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为

了适应金融市场的需求变化，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大

大增强了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提高了金融机构和

投资者规避风险、谋求利益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

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

势，收入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重

要障碍。

一、文献综述

我国金融创新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

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金融创新的进程在逐渐

加快，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一部分的收入，

从而给收入差距带来一定影响。而目前关于金融创

新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国内外学者更多

的是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差距。乔海曙、陈

力（2009）从金融集聚理论的角度，结合中国二元经

济结构特征，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内在机理，并运用 Kendall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

的思想和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论证

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倒“U”型的非

线性关系。张龙耀等（2013）从微观视角阐述了金融

发展通过影响家庭创业选择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

的作用机制，中国城乡家庭创业活动普遍面临着金

融约束，其中尤以农村家庭为甚。杨楠、马绰欣

（2014）依照八大经济区域的划分，利用面板门槛模

型探寻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门槛特

征及其区域差异。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且不同产业类型的

地区存在方向与阶段上的差异。具体而言，商贸型地

区出现完整的倒“U”型特征，工业型地区出现先扩

大后放缓的形似倒“U”型左半部分的特征。通过以

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间存在倒

“U”型关系，而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一部分，也

会对收入差距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文献均是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收入差

距，并没有研究金融发展中的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

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金融创新指标的主成分分

析，寻求一个综合描述金融创新能力的指标，利用泰

尔指数研究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寻求

从金融创新方面来降低收入差距的措施。

二、我国金融创新现状

我国的金融创新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金融产

品和金融业务的创新等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

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创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1. 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市场创新主要是市场

结构的变化，如离岸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

中国一方面建立了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

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了证券交易市场，如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及与证券交易有关的证券中介机构，

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检验

彭定贇（教授），王玲玲

【摘要】以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协整分析法对金融创新对收入

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均衡的金融创新，即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会缩小收入差距，这是金融创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不均衡的金融创新，即股票、债权、保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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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督证券交易市场而建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在金

融衍生品市场出现了远期交易、互换、股指期货等金

融衍生品。这些都丰富了我国金融市场类型和体系，

为企业融资、投资者投资提供了新的途径。

2. 金融业务的创新。商业银行出现了以下业

务：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票据贴现等资产业务，居民

储蓄存款、信托存款等负债业务，远期合约、汇款业

务、基金托管类等中间业务。金融业务创新的多元化

不仅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利润来源，也为投资者

带来了更多选择机会。

3. 金融产品的创新。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机

构综合经营趋势的形成，银行业和证券业对接、保险

业和证券业对接使得将信贷和保险这些典型的金融

业务内在的风险打包到证券中并出售给投资者成为

可能，新型风险转移产品被创造出来，如信用衍生品

和巨灾债券等。货币市场出现了国库券、商业票据、

回购协议等金融产品，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近年来由于互联网金融

的发展，出现了余额宝、借贷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产品的种类，满足了人们对金融

产品的需求。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创新在近年来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金融创新带来了金融机构传统业务

的革新，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加快了金融业全球化

的进程。

三、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金融创新的度量。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为

适应经济发展，引入新技术，采用新策略，构建新组

织，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目前并没有特

定指标来表示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只能借用金融

市场的特征来粗略描述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

本文使用金融创新度来表示金融创新的程度，

金融创新度X1的计算公式为：

金融创新度= 金融资产总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

= 现金+股票市值+债券余额
现金

（1）

从上式可以看出，金融资产总量越多，交易性金

融资产的数量越少，金融创新度越大。

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受到金融市场本身条件的

制约，本文加入了金融市场本身的条件变量（X2 ~
X7）来测量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能力。所选指标与

变量的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1。

（2）收入差距的度量。在有关研究文献中，学者

们主要运用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泰尔指数和基尼系

数等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采用泰尔指数

来测度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m表示将全国分为m个组；p表示全国总

人口；pi表示第 i组的人口；yi表示第 i组的人均收

入；μ表示全国人均收入。

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本文在计算

泰尔指数时，将全国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组。其

中，城市与全国的人均收入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于中国在 2013年以前将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分开

测量，在2013年后国家实行城乡一体化得到全国的

人均收入，故本文中全国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和城市

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计算所得。相关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官网。样本期间是 1992 ~ 2014年，计算

得到的我国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如表2所示。

表 1 描述金融创新的变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指标

金融创新度

股票市场
发展规模

债券市场
发展规模

保险市场
发展规模

金融创新
市场容量

股市活跃
程度

城乡金融
资源配置

计算公式

式（1）

股票市值/GDP

企业债券发行量/
GDP

保费金额/GDP

金融机构信贷总
量/GDP

股票交易量/GDP

农村固定投资/城
镇固定投资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
金融年鉴、中国证
券信息网

国家统计局

中国证券业年鉴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泰尔指数

0.108377333
0.128273867
0.134767141
0.121496155
0.103753349
0.100391425
0.104429579
0.117038803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泰尔指数

0.128992061
0.137977763
0.154547876
0.162443385
0.159091602
0.158477745
0.160335167
0.161190543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泰尔指数

0.158040344
0.156494657
0.146249857
0.136835268
0.132709841
0.125718594
0.105805350

表 2 1992 ~ 2014年泰尔指数

T=∑i=1
m é

ë
ê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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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创新的主成分分析。

（1）相关系数分析。为检验金融创新的几个描述指

标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利用Eviews 8.0检验金

融创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

T
X1

X2

X3

X4

X5

X6

X7

T
1

0.177926
0.397293
0.128623
0.617244
0.42768
0.369482
-0.270591

X1

0.177926
1

0.811359
0.281268
0.745536
0.873327
0.815115
-0.833655

X2

0.397293
0.811359

1
0.323925
0.615989
0.655631
0.92504

-0.530386

X3

0.128623
0.281268
0.323925

1
0.290691
0.288815
0.382028
-0.27208

X4

0.617244
0.745536
0.615989
0.290691

1
0.950241
0.649996
-0.832173

X5

0.42768
0.873327
0.655631
0.288815
0.950241

1
0.693922
-0.912473

X6

0.369482
0.815115
0.92504
0.382028
0.649996
0.693922

1
-0.591159

X7

-0.270591
-0.833655
-0.530386
-0.27208
-0.832173
-0.912473
-0.591159

1

由表 3可以看出，金融创新指标存在多重共线

性，为了得到一个综合的指标来描述金融创新的能

力，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根据因子得分提取主要的

信息来描述金融创新。

（2）金融创新的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一种

统计方法。通过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存在相关性的

变量转换为一组线性不相关的变量，转换后的这组

变量叫主成分，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递减的顺序

排列。描述金融创新的几个指标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于是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到描述金融创新的几个主要

信息，通过因子得分加权得到描述金融创新的一个

综合指标。利用SPSS 17.0对金融创新的几个描述指

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761，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统计量观察值为

185.26，均表明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三个主成

分就可以解释原解释变量 94.5%的信息，故选用前

三个主成分F1、F2、F3。

F1=0.42X1+0.38X2+0.18X3+0.4X4+0.42X5+
0.4X6-0.4X7

F2=-0.08X1+0.19X2+0.9X3-0.19X4+-0.21X5

+0.14X6+0.24X7

F3=0.4X1 + 0.55X2- 0.4X3- 0.32X4- 0.25X5 +
0.46X6+0.36X7

将F1、F2、F3三个主成分通过特征值的加权得到

描述金融创新F的计算公式：

F=0.75F1+0.14F2+0.11F3

得到金融创新F与X1 ~X7之间的关系为：

F=0.3478X1 + 0.3721X2 + 0.217X3 + 0.2382X4 +
0.2581X5+0.3702X6- 0.2268X7

通过计算得到我国 1992 ~ 2014年的金融创新

指数F，如表4所示。

3. 收入差距关于金融创新的协整分析。

（1）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产

生，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泰尔指数T、金融创新

指数F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 5可知，泰尔指数T、金融创新指数 F的序

列的ADF值都小于 5%的临界值且伴生概率P值都

大于0.05，接受序列T、F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从而

序列T、F都是非平稳的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的

变量D（T）、D（F）的ADF值都小于 5%的临界值，并

且伴生概率P值都小于 0.05，拒绝变量D（T）、D（F）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T、F的一阶差分全部平

稳。因此变量T、F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变量T、F进
行协整分析。

表 3 金融创新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T
F

D（T）
D(F)

ADF值

-1.32
-1.33
-2.94
-6.15

临界值
（5%）
-3.01
-3.01
-1.96
-1.96

P值

0.6015
0.5982
0.0055
0.0000

平稳性
检验结果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表 4 1992 ~ 2014年金融创新指数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金融创新指数

1.014822720
1.090890595
1.129833849
1.163666479
1.396472335
1.523362605
1.567734366
1.633463675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金融创新指数

1.874009258
1.743631038
1.644206651
1.673796228
1.620414631
1.585846397
1.889022011
3.135851507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金融创新指数

2.208600869
2.734370109
2.619234029
2.364496851
2.37912904
2.516518927
2.978906417

表 5 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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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差距关于金融创新的协整分析。对于非

平稳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传统方法是

EG两步法。对泰尔指数T和金融创新指数F用最小

二乘法做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为：

Tt=0.010180Ft+0.115560+ηt （2）
对回归分析所得的残差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

现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故可以认为泰尔指数T与

金融创新指数 F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分析结果

可知，当金融创新创新指数增加 0.1时，泰尔指数增

加 0.001，即在长期内，金融创新水平的提高会带来

收入差距的扩大。

将X1 ~ X7代入（2）式，由于债券、股票、保险业

市场的发展以及股市的活跃程度对金融创新指标的

提高有正向效应，即活跃的股市，发展水平高的债

券、股票、保险市场均会提高金融创新水平，从而造

成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对农村的金融投资的投入加

大，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水平降低，从而

缩小收入差距，即均衡的城乡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

差距。

（3）建立收入差距关于金融创新的误差修正模

型。通过以上对收入差距与金融创新的协整分析，可

以认为在长期内，市场金融创新程度的提高在一定

程度上会扩大收入差距，即两者具有协整关系。以泰

尔指数T的差分△T为因变量，金融创新指数 F的
差分△F、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ECMt-1为自变量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其中误差修正项 ECM=T-
0.01080F-0.115560，建立模型如下：

△Tt=α+β1△Ft+β2ECMt-1+εt （3）
也可以以泰尔指数T为因变量，以金融创新指

数F、滞后一期的金融创新指数Ft-1、泰尔指数Tt-1

为自变量建立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

Tt=α+β0Ft+β1Ft-1+λ1Tt-1+εt （4）
通过OLS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Tt=-0.001050+0.001946×△Ft- 0.0693802×
ECMt-1 （5）

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残差

序列为平稳序列。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创新的

当期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收入差距，而前期误

差也会影响收入差距，前期误差增加 0.1，会使得现

期收入差距调整-0.00693802。
（4）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调节的效应分析。金融

创新有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市场的

流动性，当投资者在市场上进行金融活动时，金融资

产的流动就带动了财富的增加。而由于金融创新的

受惠地区和群体的差异，会带来收入分配的差异。

4. 金融创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

（1）金融创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当金

融创新能让普遍人受惠时，可以使金融资源得到有

效配置，缩小收入差距。当金融市场处于自由化状态

时，充分的市场竞争会使得所有人的财富增长机会

平等，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创新能够提高金融

市场投资的活跃性，企业更加容易获得资金从而扩

大生产，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劳动工资水平会

提高。同时，活跃的金融市场拓宽了人们的投资理财

渠道，实现了居民手中财富的增长，缩小了收入差

距。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投入，加大农村的金融创新力

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与城市的金融发展

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

小，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2）金融创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当金

融创新并不能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即金融创新并

不能使普遍人群受惠时，会加大收入差距。在金融政策

上，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提高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租

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不公平分配，实质上

为金融部门创造了一种特权，使得金融资源有可能

达不到有效配置，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扩大收入差

距。在金融创新带来活跃的金融活动时，如果金融资

源总是掌握在高收入人群中，则会进一步扩大收入

差距。随着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创新，通过资产证

券化、增加一些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可以提高财产性

收入，也可以通过持有上市企业的股票实现收入的

增加。但是证券市场的不完善、金融创新的过度化，

则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此外，金融市场的信息不

对称会导致高收入人群掌握更多的金融信息，享受

到更多的金融服务，造成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

乡二元结构导致金融创新资源的流动受限，农村的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基于金融创新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对策

建议

1. 破除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金融业

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普及金融创新。加大

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通过金融政策创新、金融工

具创新、金融机构创新等方法来解决农村的金融发

展困境。

首先，建立服务于农村金融建设的新型金融机

构，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

资金互助合作组等。建立可靠的信息网络，减少信息

不对称，简化信贷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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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缘的优势，实现关系和声誉对抵押和担保的替

代，提高信用贷款比例，降低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民的

融资门槛，改变农民的收入增长模式，增加农民收

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农

民并没有价值较高的资产，传统的资产抵押模式并

不适合，可以通过农民特有的土地资产、土地流转权

和收益权的抵押来发放贷款。在制定针对农民的贷

款政策时，要更多关注农民的未来收入。同时，政府

应该大力扶持小型担保公司，将农业发展、资金周转

和违约担保联系起来，建立农户、企业和政府的联保

机制，实现生产、销售和分配共同体，抵御生产风险、

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最终改善农村信用环境。最

后，创新农业商业保险产品，完善农村商业保险机

制。农业收成与天气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这造成了

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农业生产者很难取

得银行贷款，因此，建立农业保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

义。可以创新针对农业的新型农村商业保险，为农民

的收入建立保障，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降低风

险，强化农业保险的保障体系。

2. 平衡区域金融发展。区域金融业发展的差异

必然会影响区域间金融创新的效率和公平，从而使

得部分区域和群体无法获取便捷的金融服务，不利

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因而，在制定金融政策时要兼顾

公平。

首先，放松对落后金融区域的金融管制，建立一

个具有竞争性的金融体系，引进新型金融机构，继续

降低落后区域的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打破区域内单

一金融机构的格局，丰富人们对金融机构的选择。其

次，积极将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规范化，允许民间资本

融入金融机构，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激发民间

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引导资本流向资

金短缺的地区或群体，提高资金短缺地区居民的收

入，缩小收入差距。再次，借鉴发达国家扶贫经验，完

善落后金融地区的再投资的金融法律法规，防止资

金从落后地区流出。鼓励服务“三农”和支持落后

地区的金融机构的进入，给予政策补贴并且加以监

管，从而构建落后地区的资金回流机制，防止资金配

置的两极分化。最后，根据不同区域特征和产业特征

因地制宜，建立和完善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

策性金融相互协作的金融制度。对以工业和服务业

为基础的发达地区，实行以商业性金融为主导的金

融体系；对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地区，构建以合作性

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对经济落后

或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实行扶贫性的金融

体系。

3. 创新产权制度，加强乡镇企业的创新。首先，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乡镇企业的创新发展。要

想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必须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制定好乡镇企业特有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协调发

展战略、整体素质提高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科

学管理战略、经济联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措施，

增强乡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其次，加快乡

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乡镇企

业制度。实行股份合作制可以增强乡镇企业的融资

能力，降低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要求，有效解

决乡镇企业的发展难题。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丰富

乡镇企业投资主体，形成完善和健全的内部治理结

构。最后，引导乡镇企业适度集中，发展成为新的小

城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小城镇的建设都是农

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的发

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乡镇企业成为城镇经济

的支柱，使城镇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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