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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经济过度金融化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

经济金融化趋势，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被逆转，

实体经济围绕金融运转，金融业跻身所有行业的顶端，成为

现代经济的“血液”和核心。密歇根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s）

将经济金融化生动地比作“哥白尼革命”。随着经济金融化

程度的加深，金融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金融冲击

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诱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主流观

点受到质疑。比如，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

经济过度金融化被归咎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民间投

资下滑，货币政策效率下降，金融“脱实向虚”、过度繁荣

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近期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将服务实体经济列为金融改革发展的三项任务

之首。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考察和分析中国金融改革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抑制金融负面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推

动资金“脱虚向实”，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一、经济过度金融化的主要表现 

经济金融化是经济货币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其内

涵是金融部门日益膨胀并处于支配地位，使经济运行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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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类似金融的性质或状态。经济金融化既表现为宏观层面的

经济货币化率，又体现为微观层面的金融部门资产和盈利规

模，以及非金融部门金融投资比重和金融收益比重。因此，

密歇根大学教授克里普纳（2005）将经济金融化概括成“通

过金融渠道而非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积累利润的一

种模式”。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快，

甚至在某些领域呈现过度金融化现象。 

（一）经济货币化程度大幅提升。过去 30 多年时间，

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宏观经济经历了一

轮快速货币化的进程，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2016 年底，中

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为 155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22.5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分别是同期

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的 1.7 倍、7.9 倍、2.6 倍和 1.9

倍，货币供应量位居全球首位。同时，经济货币化率（M2/GDP）

高达 208%，相比 1986 年底的 57%，增加了 150 个百分点，

既高于以股票和债券融资为主的英美两国，又高于以银行信

贷融资为主的日本和德国。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率水平快速攀升，是解除金融抑制并加快推

进金融深化的结果，具有特殊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这一阶段的金融扩张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基本相适应。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推高了经

济货币化率，使得中国经济出现过度金融化趋势，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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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资

金“脱实向虚”现象突出。 

图 1  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国别比较（1985－201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经济货币化率的大幅提升是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结

果，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又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大规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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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金融部门增加值占 GDP 比重大幅上升。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金融部门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又称为金

融业对 GDP 贡献率）的变化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1980－1989，对 GDP 贡献率从 1.9%快速升至 6.3%；

第二阶段是 1990－2005，贡献率从 6.1%缓慢降至 4%；第三

阶段是 2006 至今，对 GDP 贡献率从 4.5%大幅升至 2016 年

的 8.3%，已经显著超过美、英、日、德等发达市场国家水平。 

图 2  金融业对 GDP 贡献率的国别比较（1980－201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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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大户”。 

图 3  金融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比走势（2006－201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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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逐年上升态势。2016 年底，国内金融资产总额接近 400 万

亿元人民币，金融相关比率 FIR（金融资产绝对规模与同期

国民总收入的比值）上升至 538%。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

产规模扩张速度远超过广义货币供应量和 GDP 的增速。2010

－2016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年度增幅基本维持在

17%左右，而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维持在 13%左右，名

义 GDP 增速从 10.6%降至 6.7%。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从 2002 年的 2 万亿元大幅增加至 2016 年的 17.8 万亿元人民

币，但每 1 元社会融资增量带来的 GDP 增量却由 2002 年的

0.5 元降至 2016 年的 0.3 元，资金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并未带

来实体经济规模的同比例增长，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显著。 

（三）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不断加剧。资金在非金融企业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金融行业 银行业 



-7- 

（实体企业）的循环和周转路径大致分为两条。一条是企业

利用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等生产资料，生产和加工产品，并最

终通过产成品销售收回增值资金；另一条是企业将资金投向

金融市场，实现“货币资金－金融工具－货币资金”的直接

转换，这部分资金并不参与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

两种资金循环方式维持在适度水平下，有助于企业健康稳定

发展。但如果实体企业将资金过多地从商品生产和贸易领域

转投到金融投资领域，使金融投资替代商品生产和贸易，成

为实体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则打破了实体企业原有资金周

转方式的平衡，甚至可能引致实体产业空心化。近年来，受

实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比重

和金融收益比重显著上升。 

第一，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比重大幅上升。在实体企业

的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支付主要分为四部分：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投资

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因此，可以用投资支付的

现金与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总额的比值衡量实体企业的金融

投资比重。以 A 股市场非金融地产类上市公司为例，统计数

据显示，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比重逐年上升，从 2006 年不

足 15%大幅攀升至 2016 年的 50.8%，并在 2015 年首次超过

实体投资比重，表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正在加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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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与实业投资比重走势（2006－2016） 

 

注：金融投资比重和实业投资比重采用整体法计算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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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重仍低于美国企业，但其增长幅度却远超过美国。克里

普纳（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1980、1990 和 2000 年，美

国实体企业的金融收益比重分别为 20%、30%和 40%，即每

10 年的增幅为 10 个百分点，而中国实体企业近十年的增幅

高达 16%左右。 

图 5  实体企业金融收益比重走势（2006－2016） 

 

注：金融收益比重采用整体法计算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第三，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比重小幅提升。非金

融企业将资金投向金融领域，最终体现为财务报表中的金融

资产，比如，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衍生金融资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非金融企

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比重可以用其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总和

同其总资产的比值衡量。近年来，中国 A 股非金融地产类上

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持有比重也呈逐年上升态势。2016 年，非

金融地产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持有比重为 6.6%，其中，制

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5.9%和 7.2%。但中国实

0% 

5% 

10% 

15% 

20% 

25% 

3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广义金融收益比重 

狭义金融收益比重 



-10- 

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重仍相对较低，显著低于美国实体企

业的水平，根据经济学家奥尔汉加济（2006）的测算结果，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实体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比重高达 50%

左右。 

二、经济过度金融化的负面影响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相生相

克、互促共生。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有助于加速资本形

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定价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金融化，可能产生加剧宏观经济波

动、催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扭曲货币政策效果、拉大社会收

入分配差距等负面效应。 

（一）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一方面，在经济过度金融化

背景下，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实体经

济产生挤出效应，同时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触发企业资产负

债表调整，引起企业投资和社会产出的变化，最终造成宏观

经济波动。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的持续推进，

金融市场波动呈现显著的顺周期性和“超调”特征，并同企

业资产负债表效应彼此叠加、相互强化，导致“金融繁荣－

泡沫破裂”式金融周期取代传统的“通胀－通缩”式经济周

期，使金融市场波动成为经济波动的加速装置，金融资产价

格的小幅波动容易引发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即产生伯南克、

格特勒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因此，全球中央银行都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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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视为重要的监控对象，一旦市场出现大幅异常波动，

就会以注入流动性的方式稳定市场，出现典型的“格林斯潘

看跌期权”现象。 

（二）催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发展严重脱离实体经

济的发展需要，就会出现金融泡沫，加大金融脆弱化程度，

滋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金融部门过度创新与发展，

容易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叠加杠杆、循环膨胀，

推动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割裂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

联系，比如，金融同业、银行理财、资产管理等业务普遍存

在杠杆高、链条长、嵌套多等问题。而且，大量资金追逐规

模有限的可投资金融资产，出现金融投资领域的“资产荒”

现象，加剧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金

融投资收益高于实体投资收益，实体企业有动机将生产性资

金转投到金融领域，实体企业资金的“脱实向虚”既加剧了

实体产业的空心化，阻碍了“工匠精神”的培育和“百年老

店”的打造，又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领域的“资产荒”，吹大了

资产价格泡沫，从而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引发

金融危机。近年来，中国股市、债市、汇市、房市等大类资

产市场价格均出现过大幅异常波动情形，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了中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值得重点关注和深

刻警醒。 

（三）扭曲货币政策效果。早在 1993 年，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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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广义货

币供应量 M2 的增速既是衡量中央银行公开投放货币规模的

指示器，又是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风向标。而且，每年

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定当年 M2 的增速目标。M2 统

计是金融机构的负债，即金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和购买力。

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容易嬗变成“影子

央行”，向规模较小机构提供基础货币，新型的货币创造体

系 2.0（“中央银行＋影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影子商业银

行”）取代传统的货币创造体系 1.0（“中央银行＋商业银行”），

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之间的货币借贷或同业理财

等业务创造出大量信用。但根据现行统计口径，上述同业借

贷或理财并未被计入 M2，导致 M2 严重低估货币发行总量。

中央银行依据 M2 判别实体经济层面的资金紧缺程度，并实

施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出现货币政策效果扭曲、货币

政策效应弱化的负面情形。 

（四）拉大社会收入差距。金融天生内置财富转移机制，

经济过度金融化滋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而金融资产价格泡

沫是一种变相的通胀，在“富人买入资产、穷人只有支出、

中产阶级买入他们以为是资产的负债”的情境下，社会财富

不断从穷人手中转移至富人手中，社会贫富差距的“马太效

应”愈加显著，社会撕裂更加突出。正如美国《时代》杂志

的商业专栏作家拉娜·弗洛哈尔在其新著《制造者与索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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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中揭示的那样，金融业

突飞猛进，金融产业“索取者”掠夺实体产业“制造者”，

不仅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更会带来拉大贫富差距、加

剧社会断裂等一连串“异化”。《2017 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

数据显示，大中华地区共有 609 位 10 亿美元身家的富豪，

其中，从事地产、金融和投资业务的富豪有 265 位，约占富

豪总数的 44%。同期德国 10 亿美元级富豪有 109 位，绝大

部分集中于制造业（汽车、食品、医药等），从事房地产、

金融的富豪数为 0。日本上榜富豪有 42 位，从事地产、金融

的地产富豪有 6 位，仅占其富豪总数的 14%。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08 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

趋势，从 0.491 大幅降至 2016 年的 0.465，但仍高于收入分

配差距的国际“警戒线”（0.4）。基尼系数显著下降的同时，

贫富差距的典型特征由“穷人太穷”快速转变为“富人太富”，

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现象显现。 

三、打造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好金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金融学家罗伯特·席勒教

授在其著作《金融与好的社会》中提出，19 世纪后期美国的

崛起、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重新崛起，都有赖于金融的核心

支持，“金融”是实现“好的社会”的重要工具，甚至是不

可多得的工具。因此，需要打造“好金融”，服务“好社会”，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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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管住流动性和控好杠杆率。近年来，中国金融业

快速膨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宽松的流动性、较高的杠杆率。

因此，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必须管住流动性、控

好杠杆率，增加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以钱生钱、“自

娱自乐”的成本，倒逼资金“脱虚向实”。流动性源于中央

银行、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目前，中国金

融市场已经出现显著的“流动性分层”，大型商业银行、中

小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分别居于流动性顶层、中层和

底层（钟正生，2017）。管住流动性、控好杠杆率，需要综

合考虑流动性分层情况。顶层的大型商业银行是资金净融出

方，资产规模大、杠杆率低，流动性环境最为宽松。流动性

中层是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是资金

融资入方，但资金融入总量较少、杠杆率偏高。非银金融机

构是资金的主要融入方，承接银行委外资金从事杠杆投资，

处于金融加杠杆的末端，个别类型机构的杠杆率畸高。因此，

管住流动性的抓手在于管住流动性顶层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控好杠杆率的关键在控好流动性底层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同

时，管住流动性，也有助于更好地控好杠杆率。 

第二，补齐各类金融市场的短板。中国金融部门规模高

速膨胀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发展短板，这也是实体经济领域

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始终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改善金融服务，补齐金融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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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在间接融资方面，重点调整

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盘活沉淀在僵尸企业和低效领域的

信贷资源，将其投向符合国家和地区重大发展战略、更有发

展潜力的实体领域，做到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在直接融资

方面，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积极完善各个市场板块的

功能定位，提供适合不同类型企业需求的多元化融资工具。

重点深入推进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改革，健全和优化新兴产业、

创新创业型企业的筛选和甄别机制，更好地服务“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在普惠金融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

“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发展绿色金融，重点做好

金融扶贫工作，创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贫

困地区聚集，增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发挥金融

力量，着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的整体协同性。当前，在金融混业

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在各类金融市场交互影响日趋加深、

市场联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中国金融监管形势错综复杂，

稳市场、防风险、促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金融监管框架是

采用“伞形结构”“双峰制”还是“集中制”，理论研究中还

存在很大争议，境外市场的监管实践也千差万别。但无论金

融监管框架怎么调整，健全和加强监管机构之间常态化的信

息交流、制度化的协商议事、协同化的危机管理是境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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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调机制的通行做法。因此，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在制定、

部署和实施重大监管决策前，应当充分沟通、有效协商、达

成共识，更加注重金融监管政策的整体协调性，把控好节奏

和力度，协同推进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既要防止单个金融

市场单兵突进式监管，触发跨市场的风险外溢、波动传导，

又要避免多个金融市场监管政策“碰头”叠加，引发各类金

融市场风险重叠、波动共振。根据近期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

精神和要求，各个金融监管机构要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

员会的有力领导下，积极主动配合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

理职责，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

监管协作，增强金融监管的整体协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