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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摘要】第三方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特点已经深刻影响到消费者的支付习惯。但同时根

据其支付流程，第三方支付会通过将货币电子化，改变货币形态，进而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这种变

化经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检验得到证实：第三方支付在长期范围内会抑制现金和狭义货币流通速度，

刺激广义货币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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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以来，我国消费者的支

付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仅 2016年第二季度，

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总额已达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61.9%，环比增长 12.3%；而移动支付规模达到

9.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74.9%，环比增长

52.1%。可见，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惊人的

态势，其中又以移动支付发展势头最为迅猛。

但是，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可

能存在隐患。2015年12月，央行出台《非银行支付机

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将用于第三方支付的账

户定义为“支付账户”，并设定日交易限额。这不仅从

侧面印证了第三方支付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确实存在

不利影响，更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因此受到

冲击。事实上，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发行新的

货币，而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将现实货币电子化。

基于第三方支付便捷、货币电子化等特点，其对货币

政策的冲击可能首先通过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而体

现，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支付方式的普及，国

内外学者围绕这种特殊的支付方式展开了多项研

究，在实践和理论中都取得了巨大成果。

1. 电子货币、电子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①对于电子货币的定义，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是国际

清算银行的界定，即：“电子货币指消费者所拥有的

储存有资金或货币价值的储值型或预付型产品，包

括预付卡（有时称为电子钱包）和可通过计算机网络

访问的预付软件产品（有时称为数字现金）。这种电

子货币与允许消费者通过电子通信手段访问传统支

付服务的通道产品是不同的。”这个定义排除了依赖

于银行卡、支票等工具进行支付的卡基货币，而将其

划分为“电子现金”。②电子支付实质上是将支付行

为作为出发点，从另一个角度对电子货币进行解读。

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Humphrey（2001）的观点，即认

为电子支付是借助电子媒介进行资金交易的一种方

式，而电子媒介就包括互联网和其他数字手段，直接

通过银行系统支付账单，而不必去银行领取现金。

③在第三方支付方面，笔者比较认同杨云龙、何文

虎（2014）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第三方支付模式应

当包括网络支付、银行卡收单和预付卡三种业务，并

且支付方式应当首先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然后由

银行清算。

从货币形态上来看，第三方支付更接近于电子

货币；从支付方式上来看，第三方支付与电子支付也

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

速度的影响，并非在于发行新的“电子货币”，而是通

过转换支付方式，从而改变货币的形态，影响货币流

通速度，即“货币电子化”。

2. 电子货币、电子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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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Palley（2002）根据电子

货币的不同作用对其进行了划分，即电子零售货币

和电子结算货币。他认为，电子零售货币类似于上文

所提到的电子现金，而电子结算货币则相当于个人

在银行的存款，主要用于清偿和结算。因此在研究电

子支付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时候，必须区分这两种用

途的不同影响。同时，Priyatama（2010）和 Apriansah
（2010）针对印尼的货币市场展开研究，认为电子货

币的发行会减少现金的持有量，从而加快现金的流

通速度。

国内的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于雪（2012）分
别从费雪方程理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

需求理论分析了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虽然

没有进行实证分析，但是通过公式推导得出的结论

基本符合预期。周光友（2007）首先论证了货币流通

速度与货币需求量的关系，然后实证分析了电子

货币与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虽然是基于电

子货币的角度展开分析，但是其研究思路仍然值得

借鉴。

3. 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赵勇君

（2014）首先从互联网金融的大概念上对货币政策进

行了分析，又以第三方支付为例，分析了货币流通速

度可能会受到的影响。该文章仅仅分析了广义货币

流通速度的影响，虽然得出了速度会下降的结论，但

是对现金和狭义货币缺乏论证。笔者认为，第三方支

付对现金和狭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可能与广义货

币不同，因为第三方支付的低成本性和高效率性，可

能会促使现金流通速度加快，不过这一假设需要进

一步的检验。龚晓红（2016）认为，第三方支付对货币

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第三方支

付机构尚未接入央行支付系统，导致流通资金难以被

央行掌握；二是因为第三方支付会取代部分流通中

货币，减少基础货币，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但是文

章并没有用实证方法检验这两个方面是否真正存在，

而仅仅是直观上的分析和总结，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因此，尽管“第三方支付将会影响货币流通速

度”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但是缺乏系统论证。

本文将从这一点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深入

探讨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三、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理论分

析

从传统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入手，然后引入第

三方支付体系来观察货币流通速度模型的变化。

1. 基于传统理论体系的货币流通速度分析。20

世纪初，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雪提出了费雪方程式：

MdV=PT （1）
其中：Md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

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

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然而，部分经济学家

指出，决定人们持有货币多少的往往还有个人财富

水平、利率等因素。因此，假设总收入为Y，费雪方程

式可以进一步变形为：

Md
P

= Y
V （2）

其中，
Md
P

是实际货币需求。因此，货币流通速

度跟实际货币需求和总收入都成反比。

凯恩斯通过分析，将货币需求分为交易需求、预

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其中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是收

入的函数，投机需求是利率的函数，公式为：

Md
P

=L（Y，r）=KY-hr （3）

其中，
Md
P

依然是实际货币需求，Y是总收入，r

是利率。联立（2）、（3）两式，可以得到关于货币流通

速度的公式：

KY-hr=
Md
P

= Y
V

V= Y
KY-hr （4）

综上所述，在传统理论框架下，货币流通速度与

总收入和利率密切相关。尽管费雪认为，短期内货币

流通速度由于制度因素通常是一个稳定的量，但是

在长期范围内，也会存在波动。而要对这一现象进行

考察，就必须引入收入和利率这两个指标。

2. 基于第三方支付体系的货币流通速度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惠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6）指出，

在包含第三方支付的经济体系中，原先用于支付的

货币将减去用于第三方支付的货币，因此相应的货

币需求模型也会发生改变。根据其所提出的新模型，

假设第三方支付对传统支付的替代率为 e（0<e<1），
因此原本用于传统交易的货币y将有一部分用于第

三方支付交易，这部分为 ey。而剩下的部分（1-e）y
则仍然以传统的流通形式进入货币市场，货币流通

速度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V=
(1- e)y

ke(1 - e)y - her
（5）

据该课题组分析，在短期中，由于第三方支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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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 =
ke(1 - e)2y - he(1 - e)r - ke(1 - e)2y

[ke(1 - e)y - her]
2

=
-he(1 - e)r

[ke(1 - e)y - her]
2 （6）

∂V∂r =
he(1 - e)y

[ke(1 - e)y - her]
2 >0

∂V∂e =
hery

[ke(1 - e)y - her]
2 >0

得货币流动性加快，因此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持

币需求会降低，因此有k>ke；而在长期中，由于第三

方支付功能逐渐拓展到互联网基金的领域，投机性

需求会增加，因此有h<he。

首先将公式（5）左右两边对y求偏导：

偏导数小于 0，说明收入 y越高，货币流通速度

越慢。即在第三方支付体系下，收入与货币流通速度

成反比。

然后将公式（5）左右两边对利率 r求偏导：

（7）

偏导数大于 0，说明利率 r越高，货币流通速度

越快。这基本上符合凯恩斯所提出的“流动性偏好”

假说，即货币需求量和利率成反比。而当利率降为最

低点时，货币需求无穷大，进入“流动性陷阱”，货币

流通速度为0。
继续将公式（5）两边对e求偏导：

（8）

偏导数大于0，意味着 e和V成正比。这表明，在

引入第三方支付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确实会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结论，即第三方支

付的发展将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但是，这仅仅是运

用公式推演得到的结果，而在现实中这种影响是否

存在以及这种影响的方向如何还需进一步检验。

四、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实证分

析

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根据前文对公式的推

演可知，一共涉及四个变量。第一是货币流通速度

V，本文采用GDP与货币量的商来表示。由于货币

层次不同，相应的速度也会不同，因此以 V0=
GDP
M0

、V1=
GDP
M1

、V2=
GDP
M2

来分别诠释不同层次

下的货币流通速度。第二是国民总收入 y，部分学者

采用GDP或GNP来代替y进行研究。为了确保实证

结果的说服力，笔者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PCI作为变量。第三是利率 r，由于我国利率并未完

全实现市场化，因此采用我国银行间 7日市场同业

拆借利率R进行替代。第四是第三方支付对传统支

付的替代率 e，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选择第三方互

联网支付规模总额EU。

作为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代表性平台，支付宝

于 2005年确立至今发展仅十年左右，数据并不丰

富。因此，数据范围选择为 2006年第一季度至 2016
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GDP和PCI的季度数据的

累计值来源于国家统计局，M0、M1、M2季度数据的

期末值来源于新浪数据中心，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数

据来源于艾瑞咨询网。我国银行间 7日市场同业拆

借月利率以及月成交量来源于Wind，季度利率R则

由笔者根据月利率和月成交量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2. 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在对数据进

行进一步研究之前，先要判断序列的平稳性。由于本

文所选择的数据都是以季度为单位，因此先利用

Eviews 7.2中的X12季节调整法，将GDP、M0、M1、

M2、PCI、REU依次剔除季度因素，转化为GDPSA、
M0SA、M1SA、M2SA、PCISA、RSA、EUSA。根据上文

的推算，在剔除季度因素的影响后，货币流通速度可

以表示为：V0SA=
GDPSA
M0SA

、V1SA=
GDPSA
M1SA

、V2SA=

GDPSA
M2SA

。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根据已有研

究经验，将PCISA、RSA、EUSA分别取对数（LnPCISA、
LnRSA、LnEUSA）以增强平稳性。下面将对V0SA、
V1SA、V2SA、LnPCISA、LnRSA、LnEUSA 的时间序

列平稳性进行研究。

首先，运用 Eviews对各个变量作图，判断有无

趋势项和截距项，以保证ADF检验的准确性。从图

形上来看，V0SA、V2SA既包含趋势项，也包含截距

项；V1SA和LnRSA仅有截距项而没有趋势项。可以

使用ADF依据各个图形的特征进行平稳性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以看出，V0SA、V1SA、V2SA、LnPCISA、
LnRSA、LnEUSA的 t值都大于其在 1%、5%、10%的

变量

V0SA
V1SA
V2SA

LnPCISA
LnRSA
LnEUSA

临界值

1%
-4.198503
-3.615588
-4.198503
-4.198503
-3.600987
-4.211868

5%
-3.523623
-2.941154
-3.548490
-3.523623
-2.935001
-3.529758

10%
-3.292902
-2.609066
-3.523623
-3.192902
-2.605836
-3.196411

t值

-3.259744
-2.672725
-3.192902
-1.606547
-1.896930
-0.810376

P值

0.0874
0.0881
0.2222
0.7731
0.3305
0.9599

表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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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说明这六个变量都不能拒绝

原假设，即存在单位根。因此这六个变量都是非平稳

的时间序列。为了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对这六个变

量进行一阶差分之后继续使用ADF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根据表2明显可以看出，六

个变量的 t值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

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不含单位根。也就是说，△
V0SA、△V1SA、△V2SA、△LnPCISA、△LnRSA、△
LnEUSA 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得到：

V0SA、V1SA、V2SA、LnPCISA、LnRSA、LnEUSA 都

是一阶单整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 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上文检验，原序列虽

然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同阶单整，因此可能存在

协整关系，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
为了验证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必须先确定VAR

滞后阶数。根据前人经验，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包括

LR（似然比）检验法、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由

于本文涉及V0SA、V1SA、V2SA三个模型，因此先以

V0SA为例，探究V0SA、LnPCISA、LnRSA、LnEUSA
之间的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以看出，AIC与 SC的最小值并不在同

一滞后阶数上，而根据LR的值可以看出，滞后阶数

为2。因此，V0SA、LnPCISA、LnRSA、LnEUSA的最佳

滞后阶数为 2。同样，也可以用LR检验法确定V1SA

及V2SA分别与 LnPCISA、LnRSA、LnEUSA之间的

最佳滞后阶数都为2。在得出这一结果的基础上，进

一步做协整检验。目前，协整检验方法主要包括

EG两步法、Johansen检验法等。而EG两步法只能检

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选择 Johansen检
验法对本文所涉及的多个变量进行检验。

仍然先在 V0SA 与 LnPCISA、LnRSA、LnEUSA
之间做协整检验。由于确定了最佳滞后阶数为2，而
协整关系的检验建立在变量一阶差分的基础上，因

此在协整关系检验中选择滞后阶数为 1。利用

Eviews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 4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5%的情况

下，当假设“方程最多只有 3种协整关系”时，p值为

0.0190，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方程含有4种协

整关系。但根据经验，往往只有第一种协整关系最具

有经济意义。而根据Eviews结果显示，第一种协整

关系如下：

V0SA=-0.271814LnEUSA+3.225750LnPCISA-
（0.13686） （0.84206）

0.139809LnRSA
（0.09813）

其中，似然率为193.0492，括号内的数字是各个

估计值的标准差。根据这个表达式，可以判断出在长

期中，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现金流通速度的弹性

为-0.2718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弹性是

3.225750，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则为-0.139809。也
就是说，在长期范围内，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及利率会

抑制现金的流通速度。

同理，对V1SA、V2SA进行协整关系研究，可以

得到两个表达式：

V1SA=-0.471185LnEUSA +3.442586LnPCISA-
（0.33035） （2.05341）

1.476917LnRSA
（0.28232）

V2SA=0.006318LnEUSA -0.186282LnPCISA+
（0.01537） （0.09515）

变量

△V0SA
△V1SA
△V2SA

△LnPCISA
△LnRSA
△LnEUSA

临界值

1%
-4.205004
-3.605593
-4.284580
-4.205004
-3.605593
-4.211868

5%
-3.526609
-2.936942
-3.562882
-3.526609
-2.9336942
-3.529758

10%
-3.194611
-2.606857
-3.215267
-3.194611
-2.606857
-3.196411

t值

-7.867401
-5.255373
-5.701655
-8.516119
-5.553109
-4.960537

P值

0.0000
0.0001
0.0003
0.0000
0.0000
0.0014

表 2 一阶差分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Lag
0
1
2
3
4

LogL
2.050538
180.1721
206.4296
223.4593
240.8261

LR
NA

309.3690
40.07720∗
22.40751
19.19487

FPE
1.30e-05
2.58e-09
1.55e-09∗
1.59e-09
1.73e-09

AIC
0.102603
-8.430110
-8.969977
-9.024172
-9.096109∗

SC
0.274981

-7.568222∗
-7.418580
-6.783265
-6.165691

HQ
0.163934
-8.123457
-8.418002∗
-8.226874
-8.053488

表 3 V0SA、LnPCISA、LnRSA、LnEUSA滞后阶数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None
At most 1
At most 2
At most 3

Eigenvalue
0.476720
0.293671
0.260108
0.128576

Trace
Statistic
57.36761
31.46206
17.55510
5.505045

0.05
Critical Value

47.85613
29.79707
15.49471
3.841466

Prob.
0.0050
0.0319
0.0241
0.0190

表 4 V0SA、LnPCISA、LnRSA、LnEUSA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注：∗表明在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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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937LnRSA
（0.01095）

根据前后顺序，似然率分别是 254.0377 和

297.4726。其中 V1SA 与 LnPCISA、LnRSA、LnEUSA
的关系同V0SA相似。而V2SA与 LnPCISA、LnRSA、
LnEUSA的关系同V0SA则截然相反，即广义货币流

通速度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规模及利率成正比，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反比。这说明在长期中，

第三方支付规模的发展和利率的提高会刺激广义货

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收入的增加则会抑制广义货

币的流通速度。

4.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述所有方程仅仅是对

V0SA、V1SA、V2SA、LnPCISA、LnRSA、LnEUSA之间

长期关系的解释，无法表现出短期的影响情况。为了

进一步探究它们在短期中的关系，笔者建立了向量

误差修正模型（VEC）。同时，上文已经利用 Eviews
得出VAR滞后阶数为2，而VEC模型的变量仍然是

一阶差分的滞后项，因此建立的是VEC（1）模型。

以 V0SA 为 例 ，将 V0SA、LnPCISA、LnRSA、
LnEUSA数据导入VEC（1）模型中，得到V0SA的向

量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

在以上表达式中，括号内的数字是各估计值的

标准差，方括号内的数字是各估计值的 t检验值。

CointEq1（1）是误差修正项，反映的是变量之间的长

期关系，即同上文中的协整关系。其系数是-0.485245，
含义是当方程失去平衡时，协整关系将以-0.485245
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可以看出，

在短期中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现金流通速度的弹性

为 0.473902，而收入的弹性为 1.097689，利率则为

0.15711。这说明在短期内，第三方支付、收入和利率

都会刺激现金流通速度加快。

同理，可以得到V1SA和V2SA的向量误差修正

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其中，

其中，

综上，CointEq1（2）的系数为 0.027836，说明当

V1在短期内偏离长期均衡条件时，其协整关系将以

0.027836的调整力度将V1拉回均衡状态。根据弹性

可以初步判断，第三方支付、收入、利率在短期内也

同样会促进狭义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继续分析，

CointEq1（3）系数为-0.387683，说明当V2在短期内

偏离长期均衡条件时，协整关系将以-0.387683的调

DV0SA=-0.485245CointEq1（1）-0.101435D［V0SA（-1）］
（0.15313） （0.15701）
［1.92858］ ［0.72771］

+0.473902D［LnEUSA（-1）］+1.097689D［LnPCISA（-1）］
（0.24573） （1.50847）
［1.92858］ ［0.72771］

+0.15711D［LnRSA（-1）］-0.063426
（0.165249） （0.05378）
［1.374621］ ［-1.17942］

（0.13586）
［2.00064］

CointEq1（1）=V0SA（ - 1）+ 0.271814LnEUSA（ - 1）

-3.225750LnPCISA（-1）+0.1391809LnRSA（-1）+19.20736
（0.84206） （0.09813）
［-3.83079］ ［1.42474］

DV1SA=0.027836CointEq1（2）-0.224698D［V0SA（-1）］

+0.035740D［LnEUSA（-1）］+0.347558D［LnPCISA（-1）］

+0.042925D［LnRSA（-1）］-0.019088

（0.01585） （0.22287）
［1.75638］ ［-1.00820］

（0.24573） （0.39316）
［1.92858］ ［0.88401］

（0.03259） （0.01374）
［1.31710］ ［-1.38916］

（0.33035）
［1.42634］

CointEq1（2）=V1SA（-1）+0.471185LnEUSA（-1）

-3.442586LnPCISA（-1）+1.476917LnRSA（-1）+22.99254
（2.05341） （0.28232）
［-1.67652］ ［5.23218］

DV2SA=-0.387683CointEq1（3）-0.032507D［V1SA（-1）］

-0.010054D［LnEUSA（-1）］+0.102890D［LnPCISA（-1）］

+0.000503D［LnRSA（-1）］-0.006927

（0.13396） （0.17901）
［-2.89411］ ［-0.18160］

（0.01848） （0.12294）
［0.54414］ ［0.83689］

（0.01192） （0.00430）
［0.04219］ ［-1.61210］

CointEq1（3）=V2SA（-1）+0.006318LnEUSA（-1）
（0.01537）
［-0.41117］

-0.186282LnPCISA（-1）-0.045937LnRSA（-1）-1.849365
（0.09515） （0.01095）
［-1.95770］ ［-4.19651］



2017.36 财会月刊·113·□

整力度将V2拉回均衡状态。但是第三方互联网支付

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弹性为-0.010054，收入

的弹性为 0.102890，利率的弹性为 0.000503。这说明

在短期内，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会抑制广义货币流通

速度。

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

应的意义与基于VAR模型的是不同的。一般认为，

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模型中的

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

响。而VEC模型是建立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

理的基础上的，因此笔者认为，此时脉冲响应函数的

意义是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波动幅度给其他内

生变量波动幅度带来的影响。

首先对V0SA、LnPCISA、LnRSA、LnEUSA进行

脉冲分析，选择滞后20期的模型，得到图1：

从图 1中可以看出，V0SA对于来自 LnPCISA、
LnRSA、LnEUSA的波动的影响在第 1期都为 0，然
后开始逐渐产生冲击，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而在第

5期之后，LnRSA、LnEUSA的波动幅度对V0SA的冲

击变为负方向，并分别稳定在 2.5%和 1.6%。同时，

LnPCISA在第 5期之后仍然保持对V0SA正方向的

冲击，并稳定在2.7%左右。

继续引入 V1SA，研究其与 LnPCISA、LnRSA、
LnEUSA的脉冲响应，仍然选择滞后20期的图形，结

果如图2。
与V0SA不同的是，LnPCISA、LnRSA、LnEUSA

的波动对V1SA的冲击基本都是正方向的，并且在第

6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就基本保持不动。其中，在冲

击稳定后，LnEUSA稳定在 0.34%左右，LnPCISA稳

定在0.95%左右，LnRSA稳定在1.87%左右。

同理，当引入V2SA后，为了使结果更明显，延长

滞后期到30，得到图3：

由图3可知，LnRSA的波动对V2SA的冲击一直

维持在正方向上，在第 18期达到最大值 1.191%，之

后保持稳定。LnEUSA的波动在第 4期之前，维持在

正方向的冲击上，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冲击

效果逐渐减弱，在第5期变为负方向的冲击，之后维

持在 0.4%左右，冲击效果很小。LnPCISA的波动对

V2SA波动的冲击效果与LnEUSA类似，由正向冲击

逐渐变为负向冲击，从第18期开始最终维持在0.3%
左右。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1. 结论。本文通过公式推演和理论分析，得出

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趋势。然后选择

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规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银行间 7日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

分析。通过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建立了VEC模

型。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进一步探

图 2 各变量对V1SA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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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变量对V0SA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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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变量对V2SA的脉冲响应

0.012

0.008

0.004

0.000

-0.004

-0.008
2 4 6 8 10 12 14 16

Response of V2SA to Cholesky
One S.D. Innovations

2018

LNEUSA LNPCISA LNRSA

22 2624 28 30



□·114·财会月刊2017.36

讨变量之间的关系。经过梳理，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第三方支付对现金流通速度的影响，在短

期内会起到刺激作用，而在长期这种影响则会渐渐

被抑制。这说明，第三方支付在短期内会导致消费者

对现金的需求减少，这是第三方支付将现金电子化

的特性决定的。

第二，第三方支付对狭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与对现金的影响相似，即在短期内促进流通速度加

快，而在长期内又会导致流通速度减缓。短期内加快

流通速度，降低狭义货币需求，是因为第三方支付根

据其支付流程能够将活期存款电子化。

第三，第三方支付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在短期内会起到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则会有一定

的刺激作用。这是由于互联网基金等高收益产品的

普及依赖于第三方支付平台，消费者能够通过第三

方支付平台购买高收益的货币基金，投机性动机提

高，因此会在短期内降低广义货币的流通速度。

第四，根据以上三点结论发现，第三方支付在长

期范围内会抑制现金和狭义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广

义货币流通速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第三方支

付的发展导致货币层次的划分模糊。根据第三方支

付的特点，银行卡内的活期存款可以随时提现到第

三方支付账号内进行使用，而第三方支付账号内的

现金也可以随时充值到银行卡内形成活期存款，因

此在长期范围内可能会使得M0、M1之间层次模糊。

同时，第三方支付机构凭借其支付的便捷性，使得依

赖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得到普及，

因此导致M1大量转变为M2，即模糊了M1与M2之

间的划分。

2. 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笔者结合

现实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货币层次的划分。根据上文分析，第

三方支付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货币层次的划分，进

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削弱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随着第三方支付将货币电子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应

该优化货币层次的划分。也可以根据第三方支付规

模，对第三方支付交易体系重新定位，作为货币政策

制定的辅助参考标准。

第二，加强对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规律和影响的

研究。随着第三方支付逐渐成为消费者支付行为的

主要选择之一，必须严格检测这种支付发展的规律。

只有在掌握第三方支付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

好地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在明确第三方支付

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有效的政

策来维护或者抑制这种发展。

第三，严格检测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的

影响。根据前文实证分析，第三方支付对货币流通速

度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本文只是对这种影响

做了一定的探索，并没有提出新的可靠的检测指标。

如果放任第三方支付释放出刺激作用，可能会导致

通货膨胀，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因此，央行必须时刻

掌握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以免因其扩大或缩小而

导致货币供给量的调节失真。

第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目前的

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还不发达，货币政策效果无法

依赖传导机制有效地执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行政

手段。因此，必须加大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等改

革力度，为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也为将来我国进入全面电子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走出

国门，使资金能够更快速地在国际之间流动，加强全

球经济一体化。这一方面需要多个国家央行之间加

强沟通，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管，以免资

金外逃，造成全球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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