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爱俭、杜强：经济发展中金融杠杆的门槛效应分析 

经济发展中金融杠杆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跨 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爱俭 杜 强 

[摘 要]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杠杆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41个国 

家1996—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对金融杠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杠杆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着门槛效应，金融杠杆对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发展情况的变动而显著变化。具体而言，金融规模的扩张会削弱 

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金融效率提升和金融结构优化则有助于增强金融杠杆在 

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积极进行杠杆内部结构调整、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优化信贷结构、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杠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实现“去杠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进行，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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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一词源于物理学，而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 

球”形象地说明了杠杆的作用。金融所具有的资金配置功能，帮助资金短缺方通过借贷等方式筹 

集资金来完成各类交易，实现了金融杠杆效应。但金融杠杆过高所带来的高负债、过度证券化以及 

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成为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导火索。因此，许多学者将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归 

咎于金融杠杆身上。但是，纵观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金融杠杆在推动全球经济发 

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合理运用金融杠杆已经成为实现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高杠杆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根 

据李扬(2015)、马建堂等(2016)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全社会总杠杆率已经由2008年的 170％快 

速攀升至2014年 240％左右的水平，过快的上升速度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去杠杆” 

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是“十三五”时期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本文对金融杠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引入金融发 

展因素，试图探索金融发展对二者关系的动态影响，进而为我国杠杆调整与金融改革政策制定提供 

参考和借鉴，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一

、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金融杠杆作为连接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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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纽带，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第一，关于金融发展(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O世纪 90年代以来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 

Lveine(1997)提出了金融体系的五大功能，并通过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的 

结论。之后，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也都支持了 Lveine的结论 ，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成 

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De la Torre et a1．(2011)提出 

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递减 

效应，减小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则会表现为负面影响。Ergungor(2008)、Rousseau 

and Wachtel(2011)、Cecchetti and Kharroubi(2012)等通过研究均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非线性关系，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逐步降低，最终会表现为 

抑制作用。Law and Singh(2014)将金融杠杆(私人信贷占GDP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指标，采用门槛 

模型探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金融杠杆的门槛值为 88％，当高于这一水平时，金 

融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Arcand et a1．(2015)对 1960-2010年全球 130多个国家 

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当私人信贷占 GDP比重超过 100％后 ，金融杠杆会 

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在国内研究方面，武志(2010)结合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对金融发展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内在质量只能由 

经济增长所引致”的假设 ，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了验证。杨友才(2014)利用我国 1987—2009年的 

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门槛效应和边际 

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马轶群等(2012)的研究则进一步分析了我 

国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存在前期增强后期 

减弱的影响，同时金融发展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的结果质量。 

第二，关于金融杠杆调整及其影响的研究。过度杠杆化被普遍认为是引发次贷危机的重要原 

因，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都不得不开始漫长的去杠杆之路，学者们对于去杠杆及 

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去杠杆的背景和动机看，过高的金融杠杆水平带来的巨大偿债压力会 

拖累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 ，同时也极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去杠杆既 

是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化解金融危机的主要途径。Roxburgh et a1．(2010)研究发现在重 

大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之后通常都会伴随着漫长的去杠杆过程，而这一过程会持续5至7年的时间。 

从去杠杆的具体措施看，杨明秋(2011)分析了次贷危机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去杠杆进程，指出 

金融杠杆的去杠杆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去杠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去杠杆措施，同时减少消 

费、降低家庭部门杠杆水平以及推行贸易保护等也成为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曲风 

杰(2014)指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金融过度创新和资产价格攀升是美国高杠杆形成的主要原因， 

而美国在危机后通过杠杆转移、政府接管担保和机构兼并重组三大策略使得去杠杆过程获得了显 

著成效。从去杠杆的影响看 ，Devlin and Mckay(2008)、Glick and Lansing(2009)分别对美国金融部 

门和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进行分析，指出二者对经济发展均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经济增长。 

Caballero et a1．(2013)研究了去杠杆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认为去杠杆一方面会通过影响居民部门 

的需求，引起投资和消费下降；另一方面则会通过影响资本投资，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失业率上升。 

Buttiglione et a1．(2014)通过研究提出，在去杠杆过程中会产生金融和经济的负反馈循环效应，即去 

杠杆会加剧经济衰退，而低迷的经济环境又会给去杠杆带来许多苦难，阻碍去杠杆的顺利进行，导 

致二者之间形成负反馈恶性循环。我国学者钟伟和顾弦(2009)还进一步研究了发达国家去杠杆 

的外溢效应，认为次贷危机后欧美国家采取的金融机构去杠杆行为通过流动性渠道对新兴市场经 

济体的股票市场造成了冲击，加剧了资本外逃的趋势和国内的流动性压力。马勇等(2016)基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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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去杠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还会提高金融危机爆 

发的概率，而金融杠杆的过度波动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第三，关于中国杠杆问题的探讨。Buttiglione et a1．(2014)指出在2008年之前，主要发达经济体 

杠杆率的提高导致全球杠杆率攀升，并诱发了金融危机；而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全 

球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的杠杆率也吸引越来越多学 

者的关注。李扬等(2012)基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理论框架，通过编制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测算了 

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结果显示中国杠杆率水平位于金砖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处于温和、可控阶 

段。李扬等(2015)的最新测算数据显示 ，2014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已经由2008年的170％上升到 

235．7％，而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中国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 

出了通过杠杆调整和杠杆转移的方式去杠杆，以化解局部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 

题组(2014)采用“负债／GDP”作为评价指标测算了中国总体杠杆率水平，由于计算口径和数据来 

源不同，与李扬等计算结果有一定差异，但杠杆率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并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 

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带来的结构性风险是 中国杠杆率快速攀升的最大风险。陈雨露等 

(2014)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和金融杠杆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并估计出中国老龄化拐点 

将会出现在 2019-2028年之间，此后人口老龄化上升的同时金融杠杆会逐渐下降，很可能导致系统 

性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金融杠杆及其调整(去杠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从总体上看 

关于金融杠杆的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对金融杠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 

入研究对于我国金融杠杆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金融与经济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条件 

下，采用门槛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将金融发展指标作为门槛变 

量，来探究不同金融发展环境下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动态变化特征，为促进我国去杠杆化和 

金融改革的有机结合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假定金融杠杆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为了验证 

和估计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利用 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构建如 

下计量模型： 

LnRGDP =卢o+ 1X +卢2儿 (FD≤ y1)+卢3 (FD > 1)+ (1) 

其中，LnR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为控制变量，包括物价水平、对外贸易、城镇化、人口结构等影 

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凡 为金融杠杆，FD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模型的门槛变量，代表具体的 

门槛值，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 为随机误差项。当存在两个门槛值时，模型(1)可进一 

步拓展为： 

LnRGDP =卢o+卢1X + 2FL“(FD≤ 1)+ 3儿 (FD≤72)+卢2儿 n(FD> 2)+s (2)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的对数值表示。 

2．核心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金融杠杆主要用以下两个指标进行衡量：M2／GDP和私营部 

门信贷／GDP。前者反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衡量国家整体的金融杠杆水平；后者反映微观经济主 

体的负债水平，衡量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杠杆水平。考虑到当前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突出的问题，本 

文选择私营部门信贷／GDP作为金融杠杆的指标，重点考察实体经济部门金融杠杆的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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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3．门槛变量。金融杠杆是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金融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其 自身以 

及其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以探究其对金融杠杆在经济 

发展中的门槛效应。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三个方面反映金融发展情况，具体选取 

的指标分别为银行信贷余额与股票市场市值之和占GDP的比重、储蓄投资转化率、股票市场市值 

与银行信贷余额之比①。 

4．控制变量。由于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本文将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城镇化水平、 

老龄化程度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中，以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 ，各变量的计算方法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择了41个国家 1996—2014年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其中样本国家包括 17个发达经济体和 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以尽量保证 

数据的连续性。所有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① 本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没有考虑债券市场，一方面由于各国债券市场相关数据缺失较多，无法满足计量分析对数据 

完整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相对于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而言，债券市场的规模较小，故忽略了债券市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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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在不考虑门槛变量和门槛效应的前提下，本文首先采用静态面板模型估计方法考察了经济发 

展中金融杠杆的边际效应。综合 F检验、Hausman检验和 LR检验结果，模型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 

和时间效应，因此选择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模型进行估计。表3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金融杠杆的 

估计系数为0．07208，并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从整体上看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贸易开放度以及城镇化水平的系数均为正值 ，而通货膨胀和老龄化程度的 

系数为负值，除通货膨胀外其余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十分显著。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下表均相同。 

(二 )门槛效应检验 

在对门槛效应估计前，首先采用 Hansen(1999)提出的格点搜索方法确定模型中存在的门槛 

值，并通过自抽样法(Bootstrap)对门槛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按照上述方法，本文进行 500次反 

复抽样后确定了门槛值并对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从表4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选择不同 

的金融发展变量作为门槛变量时，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门槛效应，说明金融杠杆对经济发 

展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具体来看，金融规模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金融效率 

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各门槛变量的具体门槛值见表5所示。 

22 



金 融 评 论 2017年第5期 

(三)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采用不同类型门槛模型对金融杠杆的门槛效应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门槛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中，选取不同的门槛变量时，金融杠杆的系数均为正值，说明金融杠 

杆对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与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是随着门槛变量 

取值范围的不同，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均不同，说明金融杠杆的正向促进作用发生了变化，即存在 

显著的门槛效应。 

表 6第(1)列选取金融规模(FSC)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面板模型回归分析，估计结果显示， 

金融规模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 ：当金融规模小于(或等于)第一门槛值 1．172时，金融杠杆的 

系数 0．22023，并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金融杠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当金融规 

模位于(1．172，2．586]区间，金融杠杆的系数下降为0．12263，在 1％统计水平上仍显著，金融杠杆 

的促进作用减弱 ；而当金融杠杆继续上升超过第二个门槛值 2．586时，金融杠杆的系数大幅下降 

为 0．04711，仅为第一区间金融杠杆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说明，经济发展中金融杠杆的促进作 

用会随着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减弱。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但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容易导致金融资金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在金融体系内产生空转 

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杠杆的提高并不能促使更多的资金流人实体经济部门，不能满足实体 

经济的融资需求，相反会导致更多资金流人金融部门寻求高额收益，削弱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 

表6第(2)列选择金融效率(FE)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当金融效率低于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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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7时，金融杠杆的系数为0．01778，但并不显著，而当金融效率超过门槛值时，金融杠杆的系数 

为0．07490，是低于门槛值水平时的7倍，并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杠杆的促进作用大 

小和效果依赖于金融效率。金融效率反映的是金融资源要素的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金融 

效率的大小由金融资源分配结构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利用效率共同决定。当金融效率处于较低 

水平时，即金融资源分配结构不合理、资金利用效率低，增加资金投入、提高金融杠杆，直接导致金 

融资源的浪费，对经济发展起不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6第(3)列估计结果显示，模型呈现显著的单重门槛效应特征。当金融结构低于门槛值时 

0．264，金融杠杆的系数值仅为0．02540，而且不显著；当金融结构超过门槛值，金融杠杆的系数值 

提高到0．08824，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估计 

结果表明，在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中，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过度依赖 

银行信贷解决，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相反，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了金融结构的 

优化，实体经济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融资需求，金融杠杆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会更加 

凸显 

表6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融杠杆的门槛效应，本文根据确定的门槛值将门槛变量划分为不同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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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并设定相应的虚拟变量，在基准静态面板模型中引人虚拟变量及其与金融杠杆的交乘项后重 

新估计，检验上述门槛效应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 7所示。 

表7 引入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 7中方程(1)一(3)中分别引入了门槛变量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的虚拟变量，如 

果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则定义两个虚拟变量 D1和 D2，其中当门槛变量取值小于(或等于)第一个 

门槛值时定义为 D1，而当门槛变量取值大于第二个门槛值时定义为 D2；而如果存在单重门槛变 

量时，门槛变量取值小于(或等于)门槛值时定义为 D1。方程(1)～(3)估计时均引人了虚拟变量 

和与金融杠杆的交乘项。估计结果显示，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会随着门槛变量取值范 

围不同而发生变化 ，即存在门槛效应。根据交乘项的系数分析，金融规模的扩大会抑制金融杠杆 

的促进作用，而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的降低同样会抑制金融杠杆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门槛效 

应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了本文基于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估计金融杠杆门槛效应的结果具有 

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41个国家 1996—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 Hansen提出的门槛效应分析了经济 

发展与金融杠杆非线性关系特征。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经济发展中金融杠杆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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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而显著变化。具体来看：以金融规模衡量 

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变量时，金融杠杆的促进作用呈现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 

金融杠杆系数值不断变小，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会削弱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以金融 

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时，金融杠杆的促进作用呈现单重门槛效应 ，当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 

的取值大于门槛值时，金融杠杆的系数值要大于低于门槛值的系数值，并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说 

明金融效率提升和金融结构优化有助于增强金融杠杆的经济增长效应。 

在经历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增速换挡的“新常态”，经济 

发展在增速逐步放缓的同时，还面临经济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问题。近年来，各项金融改革 

政策的相继实施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的经济推动作用、维持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核心。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和我国金融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为充分发挥杠杆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我国金融业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 

第一，调整我国金融杠杆的内部结构，充分发挥金融杠杆的经济效应。根据我国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经济发展任务 ，金融机构应该在降低过剩产能和企业金融杠杆 

水平的同时，采取降低融资成本、创新金融支持方式等措施鼓励新兴战略行业、中小微企业以及 

家庭部门适度提高杠杆水平，实现金融杠杆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调整优化，合理利用金融杠杆 

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但是需要密切关注金融杠杆的变动情况，防止金融杠杆快速上涨引 

发金融风险。 

第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金融业适度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迫使 

人们认识到金融业发展必须回归到其本质，即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支持。我国金融监管部门 

应制定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和考核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增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对金融机构过 

度扩张、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特别是资金“脱实向虚”、“空转”等现象进行严格的监控，防止经济过度 

金融化发展。 

第三，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 

信贷是实体经济部门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信贷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结合“十 

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商业银行应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等，提升对 

科技企业、创新创业企业、绿色环保行业以及广大中小微企业全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变以国有企 

业 、大型集团为主的单一信贷结构，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为培育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第四，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缓慢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融资过度依赖 

于商业银行，而信贷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集中投放到国有企业等实力雄厚的实 

体经济部门，造成我国中小企业长期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困扰，影响了金融杠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其 

积极作用。因此，需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建立以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互配合的金融结构。此外，还需要尽快建立资本市场风险预警机制，防范资 

本市场大幅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也为引导更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提供相对安全、稳定 

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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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本文选取的4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具体如下： 

发达经济体(17个)：澳大利亚、瑞士、塞浦路斯、丹麦、芬兰、英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尔 

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加坡、瑞典、美国 

新兴市场经济体(24个)：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智利、中国、爱沙尼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 

印度、立陶宛、拉脱维亚、墨西哥、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泰国、 

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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