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银行净利差（Net Interest Margin）被定义为银

行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的差值与银行总资产的比

值，该指标被用来衡量银行的利息收入。与国外银行

相比，国内银行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利息收入。然而，

我国上市银行的净利差从 2011年开始呈现下降趋

势。为什么商业银行的净利差会下降？本文基于第三

方支付这一视角，以 16 家上市银行为样本，首先

就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净利差减少这一

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解释，然后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

证检验。

关于银行净利差，已有大量国内外学者进行过

研究。Ho 和 Saunders（1981）最早提出了交易者模

型，指出银行净利差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结构、管理者

的风险厌恶程度、交易规模和利率波动四个因素；

Angbazo（1997）进一步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

对银行净利差的影响；Allen（1998）放宽了交易者模

型中贷款同质性的假设，考虑贷款异质性条件下银

行净利差的组合效果，为银行业务多元化和提高非

利息收入的比重提供了理论模型上的支持；Mau⁃
dos、Solis（2009）以墨西哥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发

现运营成本和非传统业务是其净利差的主要影响因

素；黄国平等（2007）进行了定性分析，在其提出的理

论模型中指出存贷款利差的合理水平取决于违约

率、损失率、流动性风险、资本缓冲与信贷类资产的

比率及无风险基准利率；周鸿卫（2008）等以我国 26
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分阶段研究指出 1999 ~ 2004年，

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因素有存贷款基准利

差、银行资本充足性、经营成本、储备机会成本，

2005 ~ 2006年则应考虑违约风险、资产管理质量、流

动性风险等；张育红和张宗益（2010）以 2000 ~ 2008
年2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对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

风险厌恶程度、营运成本、信用风险、资产规模等是

银行净利差的影响因素。

从2009年开始，互联网金融崛起并得到了迅猛

发展。不少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互联网金融对商业

银行业务发展的影响。宫晓林（2013）认为互联网金

融模式短期内不会影响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

但长期内商业银行应大力利用互联网金融；冯娟娟

（2014）对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竞争策略进

行了研究，提出了商业银行应对的相关建议与政策。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商业银

行净利差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停留在了对商业银行

净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

行经营模式的影响的定性研究，鲜有学者基于互联

陈银飞，李淑锦（教授）

商业银行净利差为何会减少
——基于第三方支付视角

【摘要】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9 ~ 2015年年度数据，以第三方支付规模与银行资产规模的比值

衡量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冲击强度，构建商业银行净利差模型，并进行面板回归以及格兰杰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第三方支付的发展的确将缩小商业银行净利差，并且银行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

对净利差分别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关键词】净利差；第三方支付；面板回归；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6-0107-5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规划研究课题（项目编号：SCG256）；浙江省智慧城市区域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项目编号：ZXZH1401009）

2017.26 财会月刊·107·□



网金融这个背景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

定量分析。互联网金融在我国有五种主要的形态：第

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互联网理财以

及金融互联网，而目前来看，发展最成熟的当属第三

方支付。因此，本文将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下，

基于第三方支付视角，解释商业银行净利差减少的

原因，并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本文从净利差的定义表达式出发，分析第三方

支付规模的扩张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影响。净利差

的表达式如式（1）所示：

净利差（NIM）=［利息收入（Income）-利息费用

（Cost）］/银行总资产（Asset） （1）
由式（1）显然可以得到：

∂NIM∂Income >0

∂NIM∂Cost <0

第三方支付（The Third Party Payment）是指具

备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企业与国内外各大银行

签约，为买方和卖方提供的信用增级。其具体流程

为：在银行的直接支付环节中增加一中介环节，在通

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时，买方选购商品，将款项不

直接付给卖方而是付给中介，中介通知卖方发货；买

方收到商品后，通知付款，中介将款项转至卖方账

户。根据第三方支付的定义及其发展现状，从银行吸

纳存款、利息费用、客户资源以及贷款利率四个方

面，基于第三方支付这一视角，就商业银行净利差减

少这一现象给出理论解释。

1. 吸纳存款。第三方支付操作具有的快捷性、

安全保障，能给客户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由此培养

了客户消费习惯的“黏性”；部分第三方支付平台如

支付宝，其下的余额宝能够给客户的闲置资金提供

较高的利息收入；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不断完善，

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比如通过基金投资代理从而

帮助客户获得较高收益，这些将导致客户更倾向于

将资金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虽然第三方支付平

台的沉淀资金部分将被回笼，但肯定存在资金漏出，

这将相应减少商业银行能够投放的贷款数量。因此，

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将减少银行吸纳存款的金额，即

开展资产业务的资金数量，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利息

收入减少。

2. 利息费用。第三方支付规模（TPPS）的不断扩

张迫使银行提高存款利率水平来提高对客户资金的

吸引力。在这一作用机制下，银行支出的利息费用

增加。

3. 客户资源。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凭借对产业

链上下游交易行为和资信记录的全面掌握能够为中

小企业和商户打造网络融资平台，适应了中小企业

融资“小、短、频、快”的需求特点。这些都对商业银行

的信贷业务构成竞争态势，不利于商业银行开展资

产业务，利息收入大幅度减少。

4. 贷款利率。根据科斯定理，由于第三方支付

交易成本低（甚至可以为 0），逐步取代传统金融中

介的地位，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脚步，使得银行贷款

利率被迫降低，最终也将导致银行利息收入减少。

从这四个角度进行剖析，可以得到第三方支付

扩张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影响的确是消极的。

资产规模不同的银行对第三方支付规模的扩张

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敏感度是存在差异的。资产规模

较大的银行凭借其具有的规模优势和社会威望，面

对第三方支付扩张带来的压力时，开展资产业务仍

能保持一定的优势，其净利差受到的影响可能小于

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因此，本文用第三方支付规模

与银行资产规模的比值来衡量第三方支付扩张对银

行净利差产生的冲击强度（Impact Strength，简记为

IS），冲击强度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而减小，其

表达式如式（2）所示：

冲击强度（IS）= 第三方支付规模（TPPS）
银行资产规模（Asset）

（2）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得到：

∂NIM∂IS = ∂NIM∂Income
∂Income∂IS + ∂NIM∂Cost

∂Cost∂IS <0

（二）模型构建

尽管从理论上第三方支付的扩张能够解释商业

银行净利差减少这一现象，为了增强理论分析的说

服力，本文通过构建商业银行净利差模型，利用相关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关键变量为第三方支付对银行净利差产

生的冲击强度。从理论分析部分可以看出，冲击强度

这一指标的变动能反映影响净利差的利息收入、利

息费用、银行总资产这三个因素的变动，但是影响商

业银行净利差的因素不止这些，十分有必要将其他

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考虑到商业银

行开展资产业务时面临的风险因素与贷款规模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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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差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BLR）和贷

款规模（SIZE）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最终得到如

式（3）所示的净利差理论模型：

NIMit=a+b1×ISit+b2×lnSIZEit+b3×BLRit+eit

（3）
其中：i代表第 i家上市商业银行个体；t表示不

同的商业银行在 t时期的数值；eit表示第 i家上市商

业银行在 t年的随机误差项。控制变量的说明如下：

1. 不良贷款率（BLR）。不良贷款率是指银行的

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用来刻画商业银行

面临的信用风险。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表明银行

能有效收回的贷款数量越少，利息收入相应也越少，

因此预期两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2. 贷款规模（SIZE）。银行贷款总规模是度量银

行交易规模的一个指标。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银行

利差收入来源增加，有利于增加银行净利差。因此本

文认为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模型自变量整理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 16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包括 5家国

有银行和11家股份制银行，采用样本有关变量2009
~ 2015年年度数据。表 2反映了各指标年度均值以

及标准差（括号中的数据代表标准差）。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净利差均值从

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与此相反的是，第三方支付

扩张产生的冲击强度逐年增加，并且从标准差数据

可以看出，该指标在 16家上市银行间存在较大差

异，波动幅度逐年上升；与冲击强度相比，银行贷款

规模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在样本所选时段内，银行不

良贷款率从2011年开始表现出上升趋势，该结果支

持了预期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净利差之间的关系，

即银行净利差随着不良贷款的上升而下降。

（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因为经济学上的面板数据通常具有不稳定性，

所以在进行回归之前必须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

检验。当数据原序列不平稳时，应对面板数据进行差

分处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其是否存在同阶

单整现象，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的情形。本文采用

ADF方法对每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了单位根检验。

表3为单位根检验结果：

从表 3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原序列并非在 5%的

水平上表现平稳，而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之后，各

变量均在 1%的水平上表现平

稳，表明各变量间存在一阶单

整现象，存在协整关系。为了

确保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而能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

回归，本文进一步进行了Kao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结合表3和表4，可以确保

面板数据整体协整，能够进行

面板回归，从而保证了实证结

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原序列

一阶差分序列

变量名称

NIM

IS

BLR

LnSIZE

D（NIM）

D（IS）

D（BLR）

D（lnSIZE）

ADF统计值

46.0114

9.91466

33.0704

83.8201

102.917

74.9032

60.2694

171.947

P值

0.0519∗

0.9999

0.4147

0.0000∗∗∗

0.0000∗∗∗

0.0000∗∗∗

0.0018∗∗∗

0.0000∗∗∗

年度

NIM（%）

IS

BLR

LnSIZE

2009

2.3463
（0.3181）

0.6649
（1.0274）

1.2325
（0.5928）

9.0743
（1.3542）

2010

2.4400
（0.2025）

0.9427
（1.3242）

0.8938
（0.3898）

9.2549
（1.3350）

2011

2.5806
（0.2751）

1.7218
（2.5586）

0.7581
（0.2961）

9.4212
（1.3069）

2012

2.5325
（0.2764）

2.2129
（3.2016）

0.8069
（0.2098）

9.5755
（1.2846）

2013

2.3619
（0.2442）

2.7273
（3.7218）

0.9031
（0.1346）

9.7097
（1.2697）

2014

2.3588
（0.1850）

3.3945
（4.4160）

1.1263
（0.1651）

9.8423
（1.2419）

2015

2.3156
（0.1919）

4.2624
（4.8229）

1.4744
（0.3455）

9.9784
（1.1867）

自变量名称

冲击强度（IS）

不良贷款率（BLR）

贷款规模（SIZE)

数据来源

第三方支付规模来自
于wind数据库
银行资产规模来自于
同花顺

同花顺

同花顺

预期符号

-

-

+

表 1 模型变量、数据来源及预期符号说明

表 2 2009 ~ 2015年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同花顺、wind资讯。

表 3 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数据来源于同花顺、wind资讯；∗∗∗、∗∗、∗分别表

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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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检验及Hausman检验

本文首先利用协方差法对面板模型是否适合混

合效应进行检验。借助Eviews软件分别对面板数据

进行混合效应（不变截距和不变系数）、固定效应中

可变系数回归，得到两个回归后的残差平方和记为

s1、s2。
在假设样本数据服从混合效应（不变截距和系

数）的情况下，构造F统计量：

F=
(s1- s2)/[(N- 1)(k + 1)]

s2/[NT-N(k+ 1)]

其中：N是面板数据中的横截面个体数；K是模

型中自变量的个数；T是时间跨度。若面板模型不适

用混合效应，则应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

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本文利用

Eviews 7.2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

如表4所示：

表 4结果表明，本文应采用固定效应对银行净

利差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四）固定效应面板协整回归

本文运用 Eviews 7.2，采用固定效应对面板数

据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

本文得到的实证结果如式（4）所示：

NIM=1.3751+0.1453LnSIZE-0.0417IS-
（1.8198∗） （1.7650∗）（-3.0460∗∗∗）

0.2422BLR （4）
（-4.3279∗∗∗）

R2=0.6080 Adjusted-R2=0.5321
表 5的结果表明：冲击强度、不良贷款率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银行净利差产生消极影响，而

贷款规模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银行净利差产生

积极影响。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与本

文预期一致；拟合优度R2为 0.6080，调整后的R2为

0.5321，这两个系数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选取的

自变量对净利差的解释程度较高。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初衷是基于第三方支付这一视角解释商业

银行净利差逐渐减少的现象，式（4）的确表明冲击强

度对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具有消极作用，两者之间为

负相关关系，但这并不能表明冲击强度是商业银行

净利差减少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

检验来说明第三方支付带来的冲击强度是否为净利

差减少的格兰杰原因。其结果如表6所示：

表6表明无法拒绝净利差减少不是冲击强度的

格兰杰原因这一原假设，但是应拒绝冲击强度不是

净利差减少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原假设。正如理论分

析中所言，第三方支付规模的不断扩张对商业银行

业务产生的冲击强度将不利于银行吸纳存款、造成

客户资源的部分流失、间接增加商业银行利息费用

支出，以及减少利息收益。因此，冲击强度的确是造

成净利差减少的原因之一，并且两者之间为负相关

关系，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然而，冲击强度这

一指标是第三方支付规模与银行资产规模的比值，

其大小取决于第三方支付规模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

变动幅度的大小，若第三方支付规模的增长速度快

于商业银行自身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该指标增大，

反之减小。第三方支付规模的变动取决于人们的支

付需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变动取决于银行自身

的经济实力，因此，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变动无法成为

冲击强度这一指标变动的原因。所以，应该尊重实证

结果，即无法拒绝净利差减少不是冲击强度的格兰

杰原因这一假设。

原假设

净 利 差 减 少 不 是
冲击强度的格兰杰
原因

冲 击 强 度 不 是 净
利差减少的格兰杰
原因

滞后
阶数

3

3

观测
次数

109

109

F统计值

0.74533

3.18326

P值

0.5275

0.0446∗∗

变量

C
IS

BLR
LnSIZE

相关系数

1.375144
-0.041735
-0.242204
0.145341

标准误

0.755665
0.013702
0.055963
0.082347

T统计值

1.81978
-3.045962
-4.327894
1.764982

P值

0.0720∗
0.0030∗∗∗
0.0000∗∗∗
0.0808∗

F统计量

F统计量临界值

Hausman-test p值

3.69
1.68

0.0022∗∗∗

结论

拒绝混合效应原假设

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

统计名

ADF

T统计值

-3.420591

P值

0.0000∗∗∗

结论

拒绝原假设，存在协整
关系

表 4 Kao检验结果

表 4 F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

注：F统计量临界值为5%的显著性水平。

表 5 面板固定效应协整回归结果

表 6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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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净利差的定义出发，从理论上解释了第

三方支付扩张对银行净利差减小这一现象的影响，

并且以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除反映

第三方支付的冲击强度这一指标外，另外选取不良

贷款率以及贷款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构建银行净利差

模型。通过固定效应的协整回归以及格兰杰因果检

验，得到第三方支付的冲击强度不仅与商业银行净

利差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

-0.0417，该指标更是商业银行净利差减少的原因之

一。而商业银行净利差受到不良贷款率的消极影响

是最大的，其影响系数为-0.2422。除此之外，商业银

行的贷款规模与净利差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贷

款规模的扩张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净利差。

（二）政策建议

1. 积极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扩大贷款规

模。第三方支付的扩张对商业银行净利差产生的消

极影响，使得银行利差收入不断减少。第三方支付时

代的到来，对银行看似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然而机

遇也是并存的。第三方支付的不断扩张，带来了丰

富的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

付进行合作，第三方支付能够利用银行的品牌和地

位，提供更完善的个性化支付平台；而商业银行则可

以成为第三方支付所产生沉淀资金的保管者，这将

有利于银行以较低的成本扩大贷款规模，开展资产

业务，增加利息收入，提高净利差。通过合作，能够

实现双赢。

2. 加强风险控制，降低不良贷款率。通过实证

结果可以发现，不良贷款率对银行净利差的影响是

不容忽视的。银行应重视资产管理，降低不良贷款

率。不良贷款率虽然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其中部分因

素并非银行所能控制，比如国家整体经济景气情况、

借款者信用水平等，但银行应提高甄别个人信用的

能力。银行可以通过完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利用第

三方支付带来的信息资源等措施，加强对资产的风

险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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