局和行业结构变化为切入点，研究了

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转型的发展趋势。我们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

金融减缓了银行业机构网点的扩张势头，主要体现为显著减缓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

商业银行的扩张。值得关注的是，“六大行”凭借其遍布全国网点带来的网络效应以及利

用新技术时的规模经济，面对数字金融冲击时能够“大象转身”，及时进行数字化转型，其

网点布局的调整主要取决于银行自身的经营战略。对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言，数字金

融则加速了其转型和网点退出步伐。作为业务开展的主要场所，基层网点对市场的变化

更敏感，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数字金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各类金融机构的基层网点。股份

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面对数字金融挑战时应对方式有较大差异，两者受影响的

机构网点范围也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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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使“保持社交距离”成为习惯，公众对“无接触”的数字金融服务需求日

益增加。可以预期数字金融机构和银行本身提供的在线服务都会快速增长，根据本文分

析，可预期商业银行网点数量会继续甚至加速减少。另一种可能性是，银行网点的商业功

能发生转变，从以往提供具体金融服务的窗口变成单纯的“获客”和业务咨询平台，对此

国外已有先例。无论是哪一种趋势，技术进步都会成为金融业态改变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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