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发

展的新常态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P2P网
络借贷行业的异军突起、民营银行的发展壮大、外资

银行的持续渗透以及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商

业银行的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利润率不断降低。

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

运行，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对金融业乃至整个国民

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商业银行

如何提高自身经营效率，已经成为紧迫且必须面对

的问题。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适度扩大总需求

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基于此，

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视角，对影响商业银行

经营效率的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银行的效率都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

重点问题。最早使用DEA方法计算银行全要素生产

率的学者为 Sherman等（1985），Sigbjorn等（1990）则
首次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应用到银行生产效率

的测算中。此后的学者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分

解方法对银行效率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Sturm
和Williams（2004）通过计算和比较本土银行和外资

银行的效率发现，发达国家中外资银行的效率更高。

Yanez（2007）则以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为样本，对本土

银行和外资银行效率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发展中

国家外资银行的效率仍然较高。此外，学者把同一地

区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对比。Yang和
Liu（2012）使用DEA方法计算和比较了中国台湾地

区混合制和国有制银行的效率，研究发现混合制商

业银行效率更高，私有化提升了银行效率。

我国关于商业银行效率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

魏煜和王丽（2000）最早使用DEA和Malmquist生产

率指数法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新型商业银行

的经营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许承明和芮有浩

（2010）通过DEA方法研究发现，设立分支机构以及

合并重组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杨青楠等

（2011）从改制的视角，分析了农村信用社变成农商

行后经营效率的变化，结果表明，改制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资产效率配置低下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周威皓和刘俊奇（2016）则从宏观和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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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角度分析了农商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并给出了

提升效率的相关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我国具有代表

性的34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对其经营效率即

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按照张晨和任文茜

（2014）的分类方法，把商业银行分成大型国有商业

银行（简称“大型商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简

称“股份制商行”）、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

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四类，尝

试通过分析各类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

素，来为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提

供建议。

三、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1.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本文采用基于数据

包络分析（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测算银

行经营效率，DEA-Malmquist指数法可用下式表示：

=TC×TE
=TC×PTE×SE

其中：Dt（x，y）表示在 t期技术条件下 t ~ t+1期
的生产函数；Dt+1（x，y）则表示在 t+1期技术条件下

t ~ t+1期的生产函数；TC表示技术进步；TE表示技

术效率。若Malmquist值>1，则表示 t ~ t+1期的TFP
有所提升；若Malmquist值<1，表示 t ~ t+1期的TFP
降低了；若Malmquist值=1，表示 t ~ t+1期的TFP没

有发生变化。

2. 数据来源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从数据

的可获取性出发，本文选取 34家银行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包括：4家大型商行——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10家股份制商行——交

通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

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

行；10家城商行——北京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

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天津银行、厦门银行、徽商

银行、重庆银行、盛京银行；10家农商银——北京农

商行、江阴农商行、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

商行、东莞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天津农商行、常熟

农商行、吉林九台农商行。选取各商业银行 2008 ~
2015年的数据作为本文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Bankscope数据库及各银

行官方网站所公布的年报。

综合考虑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投入、产出

指标间的正相关性后，选取存款余额、营业成本、员

工数和固定资产为投入指标，利息收入、利润总额和

贷款余额为产出指标。

3.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运用Deap 2.1软件，

计算得到34家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整理得到

四类商业银行的效率分解值如表 1所示，以及四类

商业银行的年度经营效率变化趋势如图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总体而言，股份制商行的全要

素生产率最高，大型商行和城商行次之，农商行的全

要素生产率最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

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其影响，发达国家需

求大幅萎缩，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形成较大冲击。为

扼制我国出现较大危机并消化过剩产能，政府出台

四万亿刺激计划并且取得一定成效，这对于商业银

行的经营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股份制商行

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一定提升。股份制商行虽然遍

布全国，但其网点数量少于大型商行，这使得股份制

商行可以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服务优质客户，

跟大型商行相比，其服务对象“少而精”，因此能够更

快地从危机中恢复。农商行成立较晚，在资产规模、

品牌知名度、服务及创新能力等方面和其他商业银

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导致其效率最低。

从分解结果看，大型商行和股份制商行的效率

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效率主要源

于技术效率。规模较大的大型商行和股份制商行成

立时间较早，属于银行业的领跑者，资金实力更为雄

厚，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这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其“最佳生产边界”的前移，技术有所进

步。相比而言，城商行和农商行成立时间较短，资金

规模较小，研发能力较弱，属于行业的追随者，其经

营策略为追随大型商行和股份制商行，通过对“最佳

生产边界”的追赶来达到提高经营效率的目的。

为深入分析各类型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内部

波动的差异情况，引入Malmquist指数标准差，结果

表明：农商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波动最大，

效率

大型商行

股份制商行

城商行

农商行

Malmquist指数平均值

TE
0.9712
0.9841
1.0052
0.9897

TC
1.0116
1.0214
0.9763
0.9314

TFP
0.9825
1.0052
0.9814
0.9218

Malmquist指数标准差

TE
0.0338
0.0351
0.0439
0.0522

TC
0.0397
0.0424
0.0452
0.0413

TFP
0.0375
0.0416
0.0417
0.0421

Mt,t + 1
0 （xt+1，yt+1，xt，yt）= Mt

0M
t+ 1
0

=
Dt+ 1

0 （xt+ 1，yt + 1）

Dt
0（xt，yt）

×
Dt

0（xt+ 1，yt + 1）×Dt
0（xt，yt）

Dt+1
0 （xt+ 1，yt + 1）×Dt+1

0 （xt，yt）

表 1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分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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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波动最小；城

商行技术进步波动最大，大型商行技术进步波动最

小。

由我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图可以看

出，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全要素

生产率产生较大影响，四类商业银行效率在金融危

机冲击下均有所下滑，随后国家出台 4万亿刺激计

划，在其影响下，商业银行效率开始回升。2010年我

国开始实施市场利率化改革，受其影响，自 2011年
开始，各类商业银行的效率有所下滑。自 2012年开

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对实

体经济和银行业都形成一定冲击，商业银行效率也

持续震荡，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政府

推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以拓展国际市场，消化

过剩产能。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以“互联网+”和智能化为代表的现代

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大成效，各类商业银

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从 2013年起出现探底回升的趋

势，股份制商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15年出现大幅

提升。

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

1. 模型选择。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提出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基于此，本文以

我国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

平、净出口总额以及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的销售利润率作为需求侧影响因素，构建以下模型：

TFPit=α0+α1CYt+α2XFt+α3TZt+α4CKt+
α5LRt+uit

其中：TFP为前文所求各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

率；CY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

产值之比表示，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

程度；XF为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TZ为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率；CK为对外贸易净出口额增长率；LR

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增

长率；u为不能被模型解释的随机波动。

以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贷款质量、人力资本

水平和创新能力作为供给侧影响因素，构建以下模

型：

TFPit=β0+β1XLit+β2DKit+β3RLit+β4CXit+
β5RLit×CXit+εit

其中：XL为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效率，用贷款

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表示；DK为商业银行的贷款

质量，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与总资产之比表示；

RL为人力资本水平，用商业银行员工中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数占比进行衡量；CX为商业银行的创新能

力，用能够反映创新情况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之

比表示；RL×CX为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交互项，

表示人力资本带动的创新对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ε为不能被模型解释的随机波动。

2. 实证分析结果。

（1）需求侧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使用 stata软件

基于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模型进行估

算，通过AR检验来验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使用

Hansen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的结果

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知，各模型中AR（2）的概率 P都大于

0.1，因此拒绝残差项存在二阶相关的原假设，本文

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合理。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结

果也说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1.02

1.00

0.98

0.96

0.94

0.92

0.9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大型商行 股份制商行 城商行 农商行

2008 ~ 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图

变量

FTPt-1

CY

XF

TZ

CK

LR

AR（2）P
Hansen P
Adj. R2

大型商行

0.3024∗∗∗
（2.4319）
0.2013∗∗

（2.0319）
0.3329∗∗∗
（2.8013）
0.3510∗∗∗
（6.0227）
0.3924∗

（1.9501）
-0.1381∗∗

（-1.9262）
0.7440
0.3365
0.6823

股份制商行

0.2016∗∗
（2.0982）
0.1192∗∗∗
（3.7982）
0.3262∗∗

（2.0614）
0.3671∗∗∗
（3.6682）
0.2063∗

（1.8342）
-0.0781∗∗

（-2.0032）
0.3201
0.3258
0.6051

城商行

0.3335∗∗∗
（2.8212）
0.2183∗∗

（1.9912）
0.2817∗∗

（2.1521）
0.3312∗∗∗
（8.6904）

0.2195
（1.2056）
-0.0916∗∗∗
（-3.8513）

0.4594
0.4558
0.6265

农商行

0.3389∗∗
（2.1647）
0.3677∗∗∗
（4.3647）
0.2502∗∗

（2.0149）
0.3698∗∗∗
（5.3075）

0.0688
（0.8836）
-0.1091∗∗

（-2.0325）
0.2391
0.6212
0.5916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结果通过

10%、5%、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表 2 需求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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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的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四类

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都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

结构的优化能够使经济结构更为健康，经济增长更

具有可持续性，经济持续增长时，企业发展所需的信

贷资金和金融支持会增加，坏账率会降低。因此，产

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效率。

X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消费水平的提升对改善

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消费可

从两方面提升商业银行的效率：一方面，新常态背景

下，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最重要动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市场需

求，提高实体经济活力，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

银行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提升商业银

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商业银

行通过提供消费贷款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居民

消费水平的提高又通过以上途径进一步提升了商业

银行效率。

TZ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

对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我

国融资体系中，主要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

资，这就使得商业银行贷款成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的重要来源，因此提高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提

升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CK的系数为正，但显著性较差，大型国有商业

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模型中的净出口系数通过了

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余模型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净出口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较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明显

放缓，这对我国的出口亦形成较大冲击，我国多数外

向型企业都受到较大影响，企业经济环境的恶化使

得贷款坏账率增加，商业银行经营受到一定冲击。

L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产

生显著负向影响。存贷款利差为我国商业银行主要

收入来源，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利润负相关反映了

我国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争利的现象，银行利润率的

提升意味着存贷款利差增加，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

变得更高，过高的利率水平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成本，

本该属于实体企业的利润被商业银行篡夺。长此以

往，实体企业的利润持续下降，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

的发展。

从需求侧的实证结果来看，需求侧因素对我国

各类商业银行的影响差异并不大，产业结构优化、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都可

以提升商业银行运营效率，出口对商业银行运营效率

的影响不显著，商业银行运营效率和企业利润率负

相关，商业银行存在同实体经济争利的现象。

（2）供给侧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同样使用 SYS-
GMM对供给侧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由表 3可知，各模型中AR（2）的概率 P都大于

0.1，因此拒绝残差项存在二阶相关的原假设，本文

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合理。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结

果也进一步说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X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资产配置效率对商业

银行的经营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本文资产配置

效率为贷款与存款之比，利息收入为现阶段我国多

数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从本文结果看，一方面，贷

款额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及经营效

率。另一方面，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对于规模较小的

农商行和城商行经营效率提升程度有限，农商行的

资产配置效率系数只有 0.0317。这可能是由于城商

行和农商行的贷款比重已经过大，加上其总体资产

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继续增大贷款比重只能

使坏账率上升，风险增大，不利于提高经营效率。

DK的系数均为负，大型商行和股份制商行模

型中，贷款质量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商行和

农商行模型通过了 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不良贷款的增加抑制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

随着实体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银行的坏账水平也

在不断上升，再加上部分银行自身管理的不完善，进

一步提高了其坏账率，抑制了经营效率的提升。

变量

FTPt-1

XL

DK

RL

CX

RL×CX

AR（2）P
Hansen P
Adj. R2

大型商行

0.1942∗∗∗
（2.8319）
0.1712∗∗∗

（7.6392）
-0.0685

（-1.2033）
0.2349∗∗∗
（8.3679）
0.0895∗∗∗
（2.8917）
0.1726∗∗∗
（8.9374）

0.5411
0.3655
0.7017

股份制商行

0.2275∗∗∗
（2.9637）
0.1422∗∗∗

（8.3315）
-0.0973

（-1.3322）
0.3275∗∗∗
（8.3001）
0.0886∗∗∗
（2.6930）
0.2051∗∗∗
（6.0753）

0.4202
0.3328
0.6846

城商行

0.3035∗∗
（2.0346）

0.0806∗∗
（2.0031）
-0.1351∗

（-1.8674）
0.2627∗∗∗
（4.0376）
0.0462∗∗∗
（2.0049）
0.1217∗∗∗
（3.0219）

0.3591
0.4548
0.6192

农商行

0.2872∗∗∗
（3.2971）
0. 0317∗∗

（1.9964）
-0.1271∗

（-1.8167）
0.2345∗

（1.8202）
0.0252

（0.8357）
0.0836∗

（1.8275）
0.2439
0.6521
0.6015

表 3 供给侧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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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的系数均为正，除农商行模型中的人力资本

系数通过 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余三

个模型中的系数均通过了 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

检验。农商行员工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其前身——

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职工入职时对其要求相对较

低，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商业银行的运营要求。因此，

农商行成立后又招聘了大量新员工，使其人力成本

过高，拖累了其发展。

CX的系数均为正。农商行模型中，创新能力系

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模型中的创新能力系

数均通过了 5%或 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除

农商行外，非利息收入能够对其余商业银行的全要

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系数都很小，影响

程度甚微。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超

过70%，利息收入仍为各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非利

息收入因比重较小，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有限。

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除

农商行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通过10%统计水平上的

显著性检验外，其余三个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均通

过了 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从本文结果看，

除农商行外，其余三类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本对其创

新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

营效率，农商行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提高。

从供给侧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来看，贷款质量

无法对各类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

响，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对于各类商业银行经营效

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农商行在人力资本和创新

能力上存在一定差距，有待进一步提高。城商行和农

商行的贷款比重已经过大，且规模较小，因此进一步

提高贷款比重只能增加风险，对其经营效率提升有

限。

五、结论及建议

1. 结论。本文把我国商业银行分成四类，并选

取其中34家为样本，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分解

方法计算和比较了不同商业银行2008~2015年间的

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

维度出发，使用SYS-GMM方法分析了商业银行经

营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考察期内，股份制商行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最高，大型商行和城商行次之，农商行的全要素生

产率最低。大型商行和股份制商行的效率主要源于

技术进步，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效率主要源于技术

效率。

（2）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需求侧影响因素看，

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升对于提升商业银行效率具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企业利润则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看，人力资本

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

升，但农商行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改善。资产配置效

率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但对

于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影响程度较小。

（3）从结果看，需求侧因素对于商业银行经营效

率的影响差异不明显。供给侧因素对于商业银行经

营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

资产配置和人力资本水平上。

2. 建议。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

建议。首先，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应考虑对实体经

济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商业银行可持续

运营的基础，商业银行应采取措施来推动实体经济

的发展。其次，经济新常态下，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全面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大力发展以信息化、

智能化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商

业银行效率。最后，加大对人力资本和创新的投入，

通过技术、产品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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