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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金存量表的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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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格利和肖就提出要在分

立部门的状态下，考察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

融部门在货币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宏观

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存款（其中主体部分是广义

货币）和信用两类工具，尝试编撰中国资金存量表，
分析资金存量的部门分布和交易关系，揭示在相互

联系的多部门经济中货币和信用的创造机制。

一、中国资金存量表的编撰
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

　 　 （一）统计方法。 第一步确定统计的金融工具。
全部金融工具可以分为六大类：（１）现金。 （２）存

款，包括纳入和不纳入广义货币中的存款，商业银行

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即基础货币中的准备金，以及中

央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３）信用，有明确债权

债务关系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贷款、债券及非银行

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债务融资工具。 （４）契约型工

具，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工具，如保单、共同基金和

其他理财产品等。 （５）权益类工具，包括上市公司

股票、非上市公司股权等。 （６）衍生品，反映或有债

权债务关系的工具。 第二步划分经济部门。 本文将

全社会的经济部门分为七个：中央银行 （简称央

行）、存款类金融机构（简称银行）、非存款类金融机

构（简称非银行）、非金融企业（简称企业）、居民、政
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国外。 第三步编

撰反映部门之间资产负债关系的部门—部门存量

表。 公布的资金流量 ／存量表只是部门—工具表，而
非部门—部门表，无法说明某个部门通过某种金融

工具与其他部门之间形成的资产（运用）和负债（来
源）关系。 通俗地说，资金流量 ／存量表只告知哪个

部门持有哪种形式的金融资产或负债，但不能说明

“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
为了得到存款和信用两类工具的上述七部门资

金存量表，可直接利用央行公布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和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推出存款的资产负

债关系；同时，通过将信用工具分为贷款、债券、非银

行和银行同业创造的信用，又可进一步识别信用的

资产负债关系。
（二）规模和部门结构特征。 根据上述统计方

法，可得到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中国资

金存量的总规模和同比增速。 从季度同比增速看，
２００９ 年后和 ２０１５ 年后出现了两轮明显的扩张。 如

果计算年度间的增量可以看到，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年度

增量一直维持在 ３５ 万亿元左右的规模，２０１３ 年增

量规模突破 ４０ 万亿元，２０１５ 年突破 ５０ 万亿元，
２０１６ 年突破 ６０ 万亿元。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由于金融

监管的加强，资金存量的季度同比增速迅速下降，上
半年较 ２０１６ 年增量规模只有 ２１ 万亿元，至此存量

规模达到 ５０７ 万亿元。
中国金融体系具有三个典型特征：（１）按照格

利和肖关于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划分，中国金融

体系是一个间接金融体系。 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

个实体经济部门间基本不存在彼此的资产负债关系

（系数为零或者接近零）。 因此，实体部门中的资金

盈余都是通过金融部门间接地转化为资金短缺部门

的融资。 （２）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体系。
从各个部门资产和负债的份额看，银行是规模最大

的部门，在金融部门中，其资产尤其是负债远远超过

非银行部门。 （３）中国金融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体系，国外部门主要同央行发生资产负债关系。
虽然间接金融主导、银行主导和相对封闭三个

典型特征一直保持，但是，比较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和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数据，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第一，在金融部门中，非银行部门的资产份额增

长显著。 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非银

行部门的资产份额上升了将近 １０ 个百分点，已超过

居民部门成为资产规模第二大的部门。 在非银行部

门的资产中，企业部门的资产份额占到一半以上，而
从企业部门的负债角度看，企业对非银行的负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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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也在上升。 不过，非银行部门的负债显然依赖银

行。 以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数据为例，非银行部门负债份

额为 ５．８１％，而其对银行的负债份额为 ５．６２％，银行

提供的资金占其负债的 ９７％。
第二，作为规模最大的金融部门，银行的资产负

债结构也在变化。 其一，在银行的负债结构中，除了

政府部门外，对居民和企业的负债份额显著下降，分
别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的 １８．１％和 １４．０２％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 １３．３７％和 １０．５０％；同时银行负债中来

自银行自身、非银行部门和央行的比重上升。 其二，
在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对三个实体部门的资产份额

基本未变，但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居民部门和政府部

门的份额上升，对企业部门的份额下降。
由于银行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非

银行部门资产份额的显著上升，广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

与信用越来越脱钩。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Ｍ２ 相当于全

部负债和金融部门负债的比重都出现下降，尤其是

Ｍ２ 相当于非金融部门负债的比重下降 ２０ 个百分点

以上。 这反映非金融部门对非银行负债的依赖越来

越大，而非银行部门在形成对非金融部门资产的同

时，并不像银行那样在其负债端创造货币。
第三，在总资产和总负债中，央行的资产和负债

份额都出现大幅度下降。 在央行的负债中，对银行

的负债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的 ８．４６％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 ４．５３％，这是央行负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在央行的资产中，国外资产也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的

９．５８％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 ４．４０％，这是央行资

产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于央行对银行的负债主

要是银行存放央行的准备金，对国外的资产主要是

央行持有的外汇占款，因此，这种变化反映了全球危

机爆发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势头的趋缓。 在

资产负债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央行显然加强了资产

方对银行的影响，表现为央行对银行资产的份额，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季度的 ０． ６３％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

１．７９％。
（三）净融出和净融入部门的结构变化。 从净

融资的角度考察，中国金融体系在过去十年间发生

的结构性变化更加突出。 根据各部门金融资产和负

债的关系，可将上述七个部门分为净融入和净融出

部门。 净融入部门包括企业、政府和国外，具有以下

显著特点：在 ２０１２ 年前，净融入规模由大到小依次

是国外、企业和政府；２０１２ 年后，净融入规模由大到

小依次是企业、国外和政府。 ２０１２ 年后，企业部门

净融入规模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而国外部门的净

融入甚至在 ２０１５ 年开始下降，主要是外汇占款及其

对应的外汇储备下降所致。 就政府部门而言，其净

融入规模具有显著的周期特点：２００９ 年“四万亿元”
期间明显上升，２０１５ 年后再次上行。

净融出部门包括三个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其
变化特点是：（１）２０１２ 年后非银行部门净融出规模

上升迅速，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季度和 ２０１５ 年 ２ 季度

超过银行和居民，成为最大的净融出部门，尽管银行

的资产负债规模要比非银行部门大得多。 （２）银行

部门的净融出规模上升速度虽然慢于非银行部门，
但快于居民部门，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季度其净融出规模已

超过居民部门。 （３）居民部门的净融出规模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３１．７４ 万亿元）开始就停止增长，甚至有

下降迹象（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为 ３１．３６ 万亿元）。
进一步将上述七个部门合并为金融部门、非金

融部门和国外部门，考察这三个合并部门净融出和

净融入的变化。 结果显示，以 ２００９ 年 ４ 季度为界，
在此前中国的非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基本平

衡，净融资额为零，而金融部门的净融出与国外部门

的净融入基本相等；在此后，非金融部门净融入规模

急剧上升，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季度超过国外部门。
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特征，

这种现象表明，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季度之前，中国的金融

运转处于“自给自足”的平衡状态。 即在非金融部

门中，居民部门的净融出通过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运

作，间接地变成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净融入，而金融

部门的净融出则通过外汇储备的形式，变成国外部

门的净融入。 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季度之后，由于政府特别

是企业净融入规模的扩大，加上居民金融资产积累

放缓、金融负债显著增加，以致净融出趋于平稳，于
是单靠居民的净融出已无法满足政府和企业的净融

入需求，需要金融部门提供额外的净融出资金。 换

言之，从净额的角度看，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４ 季度前的金

融部门只是一个“转换者”，将居民部门的资金盈余

转换为对企业和政府两个赤字部门的融资；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季度之后，金融部门不仅是“转换者”，还变成

了货币信用的“创造者”，为企业和政府两个赤字部

门创造超过居民部门资金盈余以外的额外信用。 这

种角色变化，一方面说明中国金融部门开始真正发

挥信用创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实体经济部门

的负债上升较快，需要防范其中存在的风险。

二、资金存量的部门间交易关系分析

　 　 ２００９ 年 ４ 季度后，在净融入部门中，政府尤其

是企业部门的净融入大幅度增长；在净融出部门中，
银行尤其是非银行部门的净融出大幅度增长。 因

此，中国金融活动总量（ＴＦＡ）的增速快于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的增速。 现在的问题是，在 ＴＦＡ 快速增

长的背后，货币信用创造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
以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数据为例，非银行部门没有

与居民、非银行自身和国外建立资产关系，但可以看

到，非银行部门净融出规模的变化对后三个部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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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在其中的

两个部门虽然没有直接的资产负债关系，但是，通过

与其他部门的资产负债关系，使得这两个部门间接

地联系在一起。 例如，非银行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

没有直接的资产负债关系，而非银行部门通过对银

行的资产和负债，建立了与居民部门的联系。
为了探究 ＴＦＡ 增长背后的货币信用创造机制，

首先比较以下七个部门的金融拉动和推动乘数。 就

金融推动乘数而言，由大到小依次为居民、国外、非
银行、政府、企业、银行和央行；就金融拉动乘数（等
于净融出部门和净融入部门拉动乘数之和）而言，
由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企业、居民、央行、国外、政府

和非银行。 这表明，各部门推动金融扩张和被其他

部门带动扩张的能力存在差异。 那么，如何衡量各

部门总的金融扩张能力呢？
金融推动拉动乘数（金融拉动乘数与金融推动

乘数之积）是一个直观的指标，反映一个部门推动

金融活动总量扩张，随后又被新增金融活动总量带

动的能力。 以银行部门为例，银行净融出增加 １ 元，
通过金融推动乘数导致金融活动总量扩张 ５．０３ 元，
新增的金融活动总量（如果均匀分布的话）又反过

来通过 １３．１７ 倍的金融拉动乘数，拉动银行部门资

产增加 ６６．２５ 元。 所以，从拉动和推动的复合效应

看，乘数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银行、企业、居民、国
外、政府、非银行和央行。

以 ２０１７ 年 ２ 季度的系数为例，观察部门间的交

易结构可以发现三个特点：其一是自增强机制。 每

个部门金融资产 ／负债对本部门净融出 ／净融入的反

应系数均大于 １。 这意味着，每个部门都存在内在

的扩张或者收缩效应，但这种效应除了银行之外均

是递减的。 例如，企业净融入增加 １ 元将导致负债

规模增加 １．４７ 元，扣除增加的 １ 元净融入，新增的

净融入为 ０．４７ 元，这在下一轮扩张效应中只能带来

更少的负债和净融入增加。 唯有银行的内在扩张效

应是持续增强的，１ 元净融出将导致 ２．５６ 元新的资

产增加，从而发生 １．５６ 元新的净融出增加，后者又

可通过 ２．５６ 的倍数效应，持续扩大银行资产和净融

出。 其二是银行和企业间的双增强机制。 尽管每个

部门之间都彼此影响（两个逆矩阵的系数均大于

零），但只有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双向的金融乘数

效应。 因此，只要有银行和企业两个部门间的交易，
即可以推动整个系统的货币信用扩张。 而且，由于

银行资产对其自身净融出的反应（２．５６）和银行资产

对企业净融入的反应（２．１３）均大于 ２ 倍，银行和企

业间相互增强的扩张效应（或相反的收缩效应）最

为强烈。 与此相比，其他部门均缺乏两部门相互增

强的机制，都需要通过第三方的银行为中介。 其三，
银行显然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如果将银行从整个系

统剥离，那么，金融乘数效应只存在于非银行与企

业、居民和企业之间，而且这种效应只有第一轮，第
二轮均是递减的。 至于央行、政府、国外部门，由于

失去了与银行的资产负债关系，都不存在扩张或收

缩效应。 银行之所以是核心，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净

融出带来了金融推动效应，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银行

资产扩张被其他部门拉动的能力———除了央行和非

银行部门之外，银行对其他所有部门净融出 ／融入的

反应系数均在 ２ 倍以上。
各个部门的金融乘数之间以及它们与季度名义

ＧＤＰ 同比增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密切关系。 以除

央行之外其他六个部门的金融推动乘数为例，这几

个乘数之间以及它们与名义 ＧＤＰ 增速之间存在明

显的共周期特征：一是作为银行负债的货币和各个

部门作为金融资产或负债的信用一起，都通过部门

间直接和间接形成的交易关系联结在一起。 各部门

的金融活动彼此相关，并与名义经济周期相互影响。
二是由于相互联系形成的金融活动的共周期现象，
资金交易既会通过各个部门净融出 ／净融入的变化，
成为经济波动的冲击，也是传播和放大这些冲击的

渠道。 三是虽然银行在整个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有银行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所
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都会通过直接和间接形成

的资金交易关系产生宏观影响。

三、结论和问题

　 　 中国的间接金融体系从 ２００９ 年前的自我平衡

状态，转变为 ２００９ 年后需要依靠金融部门为赤字部

门（企业和政府）创造越来越多额外信用的状态。
虽然非银行部门已成为最大的净融出部门，但

银行依然是整个交易关系网络的核心。 银行对金融

活动总量的影响远大于其他部门，银行和企业之间

的双增强机制是整个系统创造货币信用的“永动

机”。 当然，在创造货币信用和影响金融活动总量

方面，所有部门都发挥了作用。
就宏观金融理论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一个

充满联系的多部门经济中，应该（如格利和肖所言）
在分立部门的状态下，研究部门间的金融交易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就宏

观金融政策而言，传统的货币政策和新近流行的宏

观审慎政策关注的都是总量性指标，但是，如最近的

一些研究指出的，大多数的信用繁荣与系统性风险

无关，因此，基于广义信贷的政策如何区分“好的”
和“坏的”信用繁荣，依然是一个挑战。 本文的研究

表明，未来的宏观金融政策或许应该从以往对总量

性指标的关注，转向结构性问题，即关注资金的部门

分布、交易关系以及金融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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