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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
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

汪雯羽　贝多广

［提　要］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
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
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１）数字普惠金融
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
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
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２）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３）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
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Ｕ
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增长；政府干预；门限面板回归

一、引言

２０２１年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对小微企业和农业的
信贷支持规模，肯定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体
的支持作用。县域的主要经济体是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和农业经营主体，他们因为存在缺乏信用
记录、缺少合格抵押担保物、经营管理不规范、经
营风险较高等问题，在融资时极易遭受金融排斥。
金融排斥不仅制约了经济体本身的生产经营，最终
也会阻碍县域经济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解
决了传统金融机构在支持长尾群体时的困难，有助

于提高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进而对经济增长
有积极影响。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地方经济水平息
息相关，并对传统金融市场存在路径依赖，导致现
实中呈现地区不平衡的现象 （董晓林和张晔，

２０２１）。传统金融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也更好的事实使数字普惠金融支持长尾群体的效果
有所下降，发达地区金融市场的过度供给也可能带
来一定的风险。另外，一些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
的机构在发展中借助了新科技，业务拓展速度快，
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较早进入的机构容易凭借先
行优势形成垄断，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我国的
金融市场存在较多的政府干预 （皮天雷，２０１０），
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纠正数字普惠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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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 “使命漂移”和无序扩张。因此，在研究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考虑政府
干预是很有必要的，而目前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
文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县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
政府干预为门限变量，运用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
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
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为研究数字普惠金
融提供了新视角。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较
为丰富。早期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为线性关系，部分
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可以实现资源优化从而对经济增
长有促进作用 （Ｋｉｎｇ　＆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３；张璟和沈
坤荣，２００８），也有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
有抑制作用 （杨俊和刘珺，２００８；李涛等，２０１６）。
随后更多的研究证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
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金融发
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会随着一个变量的变化而
变化。赵振全等 （２００７）、刘金全和龙威 （２０１６）
以金融发展作为门限变量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前者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
的关系，而后者认为仅当金融发展水平在门限值之
下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Ｒｉｏｊａ　＆Ｖａｌｅｖ（２００３）、陈守东等 （２００８）研究了
不同经济发达程度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发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关系更为显著。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黄智淋
和董志勇 （２０１３）以通货膨胀作为门限变量研究两
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仅当通货膨胀低于门限值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很多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都关注了政府干预的作用。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在
利用跨国数据库研究银行市场结构对企业获得银行
融资的影响时发现政府对银行部门的干预增加了企
业获得融资的障碍。张璟和沈坤荣 （２００８）在研究
政府干预和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
响时发现，在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压力下，政府会
干预金融机构，导致 “粗放型”经济增长，对经济

增长方式转型不利。徐建波和夏海勇 （２０１４）研究
发现政府干预可以减少金融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
不利影响，但是阻碍了金融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刘文革等 （２０１４）研究表明政府干预通
过削弱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了金融的发展，从而
抑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因此需明
确政府干预的有效边界。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
有较多学者开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中
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邹伟和凌江淮，２０１８；梁榜和
张建华，２０１８）、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李乐和周
林毅，２０１８）、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梁榜和张
建华，２０１９）、促进更多的创业行为 （谢绚丽等，

２０１８；何婧和李庆海，２０１９），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也有研究关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
线性关系。颜廷峰等 （２０１９）研究证实了互联网金
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政府干预下呈现倒 Ｕ 型，
认为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詹韵秋 （２０１８）研究认为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量有抑制作用，而对经
济增长质量有促进作用，且分别呈现 Ｕ型和倒 Ｕ
型。郝云平和雷汉云 （２０１８）通过省级面板数据证
实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呈现三次曲线的促进
作用。

现有文献对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
关系以及政府干预调节作用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
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以其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居
多，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因素和
内在机制讨论较少。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市场
的最新发展之一，政府干预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是否会使数字
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效果值得深入讨
论；而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对理解数字普惠金融效果的地区差异和规划未来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有启示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说
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干预主要有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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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是直接干预，二是通过干预经济社会环境和
金融市场发展进行间接干预。

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直接干预可以分为方向
引领类干预、规范发展类干预和创新试点类干预。
方向引领类干预是指为了支持中小微弱经济、提高
长尾群体信贷可得性、鼓励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
发展，结合国内经济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对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目标、重点创新方向等进行明确，引导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国内经济情况相匹配，更好地
服务实体经济。方向引领类的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规范发展类干预是
指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防范金融系统风险、防止
金融市场出现垄断、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在监
管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合规发展提出一定的规范
要求。规范发展类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起到
矫正和改善的作用。创新试点类干预是为了充分发
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力，在经济、金融达到一定条
件的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创新试点，并给
予一定的政策便利，放宽监管条件，最终探索出可
在部分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复制的发展模式。创新试
点类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有正面作
用。具体到本文研究的县域层面，政府对数字普惠
金融的直接干预以方向引领类干预和创新试点类干
预为主，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特点、产业优势明确数
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重点和创新方向，并给予
财政和政策的支持。

另外，政府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
也会间接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
果。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包括支持创业行为和民
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并形成产业集
聚。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解决了中小微弱经济
的融资问题。两者共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
地区经济增长。政府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主要体
现在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和对特定对象
的政策倾斜。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提
高当地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数字金融能力，使
其有能力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
经济增长有辅助作用。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
政策倾斜会提高中小微弱经济的信贷可得性，减少
其信贷约束，在地方传统金融市场比较完善并且能

够满足当地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情况下，数字普惠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则比较有限，此时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可能造成金融供给过剩，产生过度负
债的后果。

可以看出，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等目
的对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进行
干预最终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并进
一步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依赖传统金融
市场等原因，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均
衡的情况，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干预帮助其均
衡发展、纠正市场失灵，最终实现服务长尾群体的
目标。但是如果政府没有把握好干预的边界，也会
扭曲市场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数字普惠金
融的效果。

综上，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１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受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体现在金融的数字化程

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三个方面。从数字化程度
看，数字技术让海量 “场景”数据用于 “信用白
户”的信用评估，降低了信贷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
和道德风险；数字技术也提高了信贷业务的效率，
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获客成本；同时，数字技
术让移动支付在县域交易中被广泛使用，直接提升
了县域经济体的经营效率。从覆盖广度看，数字普
惠金融的使用门槛较低，业务申请手续便捷，拥有
智能手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金融服务，极大提高了
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从使用深度看，数字普惠金
融让小额的金融需求如信贷、理财、保险等通过线
上途径得到满足，特别是过去受到金融排斥的长尾
群体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提高了
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
假说：

假说２ａ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的数字
化程度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假说２ｂ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的覆盖
广度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假说２ｃ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的使用
深度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长尾群体的信贷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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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完善地区金融市场结构。另外，数字普惠金融
在县域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对县域金融市场
的垄断，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传统金融机构会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减少贷款程
序、设计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等手段来更积极地
应对市场的融资需求 （Ｌｅｏｎ，２０１５），以保持在县
域金融市场的占有量。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也为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动力和机遇。
由于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沈悦和郭品，２０１５），数
字普惠金融在县域的发展会激发传统金融机构对数
字技术的学习，并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效
率，更好地为县域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随着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能
力也在压力和动力下得到提升，进一步缓解县域经
济体的信贷约束。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３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为互补
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补充了传统金融市场，通
过优化地方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

（二）变量定义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 （ｇｄｐｐｏｐ）。参照
杨俊和刘珺 （２００８）、詹韵秋 （２０１８）、郝云平和雷
汉云 （２０１８）对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本文用县级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２．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ｉｎｄｅｘ）。本文
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作为代理变量 （郭峰等，２０２０）。除了总指
数 （ｉｎｄｅｘ）外，本文还以一级子指标覆盖广度
（ｂｒｅａｄｔｈ）、使用深度 （ｄｅｐｔｈ）和数字化程度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研究数字
普惠金融各个维度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３．门限变量：政府干预 （ｅｘｐｇｄｐ）。地方政
府干预虽然受政府官员主观意志影响，但是政府干
预的程度及手段受制于地方的经济状况与财税水平
（徐建波和夏海勇，２０１４）。因此，借鉴徐建波和
夏海勇 （２０１４）、刘文革等 （２０１４）、颜廷峰等
（２０１９）的做法，本文采用县级财政支出与县级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

４．控制变量。参考王雪和何广文 （２０１９）对
县域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
括县域经济特征、基础设施特征、人口特征和县域

金融环境特征几类。其中，经济特征包括地区生产
总值对数 （ｌｎｇｄｐ）、农业总产值占比 （ａｇｒｉｇｄｐ）、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ｇｄｐ３），基础设施特征用人均
拥有的固定电话数量表示 （ｔｅｌｅｐｏｐ），人口特征包括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ａｒｅａ）和教育水平 （ｓｃｈｐｏｐ），金融
环境特征主要是传统金融的发展水平 （ｌｏａｎｐｏｐ）。
变量的定义见表１。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本文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

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一级子指标数据。本文整理了

２０１９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县级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的相关数据，该数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二是县域特征数据。数据来源是历年 《中国县域统
计年鉴》。剔除有数据缺失的县 （市、旗），最终得
到１　４３５个县 （市、旗）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平衡面板
数据。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
县域经济特征变量进行１％水平的缩尾处理。各变
量的统计学特征见表１。

（四）模型构建
由于直接划分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偏误，本文运

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门限面板回归模型来研究不
同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
非线性关系。该模型根据数据的特征内生地划分区
间，本文以单一门限面板模型为例来介绍该模型的
设定、参数估计与检验过程。单一门限面板模型设
定如下：

ｇｄｐｐｏｐｉ，ｔ＝μｉ＋β１ｉｎｄｅｘｉ，ｔ－１Ｉ（ｅｘｐｇｄｐｉ，ｔ－１≤
γ）＋β２ｉｎｄｅｘｉ，ｔ－１Ｉ（ｅｘｐｇｄｐｉ，ｔ－１＞
γ）＋δＺｉ，ｔ－１＋εｉ，ｔ （１）

式中，ｉ表示个体，ｔ表示时间，μｉ表示个体效应，

Ｉ （·）表示示性函数，γ 表示门限值，Ｚ 表示控
制变量，β１和β２表示解释变量的系数，δ表示控制
变量的系数，ε表示随机干扰项。在金融发展的不
同阶段，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
相互转换 （赵振全等，２００７）。为避免经济增长与
金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对结果产生
偏误，本文模型对解释变量、门限变量和控制变量
均取滞后一期放入模型中。同时考虑到存在不可观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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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遗漏变量会对结果造成偏误，本文使用固定效
应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可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遗

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表１　 变量说明及统计特征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变量赋值及单位 均值 标准差

ｇｄｐｐｏｐ 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与户籍人口数的比值 （万元／人） ３．７６９　４　 ３．０８３　４

ｉｎｄｅｘ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综合指标 ８１．３３３　９　 ２３．８２４　８

ｂｒｅａｄｔｈ 覆盖广度 综合指标 ７７．３３６　６　 ２３．０５３　１

ｄｅｐｔｈ 使用深度 综合指标 ９１．５６８　４　 ３０．９５３　０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数字化程度 综合指标 ７５．９３９　０　 ３０．５６４　７

ｅｘｐｇｄｐ 政府干预程度 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 ０．２７８　２　 ０．２０６　５

ｌｎｇｄｐ 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１４．０３０　４　 ０．９１４　８

ｔｅｌｅｐｏｐ 基础设施 固定电话数量与户籍人口数的比 （户／百人） ９．６３２　８　 ７．７３６　１

ｇｄｐ３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 ０．３８５　８　 ０．１０２　１

ｐｏｐａｒｅａ 人口密度 单位：百人／平方公里 ３．３１４　６　 ２．７９８　０

ｓｃｈｐｏｐ 教育水平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量与户籍人口数的比 （％） ０．１１０　７　 ０．０２９　９

ｌｏａｎｐｏｐ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户籍人口数的比 （万元／人） ２．５１６　５　 ２．６３２　１

　　该模型根据门限变量政府干预的值大于或小于
门限值γ，将所有观测值分为两组，分别对应不同
的回归系数β１和β２。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先通
过组内平均值消除个体效应μｉ。然后用网格搜索
法 （Ｇｒｉｄ　Ｓｅａｒｃｈ）在政府干预的水平值中估计门
限值。在估计门限值时，将政府干预的数值按递增
的顺序排列，并将其中７０％作为水平值。再根据
这一门限值对回归方程 （１）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进而得到回归方程 （１）的残差平方和，最终政府
干预的门限值为使得残差平方和最小的值。即

γ�＝ａｒｇｍｉｎ　Ｓ（γ） （２）

式中，Ｓ （γ）是式 （１）的残差平方和。
在得到门限变量政府干预的估计值后，需要进

行两个检验：第一步先检验门限效应是否显著存
在。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６）提出自举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来
获得门限变量的渐进分布，进而确定ｐ 值。如果
门限效应存在则进行第二步检验，检验门限变量的
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该检验通过构造一个关于

γ的置信区间形成 “非拒绝域”，置信区间的计算

公式为：ＬＲ１≤－２ｌｎ （１－ １－■ α），其中α表示
显著水平。两个检验都通过后，则可以根据门限面
板回归模型来估计不同政府干预水平下数字普惠金

融的系数估计值。
双重门限面板模型的设定为：

ｇｄｐｐｏｐｉ，ｔ＝μｉ＋β１ｉｎｄｅｘｉ，ｔ－１Ｉ（ｅｘｐｇｄｐｉ，ｔ－１
≤γ１）＋β２ｉｎｄｅｘｉ，ｔ－１Ｉ（γ１

＜ｅｘｐｇｄｐｉ，ｔ－１ ≤γ２）

＋β３ｉｎｄｅｘｉ，ｔ－１Ｉ（ｅｘｐｇｄｐｉ，ｔ－１

＞γ２）＋δＺｉ，ｔ－１＋εｉ，ｔ （３）

双重门限面板模型及多重门限面板模型的模型
设定、参数估计与检验过程与单一门限面板模型相
似，本文不再赘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门限个数及门限值的检验
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首先对模型的门限值个

数及显著性进行检验，以确定本文模型的具体形
式。本文依次假定存在１个、２个和３个门限值，
并通过自举法得到对应的ｐ 值进行验证。由表２
可知，单重门限和双重门限都在１％水平上显著，

ｐ值分别为０和０．００３　３，第三个门限值的检验不
显著，对应的ｐ值为０．４６３　３。因此，政府干预存
在两个门限值，门限值γ１和γ２分别为０．１５５　１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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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６１　１，门限值对应的９５％的置信区间较窄，可
见门限值的划分较为合理。

表２　 门限值个数及门限值的检验

检验类型 统计量

单门限检验

γ ０．１５５　１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５５　９］

Ｆ 值 ８１．７６＊＊＊

ｐ值 ０

双门限检验

γ１ ０．１５５　１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５４　３，０．１５５　９］

γ２ ０．２６１　１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２５６　８，０．２６２　３］

Ｆ 值 ３７．６９＊＊＊

ｐ值 ０．００３　３

三门限检验

γ３ ０．１１６　４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１４　４，０．１１７　３］

Ｆ 值 ３０．４５

ｐ值 ０．４６３　３
迭代次数 ３００

　　注：＊，＊＊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
显著。

（二）估计结果与分析
表３中列 （１）为以政府干预作为门限变量得到

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系数，当政府干预程度较低时 （ｅｘｐｇｄｐ≤
０．１５５　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１分，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在１％显著水平上增加０．００５　２万元。
在政府干预程度适中时 （０．１５５　１＜ｅｘｐｇｄｐ≤
０．２６１　１），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减弱。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１分，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在５％显著水平上增加０．００１　６万元。在
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时 （ｅｘｐｇｄｐ＞０．２６１　１），数字
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本文的假
说１得到验证。在所有样本中，政府干预程度小于

０．１５５　１的样本占比为２７．８６％，政府干预程度小
于０．２６１　１的样本占比为６１．９％。在大部分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看，政府干预程度、区域生
产总值、人口密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县域经济
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门槛效应，可以推
测由于政府对实体经济和传统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
可以直接提升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因此在政
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发挥的效果
反而减弱了。本文结果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显著为负，本文的基础设施以通信基础设施为代
表，随着科技进步我国已经进入由固定电话向手机
移动端的换代阶段，通信基础设施已经接近最优生
产水平，此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甚至为负
（Ｗａｒｄ　＆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６；Ｔｈｏｐｐｓｏｎ　＆ Ｇａｒｂａｃｚ，

２００７）。本文中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本文的教育水平主要指基础教育水平，基础教育转
换为产出需要较长时间，而本文模型中主要考察变
量之间的短期关系，说明基础教育投入短期内对经
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

（三）子指标回归结果
本节分别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各一级子指标对

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府干预的作用。回归结果
如表３所示。列 （２）～列 （４）分别为数字化程
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回
归结果。① 覆盖广度对县域经济增长不存在以政府
干预为门限变量的非线性关系。通过检验，本文采
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限效应。整体来
看，覆盖广度对县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数字
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
作用，且政府干预会减弱这种作用，本文的假说

２ａ和假说２ｃ得到验证，假说２ｂ不成立。本文的
覆盖广度主要刻画的是第三方支付的使用情况。本
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电商背景的机构，第三方支付的
使用增加可能原因是网购需求的提升，而网购与当
地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竞争关系。网购的发展会冲
击地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弱经济，因此覆盖广
度得分越高的地区可能实体经济的流失情况越严重，
其对县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６４

① 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对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门限个数和门限值的检验结果及具体门限值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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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数字普惠金融

β１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０　８）
— — —

β２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０　６）
— — —

β３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０　６）

— — —

数字化程度

β１ —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００　７）
— —

β２ —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００　５）
— —

β３ —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０　４）
— —

覆盖广度 — —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０　９）
—

使用
深度

β１ — — — ０．００９　５＊＊＊

（０．０００　７）

β２ — — —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００　６）

β３ — — —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０　５）

政府干预程度 ０．９６５　２＊＊＊

（０．２０１　１）
０．５９４　２＊＊＊

（０．１８２　８）
０．９８１　４＊＊＊

（０．１９１　９）
０．４８８　５＊＊

（０．１９１　０）

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１．９４６　９＊＊＊

（０．０９２　０）
１．６５０　７＊＊＊

（０．０８２　９）
２．３３５　１＊＊＊

（０．０８３　７）
１．６４９　７＊＊＊

（０．０８９　７）

基础设施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０９　２＊＊＊

（０．００２　２）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０．４９４　０
（０．３０２　２）

－０．２５０　７
（０．２７７　７）

１．３９３　１＊＊

（０．２７７　１）
－０．４０１　８
（０．２９９　６）

人口密度 ０．０８２　８＊＊＊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８２　９＊＊＊

（０．０２５　４）
０．０９０　３
（０．０２６　２）

０．０８２　３＊＊＊

（０．０２５　７）

教育水平 －１．０９８　０
（１．１１９　０）

－０．６１７　０
（１．０８９　０）

－１．２２２　６
（１．２１４　２）

－０．４６８　９
（１．１０１　８）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１２１　７＊＊＊

（０．０１５　３）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２７　６＊＊

（０．０５２　６）
０．０９２　８＊＊＊

（０．０１５　３）

常数项 －２４．３３７　７＊＊＊

（１．３１６　０）
－１９．９４２　３＊＊＊

（１．１８７　６）
－２９．７７９　６＊＊＊

（１．１９０　３）
－１９．９２７　６＊＊＊

（１．２８８　６）

观测值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样本数 １　４３５　 １　４３５　 １　４３５　 １　４３５

Ｒ２　 ０．２８４　９　 ０．３１６　２　 ０．２７４　４　 ０．３０３　２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为了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发挥作

用是否是通过完善当地金融结构实现的，本节在模

型中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水平的交叉项进
行分析。经过检验，本节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
型。如果在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中，两者是互补的关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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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则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
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若是竞
争关系则系数为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进入可能
与传统金融形成不当竞争，恶化了当地金融环境，
从而对县域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表４中列

（１）～列 （４）分别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及三个子
指标与传统金融水平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补
充传统金融市场、完善县域金融市场结构的方式促
进县域经济的增长。本文的假说３得到验证。

表４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６）
— — —

数字化程度 —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５）

— —

覆盖广度 — —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００　６）
—

使用深度 — — —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５）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２０５　９＊＊＊

（０．０２６　１）
－０．０８４　２＊＊＊

（０．０１９　４）
０．０１７　７
（０．０２４　３）

－０．１２２　３＊＊＊

（０．０２１　６）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０　２）
— — —

数字化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０　１）
— —

覆盖广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 —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２）
—

使用深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 — —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０　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６．４２９　１＊＊＊

（１．２９０　２）
－２２．９５７　７＊＊＊

（１．１９３　４）
－３０．６３９　０＊＊＊

（１．１９５　１）
－２３．２１３　６＊＊＊

（１．２９２　３）

观测值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Ｒ２ ０．３０８　２　 ０．３１９　６　 ０．２８０　０　 ０．３１２　５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本节将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政

府干预作用和影响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

１．政府干预作用的稳健性检验。
（１）改变计量模型。根据上文回归中政府干预

的门限值，将政府干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区间并引
入虚拟变量。本文政府干预中存在两个门限值，因
此建立以下模型：

ｇｄｐｐｏｐｉ，ｔ＝μｉ＋β１ｉｎｄｅｘｉ，ｔ－１＋β２ｉｎｄｅｘｉ，ｔ－１×
ｄｕｍｍｙ１＋β３ｉｎｄｅｘｉ，ｔ－１×ｄｕｍｍｙ２＋
δＺｉ，ｔ－１＋εｉ，ｔ （４）

式中，ｄｕｍｍｙ是虚拟变量，当政府干预程度小于
第一个门限值时ｄｕｍｍｙ１取１，当政府干预程度高
于第二个门限值时ｄｕｍｍｙ２取１。回归结果如表５
中列 （１）所示，在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
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可以验证门限效应的存在。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与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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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均与双重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接近，表明
基于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不会随着模型估
计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本文的结论稳健。

（２）增加样本容量。本文通过增加２０１９年的
数据扩大样本容量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５列 （２）所示，结果显示仍然存在两个门限
值，且在低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
增长的效果最大，中政府干预程度次之，高政府干
预程度下不显著。此结果与四年期面板数据的结果
一致，说明本文结果不会随着数据容量的改变而发
生变化。

（３）调整自变量滞后阶数。本文用自变量的滞
后二期替换原自变量进行门限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５中列 （３）所示，存在两个门限值，即随着县域
政府干预水平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在低政府干预水平、中政府干
预水平和高政府干预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
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别为０．００８　４，０．００５　７和０．００３　３。
调整自变量滞后阶数后，政府干预减弱数字普惠金
融对县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结论仍然成立。

（４）替换被解释变量。除了本文使用的人均区
域生产总值外，实际区域生产总值增长率也是学者
常用于表示经济增长的指标 （黄智淋和董志勇，

２０１３；赵振全等，２００７）。本文用扣除物价水平后
的实际区域生产总值增长率替代原因变量重新进行
门限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５中列 （４）所示，政府
干预存在双重门限值，随着政府干预的提高，数字
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减弱。替换被
解释变量后政府干预减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
增长促进作用的结论仍然成立。

２．影响机制的稳健性检验。
参考刘文革等 （２０１４）的方法，本文用年末金

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比重替
换原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６
中列 （１）～列 （４）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一级
子指标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各交叉项系数仍显著
为正，说明替换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后数字普惠
金融与传统金融市场的互补关系仍成立，本文对影
响机制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表５　 政府干预作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虚拟变量 增加２０１９样本 自变量滞后两期 替换被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β１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８　４＊＊＊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０　３）

β２ —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００　３）

β３ —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３　７＊＊＊

（０．０００　２）

数字普惠金融×ｄｕｍｍｙ１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０　４）
— — —

数字普惠金融×ｄｕｍｍｙ２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４）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３．０６６　０＊＊＊

（１．２７９　０）
－３０．４０１　３＊＊＊

（１．６１４　４）
－４．５７８　２＊＊＊

（１．６９６　２）
１３．２９６　０＊＊＊

（０．５２０　１）

观测值 ５　７４０　 ６　７１０　 ４　３０５　 ５　７２４

Ｒ２　 ０．３２６　１　 ０．２２８　２　 ０．１６０　２　 ０．２５５　７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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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影响机制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８）

— — —

数字化程度 —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７）
— —

覆盖广度 — — －０．００３　８＊＊＊

（０．０００　８）
—

使用深度 — — —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０　７）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３９３　８＊＊＊

（０．１３５　６）
－０．３８７　９＊＊＊

（０．１０３　３）
－０．１２３　６
（０．１４０　４）

－０．４７６　６＊＊＊

（０．１１５　０）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０１　１）
— — —

数字化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０　８）
— —

覆盖广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 —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１　２）
—

使用深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 — —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０　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６．３１７　５＊＊＊

（１．３７７　５）
－２１．５７４　３＊＊＊

（１．２０７　７）
－３１．２３９　６＊＊＊

（１．１８７　５）
－２０．１８６　０＊＊＊

（１．３４６　７）

观测值 ５　７４０　 ５　７４０　 ５　１７０　 ５　７４０

Ｒ２　 ０．２６０　６　 ０．２７８　１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７４　７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３．数字普惠金融效果的地区差异。
为了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及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本文将
所有样本县 （市、旗）按照所在省份所属地区分为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组子样本进一步
分析。① 表７展示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的回归结果。经过验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
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在东部地区，在较
高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
增长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政府干预

的作用方向与总样本结果一致，随着政府干预程度
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逐渐减弱 （系数分别是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９和０．００２　２）；
在西部地区，政府干预的作用为倒 Ｕ型，中政府
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最大，低政府干预程度下次之，高政府干预程度
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系
数分别是０．００７　７，０．００２　８和０．０００　６）。与东部地
区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适当提高政府干预对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更有意义。

０５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等１１省份；中部地区包括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等８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１２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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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

变量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普
惠金融

β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１　３）

β２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１　６）

β３ —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６．３６６　７＊＊＊

（３．１４８　６）
－１５．１２９　０＊＊

（１．７７８　０）
－２２．６０８　２＊＊＊

（２．０３８　８）

观测值 １　５４０　 ２　０５２　 ２　１４８

Ｒ２　 ０．３１４　３　 ０．４７６　８　 ０．２３４　４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上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机制的研究，数
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起到促
进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传统金融发展的地区
差异使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
地区差异。我国传统金融市场发展主要存在三个不
足：一是金融结构失衡。金融机构大多青睐国有企
业、大型企业和高净值人群，即使小型金融机构也
倾向于此类客户，因此金融市场面临 “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二是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基础设
施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必要基础，我国在社会征信系
统、农村电子支付等方面仍较薄弱。三是金融教育
匮乏。部分社会群体缺乏金融教育，金融能力严重
缺失，这种情况限制了其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也
使得这类人群更易遭受金融欺诈等事件 （贝多广，

２０１６）。上述问题在不同地区的严重程度也不同。
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政府有能力投入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金融环境宽松，大量金融机构聚集，金
融市场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因此，金融服务群体下
沉更深，长尾群体有机会通过多种渠道融资，并且
接受金融教育的机会更多，居民有能力配置家庭资
源、提升家庭资金效率。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需要政府投入的领域较多，投入金融基础
设施的能力有限，金融发展相对迟缓，金融机构类
型单一，居民融资渠道较少，居民接受的金融教育
相对匮乏。目前仍然有大量中西部地区家庭以现金

及活期存款的形式持有家庭财富，金融资源利用效
率较低。东部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长尾群
体受到金融抑制较少，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抑制现象
仍然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完善中西部地区
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政府干预作为门限变量，研究了在不同
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
的差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
存在以政府干预为门限变量的非线性关系，在低、
中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县域经
济的增长。在高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普惠金融对
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同时子指标回归显
示，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
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政府干
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完
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分地区
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负
相关；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
进作用，且政府干预存在单向调节作用；西部地区
政府干预的作用为倒 Ｕ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政
府干预程度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在
低政府干预程度次之，在高政府干预程度下效果不
显著。

东部地区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传统金融市场能
较好地满足县域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政府对数字
普惠金融的干预着力点应放在规范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防范数字普惠金融快速扩张过程中造成金融
供给过剩、金融供给方恶性竞争以及金融消费者的
过度负债等金融风险。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有了一定基础，可以在市场机制下稳定地发挥促
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政府应给予适当宽松的政策环
境，鼓励其充分探索、创新服务长尾群体的业务模
式。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
要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帮助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补充传统金融市场，
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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